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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Lilium spp.)是百合科(Liliaceae)百合属(Lilium)植物的总称，俗称百合
蒜、白百合、山百合、药百合。中药百合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为百合科植物卷丹、
百合或细叶百合的肉质鳞茎的鳞片，具有镇咳、化痰、平喘、抗疲劳、提高免疫力等作用。
我国主产于江苏、浙江、湖南、甘肃等省，湖北、四川、贵州、广东、安徽、河南、山东、
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西、陕西、宁夏、云南、广西等地也有生产。江苏宜兴、浙江湖
州、湖南邵阳、甘肃兰州为全国百合四大产区，产量最大。

〖KH+12mmD〗〖HT16.XBS〗〖STHZ〗〖ML〗11〓种质资源及分布〖ST〗〖HT〗〖KH+8mm〗

全世界百合种类约94种，我国约47种、18个变种，占世界百合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有36
种、15个变种为我国特有种。
我国学者根据百合的形态特征将其分为4组，共计40种。
〖KH+8mmD〗〖HT4Y3〗〖STYT1〗111〓百合的分类〖ST〗〖HT〗〖KH+4mm〗
(1)百合组：叶散生，花喇叭形，花被片先端外弯，雄蕊上部向上弯。
(2)钟花组：叶散生，花钟形，花被片先端不反卷或稍弯，雄蕊向中心靠拢。
(3)卷瓣组：叶散生，花不为喇叭形或钟形，花被片反卷或不反卷，雄蕊上端常向外张
开。
(4)轮叶组：叶轮生，花不为喇叭形或钟形，花被片反卷或不反卷，有斑点。
根据百合的用途又将其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药用百合有百合科植物卷丹(Lilium lancifolium Thunb.)、百合(〖DK(〗
L.brownii F.E.Brown var.viridulum Baker〖DK)〗)、细叶百合(Lpumilum D C.)的干燥
肉质鳞叶。
(2)观赏百合在商业花卉栽培学上主要分为以下三大类型：①东方百合(Oriental 
hybrids)种群类型；②亚洲百合(Asiatic hybrids)种群类型；③麝香百合(L
longiflorum)种群类型。至今在切花栽培中仍负盛名的“康涅锹格王子”就是卷丹、毛百合
(Ldauricum KerGawl)与荷兰百合(Lenchantment)杂交所获得的中世纪百合杂交种中
的优良品种；王百合(Lregale)、麝香百合也为名贵切花。
(3)食用百合主要有百合、卷丹、川百合(Ldavidii Duch.)、山丹(Lpumilum DC.)、
毛百合及沙紫百合(Lsargentiae Wils.)。
〖JP〗黄胜白等指出，我国目前南方各省产的百合是卷丹而不是百合，并区分了野百合(
农吉利)和大百合(洋百合)，豆科野百合属植物野百合与百合的野生种是同名异物，不可以
作为百合入药；百合科大百合属、假百合属、豹子花属与百合属虽亲缘关系很近，但成分是
否相同未经确认，同时未经药理、临床证实，也不宜作为百合入药。目前我国不少省区栽培
和收购的百合属植物不是百合而是卷丹，从药理结果看，卷丹的药效优于百合，卷丹应作为
百合的首选药。〖JP+1〗
〖KH+8mmD〗〖HT4Y3〗〖STYT1〗112〓百合的分布〖ST〗〖HT〗〖KH+4mm〗
目前我国大部分百合原种仍处于野生状态，自然分布区跨越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
等气候带，垂直分布多在海拔100~4300 m之间阴坡和半阴半阳的山坡、林缘、林下、岩石缝
及草甸中。我国野生百合主要分布在下列5个区域。
〖KH+3mmD〗〖HT〗〓〓〖HT5H〗〖STFZ〗1)第一集中区〖ST〗〖HT〗〖KH+1mm〗
中国西南高海拔山区，包括西藏东南部喜马拉雅山地区，云南、贵州、四川横断山脉区。该
区低温，低湿和日照短。百合不耐炎热，很难引种到低海拔地区。
(1)西藏：西藏是我国药用植物的一大宝库，其东南部地区素有“西藏江南”之美称，由
于这里森林繁茂，气候宜人，雨量充足，土壤肥沃(主要是沙质壤土和林土)且排水良好，因
而非常适宜百合属植物的生长。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使百合属植物的分布较为零散，如在海
拔3500~4800m的高山灌丛林带，主要分布有尖被百合、囊被百合、卓巴百合，海拔
2700~3500m的针阔混交林带，分布有宝心百合、卓巴百合、藏百合，短花柱百合，而在海
拔2000~2700m的阔叶林带，主要生长有卷丹、大理百合等。
(2)云南：据统计，云南的野生百合达25个种和9个变种，资源丰富程度居全国第一。云南
许多野生百合种都分布在高海拔地区，而且海拔分布范围很广，最高海拔和最低海拔之差在
1000m以下的有13个种(变种)，在1000~1500m的有12个种(变种)，在1500~2000m的有6
个种(变种)，在2000~3000m的有3个种(变种)。其中紫花百〖WTB1X〗合(Lsouliei)
〖WTB1〗的海拔分布范围最广，最低海拔和最高海拔相差2800m。在这些野生百合中，玫
红百合、紫红花滇百合、哈巴百合、甫金百合、丽江百合、线叶百合、松叶百合、文山百合
8个种(变种)为云南特有。从地理环境来看，绝大部分云南野生百合种分布于沙质土壤和石
灰岩地貌，少部分种分布于低洼湿润的红壤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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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贵州：野生百合科植物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内的边缘地带。四面毗邻湘、桂、滇，以8条
江河流域32个区县(市)为主。其气候属南亚热带-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类型，海拔
130~1000m，年均温168~23℃，≥10℃年活动积温4800~7 000℃，年均降水
1000~1500mm，年日照时数1100h的热河谷是该省的“天然温室”，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由于受河流深切，暴雨冲刷，境内地形复杂、地貌多变，气候类型多样，具有亚热带、
温带型野百合科植物适生条件，在海拔50~1700m、年均温13~23℃、年降水1000~1700
mm、无霜期240~360d的亚热带-温带区域的山坡、林下、灌丛、溪畔、草地、路旁、沟
谷、石缝等处都有野生百合科植物的分布。如遵义务川县，地处大娄山山脉与五夷山山脉之
间的中山峡谷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降水量1280mm，年平均温度156℃，
其自然环境极其适宜野生百合的生长繁殖。为此，务川野生百合的种类较多，其品种有川百
合、宣兴百合、湖南百合、卷丹百合、王百合、淡黄花百合等。务川县百合不仅种类多，而
且各品种的种群数量也极为丰富，在路边、草丛、林下溪沟草丛、崖石缝隙等都有大量生
长，且鳞片肥嫩，富含蛋白质、蔗糖、还原糖、果胶、淀粉、脂肪、百合苷、植物碱及维生
素等多种营养物质。
〖KH+3mmD〗〖HT〗〓〓〖HT5H〗〖STFZ〗2)第2集中区〖ST〗〖HT〗〖KH+1mm〗
陕西秦岭、巴山地区，甘肃岷山，湖北神农架，河南伏牛山等山区。该区空气湿度大，土壤
排水良好，凉爽和半阴。
该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野生百合资源，如秦岭野百合主要分布于陕西蓝田、长安、太白、汉
中等地，生长于海拔800~1500m的山坡灌丛及溪谷边，花被乳白色，外被带淡紫色，花径
11~15cm，花单数至数朵，有芳香，植株高达10~15m。主要有：①野百合，包括贵
州野百合、蓝田野百合、太白野百合、柞水野百合、汉中野百合、安康野百合、江西野百
合；②卷丹，包括太白卷丹、柞水卷丹、汉中卷丹、安康卷丹；③宜昌百合，包括柞水宜昌
百合、太白宜昌百合、汉中宜昌百合、安康宜昌百合、重庆宜昌百合；④湖北百合，贵州湖
北百合；⑤渥丹，太白渥丹；⑥细叶百合，太白细叶百合；⑦川百合，柞水川百合等。这些
野生百合的物候期和生长发育特征均有较大差异，同种不同生态型的生物学特性也有一定差
异。
〖KH+3mmD〗〖HT〗〓〓〖HT5H〗〖STFZ〗3)第3集中区〖ST〗〖HT〗〖KH+1mm〗
我国东北部山区，主要指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南部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地区。该区寒冷。野
生百合花朵大，花期长，色彩鲜艳，主要品种有毛百合、有斑百合、大花百合、卷丹、大花
卷丹、山丹、垂花百合、东北百合等。
〖KH+3mmD〗〖HT〗〓〓〖HT5H〗〖STFZ〗4)第4集中区〖ST〗〖HT〗〖KH+1mm〗
我国华北山区和西北黄土高原，华中、华南浅山，主要包括秦岭、淮河以北地区。该区光照
强，干旱，土坡微碱性。代表种有山丹、渥丹、有斑百合、野百合、湖北百合等。
