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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土豆可产生大量蛋白质和其他所需的营养素。 

因为气候炎热，土豆在热带地区难以生长。 

适合热带地区种植的新品种 

急需事半功倍的原料制造方法 

测试中的新的高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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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是一种高品质的食物，其每公顷产物中含有较高的蛋白

质和能源（Frusciante 等，2000）。 马铃薯主要适合种植在凉爽的地区。 在热带地区，

受炎热气候及其附加效应的影响，马铃薯很容易受到如真菌的影响。 适应炎热气候的新马

铃薯品种可以促进热带地区马铃薯的生产，并有可能为从事小规模种植的农民提供生计机会。 

但是，目前很难提供满足大规模种植的种用马铃薯库存。 

微繁殖是一种可以使马铃薯恢复活力与繁殖力的方法。 它主要用于繁殖无病种薯。 通

常，只有幼苗期植物的插条才可以生根; 当植物生长并进入成熟期时，这种插条生根的能力

就会丧失。 要有效地繁殖植物，就需要复状技术。 然而，微繁殖方法通常非常昂贵并且需

要高学历人员来完成。 如果有一种可以使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社区和农民能够承受恢复

土豆活力的方法，那么，新的马铃薯品种很可能会在热带地区迅速种植，从而为寻求粮食安

全增添了另一种方法。 在这里，我们分享了一种具有很大的潜力的低成本方法。 



 

 

简介 

世界各地都在种植马铃薯，但主要是种植在气候凉爽的地区而非热带地区。 在热带地

区，现有马铃薯品种对高温非常敏感，并且难以满足其用水需求。 马铃薯对如疾病和害虫

等其他因素也很敏感。 

一些新马铃薯试验品种有望使马铃薯在热带地区生产，特别是在柬埔寨生产。这些新品

种更加可行和可持续。 金山皇家农业大学（RUA）的洪教授及其团队研究了一种新品种，这

种新品种来源于大学合作，以确定这些新品种在热带地区种植的潜力。 在本文中，我们分

享了使用单叶和其他低成本复状方法种植新品种的实验结果，最终希望助力新品种的推广。 

定义 

幼苗期（Juvenility）指植物从发芽到早期花卉生产的阶段。 当幼苗生长到成熟期时，

即经历所谓的“相变”。经历“相变”后的植物才能开花。植物幼苗具有一些通常不会出现

在植物成熟期的特性; 也许幼苗期植物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其扦插成根的能力。 许多成熟期

植物会部分丧失或完全丧失这种能力，而幼苗期植物则很容易扦插生根。 

微繁殖（Micropropagation）是一种通过使用现代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快速繁殖植物

从而产生大量植物的实践技术。 微繁殖通常使用组织培养技术和其他技术，这种技术要求

无菌环境、生长室、培养基及其他昂贵的条件。 

复状（Rejuvenation）则恰好与成熟期和衰老期相反。 复状过程可以使用自然方法，

如有性繁殖（当植物的花受精并产生种子时）或者使用微繁殖或茎切割等人为方法。 

马铃薯生产（Potato Production）通常是从种用马铃薯（seed potatoes）中切出的成

熟马铃薯块茎（加厚的地下茎/贮藏器官）来完成; 由此产生的马铃薯将是母本植物的克隆

体，并形成遗传学上相同的茎块。人们认为 马铃薯茎块在生理上是成熟的，因此得到的克

隆植物不会有幼苗期。 马铃薯种子（potato seeds）生长出的植物，经历幼苗期，具有不

可预测性。这种不可预测性会影响土豆的商业生产。 

微繁殖是复状成熟马铃薯的最常见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同时保留所需的遗传信息。 然

而，繁殖植物材料成本较高。 本文所述的研究旨在研究可否在热带地区使用低成本，低投

入的克隆和复状马铃薯品种的方法来引入新的遗传物质和马铃薯品种。 

 

材料和方法 

来自越南的 Hong 教授团队在柬埔寨对两个不同代号（PO7 和 PO3）的马铃薯进行了生产

测试和生产力测试。通过使用从组织培养瓶中微繁殖生长的一些芽及某茎块生长的芽来测试

这两种低成本的播种技术。 虽然在目前的研究中，这种技术仅用于两个不同代号的马铃薯

品种，但此项技术可推广到其他马铃薯品种。  



此实验使用了来自越南的新马铃薯品种，并在柬埔寨金边的一个常规办公室里进行。 

将植物放置在窗户附近以接收间接自然光; 两个台灯提供额外的光线，以满足 16 小时的光

周期（图 1）。 小切块在 23 至 36℃的温度下生长。 后续生长周期和部分单叶生根实验在

室外进行，室外环境就是柬埔寨典型的气候条件。 

我们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确定在热带地区可能的条件下是否可以种植少量新马铃薯品

种（图 2）。 第一种技术使用组织培养种植材料提取的单叶插条（图 2A;图 3）。保持这些

插条的湿度，直到将它们种植在含有潮湿土壤的托盘中（图 2A2;图 4）。令其生长，其根部

及其他部位生出了几片新叶。 此时，每个单叶小植物都可以生长出更多单叶插条，从而实

现大规模繁殖。 或者，在理论上，可以将单叶小植物种植到田间并推广生产（图 2A1）。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产生种用马铃薯，然后可以通过切块并种植茎块来进一步生产马铃薯。 

