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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指南 金丝桃属 

编制说明 

一 工作过程简介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任务来源于国家林业与草原局 2016 年下达的任务，项目编号：2016-LY-110。项目拨付

经费 12 万元。 

1.2 制定本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金丝桃属（Hypericum Linn），分布于北半球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广布于全中国，主产地为我

国西南部，既有观赏价值，还有较好的药用价值及科研价值，近年来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金丝

桃属的园艺品种很多，既有用于切花（果）生产，也有用于盆栽或露地栽培的品种等。目前国内尚

没有该属/种新品种测试指南。 

为了加强我国金丝桃属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工作，保护育种者的权力，不断完善金丝桃新品种

DUS 测试技术体系，确保金丝桃新品种权审批工作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客观性，进一步做到公开、

公平和公正，有必要开展编制我国金丝桃新品种测试指南的工作。此项测试指南的研制，有利于提

高我国植物新品种实质审查的质量，促进我国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工作的发展。 

1.3 承担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任务由北京林业大学承担，具体编写任务由北京林业大学、国家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昆明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完成。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罗乐、于超、付荷玲、袁涛、张启翔、杨玉勇、刘秀丽。 

1.4 准备阶段： 

(1)制定工作方案：项目组织与实施、品种主要收集区、性状和特征与分类、查询技术等。 

(2)学习相关文件：工作导则、管理办法、UPOV 有关要求、TG 文件等。 

(3)制定工作计划和时间表。 

2016.09—2017.01：资料收集（包括：研究成果、论文与出版物、网络文献等）； 

2017.01—2017.12：DUS 测试指南起草； 

2018.01—2019.01：征求意见与修改； 

2019.02—2020.07：材料补充与完善、送审材料准备与成果上报。 

1.5 资料收集阶段： 

查询金丝桃属资源调查、开发现状、生产规程、测试指南等方面的文献或文件，了解国内外金

丝桃属资源及育种情况。查阅国内外金丝桃属品种一百余种，整理各品种主要表型特征。 

1.6 标准起草阶段： 

根据已知的金丝桃属品种信息，依据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关于测试指南制定的相关文件，

并参考国外的金丝桃属测试指南，筛选和确定测试性状，并进行性状分类(星号性状、补充性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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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状表现特征判定(质量、数量、假性质量)，编制 DUS 测试指南(初稿)。 

1.7 标准征求意见与修改阶段： 

将 DUS 测试指南(初稿)发送到生产单位、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部门或单位，请 21 位专家、

学者征求修改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和建议 132 条，经过整理和分类合并，共 75 条。在 DUS 测试

指南修改意见中，采纳的意见 47 条，部分采纳的意见 2 条，拒绝的意见 26 条。 

    根据专家意见，完成对金丝桃属测试指南的初次修改，将 DUS 测试指南(二稿)发送给相关单

位，请 3 位专家征求修改意见，收到回复 2 位，共收到反馈意见和建议 49 条，经过整理和分类合

并，共 43 条。在这些意见中，采纳的意见 30 条，部分采纳的意见 3 条，拒绝的意见 10 条。 

在修改、完善的同时，进一步核实性状分类的标准品种、性状分类等内容；全面审核、修改

DUS 测试指南，既适应金丝桃属品种研究现状又符合现有金丝桃属种质资源鉴定、描述等相关技

术标准或规范。 

1.8 成果送审阶段： 

根据两次征求意见，对测试指南进行修改、完善。目前，成果基本形成，有待相关成果提交，

审核、批复、发布等。 

 

二 标准的编制原则和标准的主要内容 

2.1 编制原则 

(1)全面性 

该测试技术标准根据GB/T 19557.1-2004:《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总则》

及UPOV测试指南制定相关指导文件TGP（英文）等相关文件，这些指导性文件是目前中国和国际

上正在应用的植物新品种测试最新技术方案，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金丝桃属野生资源状况以及国内

外金丝桃属植物新品种研发现状，它不仅保持了与国际现代技术与方法的接轨，也考虑到我国的实

际情况和发展前景。 

(2)准确性 

该测试技术标准不仅参照中国和国际相关标准和指南，同时收集全面国内外金丝桃属品种信

息，力求达到植物特征信息描述的准确性。 

(3)实用性 

该测试指南的制定正是作为金丝桃属植物新品种权申请过程中为审定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

稳定性而进行田间测试的技术规程指导性文件；其次是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适用性：该标准制定过程

中参考欧洲和日本的金丝桃属测试指南相关信息，并结合国内金丝桃属植物自然资源、育种技术和

育种方向的基础，增加部分测试性状，调整或删除研究价值低、不易观测的性状，降低测试的工作

量，提高测试效率。 

2.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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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和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规定，对植物新品种的审查主要是

对其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DUS）的审查，主要依据 DUS 测试指南来进行。因此，用于植物

新品种 DUS 田间测试的该技术规程的内容与 UPOV 规定的 DUS 测试指南协调一致。主要包括下

列内容： 

(1)技术规程适用的植物种或属的范围； 

(2)测试需要的材料要求（提交材料的数量及质量）； 

(3)测试方法；包括测试期限（测试次数及测试周期）、测试地点选择以及进行测试的条件、试

验设计方法、测试的植株或者植株部分的数量等等； 

(4)品种分组和生长测试的组织； 

(5)测试特征表； 

(6)特征表的解释（包括特征的图示及说明）； 

(7)技术问卷； 

(8)参考文献。 

 

三 与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目前，还没有关于金丝桃属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方面的国内标准，但国际

上存在3个金丝桃属的DUS测试指南，分别为UPOV/TG/216/1(Guidelines for the Conduct of Tests for 

Distinctness, Homogeneity and Stability——Hypericum hircinum, H. androsaemum, H.  inodorum)、

UPOV/TG/267/1 (Guidelines for the Conduct of Tests for Distinctness, Homogeneity and Stability——St. 