〖KH+3mmD〗〖HT〗〓〓〖HT5H〗〖STFZ〗5)第5集中区〖ST〗〖HT〗〖KH+1mm〗
东南沿海各省区，该区气候炎热。如江苏云台山区的野生百合，多分布在海拔300~500m高
度的山坡、草丛、溪沟等处，其中尤以卷丹为多，有7个变种：卷丹、虎皮百合(云台山地区
分布广泛、数量最多的一种)、花橙红(因花瓣强烈反卷而得名，鳞茎卵圆状)、白花百合(云
台山区有少量野生)、山丹、条叶百合(俗称药百合，鳞茎小，扁球形，花白色)、猫耳合(为
当地山区野生品种，云台山区附近农家有少量栽培。鳞茎高5cm，鳞片短宽肥厚，叶片短
棱形，形似猫耳，花浅黄白色，6月中旬开放，6月下旬枯落)。宁波野生百合生长在海拔600
m的余姚境内四明山区，花朵硕大，洁白美丽，是不可多得的切花种质资源。由于野生采
食和山林资源的过度开发，该区野生百合现已濒临灭绝边缘。为更好地对其开发利用，陈蕙
云等对该区野生百合的小鳞茎进行了诱导和快速繁殖的研究。
此外，豫南山区是百合原产地之一。
食用野生百合分布广泛，但因其生长周期长、产量低、品质差，几近灭绝，从而被列为濒
危植物。
〖KH+12mmD〗〖HT16.XBS〗〖STHZ〗〖ML〗12〓生物学特性〖ST〗〖HT〗〖KH+8mmD〗
〖HT4Y3〗〖STYT1〗121〓形态特征〖ST〗〖HT〗〖KH+4mm〗
〖JP〗百合是多年生草本，株高70~150cm。鳞茎球状，白色，先端常开放如莲座状，由多
数肉质肥厚、卵匙形的鳞片聚合而成。茎直立，圆柱形，常有紫色斑点。叶互生，披针形，
无柄，全缘，叶脉弧形。花大，色泽多样，单生于茎顶；花药“T”字形着生，花柱长，柱
头盾状。蒴果长卵圆形。种子多数(彩图11、12、13)。作为药用植物栽培的主要有以
下几种。〖JP+1〗
(1)卷丹。又称山百合、虎皮百合。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100~150 cm，鳞茎近扁球
形，纵径35cm，横径4~8cm，淡白色，其暴露部分略带紫红色。地上茎淡紫色，被白
色茸毛，叶互生，无柄，叶片披针形或长圆披针形，上部叶腋常有紫色珠芽。花3~4朵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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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下垂，橘红色，花蕾被白色茸毛，花被片披针形，向外反卷，内面密生紫黑色斑点，蜜
腺两侧有乳头状突起，花药紫色，子房紫红色。蒴果长圆形至倒卵形。种子多数。
(2)百合。又称白花百合、夜百合。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70~150cm。鳞茎球形，纵径3
5~50cm，横径约5cm，鳞瓣扩展，白色，地上茎有紫色条纹，无毛。叶散生，叶片
倒披针形至倒卵形，全缘，无毛，有3~5条脉。花1~4朵，多为白色，有香味，花被6片，倒
卵形，背部带紫褐色，无斑点，顶部向外张开不卷。蒴果长圆形，有棱。多数有种子。
(3)细叶百合。又称山丹、卷莲花、灯伞花。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20~60cm。鳞茎圆锥
形或长卵形，纵径25~45cm，横径2~3cm，具薄膜，鳞瓣长圆形或长卵形，白色。叶
散生于地上茎中部，无柄，叶片条形，有1条明显中脉。花1朵至数朵，鲜红色或紫红色，花
被片稍宽，反卷，无斑点或有少数斑点，蜜腺两侧有乳头突起。蒴果长圆形。

〖KH+8mmD〗〖HT4Y3〗〖STYT1〗122〓生态习性〖ST〗〖HT〗〖KH+4mm〗
百合原野生于林地下、山沟边、溪旁，性喜冷凉、湿润的环境和小气候，忌涝、忌酷热，以
生长在排灌良好、富含腐殖质的微酸性沙质壤土中为好。其对空气相对湿度反应不太敏感，
无论在空气相对湿度很高的南方还是在天气十分干燥、空气相对湿度很低的西北地区，植株
均能正常生长发育。百合耐阴性较强，但在生长前期和中期喜欢较强的光照，尤其是在现蕾
开花期需要较强的光照条件才能正常发育；如果光照过弱，花蕾往往容易脱落。在开花过后
要有一定的荫蔽条件，才有利于鳞茎的生长。
〖KH+8mmD〗〖HT4Y3〗〖STYT1〗123〓生长习性〖ST〗〖HT〗〖KH+4mmD〗
〖HT4"ZQ〗〖STXFZ〗1231〓根系的生长〖ST〗〖HT〗〖KH+3mm〗
百合有两种根，一种为网状根，另一种是纤维根。网状根是从鳞茎盘底长出的，成丛状着生
在鳞茎盘下面，而且根大小基本一致，比较粗壮，主根和侧根差别不大，根毛少，也称为下
盘根。网状根是鳞茎在越冬期间，新植株未出土时发生的。一般每株抽生5~10条，分布在表
土下40~50cm处，有很强的吸收养分的能力，而且隔年不会枯死。纤维根则是生长在鳞茎
之上的地上茎基部入土部位，纤细而密集，数目之多可达180条左右，也称为上盘根或不定
根。纤维根发生时间较晚，一般在地上茎出土后15~30d、株高20~30cm时发生，具有吸
收水分和养分的功能，并有固定和支持地上茎稳定直立的作用。其通常分布在表土层，每年
与地上茎一同枯死。
〖KH+5mmD〗〖HT4"ZQ〗〖STXFZ〗1232〓茎的生长发育〖ST〗〖HT〗〖KH+3mm〗
百合茎分为鳞茎(药用和食用部分)和地上茎两部分。
(1)鳞茎。百合的地下储藏器官从形态起源上属于鳞茎，其地下茎短缩形成鳞茎盘，鳞茎
盘上着生肉质肥大的变态叶，称为鳞片，是主要的营养储存部位。成年鳞茎顶芽发育成地上
茎、叶后开花，而幼龄鳞茎的顶芽为营养芽，不能抽生地上茎，只能形成基生叶。鳞茎盘上
鳞片的腋内分生组织形成仔鳞茎。百合鳞茎属于无皮鳞茎，鳞片沿鳞茎中轴呈覆瓦状叠生。
外层鳞茎在一个生长季内不完全消耗。生长点每年形成新鳞茎，使球体逐年增大，外层鳞茎
的鳞片在新形成球体的外围，并依次营养消耗殆尽而衰亡。
〖JP+2〗百合鳞茎作为“库”和“源”的复合体，在不同时期承担着不同的作用。根据百
合鳞茎的发育过程，大致可分为母鳞茎失重〖ZW(〗实为质量，包括后文出现的增重、鲜
重、干重、千粒重、体重等。但在植物学、农学等领域的实践中一直沿用，为使读者了解、
熟悉相关行业的实际生产情况，本书予以保留。——编者注〖ZW)〗期、营养生长期、鳞茎
膨大期和鳞茎充实期。前两个时期百合鳞茎是作为“源”提供营养供植株生长，后两个时期
鳞茎是作为“库”积累养分，为来年的生长做准备。刘建常等讨论兰州百合鳞茎增长规律时
把鳞茎发育期分为：发芽出苗期、鳞茎失重期、鳞茎补偿期、鳞茎缓慢增重期、鳞茎迅速膨
大期、鳞茎充实期和休眠期。赵祥云等研究了百合组织培养苗鳞茎的发生发育规律，结果表
明，鳞茎的生长期一般分为生长初期、迅速生长期、缓慢生长期3个阶段，这3个阶段株高、
叶片的生长均有不同的表现。〖JP+1〗
鳞茎的发生有下列几种方式：①由种子的胚发芽而来；②由茎顶端叶腋形成珠芽；③由鳞
茎基部和茎基部以不定芽形式形成鳞茎；④由母鳞茎鳞片的腋芽形成鳞茎；⑤由鳞片扦插形
成的不定芽形成鳞茎。
一般每株百合的鳞茎由2~10个仔鳞茎聚合在一起而成，总称母鳞茎，而把侧生鳞茎称为仔
鳞茎。鳞茎有宿根越冬、越夏的习性，能够连续生长2年以上。
(2)地上茎是由鳞茎盘的顶芽伸出地面后而成的，通常在每年3月出苗，5月中旬前停止生
长，直立不分枝，株高因品种而异。入秋后，随着温度的降低，地上茎逐渐枯死。有些百合
种类在地上茎的叶腋处能产生小鳞茎，叫珠芽。有的百合在温度和湿度适宜时，在地下茎入
土处能长出白色小鳞茎，称为籽球，属于地上的一种变态茎，可供繁殖用。
〖KH+5mmD〗〖HT4"ZQ〗〖STXFZ〗1233〓叶的生长发育〖ST〗〖HT〗〖KH+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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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的叶分为变态叶和地上叶两种。
(1)变态叶。即为鳞片，是植物的储藏器官，并具有繁殖能力，一般能连续生长2~3年。
(2)地上叶。又分为基生叶和茎生叶。基生叶是由小鳞茎中心的1~2个鳞片的尖端向上生
长，破土长出柳叶状的叶子，冬生基生叶有1~2个月的寿命，春生基生叶寿命略长，可达3个
月左右。茎生叶是由地下鳞茎盘中央顶芽生长点分化出众多的叶片幼体，这些幼体同时进行
加长、加宽生长，形成幼叶，并在顶芽生长点周围呈锥状排列。冬天进入休眠状态，次春随
着顶芽的出土伸长，幼叶便迅速生长。茎生叶的形状有披针形和条形，披针形叶片较宽大，
而条形叶片较狭窄。
〖KH+5mmD〗〖HT4"ZQ〗〖STXFZ〗1234〓花的生长发育〖ST〗〖HT〗〖KH+3mm〗
百合通常在6月现蕾，7月上旬开花，7月中旬进入盛花期，7月下旬为终花期。单生花或总状
排列，花朵有喇叭形和钟形，花开放后花被向外反卷。
〖KH+5mmD〗〖HT4"ZQ〗〖STXFZ〗1235〓果实的生长发育〖ST〗〖HT〗〖KH+3mm〗
百合的果期在7~10月。蒴果近圆形或长椭圆形，内有种子200粒以上。有的百合因雌花柱头
退化，结实率低，种子小，而且用于繁殖容易变异，生产上均不用于种子繁殖。
〖KH+8mmD〗〖HT4Y3〗〖STYT1〗124〓生长周期〖ST〗〖HT〗〖KH+4mm〗
百合主要用种鳞茎进行繁殖，其生长周期只有1年，可分为5个生长阶段。以卷丹百合为例进
行说明。
(1)〖JP+2〗播种越冬期。从8月下旬至10月下旬播下种鳞茎到次年3月中旬出苗前，此期
为越冬期。百合鳞茎必须在土中越冬，经过低温阶段才能使处于休眠状态的种鳞茎顶芽生
