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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承

担的工作） 

1.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富贵籽（Ardisia Crenata Sims）又名金玉满堂、红凉伞、凉伞遮金珠、黄金万两、铁凉伞、

大罗伞等，隶属紫金牛科紫金牛属常绿小灌木，其原产亚热带丘陵地阔叶林下，在我国分布

范围广，为典型的观果植物，其果球形，似豌豆大小，色泽鲜红、晶亮，果实成簇集中于植

株的下半部，且挂果时间极长，上一年结的果尚未脱落，下一年又开花结果，因而一棵树上

可整年赏果，红果期就高达 8 个多月，覆盖元旦、春节和整个春季；叶似冬青，位于植株上

端，枝叶的形状像一把伞，映衬着成簇鲜艳欲滴的果实，非常喜庆，象征着丰收和成功，寓

意喜悦、富贵吉祥，现已成为广受欢迎和喜爱的“红红火火过新年，岁岁年年果满屋”年宵花，

并获 99 年昆明世博会和首届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上观果类花卉的最高奖，被誉为是今后有

可能压倒国内销量最大的观果花卉产品--金桔的期待产品。过去人工栽培极少，多呈天然散生

及野生状态。近年来随着其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在南方等地区现已大规模开发利用，其主产

区主要分布于福建武平、江西大余、云南昆明、江苏宿迁、广东东莞、浙江衢州等。目前市

面上主要有两个品种：一个叶片的背面为绿色，另一个叶片的背面为紫红色；两个品种除了

叶片的颜色有所不同之外，其它特征均一致，但作为商品两个品种在价格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此外，富贵籽具有活血去瘀、清热降火、消肿解毒、祛痰止咳等功效，是我国传统中药材。

因此，富贵籽是集观赏、药用、经济和生态价值于一体的花卉植物，具有广阔的开发和应用

前景。 

花卉产业是世界各国农业中唯一不受农产品配额限制和 21 世纪最有希望的农业产业和

环境产业，被誉为“朝阳产业”。花卉业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目前的世界花

卉产业来看，仍然由经济发达国家凭借技术、资金等在世界花卉产业和花卉贸易中占据优势地

位，但随着成本上升和世界花卉贸易格局的变化，花卉生产基地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已成为趋势。一些具有气候、劳动力等优势资源的国家和地区如哥伦比亚、肯尼亚、墨西哥、

厄瓜多尔等由于兼具气候优势、生产成本低廉、产品优质、且能够全年供应的发展中国家，这

些国家近年来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在世界花卉领域竞争力明显提高。我国是世界上园林植物资

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我国共有 8000 多种木本植物，其中乔木

2000 多种、灌木 6000 多种，牡丹、蔷薇、杜鹃等多种特有花卉对世界花卉业发展起到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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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我国的花卉产业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步至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现代花卉产业链。

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花卉生产国、重要的花卉消费国和花卉进出口贸易国。2019 年我国花

卉生产总面积为 130.55 万公顷，占全世界花卉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近年来我国花卉进

出口贸易仍呈上升发展趋势，出口额明显大于进口额，出口额增幅明显加快，而进出额增幅明

显放缓，出口优势进一步显现。据统计，2018 年我国花卉出口总额为 3.12 亿美元，同比增

长 8.90 ％，增幅较 2017 年的 0.85 ％ 增加了 8.06 ％。其中盆花和庭院植物、鲜切花（叶）

类占当年花卉出口总额的 85.43 ％，是我国花卉出口的优势类别，尤其以盆花和庭院植物是

我国出口花卉产品中所占份额最大的类别。此外，经过近年来的调整转型，我国花卉消费市场

日趋成熟，花卉消费逐渐由过去的集团消费向大众消费转变，由节庆消费、阶段性消费向日常

消费、周年消费转变，消费模式由单一化、团购化向个性化、多样化转变，消费范围由一、二

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乃至乡村发展，花卉消费群体不断扩大。从需求情况来看，观赏苗木需

