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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芍药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延长芍药生长周期的种植方法。本发明所提供

的一种延长芍药生长周期的种植方法，包括（1）

整地、施肥；（2）将芍药与粮食作物循环间作；（3）

肥水管理：自芍药栽种之后的次年开始，每年芍

药落叶之后霜冻之前补施壮苗肥；芍药补肥开沟

施入，开沟深度10至15cm为宜，施肥的同时，浇

水；使土壤湿度保持在15～25%。本发明中，采用

高低搭配间作模式可以有效降低7、8月高温强光

危害，同时也利于通风，利于玉米品种的密植光

合；起垄栽培有利于土壤通透；芍药正常生长到8

月下旬，地上部生长结束，该间作种植模式可以

在不影响其他粮食作物生长的前提下，延长芍药

的生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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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延长芍药生长周期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将芍药与粮食作物循环间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延长芍药生长周期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芍药为

白芍；

优选的，所述的粮食作物为玉米；

优选的，所述的玉米为夏玉米。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延长芍药生长周期的种植方法，包括以下的步骤：

（1）整地、施肥；

（2）将芍药与粮食作物循环间作；

（3）肥水管理：自芍药栽种之后的次年开始，每年芍药落叶之后霜冻之前补施壮苗肥；

优选的，所述的壮苗肥是饼肥、农家肥、沤制发酵肥中的至少一种；

饼肥施入量为50～250kg/667m2；农家肥、沤制发酵肥中的施入量为1000～2000kg/

667m2；

或者是，壮苗肥为腐熟有机肥，施入量为1000～2000kg/667m2。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延长芍药生长周期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玉米采收后，

在玉米种植畦中轮作小麦，每畦夏玉米地上间作5～6行小麦，其种植方法同大田种植。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延长芍药生长周期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

（1）中，在10月份芍药栽种前，整地，并施入底肥，所述底肥为有机肥或饼肥；

优选的，按1000～2000  kg/667m2的比例施入腐熟有机肥和/或50～250  kg/667m2饼肥

作为底肥，深翻、平整土地。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延长芍药生长周期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2）中，芍药与

夏玉米循环间作；芍药南北起垄种植，垄高28～32cm，宽90～110cm，栽种2～3行芍药，株行

距28～32cm×28～32cm，秋季整好地后栽植；

夏玉米南北平畦种植，畦宽140～160cm，播种两行玉米，株行距13～17cm×58～62cm，6

月5～15日后播种；

优选的，芍药与夏玉米循环间作；芍药南北起垄种植，垄高30cm，宽100cm，栽种2～3行

芍药，株行距30cm×30cm，秋季整好地后栽植；

夏玉米南北平畦种植，畦宽150cm，播种两行玉米，株行距15cm×60cm，6月5～15日后播

种。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延长芍药生长周期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3）中，补肥时

还包括一次补肥和二次补肥：

一次补肥时，自次年开始，每年的3月上中旬按0～50kg/667m2的比例施入复合肥；

二次补肥时，自次年开始，每年的4月中下旬，开花前两周喷一次叶面肥，所述的叶面肥

为磷肥和钾肥，开花后2～3周按0～50kg/667m2的比例补施一次复合肥。

8.如权利要求3～8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延长芍药生长周期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

（3）中，补肥时开沟施入，开沟深度10～15cm，施肥的同时浇水；

优选的，每间隔20～30天浇一次水；

优选的，浇水至土壤湿度为15～25%；

更优选的，浇水至土壤湿度为20%；

（3）中，施入壮苗肥时，还同时施入中药材专用菌渣肥，按0～5吨/667m2的比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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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延长芍药生长周期的种植方法，包括以下的步骤：

（1）整地、施肥

在10月份按1000～2000  kg/667m2的比例施入腐熟有机肥或50～250  kg/667m2饼肥作

为底肥，深翻、平整土地；

（2）将芍药与粮食作物循环间作

芍药南北起垄种植，垄高28～32cm，宽90～110cm，栽种2～3行芍药，株行距28～32cm×

28～32cm，秋季整好地后栽植；

夏玉米南北平畦种植，畦宽140～160cm，播种两行玉米，株行距13～17cm×58～62cm，6

月5～15日后播种；

（3）肥水管理

包括一次补肥、二次补肥和补施壮苗肥；

一次补肥时，自次年开始，每年的3月上中旬按0～50kg/667m2的比例施入复合肥；

二次补肥时，自次年开始，每年的4月中下旬，开花前两周喷一次叶面肥，所述的叶面肥

为磷肥和钾肥，开花后2～3周按0～50kg/667m2的比例补施一次复合肥；

补施壮苗肥时，自芍药栽种之后的次年开始，芍药落叶之后霜冻之前进行补肥，所述的

壮苗肥是饼肥、农家肥、沤制发酵肥中的至少一种，施入量为50～250kg/667m2；或者是腐熟

有机肥，施入量为1000～2000kg/667m2；

优选的，补施壮苗肥时，同时施入中药材专用菌渣肥，按0～5吨/667m2的比例进行补肥；

补肥时开沟施入，开沟深度10～15cm，施肥的同时浇水；

每间隔20～30天浇一次水，浇水至土壤湿度为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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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延长芍药生长周期的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芍药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延长芍药生长周期的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白芍，药用价值极高，对于治疗高血压、乙型肝炎等疾病药效显著，尤其是具有抗