长。这个时期种鳞茎的底盘便生出肉质状的下盘根，同时地上茎芽尖生长点开始生长，分化
出叶片。〖JP+1〗
(2)幼苗期。从3月中下旬至5月上中旬，植株出苗到珠芽分化阶段，称为幼苗期。这个时
期地上茎开始出土，茎叶陆续生出，当苗高10cm以上时，地上茎入土部分长出纤维根，地
下茎开始在鳞茎盘地上茎芽外围周边分化，形成众多新的幼小鳞瓣(仔鳞茎芽)。当地上茎长
至35cm左右时，珠芽开始在下部叶腋内出现。
(3)珠芽期。从5月上中旬至6月中下旬，珠芽开始分化到成熟阶段，称为珠芽期。一般植
株高35cm左右时，珠芽在40~50片叶腋间长出。在珠芽生长期，若摘去顶芽，可使珠芽生
长加快，约30 d成熟，成熟后的珠芽会自然脱落。在珠芽期，地下新的幼鳞茎迅速膨大，
使种鳞茎的鳞片分裂、突出，形成由多个新仔鳞茎聚合而成的新母鳞茎体。
(4)现蕾开花期。6月上旬现蕾，7月上旬始花，7月中旬进入盛花期，此时地下鳞茎迅速膨
大。
(5)成熟期。7月中旬地上茎进入枯萎期，7月下旬至8月初地上茎全部枯萎。这时鳞茎已经
成熟，可以收获。
百合生长周期的5个阶段因品种和各地气候不同，出现的时间会提早或推迟，时间的长短
也有所差异。
〖KH+12mmD〗〖HT16.XBS〗〖STHZ〗〖ML〗13〓栽培技术〖ST〗〖HT〗〖KH+8mmD〗
〖HT4Y3〗〖STYT1〗131〓精心选种〖ST〗〖HT〗〖KH+4mm〗
选择色泽为白色，圆形或长圆形，形态端正，鳞片抱合紧密，根系部平圆微凹，种子根健壮
发达、须根繁茂，未腐烂、无病虫、无损伤，大小适中且较一致，净重为25~100g的种球
为宜。
〖KH+8mmD〗〖HT4Y3〗〖STYT1〗132〓栽植地选择〖ST〗〖HT〗〖KH+4mm〗
百合是一种喜生长在凉爽气候条件下的植物，在我国分布广，由于各产区所处地理位置不
同，气候条件有很大的差异，在选择百合种植地时，根据百合生长发育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和
当地气候情况选好地，是百合栽培获得高产稳产和优质的重要条件之一。我国西北、东北等
地区的北部，年平均气温较低，宜选择低海拔的平原地种植；华北地区、东北和西北地区的
南部，属于暖温带气候，年平均气温为9~14℃，适宜在平原地种植；华东、西南、中南等
地区的北部，年平均气温为14~16℃，属于北亚热带气候，7~9月气温较高，对百合生长有
一定影响，宜选择丘陵地种植；西南地区大部分、广东和广西的北部，属于中亚热带气候，
年平均气温为16~21℃，夏季时间长，7~9月气温高，对百合生长极为不利，应选择海拔
600m以上、冬暖夏凉的高丘和低山地种植；台湾中部和北部、广东和福建南部、广西中
部、云南中南部，属于南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为20~22℃，夏季时间很长，一年中几
乎没有冬天，夏季出现连续高温多雨，极不利于百合生长，宜选择海拔800m以上、夏季较
凉爽的中山和高山地种植。
百合栽植地以土壤肥沃、地势高爽、排水良好、土质疏松、向阳地段的沙壤土或夹沙土或
腐殖质土壤为宜。在山区，也可选半阴半阳的疏林下或缓坡地种植，稻田或土质疏松、富含
腐殖质的山坡地均适宜种植。百合喜欢略偏酸性的环境，一般土壤pH 60~70较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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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般应选择豆科、瓜类等，以减少病菌源。忌前作是辣椒、茄子等作物的地块。
〖KH+8mmD〗〖HT4Y3〗〖STYT1〗133〓整地，施基肥〓〖ST〗〖HT〗〖KH+4mm〗
选好地后，先撒施优质腐熟厩肥13~2t/亩(1亩=667m2)，然后耕翻25~30cm，耕细
整平。在栽培中，地下水位低、排水良好的地块可做成平畦，畦面宽100~120cm，畦长由
大田的地势确定，以便于作业、利于排水为度，畦间距离30~35cm；地下水位高、排水不
通畅的地块可做成高畦，畦面应窄，以利于排水，一般畦宽100cm，高15~20cm，长度以
利于排水和便于作业为度，畦间距30~40cm，既是作业道，又是排水沟，畦的方向也应利
于排水。畦做好后，将畦刮平，待用。
〖KH+8mmD〗〖HT4Y3〗〖STYT1〗134〓消毒处理〓〖ST〗〖HT〗〖KH+4mm〗
土壤消毒：土壤是传播百合病害的主要途径。因此，种前要对土壤进行消毒。常用方法有蒸
气消毒和化学消毒。一般常用福尔马林、敌克松、速心灭、溴甲烷或五氯硝基苯等其中一种
杀菌剂同敌百虫等杀虫剂配成溶液或毒沙先在地表洒(撤)1遍，然后深翻土壤，待土壤翻过
后，再在表面洒(撒)1次，洒(撒)完后用废旧棚膜严实覆盖7~10d，再揭开晾晒10~15d后
即可种植。也可用50〖WTB3〗%〖WTB1〗敌克松15kg/亩，再加入多菌灵01kg/亩混
合细土施入，防治地下害虫和病原微生物。
种球消毒：种球在播种前用50〖WTB3〗%〖WTB1〗多菌灵600倍或50〖WTB3〗%〖WTB1〗代
森锰锌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浸种30s，或用甲基托布津1000倍与三氯杀螨醇500倍混合液浸
种5~10s，或用20〖WTB3〗%〖WTB1〗生石灰水浸泡15~20min，杀死种球表面的病菌，取
出后阴干待种。

〖KH+8mmD〗〖HT4Y3〗〖STYT1〗135〓栽〓植〖ST〗〖HT〗〖KH+4mmD〗
〖HT4"ZQ〗〖STXFZ〗1351〓栽植时期〖ST〗〖HT〗〖KH+3mm〗

百合每年8月至次年4月都可随时下种，具体时间应根据气候变化因地制宜，栽种过早，会导
致发芽过早，易受冻害；栽种过迟，影响新根的形成，不利于翌春出苗。一般在我国北方严
寒地区，为了防止冻害，宜在春季解冻后尽早种植。较温暖的地区一般以9~10月份栽植为
宜，这时气温、土温均较高，可以促使地下部分充分长根，在越冬期间形成发达的根系，有
利于次年出苗。
〖KH+5mmD〗〖HT4"ZQ〗〖STXFZ〗1352〓栽植密度〖ST〗〖HT〗〖KH+3mm〗
根据种球的大小宜在08~11万株/ 亩范围内选择优质、高产、高效的适宜密度。种球
大，适当稀栽。一般百合种植株行距为(15~20cm)×(30~33cm)。
〖KH+5mmD〗〖HT4"ZQ〗〖STXFZ〗1353〓栽植深度〓〖ST〗〖HT〗〖KH+3mm〗
百合栽植深度以覆土5~10cm为宜，开沟深度15cm左右，种球位置处于10cm深的土层
中。栽植深度要适宜，过浅，鳞茎易分瓣；过深，出苗迟，生长细弱，缺苗率较高。用种量
为350~450kg/亩。
〖KH+5mmD〗〖HT4"ZQ〗〖STXFZ〗1354〓栽植方法〖ST〗〖HT〗〖KH+3mm〗
栽植百合种球，一定要扶正种球的位置，将仔鳞茎一一分开播种，鳞茎顶朝上，盖一层火土
灰后，再盖约5cm厚的细土。播后浇5〖WTB3〗%〖WTB1〗的稀粪水或沼液，增加土壤湿
度，栽好后进行覆盖。覆盖物：稻草、麦秆、薄膜等。但湖南隆回等地农民认为不覆盖较利
于病虫害的防治。
〖KH+8mmD〗〖HT4Y3〗〖STYT1〗136〓日常管理〖ST〗〖HT〗〖KH+4mmD〗
〖HT4"ZQ〗〖STXFZ〗1361〓苗期管理 〖ST〗〖HT〗〖KH+3mm〗
出苗前，若干旱过久，应洒水保持土壤湿润，松土保墒，防除杂草。出苗后，注意及时排水
防渍。
〖KH+5mmD〗〖HT4"ZQ〗〖STXFZ〗1362〓肥水管理〖ST〗〖HT〗〖KH+3mm〗
结合松土、除草及时补肥，以促使百合出苗。出齐苗后，追施壮苗肥，每亩施三元复合肥(
≥45〖WTB3〗%〖WTB1〗)25~30kg，或腐熟的人粪尿液1000kg(或沼液1000kg)，深施
于行间或培于蔸旁，并壅土蔸，防倒伏。此后视百合长势进行多次追肥，以磷、钾肥为主，
每次每亩淋施生物钾肥3~4kg。另外，也可叶面喷施02〖WTB3〗%〖WTB1〗磷酸二氢钾，
以满足后期百合对磷钾肥的需要。采收前40d应停止追肥。
〖KH+5mmD〗〖HT4"ZQ〗〖STXFZ〗1363〓中耕除草与培土〖ST〗〖HT〗〖KH+3mm〗
在出苗前及苗高10cm时各进行1次中耕除草，浅锄3cm，防止伤及种球。苗高20cm时，
结合开沟排水，进行1次培土养蔸，厚度7~8cm为宜。苗高20cm以上则不宜中耕。
〖KH+5mmD〗〖HT4"ZQ〗〖STXFZ〗1364〓疏苗定苗〖ST〗〖HT〗〖KH+3mm〗
百合苗高10cm时，应当进行疏苗定苗，去掉弱苗、病苗，每蔸只留壮苗1株，力求使百合
植株整齐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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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5mmD〗〖HT4"ZQ〗〖STXFZ〗1365〓摘蕾打顶和除珠芽〖ST〗〖HT〗〖KH+3mm〗
百合现蕾后，选晴天露水干后，视长势及时摘蕾打顶，长势旺的重打，长势差的迟打并只摘
除花蕾，以减少养分消耗，有利于地下鳞茎生长发育。摘除花蕾后，应施复合肥，以促使种
球膨大。一些种类的百合，地上茎的叶腋间产生珠芽，若任其成熟自行落地，则会影响百合
鳞茎的产量，而适时提前摘除可减少养分消耗，提高百合产量。一般在6月中旬的晴天进行
摘除较为合适，摘下的珠芽可作为繁殖用。

〖KH+8mmD〗〖HT4Y3〗〖STYT1〗137〓种苗繁育〖ST〗〖HT〗〖KH+4mmD〗
