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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地区五尖蕲艾及九尖蕲艾引种栽培及适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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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来自湖北蕲州的五尖蕲艾尧九尖蕲艾在句容地区的适应性袁对其引种后的形态学特性尧物候
期尧产量及病害情况进行了研究遥 结果表明院五尖蕲艾尧九尖蕲艾在江苏句容地区生态适应性及长势良好袁可在江
苏句容及周边地区推广种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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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ultivation and Adaptability of Five-tips and Nine-tips Chinese Mugwort in
Jurong Area
ZHANG Ming 1, 2 FANG Minyan 1 * WANG Qin 1

(1 Jiangsu Polytechnic College Agriculture and Forsetry, Jurong Jiangsu 21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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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n Management Center of Jurong City, Jurong Jiangsu 212400)

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adaptability of five -tips and nine -tips Chinese mugwort from Qizhou, Hubei
Province in Jurong area,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phenological period, yield and disease of introduced Chinese
mugwort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and growth of five-tips and nine-tips Chinese
mugwort were good in Jurong area, and could be popularized in Jurong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Keywords Chinese mugwort; adaptability; Jurong Jiangsu

艾草渊A rtemisia argyi Levl. et Vant冤袁属菊科蒿属

载 [3]遥 艾草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中国医学史上有重要

富曰根茎粗壮袁须根细长袁地下根茎分枝良好曰香气浓

多医药学著作对艾的药用价值尧 功效以及使用方法

多年生草本植物袁叶子肥厚袁呈暗绿色曰叶背艾绒丰
郁袁生命力极强 遥
[1]

中医学认为袁艾叶辛尧苦尧温袁归肝尧脾尧肾经袁具

有通血活络尧消炎散痛尧扶阳扶正尧祛湿散寒等功效袁

地位袁早在 2 000 多年前艾草就已入药袁我国古代众
多有 记载袁诸如叶新修本草曳叶本草 纲目曳叶肘后 备急
方曳叶备急千金要方曳等遥
蕲艾属艾草中的上品袁其原产地为湖北蕲州遥 李

常用于医药及饮食中 [2]遥 其中袁干燥叶经高温加工制

时珍叶本草纲目曳中指出院野自成化以来则以蕲州者为

法遥 我国历代关于艾草的记载颇多袁叶诗经曳叶离骚曳

胜袁天下重之袁谓之蕲艾遥 冶到了近代和现代袁中医学

叶黄帝内经曳叶五十二病方曳等诸多古籍皆有艾草的记

志曳就有野药用艾叶以蕲艾为佳袁蕲州即今湖北蕲春

成艾 绒进行野艾 灸冶是一 种常用 的传统 医疗保 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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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依然以湖北蕲春的艾草作为上品 [4]遥 譬如袁叶中药

种引种栽培及性状比较研究冶渊2021 kj72冤遥

县袁为李时珍故乡所在地冶的记载遥 而中国台湾出版

章明渊1980要冤袁男袁江苏常州人袁硕士袁高级工程

的叶本草药性大辞典曳也多有类似记载遥 蕲艾中以五

师袁从事园林及药用植物栽培和育种研究工作遥

尖蕲艾最为常见 [5]遥 五尖蕲艾是艾草繁多种类中的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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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袁 因为它有 5 片叶子而得名遥 五尖艾叶出绒率

章 明等院句容地区五尖蕲艾及九尖蕲艾引种栽培及适应性研究
高 袁 药用价值高袁因而被誉为艾中珍品遥 此外袁九尖

萌芽率渊%冤=萌芽植株数/种植植株数伊100
渊2冤形态学特性观测遥 端午前后袁艾草冠幅尧株高

蕲艾是蕲艾中的精品袁是古代皇宫贡艾袁但现在数量
[6]