菌止痛，可以疏肝理气、柔肝养血、缓中止痛、平肝敛阴的作用，常用于肝胃不和所致的胸胁

胀痛、脘腹疼痛，月经不调、经行腹痛、崩漏，以及自汗、盗汗，头痛、眩晕等病症。

[0003] 关于白芍的种植方法，以下文献作过披露：

[0004] CN109105196A公开了一种白芍种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是由下列步骤制成：1)、于

秋季将成熟的白芍挖出，再将芽头下部的根系去除，剩下的红色芍头为种子，选取芍头作为

种芽，并将芽头削切去厚质层，进行储藏；2)、选择地势较高的肥沃地块，做好排水措施，然

后把地块深翻2-3遍，达到疏松的程度，采用药田专用的芽前除草剂对整好的地块进行处

理，最后把地块整成65-80厘米的高畦，整好地以后，施加农家有机肥作为基肥，于白露前

后，将步骤1发育质量好的白芍芽头，在整好的地块高畦上栽种，根据天气适量浇水；3)、待

白芍苗长齐后第一次施肥，以添加含过磷酸钙、肥饼的畜土杂肥为主，4-5个月后第二次施

肥，用浓度为2-2.3％的尿素水去浇灌，9-10个月后进行第三次施肥，将复合肥通过穴施的

方式施肥，到次年春季进行第四次施肥，施加的肥料为高磷复合肥；4)、注重下雨后的排水

管理及干旱天气适当浇水，在开花期应及时摘除花蕾，在白芍整个生长期内，使用苗后专用

除草剂均匀地喷洒在杂草叶面，进行除草。

[0005] 《白芍种植与化学除草新技术的研究》一文中，也披露了白芍的种植方法，具体如

下：整地、施基肥：在白芍种植前要选择相对地势较高的肥沃地块，做好排水措施，然后把地

块深翻2遍左右，达到疏松的程度，最后把地块整成80厘米左右的高畦备用，地整好以后需

要施1次基肥，可以施农家有机肥；播种：在白露前后选择发育质量好的白芍芽头，在整好的

地块高畦上栽种，播种间距约40厘米，全部栽种好后适量浇水；生长其管理：加强对白芍生

长期的管理，注重下雨后的排水管理，干旱天气适当浇水。在播种后的第2年春天应当及时

把根部周围的土层去掉，晾晒几天，此后每年追肥1次，开花期及时的摘除花蕾，以减少养分

的消耗、增加白芍的产量。

[0006] 上述的方法均为普通种植(常规种植)平畦规模种植，肥水管理与间作模式相差不

大，其缺点是，在夏季雨水多的时期容易形成涝灾；地上植株和地下根茎通透性差，容易病

害发生和传播；生长期短，到8月份植株地上部就完全干枯死亡；从7月至8月，普通种植芍药

因强光高温危害，叶片干枯，营养合成能力下降，影响地下根茎生长。

[0007] 鉴于上述的现象，若适当的延长白芍的生长周期，增加植物营养合成时间，使得地

下根茎生长期延长，地下部根系不会因为高温产生休眠(停止生长)，如此累计4年到芍药地

下部位白芍收获时，产量方可明显提升，同时也增加白芍一等级商品量，实现显著的增产增

效。但是目前关于如何延长白芍的生长周期，并没有相关的文献披露，因此需要针对上述的

困难进行解决，发明一种延长芍药生长周期的种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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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8] 为了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延长芍药生长周期的种植方法。