〖HT4"ZQ〗〖STXFZ〗1371〓鳞片繁殖〖ST〗〖HT〗〖KH+3mm〗
(1)鳞片繁殖机理。鳞片繁殖是百合种球繁育的重要方式，Matsuo等对铁炮百合(L
longiflorum)鳞片扦插成球的研究表明，扦插的鳞片一般在近轴面基部伤口处分化出分生
组织，分生组织产生后形成愈伤组织，然后由愈伤组织分化发育成膨大的小鳞茎。后来又研
究发现，由维管束所在处形成新生鳞茎，先生根，继而由内层鳞片先端向外伸长形成1~3片
细长的绿叶，靠自身光合作用促进鳞茎生长发育。这可能是由于维管束负责碳水化合物的运
输，其周围营养较多。宁云芬等采用解剖学方法研究新铁炮百合鳞片扦插繁殖中小鳞茎的组
织发生过程指出，小鳞茎起源于鳞片基部内层薄壁细胞而非愈伤组织。
(2)鳞片繁殖方法。①整地和原料的选择。栽植百合鳞片应选择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土
壤肥沃、墒情良好的地块。在种植前15d深翻1次，每亩施入厩肥、堆肥、草木灰、饼肥等
混合肥3000kg，施后进行1次耙地，把地耙平、耙碎并拌匀肥土。选择未受热、不发红、
无霉烂斑点、鳞片抱合紧密的大百合鳞茎，从鳞茎盘上将鳞片逐个剥下，选用肉质肥厚、横
径2cm以上的鳞片作为繁殖材料。②繁殖及管理。晚春10cm地温稳定达到8℃以上时进
行栽植。按行距35cm开栽植沟，沟深10cm、宽15~17cm，将沟内土捣碎，做到土面平
整，土粒细碎。将百合鳞片凹面向上，以3~4cm的间距将鳞片在沟内摆成3~4行，避免重
叠，然后覆土耱平，用地膜覆盖，以保温保湿，促使小鳞茎尽快形成。5月下旬，鳞片凹面
基部形成小鳞茎，并开始生出1~2条细小的肉质根；6月下旬，小鳞茎的1~2个鳞片生出柳叶
状叶片，并开始伸出土面，揭去地膜，加强除草、松土等田间管理；9月下旬，小鳞茎地上
部分枯死，就地休眠过冬；翌年开春出苗，萌发茎叶，按母籽田的管理方法进行管理。当
年，一般小鳞茎质量为2~4g，3年后可达18g，最大的达50g左右。
土温、土壤含水量是百合生长的关键因素。土壤温度过低，愈伤组织形成慢，易引起鳞片
腐烂，所以栽植不宜过早，以谷雨到小满期间为好；土壤水分最好控制在20〖WTB3〗%〖
WTB1〗左右，最低不低于15〖WTB3〗%〖WTB1〗，否则会使空片率(不生小鳞茎的比率)增
加，长期土壤干旱也会引起鳞片干腐败坏。为提高繁殖成活率，用作繁殖材料的大百合鳞茎
一定要按标准严格挑选，最好选用刚从地里收挖的新鲜、生命力强的大百合鳞茎，边挖，边
剥鳞片，边栽植。在生产上，一般每亩用大百合300~400kg，剥取繁殖用鳞片250~280kg
，培育3年后，收获的小鳞茎可栽植大田033~047hm2，栽植母籽田667~1 334
m2。另外，剥取鳞片后的百合芯带根栽植，培育2~3年，又可收获约1000kg的成品
百合。
〖KH+5mmD〗〖HT4"ZQ〗〖STXFZ〗1372〓小鳞茎繁殖〖ST〗〖HT〗〖KH+3mm〗
把不能用于商品加工的小鳞茎用作繁殖材料。即在每年采收时，将不能作为商品加工的小鳞
茎收集起来，从中选择无病虫害的小鳞茎，用多菌灵或克菌丹1∶〖KG-*3〗500倍稀释液浸
种30min，取出放在通风阴凉处晾干表面水分，在苗床上按株行距6cm×15cm点播，覆
土2~3cm厚。播后加强管理，经1年时间培育，把直径3cm以上的鳞茎挖出作为大田种植
用种，直径不足3cm的小鳞茎则继续留在苗床内培育1~2年后再做种用。
〖JP+2〗另外，由母鳞茎发生新生小鳞茎是商品种球生产的常见方式。高彦仪等报道，当
位于种鳞茎内部中央的幼芽生长伸出鳞茎顶2~3cm时，剥去外部所有的鳞片，可以看到鳞
茎盘上幼芽基部两侧新生出1~3个生长点。随着幼芽出土，茎叶生长，新生的生长点也以自
身为中心，不断分化新的鳞片，形成1~3个侧生小鳞茎，侧生鳞茎内不断分生鳞片，鳞片本
身也不断增大增厚，从而使整个侧生鳞茎膨大增重。将侧生小鳞茎从母鳞茎上分离继续培
育。〖JP+1〗
〖KH+5mmD〗〖HT4"ZQ〗〖STXFZ〗1373〓珠芽繁殖〖ST〗〖HT〗〖KH+3mm〗
珠芽是部分百合品种叶腋长出的小鳞茎，用这种小鳞茎进行繁殖，称为珠芽繁殖。每年夏季
当珠芽成熟时及时采收，将收后的珠芽与湿润的河沙混合均匀，置室内阴凉处储藏。储藏期
间要勤检查，发现有腐烂的珠芽要及时捡出。如腐烂的株芽较多，则用筛子把河沙筛出，选
出腐烂珠芽，其他的摊放在室内通风处晾1~2d，再与干净的湿河沙混合均匀储藏。当年
9~10月，在苗床内按行距12~15cm开深3~4cm的浅沟，在沟内每隔4~6cm点播珠芽1粒
，播后盖土3cm，并盖上稻草，保持苗床疏松湿润，以利来年珠芽出苗生长。待珠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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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苗后及时把盖草揭除，并施用稀薄人畜粪水。以后注意中耕除草。秋季地上茎叶枯萎后，
把鳞茎挖出，按小鳞茎繁殖法继续培育。
〖KH+5mmD〗〖HT4"ZQ〗〖STXFZ〗1374〓种子繁殖〖ST〗〖HT〗〖KH+3mm〗
(1)种子采集：百合果实一般在8~10月成熟，当蒴果呈黄色时采收，将采收的果实摊晾数天
后待其开裂，取出种子，放阴凉处储藏。
(2)整理苗床：将选好的苗床进行翻耕，整碎整平，每亩施腐熟的厩肥、草木灰等混合肥
1500~2000kg。起畦宽100cm、高15cm的苗床，整平土面，畦面用4份细碎肥土、4份充
分腐熟的堆肥与2份河沙混合均匀，盖于畦面，厚5~10cm，以待播种。
(3)播种育苗：春播或秋播均可。播种前用50〖WTB3〗%〖WTB1〗多菌灵1∶〖KG-*3〗500
倍稀释液浸种20min。按行距10cm开2~3cm深的浅沟进行条播，播后盖土2~3cm，盖
草保持苗床湿润疏松，以利种子发芽和幼苗出土。幼苗出土后及时将盖草揭除，待苗高3~4
cm时，按株距5~6cm进行间苗，以后加强管护，到秋天幼苗地下部长出小鳞茎。小鳞茎
经过3~4年精心培育，可以采挖，大鳞茎可加工成商品，小的鳞茎可做种用。
用种子繁殖，虽然可获得大量的繁殖材料，但培育成商品百合需要的时间长，而且变异类
型较多，在生产上很少使用，通常仅在培育新品种时用。
〖KH+5mmD〗〖HT4"ZQ〗〖STXFZ〗1375〓组培育苗〖ST〗〖HT〗〖KH+3mmD〗
〖HT〗〓〓〖HT5H〗〖STFZ〗1)外植体的准备〖ST〗〖HT〗〖KH+1mm〗
(1)外植体的选择。百合的许多器官、组织都可作为外植体，如鳞片、根尖、叶片、子房、
种子、花梗、花瓣、珠芽、花柱、花丝、花药、胚、腋芽、芽尖等。用百合鳞片作为外植体
比较常见，但不同部位的鳞片对分化有差异。王刚等认为兰州百合鳞片产生芽的能力从强到
弱依次为外层、中层、内层。外植体在培养基上的不同放置方式对百合鳞片的诱导也有影
响，其诱导出芽能力从强到弱依次为：鳞片内侧向上平放＞鳞片竖直插入>鳞片内侧向下平
放。不同外植体诱导分化的能力也不同。罗凤霞等研究认为，新铁炮百合诱导分化的能力依
次为种子>鳞片>花丝>花瓣>叶片。
(2)外植体灭菌。常用的药剂有乙醇、升汞、次氯酸钠及漂白粉等。通常都是用乙醇对材
料进行预灭菌，使用浓度一般为70〖WTB3〗%〖WTB1〗~75〖WTB3〗%〖WTB1〗，灭菌时间为
10~60s；升汞的使用浓度为01〖WTB3〗%〖WTB1〗~02〖WTB3〗%〖WTB1〗，灭菌时间
为10min左右；次氯酸钠溶液用浓度为200g/L的浸泡10min，灭菌时要不断摇动；漂
白粉的使用浓度为饱和溶液，灭菌时间为10~20min。材料灭菌后再用无菌水冲洗5次左
右。另外也有将2种灭菌剂同时使用的，如先用1〖WTB3〗%〖WTB1〗次氯酸钠溶液浸泡6
min，取出后放入01〖WTB3〗%〖WTB1〗升汞溶液中浸泡8min，无菌水冲洗6~7次。
〖KH+3mmD〗〖HT〗〓〓〖HT5H〗〖STFZ〗2)接〓种〖ST〗〖HT〗〖KH+1mm〗
将消毒灭菌后的外植体放在在超净工作台上，严格按照无菌操作程序，切成一定大小的小切
块，接种在MS小鳞茎诱导培养基上培养。
〖KH+3mmD〗〖HT〗〓〓〖HT5H〗〖STFZ〗3)小鳞茎诱导及培养〖ST〗〖HT〗〖KH+1mm〗
将接种有接种材料的NAA 01mg/L、BA 05mg/L的MS小鳞茎培养基放置在温度25
℃、相对湿度60〖WTB3〗%〖WTB1〗~80〖WTB3〗%〖WTB1〗，光照小于
2000 lx的组培室进行小鳞茎诱导。40天后可诱导出一定数量的小鳞茎。将培养出的小鳞茎
分开，接种于NAA 05mg/L、BA 01mg/L的MS生根培养基上，在温度25℃，相对湿
度60〖WTB3〗%〖WTB1〗~80〖WTB3〗%〖WTB1〗、光照小于2000 lx的条件下培养40d，可
诱导出大量小鳞茎。
一般用于百合组织培养的培养基类型为MS培养基。罗凤霞等认为，MS培养基优于SH培养
基。杨柏云等用3种培养基，即MS、改良MS(将MS中的NH4NO3去掉，KNO3
加倍)、B5，以鳞片研究切花百合的液体振荡增殖培养，发现MS与改良MS培养基对小
鳞茎增殖的作用比B5培养基好，但二者的作用差别不大，说明MS培养基中的NH+
4态氮改变为NO-3态氮对切花百合小鳞茎的增殖影响不大。Arzate等
用MS、N6、B5、1/4 MS、White、White+鳞茎提取液共6种培养基研究麝香百合
带花药的花丝外植体的诱导和再生，发现N6培养基结合光培养或暗培养和B5培
养基结合暗培养的效果很好。卢其能等以龙牙百合的鳞片切块，通过比较MS、B5、
White 3种培养基分化出小鳞茎或芽的效果发现，分化最好的是MS培养基，其次是B5