求量最大，达到 57.86 ％，其次为盆栽类植物、实用与药用花卉、鲜切花，占比分别为 24.58 ％、 

11.44 ％ 和 10.33 ％。因此，花卉产业既是美丽的公益事业，又是新兴的绿色朝阳产业。发

展花卉产业对于绿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家园，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城乡人均收入，扩大社会

就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都具有重要作

用。 

花卉植物现已成为中国人们过年、走亲访友及增加节日气氛必需品，富贵籽不仅名字好听，

而且其寓意富贵吉祥、丰收和成功，作为近年来极为畅销的年宵花，其市场需求量激增，尤其

在我国南方各省富贵籽商品栽培的规模正逐年不断扩大，然而其生产实践中也碰到各种各样的

问题，如育苗质量参差不齐、苗质量不稳定、繁育及病虫害防治技术不配套等，从而对其产业

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了更好的推动富贵籽产业的发展，制定富贵籽育苗技术行业标准已

势在必行。建立一套实用、可操作性强的育苗技术，为进一步提升富贵籽苗木育苗质量，切实

保护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权益，促进富贵籽产业的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同时对优质产品培育、

实施科学管控、规范市场和产品出口均可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对于进一步促进林业行业花

卉及苗木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任务来源 

2015 年 4 月，西南林业大学提出《富贵籽育苗技术规程》行业标准的立项申请，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将其列入 2016 年度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批准由西南林业大学负责《富

贵籽育苗技术规程》行业标准的起草工作。因此，《富贵籽育苗技术规程》编制任务来源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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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任务下达后，起草单位组织成立了《富贵籽育苗技术规程》标准起

草工作组，并组织工作组成员按照时间进度要求，认真查阅了国内外有关富贵籽育苗标准化

状况和相关的技术文件，并结合我国育苗情况，首先构建编制富贵籽育苗技术的总体框架，

并进行任务分工，明确工作组成员的责任和完成任务的时间。 

3.起草单位及协作单位 

西南林业大学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 

云南远益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4.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黄美娟：项目总负责人。负责项目组织协调并起草富贵籽育苗技术规程的总体框架，修改

完善《富贵籽育苗技术规程》，起草《观测指标体系》标准编制说明。 

黄海泉：起草和修改编制说明和具体标准条款。 

闻永慧：协助起草具体标准条款和编制说明。 

汪琼：协助编写编制说明，征求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富贵籽育苗技术规程》。 

黄武略：协助收集相关资料，开展育苗验证性试验等。 

孙正海：实地调查，验证指标的适用性和科学性等。 

艾星梅：协助收集相关资料，开展育苗验证性试验等。 

杨自云：协助收集相关资料，实地调查，验证指标的适用性和科学性等。 

段青：协助收集相关资料，开展育苗验证性试验等 

刘国强：实地调查，验证指标的适用性和科学性等 

5. 主要工作过程 

5.1 资料收集 

所有制标人员认真学习 GB/T 1.1—2020 以及与制标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了工作计划，同时围绕富贵籽育苗技术的内容和标准适用范围，重点收集了行业等相关标准、

资料，包括基础标准、产品标准、检测技术规程等，先后查阅、收集了相关标准及文献资料（见

表 1）。 

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调研工作，通过针对富贵籽苗木生产企业和销售市场进行实地调研，

主要包括云南 5 家公司及盆花市场，并广泛征求生产者、经销商和消费者的意见，并多次与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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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交流研讨目前我国富贵籽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市场需求和技术关键点等。 