[0009] 本发明通过延长芍药的生长周期，使得芍药植株合成营养的时间也相对的变长，

同时地下根茎生长期也增加，地下部根系不会因为高温产生休眠(停止生长)，累计4年到芍

药地下部位白芍收获时，产量提升明显，且白芍一等级商品量增加了，增产增效明显。

[0010] 而普通种植(常规种植)平畦规模种植，肥水管理与间作模式相差不大，缺点容易

夏季雨水多时形成涝灾；地上植株和地下根茎通透性差，容易病害发生和传播；生长期短，

到8月份植株地上部就完全干枯死亡；从7月至8月，普通种植芍药因强光高温危害，叶片干

枯，营养合成能力下降，影响地下根茎生长。

[0011] 出于上述的考虑和目的，本发明在现有的芍药的种植方法进行了改进，与现有的

芍药种植方法最大的区别是，(1)将芍药与粮食作物循环间作；其优点是，操作简单方便，不

额外增加成本，还可改善两种作物的通风环境，间作玉米光照充分，授粉均匀，无空杆现象，

形成玉米穗籽粒饱满，产量高，可以避免芍药腐烂病等病害的发生；

[0012] 其次，将芍药与粮食作物循环间作的另一优点是，改善了芍药生长环境，6、7月份

高温强光危害是造成芍药生长指标下降的主要原因，光照强度70000lux以上危害明显，例

如叶片指标叶绿素含量的下降，形态指标叶片干枯等，此时叶片表面温度40℃左右，叶片气

孔关闭，光合效率下降。玉米生长到7、8分可以对芍药起到遮阴作用(直到玉米收获9月中

旬，生长周期大于100天)，而本发明中间作夏玉米，一方面减小了光照强度，一方面缩短光

照直射的时间，还起到了降低温度的作用，更加有利于芍药的生长；

[0013] 除此之外，芍药起垄与玉米间作栽培，便于肥水管理，可以根据天气旱情适时浇水

补肥，也不会因为持续降雨积水产生涝灾造成芍药减产。

[0014] (2)本发明通过合理的肥水管理，使得芍药的生长产量明显的提升，增加了一等级

商品量。

[0015] 本发明的方法尤其适用于种植芍药品种当中的白芍。

[0016] 本发明人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实践，发现当白芍与小麦或玉米尤其是夏玉米间作

时，最有利于白芍的生长。将芍药与粮食作物循环间作，也是本发明最大的创新和改进。

[0017] 芍药与夏玉米循环间作时，芍药南北起垄种植，垄高28～32cm，宽90～110cm，栽种

2～3行芍药，株行距28～32cm×28～32cm，秋季整好地后栽植；

[0018] 夏玉米南北平畦种植，畦宽140～160cm，播种两行玉米，株行距13～17cm×58～

62cm，6月5～15日后播种；

[0019] 优选的，芍药与夏玉米循环间作；芍药南北起垄种植，垄高30cm，宽100cm，栽种2～

3行芍药，株行距30cm×30cm，秋季整好地后栽植；

[0020] 夏玉米南北平畦种植，畦宽150cm，播种两行玉米，株行距15cm×60cm，6月5～15日

后播种。

[0021] 为了充分的利用土地，采收玉米后，在玉米种植畦中轮作小麦，每畦夏玉米地上间

作5～6行小麦，其种植方法同大田种植。

[0022] 上述的一种延长芍药生长周期的种植方法，主要是包括以下的步骤：

[0023] (1)整地、施肥；

[0024] (2)将芍药与粮食作物循环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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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3)肥水管理：自芍药栽种之后的次年开始，每年芍药落叶之后霜冻之前补施壮苗

