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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石斛专用栽培基质，包
括，
上层和下层两层基质；
所述上层按照重量百
分比的原料包括 ：松树皮40％‑50％ ，竹炭颗粒
20％‑30％ ，酵母发酵料20％‑25％ ，复合菌剂
5％‑10％ ；
所述下层按照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包
括：
竹粉20％‑30％，
腐植酸20％‑30％，
植物源氨
基酸10％‑20％，
菜饼10％‑15％，
蚯蚓粪便10％‑
15％，
中微量元素3％‑5％，
复合菌剂5％‑10％。
本发明提供的基质具有功能分区的特点，
上层基
质具有透气性好、持水量强、多重机制抑制病原
微生物繁殖等特点；
下层基质既能满足后期石斛
的长效营养需求又能从根源上防止病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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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石斛专用栽培基质，
其特征在于包括，
上层和下层两层基质；
所述上层按照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包括：
松树皮40％-50％，
竹炭颗粒20％-30％，
酵母发
酵料20％-25％，
复合菌剂5％-10％；
所述下层按照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包括：
竹粉20％-30％，
腐植酸20％-30％，
植物源氨基
酸10％-20％，
菜饼10％-15％，
蚯蚓粪便10％-15％，
中微量元素3％-5％，
复合菌剂5％10％；
所述的植物源氨基酸是大豆、小麦、燕麦、玉米中的一种或几种经过发酵获得的氨基
酸；
所述的菜饼为油菜籽饼；
所述的中微量元素为钙、
镁、
锌、
锰、硼、
铜、
铁中的几种的混合物；
所述的竹炭颗粒为竹子在缺氧的情况下，
经500-600℃高温热解产生的固态物质，
其粒
度为2mm-5mm；
所述的复合菌剂为枯草芽孢杆菌、多粘类芽孢杆菌、
绿色木霉、
淡紫拟青霉中的一种或
几种。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石斛专用栽培基质，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下层的厚度是上层
的两倍。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石斛专用栽培基质，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层按照重量百分
比的原料包括：
松树皮45％，
竹炭颗粒25％，
酵母发酵料23％，
复合菌剂7％。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石斛专用栽培基质，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下层按照重量百分
比的原料包括：
竹粉25％，
腐植酸25％，
植物源氨基酸10％，
菜饼10％，
蚯蚓粪便15％，
中微
量元素5％，
复合菌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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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石斛专用栽培基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栽培基质技术领域，
特别是指一种石斛专用栽培基质。
背景技术
[0002] 铁皮石斛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
具有滋阴清热、益胃生津，
润肺止咳等功效，
常
用于热病伤津、
口干烦渴、病后虚热等多种病症。因森林生态破坏与资源的过度开采，
野生
资源濒临枯竭，
1987年国务院将其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为了实现铁皮石斛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
科研人员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人工栽培技术研究工作，
但直到新世纪，
种子生
产、
组织培养和设施栽培等人工繁育关键技术才得以突破，
并迅速推广应用。
同时，
铁皮石
斛药用功效与价值的研究也不断深入，
石斛的保健功能被越来越多人接受，
石斛的市场需
求越来越大，
进而形成了从铁皮石斛种植生产、加工到销售完整的产业链。
[0003] 石斛种植种植方式目前可见到的有露天栽培和设施栽培两大类，
其中露天栽培有
贴石栽培、贴树栽培、石墙栽培、岩壁栽培、砖墙栽培等方式；
设施栽培有盆栽、地栽、床栽
(架空苗床种植)、多层栽培等方式。床栽(架空苗床种植)方式种植目前已成为铁皮石斛种
植的主流方式，
近年来新发展的种植面积中，
90％以上是使用该种植方式种植的。然而在石
斛种植过程中出现了制约产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养分不足、
基质含水量偏低、病害
常发生等问题大大影响了石斛的品质和产量。一旦出现营养跟不上或者发生病害后再处
理，
不仅提高了人工成本且改善效果不显著，
所以开发出一款抗病虫害、
且能持续提供养分
的基质在石斛设施栽培领域就很有必要了。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出一种石斛专用栽培基质，
解决了现有设施栽培中养分不足、基质含水
量偏低、病害常发生的问题。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石斛专用栽培基质，
包括，
[0007] 上层和下层两层基质；
[0008] 所述上层按照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包括：
松树皮40％-50％，
竹炭颗粒20％-30％，
酵
母发酵料20％-25％，
复合菌剂5％-10％；
[0009] 所述下层按照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包括：
竹粉20％-30％，
腐植酸20％-30％，
植物源
氨基酸10％-20％，
菜饼10％-15％，
蚯蚓粪便10％-15％，
中微量元素3％-5％，
复合菌剂
5％-10％。
[0010]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
所述的竹炭颗粒为竹子在缺氧的情况下，
经500-600℃高温
热解产生的固态物质，
其粒度为2mm-5mm。
[0011]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
所述的复合菌剂为枯草芽孢杆菌、
多粘类芽孢杆菌、
绿色木
霉和淡紫拟青霉的混合物。
[0012]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
所述的植物源氨基酸是大豆、小麦、燕麦、玉米中的一种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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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经过发酵获得的氨基酸。
[0013]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
所述的菜饼为油菜籽饼。
[0014]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
所述的中微量元素为钙、
镁、锌、
锰、硼、铜、
铁中的几种的混
合物。
[0015]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
所述上层按照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包括：
松树皮45％，
竹炭颗
粒25％，
酵母发酵料23％，
复合菌剂7％。
[0016]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
所述下层按照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包括：
竹粉25％，
腐植酸
25％，
植物源氨基酸10％，
菜饼10％，
蚯蚓粪便15％，
中微量元素5％，
复合菌剂10％。
[0017]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
所述下层的厚度是上层的两倍。
[0018]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
所述基质应用于设施栽培中。
[0019] 有益效果
[0020] 本发明提供的基质具有功能分区的特点，
上层基质具有透气性好、
持水量强、
多重
机制抑制病原微生物繁殖等特点，
利用早期石斛的生根定植；
下层基质具有养分种类丰富、
养分缓释、进一步预防病害等特点，
既能满足后期石斛的长效营养需求又能从根源上防止
病害的发生。本发明的基质适用于设施栽培条件下的各种栽培方式，
盆栽、床栽、多层栽培
均可使用，
适用范围广。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
完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2] 上述实施例1-3中的腐植酸为包括动物物遗骸经过微生物的分解、
转化以及一系
列的化学过程和积累起来的一类有机物。酵母发酵料为酵母发酵工业提取酵母后的下脚
料。竹粉为竹制品加工后的边角料粉碎获得。竹炭颗粒为竹子在缺氧的情况下，
经500-600
℃高温热解产生的固态物质，
其粒度为2mm-5mm。复合菌剂为枯草芽孢杆菌、多粘类芽孢杆
菌、
绿色木霉和淡紫拟青霉的混合物。植物源氨基酸是大豆、
小麦、
燕麦、
玉米中的一种或几
种经过发酵获得的氨基酸。菜饼为油菜籽饼。中微量元素为钙、镁、锌、
锰、硼、铜、铁中的几
种的混合物。
[0023] 本发明的基质分上下两层，
下层厚度是上层的两倍，
上层以松树皮、
竹炭等透气性
物质为主，
可以提高基质的持水量，
同时添加的复合菌剂由多种微生物复合而成，
枯草芽孢
杆菌与多粘芽孢杆菌通过产品抗生素、营养竞争途径抑制病原微生物的繁殖，
绿色木霉和
淡紫拟青霉菌丝生长迅速，
易于在作物根部形成生物膜，
抢占位置，
形成保护，
防止病原微
生物的侵入。下层包括腐植酸、氨基酸、蚯蚓粪及菜饼等有机物质，
同时含添加少量的中微
量元素，
提供全面营养元素，
保证石斛后期营养生长及生殖生长对营养的需求。本发明提供
的基质具有功能分区的特点，
上层基质具有透气性好、
持水量强、
多重机制抑制病原微生物
繁殖等特点，
利用早期石斛的生根定植；
下层基质具有养分种类丰富、养分缓释、进一步预
防病害等特点，
既能满足后期石斛的长效营养需求又能从根源上防止病害的发生。本发明
的基质适用于设施栽培条件下的各种栽培方式，
盆栽、床栽、多层栽培均可使用，
适用范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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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0024]