为了改善生根过程并加速马铃薯生长，我们尝试把马铃薯塞进有铝箔孔塞隔离垫的水杯

内，以减少蒸发并增加根部周围的湿度（图 5）。 在这种情况下，马铃薯在四天内产生了

初生根（图 6）。 当较长的放置水中时，原始的单叶插条长出了含有几片新叶的较长枝条，

并生出了大量的初生根和次生根（图 7）。 

从成熟块茎上切出的较老、较大的插条也可用于复状马铃薯（图 2B）。 在该实验中，

插条同样也从成熟块茎上采集。 摘除顶部叶子以外的所有叶子。 然后将切块放在水中并设

定相同的技术条件（图 8）。 这些插条的小侧枝（0.8-1.2 厘米）则成为新品种的生根原种

料（图 9）。 

原始成熟插条的生根过程非常缓慢，我们最终没有种植这些从成熟块茎上切出的插条。 

相反，在水生根阶段成长的小侧枝移植到土壤中并成长（图 2B）。为保持湿度，我们用小

塑料杯覆盖枝条，而这种长 1.2 至 1.8 厘米的枝条（图 9）迅速形成主根（图 10）。 

一旦成立，从三种插条中的任何一种（在土壤中直接种植单叶插条，首先在水中植根然

后移植到土壤中的单叶插条，以及来自成熟插条的水生根小侧枝插条）小植物开始像第一次

微繁殖技术的枝条一样，可用于大规模繁殖种用马铃薯（图 11）。 

 

 



图 1：间接阳光和两盏台灯为 16 小时的光周期提供了所需的光线。 这张照片展示了通过改

造办公空间，使其成为简化和廉价的实验室。 

 

图 2：两种不同的增值技术图解。 2A：在 2A1、土壤或 2A2 中使用组织培养种植材料和生长

插条种植种用马铃薯：考虑生长托盘来大量繁殖。 2B：使用成熟块茎切出的较老、较大的

插条作为新再生插条的母料来种植种用马铃薯，也可实现马铃薯的大规模繁殖。 

 

图 3：将来自组织培养容器的马铃薯微繁殖的枝条切成单叶插条并放置在潮湿的组织上，直

到将他们种植在无土培养基中以刺激生根。 



 

图 4：将迷你插条种植在塑料 Vefi®（PK060）托盘和塑料餐盒中。 

 

图 5：使用与图 3 中相同的植物材料并在使其水中初生根。热带气候使维持早期生根阶段所

需的湿度变得更加困难。 在这里，几个小切屑通过铝箔悬挂在水中，以减少蒸发并保持高

湿度。 

 

图 6：在水中放置四天就可以形成初生根，插条也可以在土壤中种植。 

 



 

图 7：放置水中时，插条很快形成许多初生根和次生根，并且长得更高 

 

图 8：切断成熟马铃薯枝条的大部分叶片以避免生根阶段出现的缺水。切割为进一步的繁殖

实验提供了再生的侧枝（图 9）。 

 

 



 

 

 

 

 

 

 

图 9：用于复壮实验的植物切割长度为 1.2cm 至 1.8cm 

 

图 10：小切屑很容易扎根塑料杯。 

 

 

图 11：一个小托盘可以种植数百个新的单叶插条，这是一种廉价的用于进一步生产健康种

子马铃薯的方法。  

 



结论与讨论 

单叶插条的生根实验结果与之前进行的实验结果一致（Haapala，2004; Haapala，2005; 

Haapala 等，2008）。 由于极端的热带气候条件，柬埔寨的马铃薯直接生根比芬兰（过去

进行过这项实验）直接生根更难实现。 “小型温室”（即放置在种植的插条上的透明杯）、

水上铝箔的使用以及在新移植物上放置塑料盖使实验更加顺利进行。 

采取上述方法后，将小植物种植在土壤内，其对根颈部疾病敏感，原因是受真菌影响。 

在土壤托盘下浇水显然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块茎切出的（图 8）插条小侧枝（图 9）在小塑料杯下可以很好地生根。 随着其成长，

它们与其他采用微繁殖的枝条一样。 来自幼苗期马铃薯植物的叶子看起来与来自成熟植物

的叶子非常不同，因此我们假设在两个生根阶段期间的植物得以复状并且可用于大规模繁殖。 

从原始成熟材料的枝条中取出的插条与其他有根的单叶插条没有区别。 

结论 

单叶插条的繁殖是在热带地区的繁殖新品种马铃薯的低成本和有效的方法，从而从较小

的起始种群中种植更多植物。 复状过程通常通过是在无菌环境下采用微量繁殖来完成，但

我们已经证明，复状可以在热带地区的正常办公空间中通过从成熟的块茎马铃薯切取小侧枝

完成。 

 

图 12：洪教授在柬埔寨蒙多基里成功进行了马铃薯试验。 

 

 



致谢 

感谢 Hong 教授（图 12）以及他的 RUA 团队在过去三年中与我们进行的良好合作。 

 

参考文献： 

Frusciante, L., A. Barone, D. Carputo, M. R. Ercolano, F. della Rocca, and S. 

Esposito.2000. Evaluation and use of plant biodiversity for food and 

pharmaceuticals. Fitoterapia 

71:66-72. 

Haapala, T. 2004. Establishment and use of juvenility for plant propagation in 

sterile and  

    non-sterile conditions. Academic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elsinki, 

Department of Applied  

    Biology. Publication no. 21. Electronic publication at: 

http://ethesis.helsinki.fi/. 

Haapala, T. 2005. Use of single-leaf cuttings of potato for efficient mass 

propagation.  

    Potato Research 48: 201-214. 

Haapala, T., R. Cortbaoui, and E. Chujoy. 2008.  Production of disease-free  

    seed tubers. A simple, low-cost technology can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duce the healthy  

    seed tubers farmers need for sustainable potato production. FAO Factsheets.  

    http://www.potato2008.org/en/potato/seedtuber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