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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草种苗质量标准 

1  苦草 

1.1  定义 

本标准所述苦草为苦草（Vallisneria natans）、刺苦草（V. spinulosa）和密刺

苦草（V. denseserrulata）的统称，三种苦草均属水鳖科苦草属植物。 

1.2  基本特征 

1.2.1 苦草 

多年生沉水草本。具匍匐茎，径约 2 毫米，白色，光滑或稍粗糙，先端芽

浅黄色。叶基生，线形或带形，长 20-200 厘米，宽 0.5-2 厘米，绿色或略带紫

红色，常具棕色条纹和斑点，先端圆钝，边缘全缘或具不明显的细锯齿；无叶

柄；叶脉 5-9 条。花单性；雌雄异株；雄佛焰苞卵状圆锥形，长 1.5-2 厘米，宽

0.5-1 厘米，每佛焰苞内含雄花 200 余朵或更多，成熟的雄花浮在水面开放；萼

片 3，大小不等，两片较大，长 0.4-0.6 毫米，宽约 0.3 毫米，成舟形浮于水

上，中间一片较小，长约 0.3 毫米，宽约 0.2 毫米，中肋部龙骨状，向上伸展似

帆；雄蕊 1 枚，花丝先端不分裂或部分 2 裂，基部具毛状凸起和 1-2 枚膜状

体；花粉粒白色，长圆形，无萌发孔，表面具有不规则的颗粒状凸起；雌佛焰

苞筒状，先端 2 裂，绿色或暗紫红色，长 1.5-2 厘米，梗纤细，绿色或淡红色，

长 30-50 厘米，甚至更长，随水深而改变，受精后螺旋状卷曲；雌花单生于佛

焰苞内，萼片 3，先端钝，绿紫色，质较硬，长 2-4 毫米，宽约 3 毫米；花瓣

3，极小，白色，与萼片互生；花柱 3，先端 2 裂；退化雄蕊 3 枚；子房下位，

圆柱形，光滑；胚珠多数，直立，厚珠心型，外珠被长于内珠被。果实圆柱

形，长 5-30 厘米，直径约 5 毫米。种子倒长卵形，有腺毛状凸起。2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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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刺苦草 

