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林业行业标准项目 LY-2019-137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指南  侧柏属”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国家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

做的工作等； 

１、任务来源 

本标准任务来源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2019 年由文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

下达林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林科发〔2019〕69 号）下达具体任务，项目拨付经费 10

万元。 

2、承担单位与协作单位 

本标准项目由东北林业大学承担。 

3、主要工作过程（目前测试指南涉及物种国内外品种资源状况、新品种选育、申报和授权

的情况和进展；国内外已知品种状况和数据库收集品种的情况、参考国内外测试指南的情

况、主要工作过程情况（包括征求意见情况汇总）） 

开展植物新品种测试是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关键环节，是判定一个品种是否为

新品种的主要手段。编制植物新品种测试指南，并上升为测试技术标准，是开展植物新品种

测试工作的基础。 

侧柏属，属柏科，常绿乔木，本属仅侧柏 1 种，主产于我国，全国各省均有分布。喜

生于湿润肥沃排水良好的钙质土壤，耐寒、耐旱、抗盐碱，是我国华北石质山地、西北黄土

高原及中部干旱、半干旱地区荒山造林重要的生态林建设树种和石灰岩山地造林先锋树种；

同时由于它的耐寒、耐修剪、抗烟尘等特性，在园林绿化中被广泛应用，向为珍贵用材和重

要园林绿化树种之一，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2013 年，侧柏属被列入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林业部分）（第五批）中。目前我国

仅有两个品种被授权为新品种（‘文柏’、‘散柏’，2014 年）。此外，2013 年和 2019 年分别

有 2 个和 7 个该属品种申请新品种权。 

《中国植物志》中记录了 4 个侧柏品种，《世界园林乔灌木》中记录了 5 个品种，在

《Manual of Cultivated Conifers: Hardy in the cold- and warm-temperate zone》中记录 61 个品

种,另一本《Manual of Cultivated Conifers》中记录了 34 个品种，《Native and Cultivated Conifers 

of Northeastern North America》中记录了 68 个品种；在国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机构中也有一

些侧柏品种的记录，如“（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有 53 个品种记录，但有详细说明的仅有 2

个品种。综合各方面资料与数据建立已知品种数据库，共收录 49 个品种的信息（其中 36

个品种信息相对较全），根据其性状描述开始指南的起草工作。 

2018 年 9 月向原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申报了《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

稳定性测试指南 侧柏属》项目，并获得批准，项目编号是 LY-2019-137，起止年限是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2019 年签订了项目合同，项目拨付经费 10 万元。 

项目承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联合相关专家、业务骨干和研究生为主要参加人员组成了

课题组，由李慧玉任项目负责人。按照项目实施计划，2019 年学习研究 UPOV 测试指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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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件，检索搜集国内外侧柏属育种及物种和品种资料，实地调查侧柏属种质资源，定点定

株观测记载物种、品种的形态特征、生态学特性及生长发育规律，研究确定侧柏属属植物新

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的性状。 

参照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已经发布的侧柏属测试指南，2019 年 6 月编写完成了“植物

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指南 侧柏属”征求意见稿；2019 年 7 月，课题组召开

内部讨论会，参加人员有东北林业大学和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等单位的技术骨干，对侧柏属

测试指南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讨论和修改。2019 年 9 月及 2020 年 1 月将本测试指南征求意见

稿发送到 9 家单位征求 9 位专家的意见。课题组对专家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与修改，并

形成了“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指南 侧柏属”专家反馈意见汇总处理表。 

自 2020 年 7 月至 2020 年 8 月，课题组又对国内侧柏属种类资源进行补充观测调查，

结合专家提出的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认真修改，特别是对性状特征表的图解内容进行

的补充完善，编制形成“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指南  侧柏属”报批稿，

上报给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 

4、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归口单位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学技术司，负责起草单位为东北林业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慧玉、董京祥、刘桂丰、姜静、柴汝松、赵光仪。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列新旧国家标准