肥；

[0026] 优选的，饼肥施入量为50～250kg/667m2；农家肥、沤制发酵肥中的施入量为1000

～2000kg/667m2；

[0027] 或者是，壮苗肥为腐熟有机肥，施入量为1000～2000kg/667m2。

[0028] 玉米采收后，在玉米种植畦中轮作小麦，每畦夏玉米地上间作5～6行小麦，其种植

方法同大田种植。

[0029] (1)中，在10月份芍药栽种前，整地，并施入底肥，所述底肥为有机肥或饼肥；

[0030] 优选的，按1000～2000kg/667m2的比例施入腐熟有机肥和/或50～250kg/667m2饼

肥作为底肥，深翻、平整土地。

[0031] (3)中，补肥时还包括一次补肥和二次补肥：

[0032] 一次补肥时，自次年开始，每年的3月上中旬按0～50kg/667m2的比例施入复合肥；

[0033] 二次补肥时，自次年开始，每年的4月中下旬，开花前两周喷一次叶面肥，所述的叶

面肥为磷肥和钾肥，开花后2～3周按0～50kg/667m2的比例补施一次复合肥。

[0034] (3)中，补肥时开沟施入，开沟深度10～15cm，施肥的同时浇水；

[0035] 优选的，每间隔20～30天浇一次水；

[0036] 优选的，浇水至土壤湿度为15～25％；

[0037] 更优选的，浇水至土壤湿度为20％；

[0038] (3)中，施入壮苗肥时，还同时施入中药材专用菌渣肥，按0～5吨/667m2的比例进

行。

[0039] 优选的，述的一种延长芍药生长周期的种植方法，包括以下的步骤：

[0040] (1)整地、施肥

[0041] 在10月份按1000～2000kg/667m2的比例施入腐熟有机肥或50～250

[0042] kg/667m2饼肥作为底肥，深翻、平整土地；

[0043] (2)将芍药与粮食作物循环间作

[0044] 芍药南北起垄种植，垄高28～32cm，宽90～110cm，栽种2～3行芍药，株行距28～

32cm×28～32cm，秋季整好地后栽植；

[0045] 夏玉米南北平畦种植，畦宽140～160cm，播种两行玉米，株行距13～17cm×58～

62cm，6月5～15日后播种；

[0046] (3)肥水管理

[0047] 包括一次补肥、二次补肥和补施壮苗肥；

[0048] 一次补肥时，自次年开始，每年的3月上中旬按0～50kg/667m2的比例施入复合肥；

[0049] 二次补肥时，自次年开始，每年的4月中下旬，开花前两周喷一次叶面肥，所述的叶

面肥为磷肥和钾肥，开花后2～3周按0～50kg/667m2的比例补施一次复合肥；

[0050] 补施壮苗肥时，自芍药栽种之后的次年开始，芍药落叶之后霜冻之前进行补肥，所

述的壮苗肥是饼肥、农家肥、沤制发酵肥中的至少一种，施入量为50～250kg/667m2；或者是

腐熟有机肥，施入量为1000～2000kg/667m2；

[0051] 优选的，补施壮苗肥时，同时施入中药材专用菌渣肥，按0～5吨/667m2的比例进行

补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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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补肥时开沟施入，开沟深度10～15cm，施肥的同时浇水；

[0053] 每间隔20～30天浇一次水，浇水至土壤湿度为15～25％。

[0054] 在肥水管理时，考虑到玉米也是喜肥作物，一般使用量为氮肥15kg/667m2、磷肥

5kg/667m2、钾肥5kg/667m2，在玉米大喇叭口期施用，沟施，施肥深度控制在15cm左右，施后

及时覆土。

[005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56] (1)高低搭配间作模式可以有效降低6、7、8月高温强光危害，同时也利于通风，利

于玉米品种的密植光合；

[0057] (2)芍药和夏玉米间作后40天左右，开始半遮阴环境，遮阴效果随着玉米品种植株

的高度而更明显，芍药叶绿素值变化明显，且获得的芍药中活性成分含量高，这说明本发明

中最具有创新性的是将芍药与夏玉米间作，达到了理想的效果；

[0058] (3)白芍正常生长到8月下旬，地上部生长结束，该间作种植模式可以在不影响其

他粮食作物生长的前提下，延长芍药的生长周期，叶片功能可以生长到10月下旬或霜冻前，

都可以正常生长；玉米和芍药间隔约60cm距离，有利于通风和管理；

[0059] (4)本发明通过合理的肥水管理，有效的延长了白芍的生长周期。

附图说明

[0060] 图1为玉米播种70天后全光照下芍药的生长状况图；

[0061] 图2为实施例1中玉米播种70天后间作对照下芍药的生长状况图；

[0062] 图3为玉米播种100天后全光照下芍药的生长状况图；

[0063] 图4为实施例1中玉米播种100天后间作对照下芍药的生长状况图；

[0064] 图5为玉米采收36天后全光照下芍药的生长状况图；

[0065] 图6为实施例1中玉米采收36天后间作对照下芍药的生长状况图；

[0066] 图7为玉米采收36天后5T间作对照下芍药的生长状况图；5T对照，即在实施例1的

基础上三次补肥时，按5吨/667m2的比例施入中药材专用菌渣肥处理的照片；

[0067] 图8为白芍间作夏玉米横面示意图；

[0068] 图9为白芍株高调查；

[0069] 图10为白芍地径调查；

[0070] 图11为白芍当年生枝数调查；

[0071] 图12为白芍复叶数调查；

[0072] 图13为白芍叶片鲜重调查表；

[0073] 图14为自测小区白芍株数调查；

[0074] 图15为自测小区白芍芽头鲜重；

[0075] 图16为自测小区白芍鲜重；

[0076] 图17为自测小区白芍折合亩产鲜重；

[0077] 图18为白芍商品价值调查；

[0078] 图19为白芍统货表；

[0079] 图20为丹皮/白芍间作土壤有机质含量；

[0080] 图21为丹皮/白芍间作土壤水解性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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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图22为丹皮/白芍间作丹皮土壤有效磷含量；