表 1  收集的标准资料 

序号 文献名称 文献号/文献来源 

1 赤皮青冈育苗技术规程   

Withdrawn and replaced by PM 4/27 - 29 -30 

LY/T 2836—2017 

2 刺梨培育技术规程 LY/T 2838—2017 

3 刺楸播种育苗技术规程 LY/T 2643—2016 

4 大白杜鹃育苗技术规程 LY/T 2696—2016 

5 大叶冬青育苗技术规程 LY/T 2699—2016 

6 东京野茉莉播种育苗技术规程 LY/T 2681—2016 

7 黄褐毛忍冬育苗技术规程 LY/T 2701—2016 

8 灰木莲育苗技术规程 LY/T 2636—2016 

9 榉树育苗技术规程 LY/T 2692—2016 

10 毛叶木姜子育苗技术规程 LY/T 2631—2016 

11 山茱萸育苗技术规程 LY/T 2816—2017 

12 塔拉育苗技术规程 LY/T 2819—2017 

13 乌桕育苗技术规程 LY/T 2621—2016 

14 岩桂育苗技术规程 LY/T 2619—2016 

15 中国四照花播种育苗技术规程 LY/T 2682—2015 

16 天麻林下栽培技术规程 LY/T 2622—2016 

17 毛叶木姜子育苗技术规程 LY/T 2631—2016 

18 龙胆林下栽培技术规程 LY/T 2633—2016 

19 岩桂育苗技术规程 LY/T 2619—2016 

20 富贵籽及其栽培技术 现代园艺,2013(11):23-24 

21 富贵籽盆花规模化生产技术 上海农业科技,2011(06):102 

22 富贵籽人工繁殖技术与造型栽培方法 福建农业科技,2013(08):67-69. 

23 富贵籽种源收集和种源圃建设 福建农业,2016(12):41-42. 

24 盆栽富贵籽基质配方筛选试验研究 现代园艺,2017(13):11-12. 

25 野生“富贵籽”驯化栽培技术 福建农业科技,2011(02):85-87 

26 栽培种源朱砂根播种育苗及其影响因子的研究 热带作物学报,2011,32(10):1804-1808 

27 朱砂根不同播种育苗方式效果分析 江西林业科技,2009(04):23-25+44 

28 朱砂根的用途及其栽培技术 新农村,2013(04):25 

29 朱砂根培育技术研究 林业科技开发,2006(06):53-56 

30 朱砂根盆栽技术研究初探 江苏林业科技,2010,37(04):12-15. 

31 朱砂根品系评价和繁殖技术研究 福建农林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 

32 朱砂根育苗技术 林业科技开发,2007(02):69-72 

33 朱砂根穴盆苗育苗及移植技术研究 安徽农业科学,2009,37(11):5197-5198+5224 

34 朱砂根栽培技术与促进结实研究初报 上海农业科技,2008(03):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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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标准起草 

5.2.1 编制《富贵籽育苗技术规程》草案框架和初稿 

为有效推进起草工作进展，在对收集资料、调研信息进行充分整理的基础上，结合目前

国内外富贵籽生产和销售现状，项目组首先确定出标准的范围，规定了富贵籽(Ardisia crenata 

Sims.)育苗的果实采收与种子准备、圃地建立、种子处理、育苗、有害生物防治、苗木出圃与

分级及档案管理等技术要求，适用于富贵籽苗木的培育。其次在结合国内富贵籽苗木生产实际、

市场现状和今后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现有标准和规程，形成标准草案框架。项目组

多次召开会议，反复讨论，并严格执行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对草案进行了新的调整、修改和完善，初步确定出主要技术指标，

形成讨论初稿。 

5.2.2 标准第 1 次意见咨询和讨论稿 

项目组走访、咨询了相关专家、生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等 20 余人次，针

对富贵籽育苗技术、栽培管理以及病虫害防控措施、起苗、包装运输等方面予以重点调查，并

对讨论初稿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讨论稿。 

5.2.3 标准第 2 次意见咨询和征求意见稿 

依据讨论稿，通过项目组对富贵籽育苗技术的研究及不同地区相关文献资料整合，同时

广泛征求该领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后，认真组织讨论和修改，进一步完善标准的相关内容，

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5.2.4 标准的验证 

 依据标准讨论稿，选取了云南玖鑫花卉有限公司、昆明真善美花卉有限公司等 5家企业对

标准进行实际验证，并对应用标准后的 30 个批次的盆栽产品测量数据进行等级检验并汇总分

析（见表 2），根据实测汇总结果对标准进行修改，再广泛征求该专业领域的专家及用户意见

后，认真组织讨论和修改，不断完善标准内容，形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表 2 产品的实测结果汇总 