John's Wort)和日本的金丝桃属 DUS 测试指南。其中，UPOV/TG/267/1 仅针对于草本的贯叶连翘（H. 

perforatum），而本标准仅适用于木本的金丝桃属植物，故在此不作为参考资料。 

该标准参考了国家标准 GB/T 19557.1-2004:《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总

则》和 UPOV 国际测试指南制定相关指导性文件、UPOV/TG/216/1 以及日本的金丝桃属 DUS 测试

指南等参考资料，测试特征涵盖了已知品种的全部重要特征和用于品种特性区别判定所需的必要特

征，具有技术上的先进性和与国际公约规定的一致性。 

该标准与 UPOV/TG/216/1 比较，保留性状 28 个，增加性状 22 个，删除性状 1 个，修改性状 5

个；与与日本金丝桃属测试指南比较，保留性状 36 个，增加性状 6 个，删除性状 2 个，修改性状

13 个。 

与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表 

 与 UPOV/TG/216/1 比较 与日本金丝桃属测试指南比较 

保留性状 
植株：株型、植株：高度、植株：冠幅、叶片：

长度、叶片：宽度、叶片：基部形状、叶片：先

植株：株型、植株：高度、植株：冠幅、一年生枝：

节间长度、叶片：长度、叶片：宽度、叶片：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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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形状、叶片：叶斑、叶片：横截面形状、叶片：

叶轴与枝条的夹角、叶片：气味、花序：中心花

序相对于侧边花序的位置、花：直径、萼片：长

度、萼片：宽度、萼片：翻折程度、花药：颜色、

花柱：长度、果序：长度、果序：宽度、果序：

浆果数量、浆果：直径、浆果：纵切形状、浆果：

横切形状、浆果：表面(除去先端部分)、浆果：

主色、浆果：基部白色或绿色环带宽度、浆果：

光泽度 

叶片：基部形状、叶片：先端形状、叶片：叶斑、

叶片：横截面形状、叶片：叶轴与枝条的夹角、叶

片：气味、花：直径、花：类型、萼片：长度、萼

片：宽度、萼片：翻折程度、花瓣：姿态、花瓣：

长度、花瓣：宽度、花柱：长度、果序：长度、果

序：宽度、果序：浆果数量、浆果：长度、浆果：

直径、浆果：纵切形状、浆果：横切形状、浆果：

表面(除去先端部分)、浆果：主色、浆果：二次色、

浆果：二次色（RHS 比色卡）、浆果：基部白色

或绿色环带宽度、浆果：光泽度、花期：初花期 

增加性状 
一年生枝：节间长度、叶片：形状、叶片：主色、

叶片：叶斑颜色、叶片：叶斑分布、花序：类型、

花：类型、萼片：形状、花瓣：姿态、花瓣：长

度、花瓣：宽度、花瓣：形状、花瓣：先端形状、

花瓣：主色、花：雄蕊数量、花丝：长度、果序：

果实类型、浆果：长度、浆果：二次色、浆果：

二次色（RHS 比色卡）、花期：一年多次开花、

花期：初花期 

叶片：主色、萼片：形状、花：雄蕊数量、花丝：

长度、果序：果实类型、花期：一年多次开花 

删除性状 叶片：绿色程度 叶片：绿色程度、花瓣：重叠 

调整性状 一年生枝：花青甙显色、幼叶：花青甙显色、萼

片：淡红色或褐色程度、浆果：先端形状、浆果：

主色分组 

一年生枝：花青甙显色、幼叶：花青甙显色、叶片：

叶斑颜色、叶片：叶斑分布、花序：类型、花序：

中心花序相对于侧边花序的位置、萼片：淡红色或

褐色程度、花瓣：形状、花瓣：先端形状、花瓣：

主色、花药：颜色、浆果：先端形状、浆果：主色

分组 

 

四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经历了金丝桃属 DUS 测试指南的起草、修改、金丝桃属 DUS 测试指南草稿编写、

征求意见稿编写过程，在征求专家的意见后，形成了《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指

南 金丝桃属》的送审稿。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多次经过同行专家的论证，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

见和建议，在经过标准起草小组的讨论后，吸收和采纳了合理的意见和建议，没有出现重大分歧意

见。 

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征求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北京植物园、云南省花卉技术培训推广中心、云南省花卉产业联合会、

福建农林大学园林学院、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林木果树研究所、北京市黄垡苗

圃、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等 23 个单位的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和建议 181 条，经过整理和分类合

并，共计 118 条。经过标准起草小组的逐条认真研究，决定采纳意见 77 条，部分采纳意见 5 条，

不予采纳意见 36 条。部分采纳意见主要原因是部分专家对测试指南规范要求不熟悉，其次是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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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桃属品种的重要特征和已有的金丝桃属测试指南不够了解。36 条不予采纳的意见主要是对测试

指南的理解上的不一致、概念上的不同看法、条件不成熟等原因产生，都已经逐条作了明确的不予

采纳的理由说明，在《意见汇总处理表》中汇总。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总体上没有出现重大分歧。 

 

五 作为强制性标准或者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建议上升为国家强制性标准。因为《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指南 金

丝桃属》将作为植物新品种 DUS 田间测试必须遵循的标准、原则和方法，测试报告将作为审批机

关（国家林草局）决定是否授予品种权的依据，如果产生植物新品种方面的法律纠纷，测试报告也

将是非常重要的法律证据和依据。 

 

六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与已经发布的现有标准不存在任何重复和冲突，属于新的技术标准，因此，执行该标准

不必要废止现行的其他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