[0082] 图23为丹皮/白芍间作土壤速效钾含量；

[0083] 图24为间作夏玉米吐丝抽雄期株高；

[0084] 图25为夏玉米品种成熟期株高；

[0085] 图26为夏玉米品种成熟期株高；

[0086] 图27为夏玉米品种成熟期穗位高度；

[0087] 图28为夏玉米品种成熟期玉米茎粗。

具体实施方式

[008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来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以便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更了解本发明，但并不以此限制本发明。

[0089] 中药材专用菌渣肥，为山东冠宇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0090] 复合肥：三元复合肥，市售；饼肥：市售；

[0091] 叶面肥，即磷肥和钾肥：市售；

[0092] 下文所涉及的1T、2T、5T分别代表：T代表的是中药材专用有机基质肥用量，单位

吨，如1T代表施用1吨中药材专用有机基质肥处理，试验共设1-6T6个施用量处理、2吨腐熟

肥处理八，1个不施肥全光照对照和1个不施肥间作对照。

[0093] 实施例1

[0094] 一种延长芍药生长周期的种植方法，包括以下的步骤：

[0095] (1)整地、施肥

[0096] 在10月份按2000kg/667m2的比例施入腐熟有机肥、按50～250kg/667m2的比例施入

饼肥作为底肥，深翻、平整土地；

[0097] (2)将芍药与粮食作物循环间作

[0098] 芍药与夏玉米循环间作；芍药南北起垄种植，垄高30cm左右，宽100cm左右，栽种2

～3行芍药，株行距约为30cm×30cm，秋季整好地后栽植；

[0099] 夏玉米南北平畦种植，畦宽150cm，播种两行玉米，株行距15cm×60cm，6月5～15日

后播种；

[0100] 玉米采收后，在玉米种植畦中轮作小麦，每畦夏玉米地上间作5～6行小麦，其种植

方法同大田种植；

[0101] (3)肥水管理

[0102] 包括一次补肥、二次补肥和三次补肥；

[0103] 一次补肥时，在3月上中旬按15～50kg/667m2的比例施入复合肥；

[0104] 二次补肥时，是在在4月中下旬，开花前两周喷一次叶面肥，叶面肥为磷肥和钾肥，

开花后2～3周按40kg/667m2左右的比例补施一次复合肥；叶面肥施用时，以磷、钾元素为

主，钙、镁、铁等微量元素为辅，在芍药花、果期前后喷施，少量多次，一般为10天一次，连续2

～3次即可。

[0105] 关于一次补肥和二次补肥，春分前后，芍药萌芽前(气候影响具体时间)，这时的补

肥是根据芍药植株生长量判断的，比如芍药种植3-4年时，萌芽数量相对多，根系从年前施

肥后到今年春分前后生长量大，就适当的补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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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 芍药喜磷钾肥，4月补充花期、蕾期营养消耗，两者同时用，根据生长情况施用次

数，一般7～10天1～2次；

[0107] 三次补肥时，芍药落叶之后霜冻之前进行补肥，按200kg/667m2的比例施饼肥，也

可以施入农家肥、沤制发酵肥中的任一种；沤制一般鸡粪、饼肥与土1:3混合密封沤制，夏季

一般是2～3个月，沤制好的肥料没有臭味为准；

[0108] 补肥时开沟施入，开沟深度10～15cm的样子，施肥的同时浇水；

[0109] 每间隔20～30天浇一次水，浇水至土壤湿度为20％左右。

[0110] 补肥时，在玉米大喇叭口期按如下的比例施用氮肥15kg/667m2、磷肥5kg/667m2、钾

肥5kg/667m2，沟施，施肥深度控制在15cm左右，施后及时覆土。

[0111] 本发明所采用的中药材专用菌渣肥，其主要的成分是高温熟化处理杏鲍菇培养基

料，除了有一定的营养成分外，还可以明显的改善土壤通透性，尤其是针对于粘重土壤，具

有良好的改良作用。

[0112] 白芍采收一般要在9月底后采收，此时其芍药苷含量可达到《中国药典》规定的不

小于1.6％的标准，且至次年4月份，随着月份，芍药苷含量逐渐升高的，根茎越粗芍药苷含

量越高。

[0113] 在芍药采收季节，本发明人于2019年10月26日将白芍全光照CK、间作模式对照、1

吨中药材菌渣专用肥处理的的样本(分别为序号1、2、3)，采挖编号，去除污泥，洗净，阴凉处

晾干，商品分级后送检验机构检测。送检报告显示，芍药苷含量分别为2.8％、3.1％、4.9％，

都达到了《中国药典》2015版一部白芍四部通则0512规定的芍药苷含量不低于1.6％的标

准，间作模式下白芍主要成分芍药苷含量增量明显。

[0114] 检测时所送检的样品都同为长势较好的两株，根茎粗度相近，检测结果表明CK条

件下白芍中芍药苷的含量也是达到白芍四部通则标准的，这说明CK条件下白芍中芍药苷的

含量并不比间作模式白芍的芍药苷含量低太多。实际测产时，间作模式下达到高规格商品

规格的白芍产量更多，商品价值更高。结合同时检测的丹皮酚含量，也证实了上述的结论。

[0115] 表1白芍间作对比1T处理芍药苷检测结果

[0116]