实施例1
[0025] 石斛专用基质，
按照重量百分比以下成分组成：
[0026] 上层：
[0027] 松树皮40％，
竹炭颗粒30％，
酵母发酵料20％，
复合菌剂10％。
[0028] 下层：
[0029] 竹粉20％，
腐植酸30％，
植物源氨基酸粉15％，
菜饼15％，
蚯蚓粪便10％，
中微量元
素3％，
复合菌剂7％；
其中植物源氨基酸是大豆、
燕麦、
玉米经过发酵获得的氨基酸；
中微量
元素为钙、
镁、
锌、
锰、硼、
铁的混合物。
[0030] 实施例2
[0031] 石斛专用基质，
按照重量百分比以下成分组成：
[0032] 上层：
[0033] 松树皮45％，
竹炭颗粒25％，
酵母发酵料23％，
复合菌剂7％。
[0034] 下层：
[0035] 竹粉25％，
腐植酸25％，
植物源氨基酸粉10％，
菜饼10％，
蚯蚓粪便15％，
中微量元
素5％，
复合菌剂10％；
其中植物源氨基酸是大豆经过发酵获得的氨基酸；
中微量元素为钙、
镁、
锌、
锰、硼、
铜、
铁的混合物。
[0036] 实施例3
[0037] 石斛专用基质，
按照重量百分比以下成分组成：
[0038] 上层：
[0039] 松树皮50％，
竹炭颗粒20％，
酵母发酵料25％，
复合菌剂5％。
[0040] 下层：
[0041] 竹粉30％，
腐植酸20％，
植物源氨基酸粉20％，
油菜籽饼10％，
蚯蚓粪便10％，
中微
量元素5％，
复合菌剂5％；
植物源氨基酸粉小麦、燕麦和玉米中经过发酵获得的氨基酸；
中
微量元素为钙、
镁、
锌、硼、
铜、
铁中的几种的混合物。
[0042] 效果验证
[0043] 根据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分别获得的石斛专用基质，
在上海市孙桥现代园
区设施农业区内进行小区实验。
[0044] 试验结果如下：
[0045] 试验地点：
上海市孙桥现代园区设施农业区内
[0046] 试验时间：
2016年3月5日-2017年1月31日
[0047] 供试材料：
[0048] 长势一致、
健壮、
无病害的经驯化的铁皮石斛组培苗；
[0049] 常规使用的市售石斛基质(松树皮与黄岗岩按4:1的混合物)、
根据本发明获得的
石斛基质；
[0050] 试验设计与方法：
[0051] 根据供试石斛基质的不同设置不同处理，
[0052] 处理1：
松树皮与黄岗岩按4:1的混合物；
[0053] 处理2：
根据实施例1配方配置的基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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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处理3：
根据实施例2配方配置的基质；
[0055] 处理4：
根据实施例3配方配置的基质；
[0056] 试验安排在标准化温室内进行，
于2016年3月5日进行移栽，
移栽于苗床上，
每个苗
床为一个小区处理。苗床离地0 .8m、
苗床长为2 .5m、
宽1 .2m，
基质总厚度15cm、
下层10cm、
上
层5cm，
选择无病、健壮、
大小均匀的苗进行定植，
将处理好的按每丛3株，
株距10厘米、
行距
13厘米的规格种植于基质上，
苗床四周留一定空隙，
每个小区共定植25*8＝100丛，
定植时
以基质根部完全覆盖为宜，
并浇足定根水。
日常进行喷雾浇水、
通风及温湿度等常规检查管
理工作，
并且各处理保持一致，
整个种植期不另施肥料。于2016年11月进行单丛鲜重、
萌芽
数、茎粗、株高等项目的测定，
萌芽数按每丛基部萌发的总芽数，
株高以丛中最高的茎杆为
准，
茎粗以最高茎杆的最大直径为准。于2016年12月底在石斛基质上浇石斛炭疽病病原菌
稀释液(1:1000)，
分别在1月15日于1月30日观察发病率。
[0057] 结果与分析
[0058] 4种不同处理基质对石斛生长情况的影响见表1。
试验结果表明：
在种植期内不施
肥，
使用本发明基质生长的石斛生长情况基本不受影响，
前期苗株定植率较高，
基本不发生
死苗、
烧苗现象，
成活率达到98％，
整个生长期石斛叶色浓绿，
叶片宽厚，
在生长过程中不断
有新枝条萌发，
单丛萌芽数一般在20个左右，
石斛株高和茎粗随着生长不断变大。而使用松
树皮和黄岗岩配置的基质，
明显表现出营养不良 ，
单丛萌芽数较少，
植株生长矮小，
株高与
茎粗与处理2、
处理3、
处理4相比 ，
差异显著。而且在种植过程中，
一旦棚内温度持续升高，
石
斛易出现萎秧，
浇水后恢复，
说明该基质连续持水能力较差。特别地，
从单丛鲜重来看，
不论
哪种配方，
使用本发明基质栽培的石斛鲜重均是处理1的2倍，
本发明3种配方间虽有差异，
但差异不显著。综上，
使用本发明基质进行石斛栽培，
生长期内不需要另施肥料，
就能满足
石斛生长的营养需求，
且该基质具有较好的持水能力，
使石斛一直保持浓绿。
[0059] 表1不同处理对石斛生长情况的影响