等级 

产品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级以下 小计 

富贵籽苗木 7 11 8 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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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送审稿的形成 

   征求意见稿报送有关单位和专家进行意见征求，征集范围包括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花卉

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北京林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花卉研究所、云南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资源昆虫研究所、云南省林木种苗工作总站等涵盖花卉生产、销售、进出口贸易以及标准化、

植物保护多个领域的10家单位。根据所征求的意见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认真修改，同时根

据标准制定要求完成了标准的编制说明和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最终完成标准的送审稿。 

二、标准的编制原则和标准的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及其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修订标准时，应增

列新旧标准主要技术指标的对比。 

1. 标准的编制原则 

1.1 科学性 

项目组在对富贵籽进行育苗技术研究的基础上，并对云南玖鑫花卉有限公司、昆明真善美

花卉有限公司等 5家生产和销售富贵籽的代表性企业及销售市场进行了实地调研，同时结合相

关国家、行业标准确定本标准条款、技术参数等，因此，该规程是在完全遵循植物生长发育规

律和满足其生物学特性与生长习性的基础上，并结合生产与销售实践予以制定的，保证了该规

程编制的科学性。 

1.2 先进性 

以已有的国家标准（GB）和行业标准为首要依据，由于该规程目前尚无国际标准，项目组

以目前国内外现有的同类型相关标准为参考，从当前研究现状、生产和现实需要出发，兼顾未

来育苗需求，体现该规程编制的先进性和前瞻性。 

1.3 适用性 

本规程所选择的技术参数和指标，首先充分考虑了我国此类产品的生产与质量状况等技术

要求，同时又与国家颁布的有关标准相一致，不发生冲突，并尽量考虑与国际通行的盆栽标准

接轨。同时本规程编制充分考虑到指标的量值宽严适度，在检测方法充分考虑可操作性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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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上的可接受性，并注意照顾标准可行性和先进性的结合。 

1.4 可行性 

本标准中技术参数和指标，除了源自于项目组研究之外，同时也源自于广泛多次深入生产

实践的实测数据及对数据的综合分析总结，同时结合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确定，技术参数和指

标提出后在富贵籽主要产区和销售地区经实测验证，具有可行性和先进性。 

1.5 规范性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

出的规则进行起草，文本格式规范。 

2.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果实采收与种子准备、圃地建立、种子处理、育苗、有害生物防治、苗木出

圃与分级、档案管理等技术要求。具体内容包括： 

2.1 果实采收与种子准备 

种子的质量决定了整个育苗过程中种苗的品质，是育苗的重要指标。规定了种子采收种源

的选择、母株年龄、采摘时期和采摘果实的相关性状，种子贮藏方法保证种子的发芽率。 

2.2 圃地建立 

圃地建立主要包括圃地选择、圃地区划、作业设计、整地方法。圃地选择根据大田育苗、

容器育苗的条件，分别规定了 2 种育苗方式圃地的选择范围、圃地区划、作业设计执行 GB/T  

6001 标准；整地方法分别规定了大田育苗、容器育苗相应的整地方式方法。 

2.3 种子处理 

规定了种子浸种及催芽的方法等。 

2.4 育苗 

规定了育苗的播种时期、播种量、播种方法、容器材料与规格、营养机质的配制、消毒

和装袋、苗期管理等。 

2.5 有害生物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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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有害生物防治的基本措施，包括药剂选择、使用浓度、使用方法、使用频率及次

数等。 

2.6 苗木出圃与分级 

制定了苗木出圃的苗龄，苗木分级、包装和运输等。 

2.7 档案管理 

制定了档案建立、档案内容、档案管理要求等。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1.主要试验验证分析和论证 