沉水草本。无直立茎，匍匐茎上有小棘刺，有越冬块茎。叶基生，线形，

长 20-50 厘米，最长可达 2 米，宽 0.4-1 厘米，绿色，有少数棕红色条纹或斑

点，先端钝或稍尖，边缘有锯齿；中脉明显，脉上排一行小刺，侧脉平行，在

先端逐渐与中脉连接。花单性，雌雄异株；雄佛焰苞圆锥形，长 1-1.5 厘米，宽

5-8 毫米，内含雄花 300-800 朵；佛焰苞梗长 2-6 厘米；雄花小；萼片 3，不等

大；花瓣 2，呈膜状体，着生于花丝基部；雄蕊 2，向上斜展，花丝基部无毛；

花粉粒白色，球形，无萌发孔，表面有小刺和颗粒状凸起；雌佛焰苞扁筒形，

长 1-2 厘米，先端 2 裂，裂片 3 角形，苞内雌花 1 朵；佛焰苞梗纤长，受精后

卷曲；雌花萼片 3，矩圆形，长约 4 毫米，宽约 2 毫米，先端圆钝；花瓣 3，极

小；花柱 3，深 2 裂，裂缝基部具退化雄蕊；子房下位，三棱状圆柱形；胚珠

多数，直立，厚珠心型，内珠被长于外珠被，有翅状附属物。果实三棱状圆柱

形，长 8-20 厘米，宽 4-7 毫米，棱上有刺。种子多数，倒卵形，具 2-5 翅。花

期 8-10 月。 

1.2.3 密刺苦草 

    多年生沉水草本。须根多数。根茎直，褐色，长 1-6 厘米，径 4-6 毫米。

常从叶腋发出匍匐茎，黄白色，径约 3 毫米，节间长 5-20 厘米，表面具微刺，

节上生根和叶。叶基生，线形，深绿色，长 20-70 厘米，宽 6-12 毫米，自先端

向基部逐渐变窄，叶端圆钝或急尖，叶基略呈鞘状，叶缘具密钩刺；主脉 3，

明显平行，此外尚有平行细脉多条及横脉。雌雄异株；雄佛焰苞三角形，扁

平，长 1-1.5 厘米，宽约 6 毫米，内含雄花多数；佛焰苞梗长 2-3 厘米；雄花

小，萼片 3，反卷，雄蕊 2 枚；花粉粒球形；雌佛焰苞圆筒状，两侧压扁，长

1.5-2 厘米，先端 2 裂，裂片圆钝，苞内雌花 1 朵；佛焰苞梗纤细，长度多与水

深成正相关；雌花各部具紫色斑纹；萼片 3，卵状匙形，长约 3 毫米，宽约 2

毫米，先端急尖，稍内卷；雌蕊 1 枚；柱头 3，顶端 2 裂，长约 3.5 毫米，宽约

2 毫米，基部有紫色斑纹；子房下位，三棱状圆柱形，1 室；胚珠多数，直立，

珠被双层，近等长，无翅状附属物。果三棱状圆棱形。种子多数，无翅。花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8C%E9%9B%84%E5%BC%82%E6%A0%AA/101022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8%8D%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8C%E9%9B%84%E5%BC%82%E6%A0%AA/1010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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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月。 

1.3  产地及分布 

产吉林、河北、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台湾、湖

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生于溪沟、河流、池塘、

湖泊之中。 

1.4  生活史 

苦草是多年生草本，分布在亚热带地区的苦草，冬季地上部分死亡，以冬

芽或种子越冬，春季从冬芽或种子开始萌发，且随气温上升开始缓慢生长，夏

季为其快速生长期，最大生物量一般在 9 月份出现。开花期是 5-8 月，结果期

为 8-10 月。 

1.5  繁殖方式 

1.5.1  繁殖方式的选择 

不同苦草其繁殖方式略有不同，比较刺苦草和苦草时发现：刺苦草为多年

生，以无性繁殖为主，少量进行有性繁殖；而苦草以有性繁殖为主。刺苦草冬

芽苗 (无性繁殖器官) 比苦草有性苗更有竞争优势，而苦草有性苗比刺苦草有

性苗更有竞争优势。这种繁殖方式的对策，使两个近缘种得以共存。 

1.5.2  无性繁殖 

苦草冬芽的第 2 节间在春天形成一个或两个根状茎，并快速形成致密的丝

状体幼芽，幼芽向上萌发绿叶；向下长出须状根形成苦草母株，又可再生出匍

匐茎形成子株和根茎网络。 

1.5.3  有性繁殖 

苦草为雌雄异株，雄花小、量大，每株雄株产生花粉约 47 万粒，一天内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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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花粉两次；雌花花柄的高矮常与水深正相关，有利于遇到雄花受粉，完成受

粉后花柄螺旋状收回，在水下发育成果实，在晚夏或早秋，部分果实破裂，释

放种子。 

 

1.6  繁殖苗的类型 

 来源 特点 

实生苗 种子 
一般具有根系发达、生活力强盛、可塑性大、

寿命长 等特点 

冬芽苗 无性繁殖器官 
由冬芽萌发幼芽所形成的母株，能快速形成群

丛，具有适应能力强的特点 

分株苗 匍匐茎 
由母株生出的匍匐茎所形成的子株，具有繁殖

速度快，能快速建群等特点 

 

1.7  我国苦草种类特征对比 

 苦草 刺苦草 密刺苦草 

叶脉 光滑无刺 密而明显的刺 密而明显的刺 

果实形态 圆柱形，光滑 

三棱状圆柱形，

棱上有密刺，种

子有翅 

三棱状圆柱形，

种子无翅 

雄蕊数量 1 枚 2 枚 2 枚 

多年生宿根 无 无 有 

生长适宜水深 100~140 cm 100~140 cm 100~14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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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适宜气温 20-25℃ 20-25℃ 20-25℃ 