，最差的为White。
〖KH+3mmD〗〖HT〗〓〓〖HT5H〗〖STFZ〗4)生〓根〖ST〗〖HT〗〖KH+1mm〗
将诱导出的小鳞茎接种于BA01mg/L、NAA05mg/L的MS生根培养基上，置于温度
25℃、相对湿度60〖WTB3〗%〖WTB1〗~80〖WTB3〗%〖WTB1〗、光照小于2000lx条件下
培养40d，可生根3~5条。
〖KH+3mmD〗〖HT〗〓〓〖HT5H〗〖STFZ〗5)地〓栽〖ST〗〖HT〗〖KH+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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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准备。试管苗在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和露底均可地栽。将准备地栽的土地深翻，做
畦，畦宽15~18m、长10~15m(日光温室以自身宽度为宜)、深20cm。将腐叶土或细
的草炭土填入畦中，厚约10cm，浇透水后待用。
(2)洗瓶苗。当试管苗长到鲜重大于05g，根3条以上，就可以用于地栽。取出试管
苗，用清水清洗3~5遍，在阴凉通风处晾3~5h后地栽。
(3)地栽。当气温在20~25℃，地温15~18℃，百合试管苗就可以地栽。地栽时行距
15~18cm，株距10~12cm，深度为鳞茎顶尖距地表05~1cm为宜。地栽后地表及时喷
水。
(4)保护地条件下地栽技术。①设施要求。百合试管苗最适栽培设施为日光温室和塑料大
棚。②地栽时间。一般每年3~5月为最适宜栽培时间。③地栽要求。地栽要求温度，白天
25~30℃，夜间15~20℃，光照5000~10000lx。从地栽到出苗大约15d时间，④喷
水。地栽试管苗要求每天喷水2~3次，阴天减少喷水次数，雨天不喷水。喷水量以喷透地表
土为宜。⑤苗期管理。试管苗一般地栽15~20d后开始出苗，当苗出齐后，可根据墒情确定
每天的喷水次数，以保持土壤湿润为宜，温度白天控制在23~27℃，夜间15~20℃，光照
10000~20000lx。当苗长出3片叶后，每1~2周喷洒一次营养液，一般以磷酸二氢
钾005〖WTB3〗%〖WTB1〗 +尿素005〖WTB3〗%〖WTB1〗为好，也可加入一些微量元素。
⑥后期管理。9月份以后减少尿素施用量，10月份后停止浇灌营养液。地冻前和解冻后，要
根据土壤墒情，在地表适量喷水，以免小鳞茎失水。地栽后第2年和第3年，进入正常管理，
不遮阴，及时中耕锄草，适时灌水施肥，摘除花蕾。10月下旬，对地下鳞茎长到20g以上
的地块进行挖掘采收，对挖出的百合鳞茎及时分级整理，消毒装筐，进入大田生产。
〖KH+8mmD〗〖HT4Y3〗〖STYT1〗138〓病虫害及其防治〖ST〗〖HT〗〖KH+4mmD〗
〖HT4"ZQ〗〖STXFZ〗1381〓病害及其防治〖ST〗〖HT〗〖KH+3mm〗
百合主要的病害有病毒病、立枯病、根腐病等。百合病害以预防为主，每天观察大田生长情
况，及时准确进行预测预报，结合综合防治、农业防治，选用抗病虫品种，严格实行轮作制
度。化学防治所用药剂以高效、低毒、无残留的生物农药为主，主要药物有波尔多液、甲基
托布津可湿性粉剂、菌毒清等。
(1)百合叶枯病。此病为百合病害中最普遍、最严重的一种病害。叶片上产生圆形或椭圆
形病斑，大小不一，长2~10mm，浅黄色到浅褐色，在潮湿条件下，斑点被灰色的霉层覆
盖，病斑干时变薄，易碎裂，透明，灰白色。严重时，整叶枯死。
防治方法：①秋季清除地上部分植株并烧毁，发病时及时去除病叶，减少侵染源。②温室
应通风透光，浇水于茎基部，防止浇叶片。③发病初期可用75〖WTB3〗%〖WTB1〗百菌清500
倍液或50〖WTB3〗%〖WTB1〗多菌灵500倍液或70〖WTB3〗%〖WTB1〗甲基硫菌可湿性粉剂500
倍液交替喷雾，重点喷洒新生叶片及周围土壤表面，每隔7d喷1次，连喷2~4次。必要时可
用50〖WTB3〗%〖WTB1〗速克灵或50〖WTB3〗%〖WTB1〗扑海因及50〖WTB3〗%〖WTB1〗农利
灵可湿性粉剂1000~1500倍液加80〖WTB3〗%〖WTB1〗多菌灵粉剂600倍液等防治。
(2)百合灰霉病。灰霉病为害百合花蕾、花朵，在花蕾和花朵上布满淡黄色灰霉状物后，
使花蕾皱缩脱落，花朵腐烂凋萎。在潮湿的环境中很容易发病。
防治方法：①选用健康无病鳞茎进行繁殖，温室注意通风透光，田间或温室注意避免栽植
过密，促使植株健壮，增强抗病力。②冬季或收获后及时清除病残株并烧毁，及时摘除病
叶，清除病花，以减少菌源。③药剂防治：发病初期即花蕾、花朵上出现淡黄色灰霉状物时
开始用药，可用30〖WTB3〗%〖WTB1〗碱式硫酸铜悬浮剂400倍液、36〖WTB3〗%〖WTB1〗甲
基硫菌灵悬浮剂500倍液、50〖WTB3〗%〖WTB1〗速克灵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或50〖WTB3〗%
〖WTB1〗扑海因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交替喷雾。一般每7~10d喷1次，连续喷2~3次。注意
喷洒到花蕾和花朵上，喷至有水珠往下滴为度。
(3)百合软腐病。软腐病为细菌性病害。病菌在土壤中及鳞茎上越冬，翌年侵染鳞茎、茎
及叶，引起初侵染和再侵染，使鳞茎发病，引起腐烂，并散发出难闻的恶臭气味。在温度
高、湿度大时发病严重，为害猖狂，蔓延迅速。
防治方法：①对百合软腐病要在选择无损伤的鳞茎，并用01〖WTB3〗%〖WTB1〗的高锰
酸钾水溶液浸泡8~10min进行消毒的基础上加强药剂防治。②选择排水良好的地块种
植百合。③生长季节避免造成伤口，挖掘鳞茎时要小心不要造成碰伤，以减少侵染。④药剂
防治：发病初期用30〖WTB3〗%〖WTB1〗绿得保悬浮剂400倍液、47〖WTB3〗%〖WTB1〗加瑞
农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72〖WTB3〗%〖WTB1〗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000倍液交替喷
雾。也可用5000倍新植霉素水溶液灌根，每7~10d灌1次，连续灌2~3次。灌根每次每株2~3
kg，叶面喷雾以叶面滴水为度。
(4)百合炭疽病。炭疽病主要侵害叶片，严重时也侵害茎秆。叶片染病，发病初期出现水
浸状暗绿色小点，后期在病斑上产生黑色小点，严重时病斑相互连接致病叶黄化坏死。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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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的环境条件下发病严重。
防治方法：①重病地区实行非百合科蔬菜2年以上轮作。②收获后及时彻底清理病残组
织，减少田间菌源。③药剂防治：发病初期进行药剂防治。可用25〖WTB3〗%〖WTB1〗炭特
灵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25〖WTB3〗%〖WTB1〗施保克乳油600~800倍液、6〖WTB3
〗%〖WTB1〗乐必耕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40〖WTB3〗%〖WTB1〗百科乳油2000倍液、30〖
WTB3〗%〖WTB1〗倍生引乳油2000倍液或25〖WTB3〗%〖WTB1〗敌力脱乳油1000倍液交替喷
雾。
(5)百合疫病。百合疫病俗称脚腐病。植株近地面茎部受害，病部出现水渍状病斑，变褐
缢缩，植株上部枯死，常常倒伏死亡。鳞茎发芽时受害，嫩茎尖端枯死。鳞茎感病，初生油
渍状小斑点，逐渐扩大为灰褐色软腐状。叶和花受侵染，其上生油渍状小点，逐渐扩大，变
成灰绿色。潮湿时病斑上生白色霉层。施用未腐熟的有机肥，低洼积水，天气潮湿多雨，害
虫为害鳞茎造成伤口后均有利于发病。连作发病严重。
防治方法：①选健康鳞茎，实行轮作栽培。②设置防雨设施，注意排水，雨季来临前喷药
剂保护。③发病初期可用25〖WTB3〗%〖WTB1〗甲霜灵800倍液、58〖WTB3〗%〖WTB1〗甲霜
灵锰锌500倍液、40〖WTB3〗%〖WTB1〗乙膦铝200倍液、64〖WTB3〗%〖WTB1〗杀毒矾可湿粉
剂500倍液或77〖WTB3〗%〖WTB1〗可杀得可湿性微粒粉剂500倍液交替喷雾，每隔7~10d喷
1次，连续喷2~3次。也可在发病始期及时喷洒72〖WTB3〗%〖WTB1〗霜脲锰锌(克抗灵)可湿
性粉剂800倍液、72〖WTB3〗%〖WTB1〗杜邦克露或72〖WTB3〗%〖WTB1〗克霜氰可湿性粉剂
800~1000倍液等防治。
(6)百合病毒病。病毒病为害百合整个植株，造成新根不发，新叶不长甚至越长越小，叶
片短束丛状，并逐渐黄化、枯萎，最后死亡。其病毒一般通过汁液接触传播，蚜虫也可传
播。因此，对百合病毒病重在预防。
防治方法：①实行无病种植。选用无病健株球茎繁殖或采用组培脱毒苗种植。②加强田间
管理，发现病株及时拔除，并适时防治蚜虫，可用10〖WTB3〗%〖WTB1〗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500倍液或50〖WTB3〗%〖WTB1〗抗蚜威超微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喷杀，以减少传毒。③药