较少 遥

达到最大值袁对其进行形态学特性观测袁随机选取正

近年来袁 国内及国际市场对艾草药材的需求急

剧攀升袁 艾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面临着巨大机遇与

常生长艾草 10 株袁测量指标袁取其平均值遥 主要观测
指标为株高尧冠幅尧叶片大小及形态遥 株高院从植株根

挑战袁 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院 淤品种使用不规

部固定地面处到整个植株的最高点 [7]遥 冠幅院植株的

多袁正品艾尧代用品尧混用品及其他类似植物使用混

的第四片叶为观测对象袁记录叶片的长尧宽及形态遥

乱袁不同品种药性效差异大袁其中五尖蕲艾尧九尖蕲

1.2.4

艾也存在品种不易区分等问题遥 于艾草供不应求遥 历

旬尧5 月中旬及 7 月中旬分别进行 3 次病虫害调查遥

足人们日益增长的药用需求袁 也有一些地区开展人

为对角线 50 cm伊50 cm 的样方袁 每一块标准样方内

范遥 我国种质资源丰富袁用艾历史悠久袁艾草品种繁

来药用艾草主要是野生来源袁 但野生艾草已不能满

工种植袁但产量也不能满足实际需求遥 盂人工种植栽
培方式不规范遥 人工栽培的艾草逐渐占领市场袁但同

南北和东西方向宽度遥 叶片取由植株顶端从上到下

病虫害调查遥 在艾草旺盛生长期袁 即 4 月中

采用对角线法袁随机选取 10 个样方袁每块标准样方
选取 10 株袁调查植株病虫的危害状况袁一般分别选

择植株上尧中尧下危害最严重的一片叶调查病害情况遥

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袁由于艾草品质受地区尧环境尧

病害分级标准如下院0 级袁无可见病斑曰1 级袁病斑占

气候尧季节等因素影响袁不同产区尧不同栽培方式生

总叶面积的 5%以下曰2 级袁 病斑占总叶面积的 6%~

产的艾草质量往往参差不齐袁 直接影响艾叶药材的
药用效果以及其他相关产品的质量遥
本研究主要针对上述问题袁对五尖蕲艾尧九尖蕲
艾在江苏地区进行引种适应性研究袁 并建立配套管

10%曰3 级袁病斑占总叶面积的 11%~25%曰4 级袁病斑
占总叶面积的 26%~40%曰5 级袁 病斑占总叶面积的
41%~65%曰6 级袁病斑占总叶面积的 66%~100%遥

虫害调查则是调查受害植株占调查植株总数的

理模式袁以期扩大种植范围曰对五尖蕲艾尧九尖蕲艾

百分率遥

进行形态学区分袁以期为蕲艾的推广应用奠定基础遥

1.2.5

1

材料与方法

选择其生长旺季渊端午前后冤进行产量测定遥 在田间

试验材料

长势均匀区域随机选取样方袁样方大小为 5 m 2渊1 m伊

1.1

供试材料为湖北蕲州五尖蕲艾尧九尖蕲艾根苗遥
1.2
1.2.1

试验方法
引种地与种植地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对比遥

产量调查遥 对种植区的五尖蕲艾尧九尖蕲艾袁

5 m冤袁称取地上部鲜质量袁五尖蕲艾尧九尖蕲艾各选
10 个样方袁取其平均值遥
1.3 数据分析

比较引种地与种植地地理位置渊经纬度尧气候类型冤

试验所得数据采用 SPSS 进行分析遥

及气候特征渊年平均气温尧年降水量尧无霜期尧日照时

2

数尧日照率冤袁初步判断湖北蕲艾在江苏句容地区种

2.1 引种地与种植地地理位置气候特征对比

植的适宜性遥
1.2.2

栽培管理遥 参考艾草在引种地的栽培管理模

式袁从选地尧整地尧种植方式尧种植时间尧田间管理等
方面建立蕲艾在句容地区的配套种植管理模式遥
1.2.3

物候期及形态学特性观测遥
渊1冤物候期观测遥 调查蕲艾在句容地区种植后从

萌芽至果实成熟过程的物候期袁包括萌芽期尧萌芽率
及花果期遥 萌芽率计算公式如下院

结果与分析

湖北蕲州地跨东经 115毅12忆~115毅56忆尧北纬 29毅59忆~

30毅40忆袁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袁光照充足袁雨量充沛袁
年平均气温为 16.9 益袁年降水量 1 374 mm [8]遥 江苏句

容 位 于 东 经 119毅 16忆 尧 北 纬 32毅 35忆 袁 属 北 亚 热 带 中
部 气候区袁具有明显的 季风特征 袁干湿 冷 暖袁热 量
充 裕 袁雨 水 丰富 袁 年 平 均 气 温 为 15.2 益袁 年 降 水 量