 

1.8  用途 

苦草是湿地生态修复和重建、农业面源污水湿地生态处理中应用最为广泛

的沉水植物。由于受到水深、气温、光照、水质、土壤基质、溶解氧、盐度和

竞争等其他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苦草的生长和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在特殊环境

下的工程应用应搭配其他先锋植物使用。 

2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苦草种苗的术语和定义、分级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湿地生态修复中苦草种苗的选择工作。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708 湿地分类 

DB11/T 1300—2015 湿地恢复与建设技术规程 

GB 6000-1999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DB 13/T 2224—2015 中药材种苗质量标准 祁菊 

4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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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株高  plant height 

苦草种苗在自然生长状态下，从根、茎结合部至种苗顶芽的垂直高度，单

位 cm。 

4.2  鲜重  fresh weight 

苦草种苗自然生长状态下的质量，单位 g。 

4.3  根系长度  root length 

苦草种苗茎基部至根系自然下垂的最下端的长度，单位 cm。 

4.4  根系数量  root quantity 

苦草种苗根系总数量，单位个。 

4.5  基径  basal diameter 

苦草种苗基部与根系结合处的最大直径，单位 cm。 

4.6  分蘖  tiller 

苦草种苗在基部与根系结合处所发生的分枝，单位个。 

4.7  间隔子  spacer 

苦草种苗相继分株间的连接结构，单位个。 

4.8  实生苗  seedling 

    实生苗是直接由种子繁殖的苗木，单位株。 

4.9  冬芽苗  spacer 

    由苦草无性繁殖器官冬芽萌发形成的丝状体幼芽长成的母株，单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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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分株苗 spacer 

分株繁殖就是将花卉的萌蘖枝，丛生枝，吸芽，匍匐枝等从母株上分割下来，

另行栽植为独立新植株的方法，一般适用于宿根花卉。 

 

5  种苗要求 

5.1  外观要求 

种苗生长健壮，叶片鲜绿色，根系完整，无枯黄叶，无病虫害，无机械损

伤。 

5.2  分级要求 

依照株高、鲜重、根系长度、根系数量、基径、分蘖、间隔子将种苗划分

为三级。低于三级的不能作为商品种苗使用。种苗分级指标见表 1。 

表 1 苦草种苗分级指标 

类型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实生苗 株高（cm） 20-25 15-20 <15、>25 

鲜重(g) 9-10 5-9 <5、>10 

根系长度(cm) 14-16 10-14 <5、>16 

根系数量(个) >80 40-80 <40 

基径(cm) >0.9 0.5-0.9 <0.5 

分蘖(个) ≥10 5-9 ≤5 

间隔子(个) ≥10 5-9 ≤4 

冬芽苗 株高（cm） 20-25 15-19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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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重(g) >9 8-9 <8 

根系长度(cm) 14-16 10-14 <10、>16 

根系数量(个) >90 60-90 <60 

基径(cm) >1.0 0.6-1.0 <0.6 

分蘖(个) ≥15 8-14 ≤7 

间隔子(个) ≥15 7-14 ≤6 

分株苗 株高（cm） 20-25 10-20 <10、>25 

鲜重(g) >8 6-8 <6 

根系长度(cm) 10-12 8-10 <8、>12 

根系数量(个) >70 50-70 <50 

基径(cm) >0.9 0.7-0.9 <0.7 

分蘖(个) ≥8 5-7 ≤4 

间隔子(个) ≥7 4-6 ≤3 

6  检验方法 

6.1  抽样 

以在同一苗圃、统一管理并同时采收的苦草种苗为同一个批次。同一批次

苦草种苗要进行统一检验，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苦草种苗抽样数量依据苗批大

小而定，具体按表 2 规定的抽样强度抽样。 

表 2 苦草种苗检测抽样数量 

种苗株数（株） 检测株数（株） 

500～1000 50 



9 

 