表 2 不同种子贮藏方法及播种方式对富贵籽种子萌发及生长的影响 

序号 检验内容 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 

1 

不同种子贮藏

方法对富贵籽

种子萌发的影

响 

果实果肉统一去除后运用干

藏、沙藏和随采随播 3 种方式，

研究其对富贵籽种子发芽势和

发芽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 3 种贮藏方式对富贵籽种子

萌发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以沙藏

效果最佳，其种子发芽势和发芽率均高

于干藏和随采随播的效果，发芽势和发

芽率分别达 62 % 和 84 %，因此，富

贵籽种子萌发宜选择沙藏方式予以进

行。 

2 

不同浸泡时间

对富贵籽种子

萌发的影响 

采用沙藏的富贵籽种子于常温

下清水中分别浸泡 1 d、2 d、

3d 和 4 d，研究其对富贵籽种子

萌发的影响 

研究发现不同浸泡时间对富贵籽种子萌

发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以浸泡 2d

效果最佳，其种子发芽势和发芽率最高，

发芽势和发芽率分别达 66% 和 88 %。 

 

3 

不同育苗基质

对富贵籽种子

萌发的影响 

以沙藏的富贵籽种子为材料，

种子统一浸泡 2 d后采用 5 种

不同育苗基质进行播种，研究

其对富贵籽种子萌发和生长情

况的影响 

研究发现不同育苗基质对富贵籽种子萌

发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以泥炭土

︰珍珠岩︰沙=4︰2︰1 效果最佳，其种

子发芽势和发芽率最高，不仅发芽快且

发芽率达 91.5%，苗生长健壮。 

4 

GA3 不同浓度

对富贵籽种子

萌发的影响 

采用  5 个 GA3 浓度(分别为

31.25 mg/L、62.5 mg/L、125 

mg/L、250 mg/L 和 500 mg/L)，

以清水为对照，对沙藏后富贵

籽种子采用上述溶液统一浸泡

2 d 后进行播种，研究其对富贵

籽种子萌发和生长情况的影响 

研究发现不同浓度GA3对富贵籽种子萌

发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 250 mg/L

效果最佳，其种子发芽势和发芽率最高，

发芽率达 98 %，且苗生长健壮。 

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对富贵籽生产企业、销售市场、消费者等进行广泛

调研，深入了解富贵籽果实采收与种子准备、圃地建立、种子处理、育苗、有害生物防治、苗

木出圃与分级、档案管理等相关要求，同时采用不同种子贮藏方法及不同播种方式对富贵籽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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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和生长情况进行了研究，并与相关文献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确保标准制定更为科学合理。 

2.预期的经济效果 

富贵籽作为近年来倍受青睐的高档年宵观果、观叶盆栽植物，其种苗的质量对富贵籽盆栽

产品生产和销售极为关键。富贵籽种苗作为生产投入品，目前市场上一年生富贵籽种苗单株价

格 12 - 15 元，每亩种植约 1 - 1.2 万株；二年生富贵籽种苗单株价格 20 – 25 元；三年生种

苗 35-40 元；通常三年生种苗即可上盆予以销售，一般 5 棵同时种植于一个花盆内（根据花盆

大小不同其种植数量通常在 5 – 7 株），售价 300 – 400 元/盆，经济收益非常可观；因此，该

标准的制定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富贵籽种苗的质量，为其种苗生产、销售和出口等实施有效

规范化管理和质量控制，而且能更为快速、高效地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对进一步促进我国花卉

产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保持了一致和统一，并具有较好协调性，不

存在任何抵触现象。 

我国目前还没有富贵籽相关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该讨论稿在项目组内部充分讨论，无重大意见分歧。意见和建议主要是标准文本格式，

规范性引用文件不当，章节各部分位置不当等，已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修改，形成标准的征求

意见稿。 

七、作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发布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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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为了实现标准有效的贯彻、实施和推广， 一方面，各级政府和相关

林业部门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进行宣传，增强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标准化意识，强

化林业产业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建立标准化信息咨询服务体系，逐步形成连接国内外市场、

覆盖林业生产和消费的标准化信息服务。另一方面，建议标准主管部门树立先进，对标准应

用成效显著的单位，组织行业内相关单位参观和学习，使标准就是生产力，就是效益的观念

深入人心，促进标准在行业内的广泛应用。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无现行标准。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建议在此标准的基础上，针对各指标有针对性的研制一系列统一的育苗方法，并作为行业

标准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