[0117] (注：此结果源自于山东蓝城分析测试有限公司)

[0118] 以上的检测结果表明，通过本发明的方法所种植的芍药，其中的活性成分芍药苷

的含量较高，达到了3.1％，而技术要求是1.6％，本发明超出技术要求的最低值近2倍。

[0119] 本发明人在芍药种植过程中，分别进行了全光照处理、间作对照处理和2T处理、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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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并且在玉米播种的不同时间段内对芍药叶中的叶绿素含量进行了检测，结果如表2～

5所示；

[0120] 其中，全光照处理：芍药单独种植，不与玉米间作；

[0121] 间作对照处理：与实施例1相同；

[0122] 2T处理：在三次补肥时，同时施入中药材专用菌渣肥，按2吨/667m2进行；5T处理：

在三次补肥时，同时施入中药材专用菌渣肥，按5吨/667m2进行；检测时采用检测仪器型号：

SPAD-502Plus，所检测的是SPAD值；

[0123] 表2玉米播种40天时芍药中叶绿含量比较表

[0124]

[0125] 表3玉米播种70天时芍药中叶绿含量比较表

[0126]

[0127] 表4玉米播种100天时芍药中叶绿含量比较表

[0128]

[0129] 表5玉米收获30天后芍药中叶绿含量比较表

[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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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1]

[0132] 通过以上表2～5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施入了菌渣肥之后，芍药中的叶绿素含量较

全光照和间作对照组均要高，这说明中药材专用菌渣肥在提高芍药叶片中的叶绿素含量方

面有明显的作用。

[0133] 关于中药材专用有机基质肥，是采用如下的方法制备获得的：杏鲍菇培养基料在

125℃7hr高温条件下熟化处理，杏鲍菇菌袋(出菇后)→人工分选→膜袋分离→二次筛分→

菌渣预烘干→辅料配置→颗粒挤压成型→预冷降温→成品包装→储存待售。其中的成分含

量如下：

[0134] 表6中药材专用有机基质肥中营养成分含量

[0135] 编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检验结果 指标要求 单项判定

1 有机质 ％ 87.86 ≥45 合格

2 总氮 ％ 1.75 / /

3 磷 ％ 3.88 / /

4 钾 ％ 2.34 / /

5 总养分 ％ 7.97 ≥5.0 合格

6 水分 ％ 9.26 ≤30 合格

7 酸碱度(pH) / 6.2 5.5-8.5 合格

8 总砷 mg/kg 0.1 ≤15 合格

9 总汞 mg/kg 0.1 ≤2 合格

10 总铅 mg/kg 3.0 ≤50 合格

11 总铬 mg/kg 17.0 ≤150 合格

12 总镉 mg/kg 0.1 ≤3 合格

13 粪大肠菌群 个/g 75 ≤100 合格

[0136] (注：以上的检测结果由山东宜维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所获得)

[0137] 通过上表6可以看出，产品具有有机基质含量高、菌体生物活性高、密度高用量低、

有机物和无机物营养成分均衡、抗菌杀虫能力强等特点。本发明将其用作芍药栽培中，能显

著的起到疏松土壤、更有利于芍药的生长。

[0138] 实施例2

[0139] 2.1关于白药部分性状，本发明人进行了如下的实验：

[0140] 将白芍作不同的处理，即：CK、处理一、处理二、处理三、处理四、处理五、处理六、处

理七、处理八；

[0141] 试验设所设的8个间作处理，处理一为1000kg/666 .7m2不腐熟肥；处理二为

2000kg/666.7m2不腐熟肥；处理三为3000kg/666.7m2不腐熟肥；处理四为4000kg/666.7m2不

腐熟肥；处里五为5000kg/666.7m2不腐熟肥；处理六为6000kg/666.7m2不腐熟肥；处理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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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kg/666.7m2腐熟肥；处理七为间作对照组(不施肥)。1个全光照对照(CK)不施肥；每个