剂防治：发病初期施用抗毒增抗剂抑制病害发展。可选用20〖WTB3〗%〖WTB1〗毒克星可湿
性粉剂500倍液、5〖WTB3〗%〖WTB1〗菌毒清可湿性粉剂500倍液、20〖WTB3〗%〖WTB1〗病
毒A水溶性粉剂500倍液或1〖WTB3〗%〖WTB1〗抗毒剂1号300倍水溶液交替喷雾，7~10d喷1
次，连喷3次，喷至叶片见滴水为度。
(7)百合立枯病。在鳞茎上部与根尖端呈淡褐色腐烂状，鳞片由淡褐色变成暗褐色。茎部
发病多从摘心部开始，变暗褐色，干枯状。叶部受侵染，初期淡黄绿色，后变为暗褐色、不
规则形斑点，边缘呈淡黑色，干枯状。
防治方法：①立枯病为土壤传播，连作可使病情加重，故应与非百合科作物实行2~3年以
上的轮作，栽植地应排水良好，不偏施氮肥。②选抗病品种，用无病种茎留种，收获时剔除
病鳞茎。③在无病土或灭菌土中栽植，播种前2周用40〖WTB3〗%〖WTB1〗甲醛40倍液土壤消
毒，鳞茎用40〖WTB3〗%〖WTB1〗甲醛50倍液浸15min(消毒前先去除外部鳞茎)。④发病初
期可用65〖WTB3〗%〖WTB1〗代森锌500倍液或农用链霉素1000倍液等交替喷雾，每隔7d喷
1次，连喷2~3次。
(8)百合青霉病。主要为害储藏期的鳞茎。鳞茎发病初期出现腐烂斑点，并在斑点上长出
白色长茸毛，以后又长出长茸毛状青绿色的霉层，为孢子团。内部鳞片逐渐腐烂，最后引起
鳞茎干腐。经过2~3个月后鳞茎完全腐烂。
防治方法：①在采挖及运输过程中尽量减少鳞茎损伤，可减轻发病。②储藏前鳞茎用50〖
WTB3〗%〖WTB1〗朴海因可湿性粉剂500倍稀释液浸泡10min，或将鳞茎储藏在有漂白粉的
土中(50kg土拌和035kg漂白粉)，储藏期保持-2~6℃。
〖KH+5mmD〗〖HT4"ZQ〗〖STXFZ〗1382〓虫害及其防治〖ST〗〖HT〗〖KH+3mm〗
种植百合要加强地下害虫防治，主要害虫有蛴螬、金针虫、蝼蛄、蝇蛆等。它们啮食百合鳞
片和须根，影响百合植株生长，降低百合鳞球的产量和品质。可结合耕地每亩用3〖WTB3〗%
〖WTB1〗甲基异硫磷颗粒剂2000g或20〖WTB3〗%〖WTB1〗甲基异硫磷乳剂400~500g等药
剂，加入细土或厩肥，制成毒土或毒饵撤入土壤中。出苗后，主要害虫有蚜虫、螨类、叶
蝉、蛴螬、根蛆等，主要杀灭药物有吡虫啉、50〖WTB3〗%〖WTB1〗溴螨酯等，防治药物选
用鱼藤酮、烟碱、植物油乳剂等生物性药剂。
〖HJ1.9mm〗
〖KH+12mmD〗〖HT16.XBS〗〖STHZ〗〖ML〗14〓采收与初加工〖ST〗〖HT〗〖KH+8mmD〗
〖HT4Y3〗〖STYT1〗141〓采〓收〖ST〗〖HT〗〖KH+4mm〗
百合于播种当年秋季定植，经过1年的生长，到翌年秋季植株地上部完全干枯后即可采收。
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气温较高，鳞茎成熟较早，宜在8月初采收；长江以北可根据各地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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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于8月下旬至9月初采收。选择晴天或阴天挖掘，剔除附带的须根及泥土即可。
〖KH+8mmD〗〖HT4Y3〗〖STYT1〗142〓初加工〖ST〗〖HT〗〖KH+4mm〗
百合多以百合干的形式储藏和上市。因鲜百合挖出来后，如较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很容易
发生氧化褐变，颜色由白变褐，进而腐烂。同时鲜百合含水量高，不便于储藏和长途运输。
产地加工对百合的质量影响很大，如果说鲜百合的质量是基础的话，加工则是关键。即使鲜
百合质量再好，如果加工不当，生产出来的百合也可能是劣质百合。
百合干加工方法如下：

〖KH+5mmD〗〖HT4"ZQ〗〖STXFZ〗1421〓烫片法〖ST〗〖HT〗〖KH+3mm〗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中国药典》)(1977年版)及以后各版药典的百合来源中都规
定为“……洗净，剥取鳞片，置沸水中略烫，干燥”。但具体如何操作并未有详细记载。根
据现代实验观察，百合不同部位中百合多糖含量不同，高低顺序为中片>外片>混片>心片，
以中片含量最高，心片含量最低；百合总磷脂含量高低顺序为心片>混片>中片>外片。因此
百合产地加工剥片处理时，应将外片、中片、心片分开盛放，便于烫片加工时能准确地把握
烫片的时间。烫片时间的长短对百合多糖和总磷脂的含量也有一定的影响，烫片时间越长，
百合中多糖的含量相应越高；烫片时间为11min时百合中总磷脂含量最高，烫片时间延长
或缩短，含量均相应降低，但变化不大。具体操作如下。
〖HJ〗
(1)剥片。选用鳞茎肥大、新鲜、无虫蛀、无破伤、品质优良的百合为原料，将鳞茎剪去
须根，用手从外向内剥下鳞片，或在鳞茎基部横切一刀使鳞片分开，按外层鳞片、中层鳞片
和心片分开盛装，然后分别倒入清水中洗净，捞起，沥干水滴，待用。
(2)泡片。在干净铁锅中加入清水煮沸，将鳞片分类下锅，鳞片数量以不露出水面为宜，
用铁勺上下翻动1~2次，以旺火煮沸3~7min(外层鳞片6~7min、心片约3min)，勤观察
鳞片颜色的变化，当鳞片边缘柔软，由白色变为米黄色、再变为白色时，迅速捞出，放入清
水中冷却并漂洗去黏液再捞起沥干明水待晒，或装入滤水的筐内置流水中漂洗去黏液。每锅
沸水可连续泡片2~3次，如沸水浑浊，应换水再泡，以免影响成品色泽。
(3)晒片。将鳞片均匀薄摊在晒席上，置于阳光下晾晒2~3d，当鳞片达6成干时再进行翻
晒(否则鳞片易被翻烂断碎)，直至全干。若遇阴雨天，应摊放在室内通风处，切忌堆积，以
防霉变；也可采用烘烤法烘干。要求保存期较长的百合干，应在九成干时进行熏硫处理。
(4)包装。干制后的百合片先进行分级，以鳞片洁白完整、大而肥厚者为上品。然后用食
品塑膜袋分别包装，每袋质量500g，再装入纸箱或纤维袋，置于干燥通风的室内储藏，防
止受潮霉变和虫蛀鼠咬。
〖KH+5mmD〗〖HT4"ZQ〗〖STXFZ〗1422〓蜜炙法〖ST〗〖HT〗〖KH+3mm〗
〖JP+2〗蜜炙法加工百合作为法定方法，为各版药典收载(1953年版除外)。蜜炙百合有不同
制法：一是百合拌炼蜜后，闷润而后炒，《中国药典》(2000年版)收载这种方法：二是将炼
蜜加热至沸，倒入百合炒，甘肃等省市炮制规范收载有此法，另有先炒百合至一定程度，再
加入炼蜜，天津等省市炮制规范收载有此法。近年来出版的《中国药典》都规定，每100
kg百合用炼蜜5kg。百合蜜炙的作用，已有明确的论述，蜜炙能增强百合润肺止咳的功
效。〖JP+1〗

〖KH+12mmD〗〖HT16.XBS〗〖STHZ〗〖ML〗15〓百合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ST〗〖HT〗
〖KH+8mmD〗
〖HT4Y3〗〖STYT1〗151〓主要化学成分〖ST〗〖HT〗〖KH+4mmD〗
〖HT4"ZQ〗〖STXFZ〗1511〓一般成分〖ST〗〖HT〗〖KH+3mm〗
有学者研究百合的普通干燥细粉后报道，百合中含水84〖WTB3〗%〖WTB1〗、蛋白质228
〖WTB3〗%〖WTB1〗、脂肪19〖WTB3〗%〖WTB1〗、碳水化合物526〖WTB3〗%〖WTB1〗、
灰分77〖WTB3〗%〖WTB1〗，粗纤维66〖WTB3〗%〖WTB1〗。钟海雁等测得卷丹干片含水
121〖WTB3〗%〖WTB1〗、粗蛋白114〖WTB3〗%〖WTB1〗、粗灰分39〖WTB3〗%〖WTB1
〗、淀粉719〖WTB3〗%〖WTB1〗。李明河等在研究百合药膳的同时测得在每100g中药材
百合含有蛋白质4g、脂肪01g、糖29g，以及维生素B、C、胡萝卜素等成分。卢美娇
等测定百合冷水浸出物含量高于18〖WTB3〗%〖WTB1〗。还有报道表明卷丹花药中含有蛋白
质2129〖WTB3〗%〖WTB1〗、脂肪1243〖WTB3〗%〖WTB1〗、淀粉361〖WTB3〗%〖WTB1
〗、还原糖1147〖WTB3〗%〖WTB1〗。封士兰等报道百合干花中含有维生素B1、B
2、C，泛酸，β-胡萝卜素，豆甾醇，大黄素等。
〖KH+5mmD〗〖HT4"ZQ〗〖STXFZ〗1512〓微量元素〖ST〗〖HT〗〖KH+3mm〗
李明河等的测定结果表明，每100g百合含有钙9mg、磷91mg、铁09mg。吴汉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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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卷丹珠芽、江苏野生和家种卷丹、百合、兰州百合、麝香百合等的鳞叶进行了化学分析后
报道，其中钙、镁、铁、铝、钾、磷含量较高，锌、钛、镍、锰等含量也较高。
〖KH+5mmD〗〖HT4"ZQ〗〖STXFZ〗1513〓氨基酸〖ST〗〖HT〗〖KH+3mm〗
钟海雁等测定了卷丹干片的氨基酸含量，其中天冬氨酸105〖WTB3〗%〖WTB1〗、苏氨酸0
47〖WTB3〗%〖WTB1〗、丝氨酸063〖WTB3〗%〖WTB1〗、谷氨酸134〖WTB3〗%〖WTB1
〗、甘氨酸053〖WTB3〗%〖WTB1〗、丙氨酸063〖WTB3〗%〖WTB1〗、缬氨酸060〖
WTB3〗%〖WTB1〗、蛋氨酸015〖WTB3〗%〖WTB1〗、异亮氨酸044〖WTB3〗%〖WTB1〗、
亮氨酸085〖WTB3〗%〖WTB1〗、酪氨酸039〖WTB3〗%〖WTB1〗、苯丙氨酸049〖WTB3