1001～10000 100 

10001～50000 250 

50001～100000 350 

100001～500000 500 

500000 以上 750 

6.2  检测 

6.2.1  株高 

依据表 2 的种苗株数随机抽取相应检测株数的苦草种苗，用直尺测量株

高，精确度 0.5cm。检测结果记录到附录 A 表中。 

6.2.2  根系长度 

依据表 2 的种苗株数随机抽取相应检测株数的苦草种苗，测量根茎结合处

至根的最下端的长度，精确度 0.1cm。检测结果记录到附录 A 表中。 

6.2.3  基茎 

依据表 2 的种苗株数随机抽取相应检测株数的苦草种苗，测量根茎结合处

的直径，精确度 0.1cm。检测结果记录到附录 A 表中。 

6.2.4  鲜重 

依据表 2 的种苗株数随机抽取相应检测株数的苦草种苗，称量种苗的鲜

重，精确度 0.1g。检测结果记录到附录 A 表中。 

6.2.5  分蘖 

依据表 2 的种苗株数随机抽取相应检测株数的苦草种苗，统计种苗分蘖

数。检测结果记录到附录 A 表中。 



10 

 

6.2.6  根系数量 

依据表 2 的种苗株数随机抽取相应检测株数的苦草种苗，统计种苗根的数

量。检测结果记录到附录 A 表中。 

6.2.7  间隔子 

依据表 2 的种苗株数随机抽取相应检测株数的苦草种苗，统计间隔子的数

量。检测结果记录到附录 A 表中。 

6.2.8  无检疫性病虫害 

据表 2 的种苗株数随机抽取相应检测株数的苦草种苗，查验是否有检疫性

病虫害。检测结果记录到附录 A 表中。 

7  检验规则 

7.1 苗木成批检验 

定级时以达到各项指标中最低的一项来评定，同一批次供检样本中有一项

指标低于三级种苗指标即判为不合格。 

7.2 检验工作限在原苗圃进行。 

7.3 苗木检验允许范围 

根据检测结果，计算出样本中的一级种苗数、二级种苗数和三级种苗数，某

等级苦草种苗数占供检总数的 85%以上为该等级种苗。 

7.4 检验结果不符合 6.3 规定，应进行复检，并以复检结果为准。 

7.5 检验结束后，填写苗木检验证书（见附录 B）。凡出圃的苗木，均应附苗木检

验证书，向外县调运的苗木要经过检疫并附检疫证书。 

8  包装、贮运 

种苗用有孔的木箱或纸箱进行包装。每个包装箱外贴标签，图示标志符合



11 

 

GB 191 中关于包装储运图示标志的规定，注明产地、级别、数量、出圃日

期、销售单位和合格证书等，见附录 C。还应有防雨，防晒，防挤压等标识。

运达目的地后及时种植或贮存在阴凉潮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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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苦草种苗质量检测记录表 

A.1 苦草质量检测记录表见表 A.1。 

表 A.1 苦草质量检测记录表 

种苗类型：                               样本编号：                    

育苗单位：                               购买单位：                   

重复次数：                   

 

重

复 

株高

（cm） 

根长

（cm） 

基径

（cm） 

鲜重

（cm） 

分蘖

（个） 

根系数

量

（个） 

间隔子

（个） 

病

虫

害 

级

别 

 

         

 

         

         

平

均

值 

   

    

 

检测人（签字）：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校核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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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苦草种苗质量检验证书 

B.1 苦草质量检验证书见表 B.1。 

表 B.1 苦草质量检验证书 

检验单位（公章）：                      样本编号：                   

育苗单位  购苗单位  

种苗株数（株）  种苗类型  

检验结果 一级：        二级：        三级： 

检验意见  

证书签发期  证书有效期  

注：本证一式三份，育苗单位、购苗单位、检验单位各一份。 

检测人（签字）：       校核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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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苦草种苗标签 

C.1 苦草种苗标签如下所示： 

种苗：苦草种苗 

种苗产地：                   

种苗级别：                   

种苗数量：                   

育苗单位：                   

出圃日期：                   

销售单位：                   

合格证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