处理设6个重复，面积为50m2。

[0142] T代表的是中药材专用菌渣肥的施用量，除了第8个处理只施一次腐熟专用菌渣肥

外，其他前6个处理都输不腐熟专用菌渣肥。

[0143] 结果如附图9所示；

[0144] 从附图9中可以看出，随着施入专用菌渣肥增加，白芍株高呈抛物线状，先缓慢升

高后缓慢降低，2T处理时最高，平均株高72.8cm。同样条件下，间作白芍处理七与不间作对

照相比，间作白芍更高，两者相差2cm。

[0145] 2.2白芍地径调查

[0146] 从附图10可以看出，随着施入专用菌渣肥的增加，白芍地径粗度也呈先上升再下

降的抛物线状，在3T处理时达到最粗，1.042cm，其次2T处理1.022cm。

[0147] 2.3白芍当年生枝数调查

[0148] 从附图11可以看出，随着施入专用菌渣肥的增加，白芍当年生枝数量先是缓慢增

加，在5T处理时新生枝数达到最多，随后开始降低。

[0149] 2.4白芍复叶数调查

[0150] 从附图12可以看出，随着施入专用菌渣肥的增加，白芍复叶数量是先缓慢减少，2T

处理时最少，然后缓慢升高，4T时达到最高，然后再缓慢降低，这可能与土壤结构和主要营

养成分含量双因素影响所致。

[0151] 2.5.1白芍叶片鲜重调查

[0152] 从附图13可以看出，随着施入专用菌渣肥的增加，单位面积的叶片鲜重也呈现双

峰现象，1T处理时达到第一个峰值0.156g，5T处理时达到第二个峰值0.174g，达到最大，随

后下降，说明5T处理时叶片最厚。

[0153] 2.5.2自测小区白芍产量调查

[0154] 如附图14～17所示，随着施入专用菌渣肥的增加，白芍芽头鲜重、白芍亩产量均呈

现双峰现象，1T处理时收获芽头鲜重达到第一个峰值3.0kg，6T处理时达到第二个峰值

3.5kg，达到最大；白芍亩产量在施用2T专用菌渣肥处理时达到第一个峰值，亩产白芍鲜重

1863.5kg，5T处理时达到第二个峰值1942.3kg，亩产量最大。

[0155] 2.6自测小区商品分级调查

[0156] 如附图18所示，白芍统货产量跟丹皮统货产量特点相近，根茎小于1.5cm丹皮所占

比例有相当高，说明种植密度太高，影响了白芍根系的加粗生长；根茎大于1.5cm丹皮随着

施入专用菌渣肥量的增加而降低，这是由于施入过多的专用菌渣肥会提高生根数量，根系

间肥力竞争激烈，肥力跟不上吸收量，导致小根多，大根少，该处理丹皮统货整体价值上不

去。5T处理时，根茎粗1～2cm统货产量、商品价值最高，其次为2T处理。间作白芍产量与非间

作相比，产量与商品价值差别明显。

[0157] 2.7间作白芍产量与非间作产量比较

[0158] 如附图19所示，间作白芍产量与非间作相比，产量与商品价值差别明显。在5T、2T、

1T处理与不施专用肥间作处理七统货产量相近，但商品价值5T处理更高，其次为2T、1T处

理。

[0159] 通过以上的附图比较可以看出，施肥是提高作物产量的重要措施，而过量施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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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肥料利用率下降，造成环境污染。土壤中增添有机菌肥改变了传统施肥种类与方法，不

仅减少化学肥料的用量，而且可以促进作物的生长，达到优质、无公害的栽培目的，成为生

产优质农产品的一种手段。

[0160] 通过“丹皮/白芍—夏玉米间作栽培技术”试验研究发现，该间作模式在提升丹皮/

白芍亩产量、药材品质、植株叶绿素含量、叶片厚度、光合能力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效益，间作

丹皮、白芍产量与非间作对照相比，统货产量与商品价值明显更高。

[0161] 间作玉米模式，有利于减少强光照射带来的高温胁迫危害，也会降低植物叶片有

机物质的合成，两者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时，光合效率就会达到最高，近而促进丹皮达到

高产的目的，粮药间作套种在确保药材品质的同时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该间作模式具有

广阔的推广前景。

[0162] 通过“中药材专用基质土壤改良试验”试验研究发现，随着施入专用菌渣肥增加，

土壤有机质含量、水解性氮、有效磷、速效钾都是增加的，说明施用专用基质有助于提高土

壤长效肥力，也是影响植株冠幅、新生枝条数、复叶数量、叶长、叶宽、叶片厚度等地上性状

的主要因素。

[0163] 同时研究也发现，丹皮/白芍株高、花期收获鲜花蕾量、丹皮产量、品质并不一定随

着专用菌渣肥施用量的增加呈正比增加，合理施用量才能达到增产增效的目的。研究发现

间作牡丹(丹皮)、白芍在施用1T、2T、5T专用菌渣肥、夏玉米施用3T专用菌渣肥时，配合相应

管理模式，都可达到理想亩产效益与商品价值。

[0164] 2.8土壤主要成分含量调查

[0165] 如附图20～23所示，随着施入专用菌渣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水解性氮、有效