水平的对比） 

1 编制原则 

（1）技术先进性：该测试技术标准遵循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有关植物

新品种 DUS 测试指南编制相关的 TGP 系列文件的要求，尤其是 TGP7 植物新品种测试指南

的编制和 TGP14 UPOV 文件术语汇编，在测试性状的选择上力求做到全面、准确、实用，

能够代表国内外侧柏属植物品种的主要性状，从而编制我国的侧柏属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

稳定性测试技术标准。 

（2）法律适应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在进行植物新品种实

质审查过程中，必要时需要委托授权的测试机构对申请品种进行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

（DUS）测试。目前，侧柏属已经被列入我国第五批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林业部分），并

且侧柏属植物在我国具有很大的育种潜力和市场应用前景，新品种申请数量会逐渐增多。但

是亲缘关系相近的许多品种的特异性特征也相近，仅通过文件审查和专家实地考察难以区

别，因此只有通过 DUS 测试来保证审查的质量，而制定测试技术标准是 DUS 测试的依据。 

（3）操作适用性：由于国内尚无侧柏属的 DUS 测试指南，在测试性状的选择上力求做

到全面、准确、实用，能够代表我国侧柏属植物种类的主要性状特征，侧重选择冠形、株高、

主干、叶色夏季及冬季颜色等品种内表现稳定、且品种间有明显差异，容易识别的性状，以

适应新品种的审查，最大限度的保护育种者权益。 

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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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的内容与 UPOV 规定的 DUS 测试指南应当协调一致。主要包括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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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测试指南适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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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地点以及测试的植株或者

植株部分的数量等等； 

（4）品种分组性状； 

（5）测试性状表； 

（6）特征表的解释（包括特征的图示及说明）； 

（7）技术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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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指南明确了测试材料的要求，测试的地点、方法和测试设计，对同类性状和个别性

状的测试方法分别进行了阐述，并规定了品种分组性状，制定了性状特征表及相关的图解。

其中，测试材料要求至少为 3 年生，并在测试地点定植 2 年，主要是考虑对于‘球果’性状

的测试，有资料显示侧柏的结实率为：50%（4 年生）、80%（5 年生）；另外，侧柏本身

为乔木，有独立主干，高过 10m 上（10 年生），而现有品种主要作为园林绿化用，基本上

都是从植株是否为矮生、冠形以及叶的颜色进行选育，因而主要划分三个品种分组。 

侧柏属植物性状特征、生物学特性及适应性与抗逆性的描述项目很多，制定性状分级标

准采取的原则是品种内稳定、品种间差异显著的性状予以保留，筛选出 18 个性状作为测试

标准，此标准适用于侧柏属植物新品种的 DUS 测试。测试标准大致可分为质量特征、数量

特征、假性质量特征三种。质量性状是指表达范围是一维的性状，若是两者选一的质量性状，

则用 1、9 表示，非此即彼；数量性状是指数量的多少，个体大小等，在测试标准代码里表

现为一组间隔的数字 1、3、5、7、9；假性质量性状是指表达范围至少是部分连续的，但是

不止在一维上变化，且不能仅通过定义线性范围的两端进行充分描述的性状，如冠形可分为

圆锥形、圆柱形、卵球形、近球形、扁球形。主要性状特征见表 1。 

表 1《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指南  侧柏属》性状指标表 

序号 部位 性状指标 数量 

1 植株 主干、株高、冠形、生长势、枝密度、主枝伸展姿态 6 

2 一级小枝 伸展姿态、分枝数、断面形状 3 

3 叶 叶型、新叶春季颜色、夏季颜色、冬季颜色、下表面白粉 5 

4 花 雌花颜色 1 

5 球果 颜色、尖头姿态、大小 3 

 

按照本标准进行侧柏属植物新品种 DUS 测试，将对科学、客观的评判申请品种的特异

性、一致性，保证审查后授权的严肃性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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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日本于 1986 年制定了日本侧柏种 DUS 测试指南，该指南包括 11 个品种，其中 11 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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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有 4 种已经查询不到相关信息。该测试指南的测试性状中有一部分是适应性性状，包