〗%〖WTB1〗、赖氨酸071〖WTB3〗%〖WTB1〗、组氨酸022〖WTB3〗%〖WTB1〗、精氨酸1
90〖WTB3〗%〖WTB1〗。也有学者研究百合的普通干燥细粉，测得天冬氨酸含量108
mg/g、苏氨酸38mg/g、丝氨酸64mg/g、谷氨酸112mg/g、甘氨酸56mg/g
、丙氨酸55mg/g、缬氨酸56mg/g、蛋氨酸12mg/g、异亮氨酸36mg/g、
亮氨酸86mg/g、酪氨酸40mg/g、苯丙氨酸51mg/g、赖氨酸75mg/g、组氨酸
20mg/g、精氨酸385mg/g、脯氨酸41mg/g。
〖KH+5mmD〗〖HT4"ZQ〗〖STXFZ〗1514〓皂苷类〖ST〗〖HT〗〖KH+3mm〗
近几年来，百合皂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甾体皂苷。侯秀云等已经从百合中分离得到β
-谷甾醇、胡萝卜素苷、正丁基-β-D-吡喃果糖苷3种已知化学成分。杨秀伟等分
离鉴定卷丹中两种甾体皂苷，麦冬皂苷D，其结构为薯蓣皂苷元-3-O-{O-〖WTB1X〗
α〖WTB1〗-L-鼠李糖基(1→2)-O-[β-D-木糖基(1→3)]-β-D-葡萄糖苷}
，另一种为薯蓣皂苷元-3-O-{O-〖WTB1X〗α〖WTB1〗-L-鼠李糖基(1→
2)-O-[β-D-阿拉伯糖基(1→3)]-β-D-葡萄糖苷}，经鉴定，它是一种新的化
合物，定名为卷丹皂苷A。
〖KH+5mmD〗〖HT4"ZQ〗〖STXFZ〗1515〓磷脂类〖ST〗〖HT〗〖KH+3mm〗
吴杲等对卷丹、百合、药百合、麝香百合、兰州百合(即川百合)5种百合采用紫外光度法测
定总磷脂的含量后报道，卷丹、百合的总磷脂含量分别含量为27204mg/100g和369
73mg/100g，其次是川百合，总磷脂含量达9823mg/100g，另外两种百合的总磷脂
含量甚微。郭戎等选择卷丹、百合、药百合、兰州百合、麝香百合等5种百合鳞叶进行测试
分析，发现卷丹、百合的磷脂酰胆碱(PC)含量高达70〖WTB3〗%〖WTB1〗和83〖WTB3〗%〖
WTB1〗，双磷脂酰甘油(DPG)和磷脂酸(PA)总含量也可达10〖WTB3〗%〖WTB1〗~15〖WTB3〗%
〖WTB1〗，同时还含有少量的溶血磷脂酰胆碱(LPC)、磷脂酰肌醇(PI)、磷脂酰乙醇胺(PE)
、神经鞘磷脂(SM)等脂类化合物，药百合、兰州百合、麝香百合的双磷脂酰甘油(DPG)和磷
脂酸(PA)含量相加达54〖WTB3〗%〖WTB1〗~64〖WTB3〗%〖WTB1〗，磷脂酰胆碱(PC)、磷脂
酰肌醇(PI)、溶血磷脂酰胆碱(LPC)含量三者相加达33〖WTB3〗%〖WTB1〗，药百合的磷脂酰
乙醇胺(PE)含量明显高于其他百合。
〖KH+5mmD〗〖HT4"ZQ〗〖STXFZ〗1516〓多糖类〖ST〗〖HT〗〖KH+3mm〗
刘成梅等从四川产新鲜龙牙百合的鳞叶中，分离得到LP1、LP2两种多糖，分别占鲜重的0
55〖WTB3〗%〖WTB1〗、025〖WTB3〗%〖WTB1〗。在多糖的组分分析中，LP1由葡萄糖、甘
露糖组成，比例为1 ∶〖KG-*3〗246，相对分子质量为79400，LP2由葡萄糖、甘露糖、
阿拉伯糖、半乳糖醛酸组成，比例为1 ∶〖KG-*3〗073 ∶〖KG-*3〗261 ∶〖
KG-*3〗18 ∶〖KG-*3〗084，相对分子质量为181500。该多糖作用于机体免疫系统，对
小鼠免疫功能有明显的调理作用。这两种多糖单体对四氧嘧啶引起的高血糖症小白鼠有明显
的降血糖功能，并且与浓度呈正相关。姜茹等采用热水提乙醇沉淀法从百合饮片中首次分离
出一种水溶性多糖BHP，相对分子质量为75000，酸水解，薄层展开进行多糖组分分析，苯胺
邻苯二甲酸显色，呈现D-半乳糖、L-阿拉伯糖、D-甘露糖、D-葡萄糖、L-鼠李糖等斑点。
Manalm Shehata等从无锡市售百合中分离得到百合水溶性非淀粉多糖，实验表明该多糖很可
能与蛋白质相结合，相对分子质量为200186。赵国华等从重庆市售百合中分离得到
LBPS-Ⅰ多糖，该多糖仅由葡萄糖连接而成，相对分子质量为30200，特性黏度为1406×
10-3 mL/g。该多糖单体对移植性的黑色素B16和Lerris肺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KH+5mmD〗〖HT4"ZQ〗〖STXFZ〗1517〓生物碱类〖ST〗〖HT〗〖KH+3mm〗
对百合中生物碱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报道。贺世洪等利用极谱法测得百合中秋水仙
碱含量达00064〖WTB3〗%〖WTB1〗。何纯莲等采用超临界萃取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测得湖南
湘西龙山产卷丹鳞片中秋水仙碱含量达00485〖WTB3〗%〖WTB1〗。
〖HJ2.1mm〗
〖KH+8mmD〗〖HT4Y3〗〖STYT1〗152〓药理作用〖ST〗〖HT〗〖KH+4mmD〗
〖HT4"ZQ〗〖STXFZ〗1521〓止咳作用〖ST〗〖HT〗〖KH+3mm〗
用小鼠SO2引咳法给小鼠灌服百合水提液20g/kg，可明显延长SO2引咳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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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并减少2min内动物咳嗽次数。百合水煎剂对氨水引起的小鼠咳嗽也有止咳作用。

〖KH+5mmD〗〖HT4"ZQ〗〖STXFZ〗1522〓祛痰与平喘作用〖ST〗〖HT〗〖KH+3mm〗
以20g/kg百合水提液给小鼠灌胃，可明显增强气管酚红排出量，表明百合可以通过增加气
管分泌起到祛痰作用。近年来研究表明，百合固金汤有显著的抗炎、镇咳、化痰作用。另
外，百合可对抗组胺引起的蟾蜍哮喘。
〖KH+5mmD〗〖HT4"ZQ〗〖STXFZ〗1523〓强壮作用〖ST〗〖HT〗〖KH+3mm〗
百合水提液、水煎醇沉液均可延长正常小鼠常压耐缺氧和异丙肾上腺素所致耗氧增加的缺氧
小鼠存活时间。水提液还可明显延长甲状腺素所致“甲亢阴虚”动物的常压耐缺氧存活时
间。百合水提液可以明显延长动物负荷游泳时间，也可使肾上腺素皮质激素所致的“阴虚”
小鼠及烟熏所致“肺气虚”小鼠游泳时间延长。曾明等人研究发现，兰州百合粗多糖具有抗
疲劳作用。实验证明：小剂量、中剂量、大剂量均能延长小鼠游泳时间，增强小鼠抗疲劳能
力。与生理盐水组相比，其中大剂量组、中剂量组具有显著性差异；对于增强小鼠的抗疲劳
能力，大剂量组和中剂量组没有显著性差异。
〖KH+5mmD〗〖HT4"ZQ〗〖STXFZ〗1524〓镇静作用〖ST〗〖HT〗〖KH+3mm〗
给小鼠灌服百合水提液，可明显延长戊巴比妥钠睡眠时间，并使阈下量戊巴比妥钠睡眠率显
著提高。
〖KH+5mmD〗〖HT4"ZQ〗〖STXFZ〗1525〓抗癌作用〖ST〗〖HT〗〖KH+3mm〗
百合含秋水仙碱，能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其作用机理是抑制肿瘤细胞的纺锤体，使其停留在
分裂中期，不能进行有效的有丝分裂，尤其对乳腺癌的抑制效果比较好。赵国华等人分离出
百合均一多糖(LSP-1，重均相对分子质量为30200)，在机体内具有明显的抗肿瘤作用，等
于或高于50mg/kg剂量的LSP-1对移植性黑色素B16和Lewis肺癌的抑制，效果都达到了显著
以上水平，抑瘤活性呈量效相关性。
〖KH+5mmD〗〖HT4"ZQ〗〖STXFZ〗1526〓促进免疫作用〖ST〗〖HT〗〖KH+3mm〗
百合的水溶性多糖(BHP)对小鼠免疫功能有明显的调理作用。苗明三发现百合多糖具有免疫
兴奋作用，可显著提高免疫低下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率和吞噬指数，促进溶血素及溶血
空斑形成，促进淋巴细胞转化。另据报道，姜茹等人分离出具有免疫活性的非均一百合多糖
(重均相对分子质量为75000)。
〖KH+5mmD〗〖HT4"ZQ〗〖STXFZ〗1527〓降血糖作用〖ST〗〖HT〗〖KH+3mm〗
用分离纯化的百合多糖单体对四氧嘧啶引起的高血糖症小鼠进行降血糖研究，发现其具有明
显降血糖功能。刘成梅等人分离纯化出2种百合多糖(LP1，重均相对分子质量为79400的葡
萄甘露聚糖；LP2，重均相对分子质量为18150的酸性多糖)，将2种百合多糖灌胃给予四氧
嘧啶引起的糖尿病小鼠。结果表明，200mg/kg剂量LP1的降血糖效果接近150mg/kg剂量
的降糖灵，200mg/kg剂量LP2的降血糖效果超过150mg/kg剂量的降糖灵，即LP1和LP2对
四氧嘧啶引起的糖尿病模型小鼠具有明显的降血糖作用。
〖KH+5mmD〗〖HT4"ZQ〗〖STXFZ〗1528〓抗过敏作用〖ST〗〖HT〗〖KH+3mm〗
给小鼠灌服百合水提液，可显著抑制二硝基氯苯(DNCB)所致的迟发型过敏反应。
〖KH+5mmD〗〖HT4"ZQ〗〖STXFZ〗1529〓抗氧化活性 〖ST〗〖HT〗〖KH+3mm〗
通过测定百合多糖对羟自由基的清除率。结果发现，百合多糖抑制羟自由基所对应IC50
的质量浓度是104mg/mL，作用效果大于对照品苯甲酸钠。何纯莲等人发现百合提取液
对羟自由基有较好的清除效果，其清除率高于苯甲酸、丙酮，与硫脲的作用效果接近，且清
除率与百合提取液添加量呈正相关。佘世望用硫氰酸铁法比较了卫生部颁布的60种药食两用