磷、速效钾都是增加的，说明施用专用基质有助于提高土壤长效肥力，也是影响植株冠幅、

新生枝条数、复叶数量、叶长、叶宽、叶片厚度等地上性状的主要原因，植株在施用5T、6T处

理菌渣肥时达到峰值。

[0166] 实施例3

[0167] 关于夏玉米主要农艺性状，本发明人进行了如下的实验：

[0168] 将白芍作不同的处理，即：CK、处理一、处理二、处理三、处理四、处理五、处理六、处

理七、处理八；

[0169] 试验设8个间作处理，处理一为1000kg/666 .7m2不腐熟肥；处理二为2000kg/

666.7m2不腐熟肥；处理三为3000kg/666.7m2不腐熟肥；处理四为4000kg/666.7m2不腐熟肥；

处里五为5000kg/666.7m2不腐熟肥；处理六为6000kg/666.7m2不腐熟肥；处理八为2000kg/

666.7m2腐熟肥；处理七为间作对照组(不施肥)。1个全光照对照(CK)不施肥；每个处理设6

个重复，面积为50m2。

[0170] T代表的是中药材专用菌渣肥的施用量，除了第8个处理只施一次腐熟专用菌渣肥

外，其他前6个处理都输不腐熟专用菌渣肥。

[0171] 不同的线条分别代表不同的品种；

[0172] 3.1夏玉米品种吐丝、抽雄期株高调查

[0173] 如附图24所示，夏玉米农大372、鲁宁184品种在吐丝抽雄期处理六平均株高最高，

分别为182.5cm、165.0cm，比不施肥对照处理七平均株高127.5cm、115.0cm高50cm以上，生

长差距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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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4] 3.2夏玉米品种成熟期株高调查

[0175] 如附图25～26所示，夏玉米农大372、鲁宁184品种株高呈现双峰现象，农大372在

处理二处理时，株高达到第一个峰值275 .6cm，在处理六处理时，株高达到第二个峰值

283.0cm，达到最高；鲁宁184品种在处理三处理时，株高达到第一个峰值273.1cm，在处理六

处理时，株高达到第二个峰值278.8cm，达到最高；与不施肥对照处理七平均株高272.9cm、

260.9cm相比，株高差差在10cm左右，与吐丝抽雄期株高差50cm相比较，差别不明显。

[0176] 相对比同处理条件下2018年间作夏玉米品种，平均株高明显更高，2019年比2018

年增高了30-40cm，这与2018年、2019年气候差异和平时的田间管理方式有关。2018年鲁宁

184品种收获期株高也出现了不明显双峰现象，处理三时达到第一个峰值234.1cm，在处理

六处理时，株高达到第二个峰值241.4cm，达到最高。这种现象跟土壤中施用专用基质菌渣

肥长效性有关。

[0177] 处理八至在第一年施用2T腐熟的专用基质菌渣肥，与处理七不施肥对照相比，株

高略高1-3cm，差异不明显。

[0178] 3.3夏玉米品种成熟期玉米穗位高调查

[0179] 如附图27所示，专用基质菌渣肥有利于提高玉米的接穗高度，农大372品种在3T、

6T处理时穗位较高，分别为116.3cm、124.5cm，鲁宁184在6T处理时穗位较高，124.4cm。

[0180] 3.4夏玉米品种成熟期玉米茎粗调查

[0181] 如附图28所示，成熟期间作玉米茎粗随着菌渣专用肥施用量的增加而增粗，农大

372品种在处理五中茎粗最粗，达到2.190cm，随后茎粗下降；鲁宁184品种在处理六中茎粗

最粗，达到2.262cm。

[0182] 本发明中的玉米亩产量，是指间作的亩产量，并非按大田计算的实际亩产量。若折

算成实际的亩产量，玉米亩产量比以上的数据要高出约25～30％。

[0183] 实施例4

[0184] 与实施例1的不同在于，(1)整地、施肥时，在10月份按200kg/667m2的比例施入饼

肥作为底肥，深翻、平整土地；

[0185] 其余与实施例1相同。

[0186] 通过以上的实施例和各不同处理的对比例可以看出，通过本发明种植方法有效的

延长了白芍的生长周期，“白芍与夏玉米间作模式”可有效的改善药、粮作物生长环境，间作

模式下更宜通风透光，减少7、8月份高温、强光天气带来的胁迫伤害，提高芍药叶片叶绿素

的含量，保证叶片光和营养供给，叶片更肥厚，植株更健壮，近而提升白芍产量与商品价值。

通过本发明种植方法有效的延长白芍的生长周期效果明显。本发明的方法简单易行，不会

额外增加种植成本，增产增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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