[0060]

[0061]

[0062]

不同处理对石斛炭疽病发病率的影响结果见表2，
为了更直观、
更迅速的看出不同
处理间的差异，
在试验后期直接在基质表层喷洒石斛炭疽病病原菌稀释液，
以观察不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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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对石斛炭疽病的防病能力。结果表明：
在喷洒病原菌液半个月后，
处理1的发病率达到了
一半以上，
一个月后发病率基本达到70％，
而使用本发明基质的处理发病率均控制在10％
以内，
本发明基质在基质上层和下层均添加了复合菌剂，
复合菌剂是枯草芽孢杆菌、
多粘类
芽孢杆菌、
绿色木霉和淡紫拟青霉的混合物，
通过多种抑菌机理配合达到抑制病原菌繁殖、
侵入的效果。上层和下层基质中均设立防线，
一旦遭遇病原菌的侵入，
即启动防御机制，
且
全程抑制病原菌，
有效控制了石斛的发病率。
[0063] 表2不同处理对石斛炭疽病发病率的影响
[0064]

处理
处理半月后发病率/％
处理一个月后发病率/％
处理1
50 .5
68 .5
处理2
5 .3
7 .6
处理3
6 .2
8 .5
处理4
7 .5
9 .8
[006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
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
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
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换、
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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