植物的抗氧化活性，其中百合的抗氧化吸光度值为0033，位于前20名之中。苗明三认为百
合粗多糖可使D-半乳糖引起的衰老小鼠血液中的SOD、CAT及GSH-Px活力升高，使血浆、脑匀
浆和肝匀浆中的LP0水平下降。腾利荣等报道，酶法提取的百合多糖具有明显的抗氧化活
性，在体外各种抗氧化实验中的活性均高于水提百合多糖。
〖KH+12mmD〗〖HT16.XBS〗〖STHZ〗〖ML〗16〓百合的开发利用〖ST〗〖HT〗〖KH+8mmD
〗
〖HT4Y3〗〖STYT1〗161〓提取百合多糖〖ST〗〖HT〗〖KH+4mmD〗
〖HT4"ZQ〗〖STXFZ〗1611〓回流提取〖ST〗〖HT〗〖KH+3mm〗
禹文峰等称取一定量的百合粉末，加入蒸馏水在沸水浴中回流提取3次，滤去百合渣，合并
提取液，减压浓缩至原溶液的1/4，加入5倍量无水乙醇沉淀，得到多糖粗品。将多糖粗品溶
解，采用Sevag法除去蛋白质，得到百合多糖。采用苯酚-硫酸法测定多糖含量和得率。
〖KH+5mmD〗〖HT4"ZQ〗〖STXFZ〗1612〓超声波协助提取〖ST〗〖HT〗〖KH+3mm〗
超声波破碎过程是一个物理过程，利用超声波产生的强烈振动、高的加速度、强烈的空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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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搅拌作用等都可加速药物有效成分进入溶剂，从而提高了提取效率，缩短了提取时间，
节约了溶剂。低温提取有利于有效成分的保护，是提取天然产物有效成分的较好的手段。任
凤莲等以百合中总皂苷含量为考察指标，应用正交设计对百合总皂苷提取工艺中的温度、乙
醇体积分数、固液比、回流时间和提取次数进行了研究，以薯蓣皂苷为标准，香草醛高氯酸
为显色剂，冰醋酸为溶剂，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在波长为540nm处对百合总皂苷的含量
进行了测定。得出百合总皂苷的最佳提取工艺条件是：温度为70℃，乙醇体积分数为80〖
WTB3〗%〖WTB1〗，固液比为1 ∶〖KG-*3〗6，提取时间为3h，提取次数为3次，百合中总
皂苷的含量为348mg/g。禹文峰等实验采用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结合，确定了超声波
提取百合多糖的优化工艺条件为料液比为1 ∶〖KG-*3〗6，提取温度为90℃，提取3次，
提取时间为40min，多糖得率为137〖WTB3〗%〖WTB1〗。该工艺为进一步研究百合多糖
提供了较有价值的参考。杨林莎等以多糖得率为指标成分，采用正交试验对百合多糖的提
取、纯化工艺进行优选。提取工艺为：浸提温度65℃，溶剂体积15倍量，浸提3次，浸提
时间4h。多糖纯化最佳条件为：样品-氯仿正丁醇体积比5 ∶〖KG-*3〗2，氯仿与正丁醇
的体积比为3 ∶〖KG-*3〗1，时间为10min。认为该工艺合理，多糖成分提取完全，具有
较好的经济效益。
〖HJ〗
〖KH+8mmD〗〖HT4Y3〗〖STYT1〗162〓中医临床应用〖ST〗〖HT〗〖KH+4mmD〗
〖HT4"ZQ〗〖STXFZ〗1621〓主要方剂及其应用〖ST〗〖HT〗〖KH+3mm〗
临床用百合及以百合为主药的方剂，报道很多，现归纳如下。
(1)百合固金汤。李亚涛等以百合固金汤治小儿秋季干咳，治愈率826〖WTB3〗%〖WTB1
〗，有效率957〖WTB3〗%〖WTB1〗。陈萍也用百合固金汤加减治燥热咳嗽30例，有效率90
〖WTB3〗%〖WTB1〗。张财富以百合固金汤配山药糊治疗秋燥，明显优于单用百合固金汤。
李曙明等用百合固金汤加十灰散治疗肺结核出血20例，全部痊愈。王雄以百合固金汤加减治
糖尿病46例，有效率82〖WTB3〗%〖WTB1〗。
(2)百合宁神汤。刘京凤等以百合宁神汤，重症加小剂量氯丙嗪等抗精神病药，中西结合
治疗精神分裂症80例，显效率925〖WTB3〗%〖WTB1〗。
(3)百合地黄汤。白国生用百合地黄汤加味治更年期忧郁症20例，有效率85〖WTB3〗%〖
WTB1〗。冯雷等用百合地黄汤加味随症加减，配合心理疏导，治妇女更年期综合征82例，治
愈56例，显效21例。陶必贤以百合地黄汤及百合鸡子黄汤加味，治疗鼻出血56例，效果满
意。
(4)其他。李智伟以舒胃百合饮治慢性胃炎效果良好。王希初等用百合荔楝乌药汤加减治
疗胃窦炎92例，总有效率967〖WTB3〗%〖WTB1〗。郑祖国用百合丹参香芍散加减治慢性胃
炎194例，总有效率9433〖WTB3〗%〖WTB1〗。李锦春等用百合加味汤治萎缩性胃炎60例疗
效显著。黄晓燕用百合健胃汤加减，治消化性溃疡55例，疗效显著。张广麒用丹参百合四逆
汤治疗胆囊切除术后综合征34例，总有效率9118〖WTB3〗%〖WTB1〗。苑松岩用百合口服
液改善左室舒张功能，观察288例，中药组明显优于西药组。欧柏生用肝胃百合汤治带状疱
疹38例，治愈36例，显效2例。肖孝葵用鲜百合汁治带状疱疹，有效率84〖WTB3〗%〖WTB1
〗，疼痛消失时间及结痂时间均较涂龙胆紫组短。百合海绵填塞鼻腔可以治疗鼻息肉切除，
中下鼻甲部分切除等术后鼻出血。
〖KH+5mmD〗〖HT4"ZQ〗〖STXFZ〗1622〓外敷用药〖ST〗〖HT〗〖KH+3mm〗
龙宽斌等用鲜百合洗净，捣烂后加少许冰片外敷，治骨结核引流口久不愈4例，脓肿溃口不
收11例，乳房肿痛20例效果良好。苗明三也报告用野百合新鲜鳞茎捣烂外敷，治痈肿疮痛、
溃后疮口红肿不消，久不收口的疗效颇佳。

〖KH+8mmD〗〖HT4Y3〗〖STYT1〗163〓保健食品〖ST〗〖HT〗〖KH+4mm〗
百合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民间广泛流传的一种药食两用植物，古代就有以百合为主要原料制成
的“百合粥”“百合地黄汤”等，用于治疗疾病。
百合不仅是高营养的蔬菜，也是药用价值极高的中药，被国家卫生部(1988)食监检字第23
号文件列入《关于“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名单”》。目前，我国对百合基本上是以鲜片食用
或晒干片食用为主，少量加工成百合粉。其缺点一是百合利用率很低，不到20〖WTB3〗%〖
WTB1〗；二是百合中水溶性营养成分全部流失浪费；三是食用比较麻烦，需用开水冲泡调
制。也有人开发出颇受欢迎的百合菜、百合宝、百合果茶和百合宝羹等营养保健食品。
傅桂明等以鲜百合为原料，采用超微粉碎技术、生物酶技术、微胶囊技术、附聚与流化床
二次造粒技术等现代食品加工高新技术，有效地解决了百合功能因子的保存、口感和速溶性
等问题，开发出速溶百合全粉。它不仅口感爽滑细腻、无颗粒感，而且百合香味浓郁，保存
了百合的风味，更突出的是它基本保存了鲜百合的各种营养成分和保健功能因子。只需用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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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开水冲调即可食用，具有保健与方便两大特点，紧跟保健食品的发展潮流，为合
理开发利用百合资源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在国际市场上，评定功能保健食品的依据是明确食品中的功能因子，要求产品注明功能因
子的结构、含量、作用机理等。由于我国对百合功能因子的研究不完善，没有明确其中的功
能因子，产品不能作为保健食品进入国际市场。因此，完善对百合各种功能因子的研究，是
开发百合保健食品的理论依据，也是百合保健食品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运用百合功能因
子研究成果，开发研制百合保健食品是百合深加工的方向和趋势。
〖KH+8mmD〗〖HT4Y3〗〖STYT1〗164〓提取生物碱〖ST〗〖HT〗〖KH+4mm〗
对百合中生物碱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报道。百合中秋水仙碱含量为0049〖WTB3
〗%〖WTB1〗左右，可作为提取秋水仙碱的植物源。百合中的秋水仙碱具有很好的抗癌作
用，其可抑制细胞有丝分裂和DNA合成，还可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农业上，秋水仙碱广泛用
于培育多倍体种子，作为多倍体诱导剂。

〖KH+9mmD〗〖JZ〗〖HT4Y3〗〖ML〗主要参考文献〖HT〗〖KH+8mmD〗
〖HTF〗[1]〖ZK(#〗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第二部)，1995.
[2]李卫民，孟宪舒.中药百合的研究概况[J].中草药，1991，22(6)：277-279.
[3]吴祝华，施季森，池坚，等.观赏百合资源与育种研究进展[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2006，30(2)：113-117.
[4]鲍隆友，周杰，刘玉军.西藏野生百合属植物资源及其开发利用[J].中国林副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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