括耐寒、耐雪、耐旱等性状，不属于国内观赏性侧柏属植物选育的主要性状，不予采用。本

标准选择了更多的被明确定义、容易识别，多态性状划分的等级和标准可清晰和准确的描述

的测试性状；主要为外观形态、颜色特征为主，如冠形、叶色、株高等。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关系 

为了加强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1997 年 10 月 1 日，我国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1999 年 4 月 23 日我国政府加入《国际植物

新品种保护公约》，成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第 39 个成员国。1999 年 8 月 10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第 3 号令发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林

业部分）》。为了履行《公约》、落实《条例》，并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有效接轨，必须

开展植物新品种测试工作，《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第 7 条规定，必须经过测试后，确

定一个品种具有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才能对其实施保护；我国《条例》第 30 条、31

条规定，审批机关可以委托指定的测试机构进行测试或者考察业已完成的种植或者其他试验

结果，对植物新品种进行审查，合格后，授予品种权。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已对植物品种实

施保护，并建立起比较完备的保护体系和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体系（DUS

测试）。 

开展植物新品种测试工作也是司法保护的需要，按照我国《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5 号)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对

植物新品种权侵权、假冒案件立案，植物新品种测试报告是重要的法庭证据。 

因此，制定侧柏属植物新品种 DUS 测试技术标准，并以此标准开展植物新品种 DUS 测

试工作是有效实施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也是我国履行《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重

要行动。 

目前，我国还没有类似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迅速编制并发布侧柏属植物新品

种 DUS 测试技术标准是当务之急。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经历了征求意见稿的起草和征求专家意见后的修改、送审稿的专家现场审

查的实际应用和专家会审，形成了“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指南 侧柏属”

报批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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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过标准起草课题组的讨论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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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等 9 家单位征求 9 名相关专

家的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和建议合并后 105 条。经过标准起草课题组逐条认真研究，决定

采纳意见 77 条，部分采纳意见 12 条，不予采纳意见 16 条。16 条不予采纳意见都明确了不

采纳的理由，在《意见汇总处理表》中汇总。3 条不予采纳意见主要是理解上的不一致、条

件不具备、与本标准不适宜等原因产生。 

重大分歧意见及处理依据如下： 

1）叶：宽度，窄、中、宽，补充标准品种；建议增加：叶：厚度，薄、中、厚，补充

标准品种。侧柏鳞叶仅为 1-3 mm，叶片很小，对于叶片大小性状很难观察，且差异不明显。 

2）球果：熟时颜色，中等黄、黄褐、红褐、中等褐、紫褐，该条意见未采纳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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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柏球果成熟后木质化，均为黄褐色，没有品种描述该性状有其他颜色。 

3）球果：成熟后开裂及种鳞形态这两个性状是区别种间的性状，品种间无差别。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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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性标准。因为《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指

南 侧柏属》将作为植物新品种 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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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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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根据近期我国林木育种计划和全国的育种形势，侧柏属新品种权申请量会逐渐增加，本

标准的贯彻实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将采取下列措施贯彻该标准： 

1、发布和宣传：标准批准后，将通过《林业植物新品种公报》、《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

互联网（Http：//www.cnpvp.net）、有关其他媒体发布和大力宣传报道，使侧柏属新品种育

种者、使用者、植物新品种管理人员、代理机构、测试机构以及相关单位、人员了解标准的

内容和实施的意义。 

2、组织技术培训：标准出台后，举办林业植物新品种 DUS 测试机构技术人员专门培训，

使他们熟悉标准的具体内容，掌握侧柏属新品种测试的方法和技术，为侧柏属植物新品种

DUS 测试做好准备。 

3、标准实施相关工作的准备：为配合该标准的贯彻实施，希望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

解决标准品种的国际协调问题。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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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和冲突，属于新一类技术标准，因此，执行该

标准不必要废止现行的其他标准。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2020 年 8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