1 058.8 mm遥 两地地理位置接近袁年平均气温尧年降
雨量及日照时数等气候条件相似袁 适宜引种五尖蕲
33

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22 年第 10 期

园艺学
艾尧九尖蕲艾曰句容地区仅无霜期偏短渊表 1冤遥

耐旱袁在向阳尧土层深厚尧湿润尧肥沃的中性土壤中生

2.2 栽培管理模式

长为好遥 艾草是食药兼用植物袁人工栽培不仅要求获

2.2.1 选地遥 艾草对气候和土壤的适应性较强袁耐寒

得高产量袁而且还要保证其质量安全及药性的发挥遥

表 1 两地气候特征对比
地理位置
湖北蕲州
江苏句容
适宜范围

年平均气温/益
16.9

15.2

11.1~22.6

年降水量/mm

无霜期/d

1 374.0

249.1

1 058.8

220.0

141.0~2 081.0

230.0~26.0

日照时数/h

2 025.8

2 157.0

1 832.0~2 954.0

除了需具备良好的土壤条件外袁 还应具有良好的空

与艾草本身的气味和成分有关遥 从生长情况可知袁蕲

气环境袁且无生活污水及工业污水污染 [9]遥 本试验选

艾在引种地江苏句容有良好的适应性遥

地为江苏句容农博园中药种质资源圃袁符合要求遥

2.4 形态学特性及物候期

2.2.2 整地遥 根据地形进行整地袁清除杂草尧石块尧具

2.4.1

有根状茎或块茎的野生植物遥 深耕 30 cm 以上袁深耕

后袁春季萌芽期在 2 月 15要25 日袁萌芽率为 100%曰

保墒 [10]袁还可使土壤下积累的氮尧磷尧钾元素被充分

10 月 10 日遥

不仅能使土壤松软袁而且能提高土壤温度袁促进土壤

利用遥 同时袁深耕可清理部分杂草袁使当年的草籽深

物候期遥 五尖蕲艾尧 九尖蕲艾在句容种植之

花期在 7 月 15 日至 8 月 20 日曰果期在 8 月 20 日至

2.4.2 形态学特性遥 全株被绒毛袁茎直立袁有纵沟槽袁

埋在土壤中袁除掉第 2 年约 50%的杂草袁可有效解决

分枝或不分枝袁叶互生袁茎下部叶花期凋萎袁中部以

春季萌芽期杂草过多的问题遥 如果在深耕过程中水

上叶片卵状椭圆形袁圆形有棱袁外被灰白色软毛袁茎

分含量过高袁 为防止在翻耕和耙地时出现过大的明

从中部以上有分枝袁茎下部叶在开花时枯萎曰中部叶

垡和过多的死垡影响种植袁应适当进行晾渊晒冤垡遥

不规则互生遥

2.2.3 分株繁殖遥 艾草分蘖能力强袁通常每株每年可

五尖蕲艾与九尖蕲艾叶片形态有明显差异袁单

分裂出几株甚至几十株遥 本试验将供试品种根苗采

个叶片上尖数不同袁分别为 5 个尖与 9 个尖曰叶片大

用根状茎分株方式于 12 月进行栽植袁根状茎用量为

小袁九尖蕲艾较五尖蕲艾偏小曰五尖蕲艾叶片为二回

600~750 kg/hm2袁穴植袁播深 5~10 cm袁播后填土压实袁

羽状全裂袁九尖蕲艾为第一回全裂尧第二回深曰裂片

次年春季成活率高遥

均呈长披针形或线形披针形袁叶片边缘通常卷曲曰五

2.2.4 田间管理遥 初春萌芽期见草即除袁人工拔除袁

尖蕲艾叶片上表面淡绿色袁具白色腺点袁绒毛稀疏袁

在 3 月底和 4 月初各清除 1 次遥 采用中耕法袁均匀耕

下表面密披灰白绒毛袁香气较浓遥 九尖蕲艾叶片表面

润遥 当植物高度达到 15 cm 以上时袁可以少给土壤浇

者叶下表面均为密披灰白绒毛袁香气均浓郁遥 茎部均

提高艾草产量袁春季灌溉可以促进艾草生长发育遥 应

2.5 病虫害发生情况

作土壤袁深度不超过 10 cm遥出苗之前袁土壤应保持湿

颜色较五尖蕲艾更浓绿袁具白色腺点袁绒毛稀疏曰二

水或不浇水遥 在雨季袁应适时排水遥 灌溉可以极大地

呈灰白且密披灰白绒毛渊表 2冤遥

根据土壤含水量适当浇水遥 一般来说袁5 月中下旬

本研究引种的五尖蕲艾尧 九尖蕲艾在江苏句容

浇 1 次水袁6 月下旬浇 1 次水袁开花期至成熟期再浇

地区未进行专门的病虫害防治袁但五尖蕲艾尧九尖蕲

2.3 生长情况

象遥 艾草抗逆性强袁一般情况下不易滋生病虫害遥 本

1 次水为宜 [11-12]遥

艾在本地区生长季内基本没有出现明显的病虫害现

3 月开始定期观察蕲艾萌发与生长状况袁 蕲艾

调查中只有五尖蕲艾在 7 月中旬出现了低于 5%的

早期有部分杂草袁可进行中耕除草处理遥 待 4 月初艾

周围作物影响袁出现了少量病毒病遥 此外袁调查发现

在江苏句容地区生长速度快袁成活率达 100%遥 春季
草株高达 10 cm 以上后袁无杂草袁无病虫害袁这可能
34

病害情况袁这是由于该时间段气候高温尧高湿袁并受

五尖蕲艾尧九尖蕲艾叶片上均有适量瓢虫袁其对蚜虫

章 明等院句容地区五尖蕲艾及九尖蕲艾引种栽培及适应性研究
表 2 五尖蕲艾和九尖蕲艾叶片形态
品种
五尖蕲艾

叶片长/cm
15

叶片宽/cm
13

叶片形态
二回羽状全裂

九尖蕲艾

12

11

第一回全裂尧
第二回深裂

裂片形态
长披针形或
线形披针形
长披针形或
线形披针形

等害虫有很好的防除作用遥 因此袁本地区五尖蕲艾尧
九尖蕲艾可建立自身生物防治系统遥
2.6

叶片上表皮
淡绿色袁具白色腺点袁
绒毛稀疏
深绿色袁具白色腺点袁
绒毛稀疏

叶片下表皮
茎
密披灰白绒毛 灰白尧密披灰白绒毛
密披灰白绒毛 灰白尧密披灰白绒毛

植的艾草品质难以保证 [14-15]遥 因此袁明确艾草优良品
种尧 建立艾草规范化种植体系是保障艾草质量和产

产量

量的有效措施遥

相同栽培管理条件下袁五尖蕲艾株高尧冠幅及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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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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