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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的中药材厚朴套种滇

黄精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根据生态位原理，利用生态位重叠值

非常低的两种不同中药材，结合南方地区的土壤

和气候特性，提供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的中药材

厚朴套种滇黄精的方法，其步骤如下：1）选地和

整地；2）施基肥；3）种苗选择；4）种植；5）追肥；6）

田间管理；7）厚朴落叶的利用；本发明厚朴林下

套种滇黄精的方法是厚朴和滇黄精按照不同的

种植时间和标准的种植规格，将滇黄精套种在厚

朴下，有效地提高了土地、光能、水分、肥料等的

利用率，节约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中药材品质和

单位土地的产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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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的中药材厚朴套种滇黄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厚朴种植

（1）选地和整地，选择南方地区海拔  700～1700  m、年降雨量  800～1200  mm、空气湿度

在60-  90%、坡度25°以下、土层厚度40  cm以上的坡地，坡度＜6°视为平地，呈“十”字形开挖

排水沟，坡度≤25°者需沿等高线分段开挖反坡梯田，畦面宽150  cm以上，外埂坡面留30  cm

左右防止塌陷，里埂排水沟宽20  cm，除去林地内所有杂草和杂灌木；

（2）种植，春季气温稳定回升后，选择2年生凹叶厚朴（M .  officinalis  subsp . 

biloba）树苗，苗高约60  cm、地径5  cm以上，平地按行距×株距300×180  cm、台地按行距×

株距200  ×150  cm的规格种植厚朴，种植穴为60×60×50  cm，表土和底土分别堆放；每穴

施腐熟农家肥20～30  kg、普钙1  kg，与表土拌匀后施入穴底，栽时使根部舒展，盖土后压

紧，浇水后再盖一层疏松细土；定植后经常浇水，直到苗成活为止；

（3）田间管理，前2～3年内夏季松土培土，冬季掏环形沟将混合肥料填入后用土覆盖；

第4年以后厚朴主要依赖滇黄精地块的下层养分，不需要额外施肥；视厚朴个别植株的生长

情况，可在4～6月份施速效氮肥促进其营养生长；生长5年左右时，修剪下部枝叶以通风和

透光；

（4）再生苗，厚朴种植的第7个年头，可以采伐，采收时砍树干剥皮，在树兜基部有幼苗

萌发，采伐后每株树只留一株苗继续生长；

步骤二，滇黄精种植

（1）种植时间，在厚朴移栽后的第2年，于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种植滇黄精；

（2）整地，于移栽滇黄精前，对厚朴浅耕1次，然后整细耙平，作成宽1.5  m宽、高0.20  m

以上的畦，畦面边缘与厚朴树干基部边缘相距50  cm以上，细耕后平整畦面，施农家肥1000

～2000  kg/亩作底肥，肥、土混匀；

（3）种苗选择，可以选择滇黄精种子繁殖2年生的种苗，或者块茎无性繁殖的种苗；

（4）种植，沿垂直于厚朴行向的方向开播种沟，行距50  cm，腐熟羊粪1000  kg/亩左右、

普钙50  kg/亩充分混匀，施入播种沟内，轻轻拌匀，然后再施入生物碳肥200  kg/亩，然后栽

种滇黄精，株距25～30  cm，覆土，再用厚朴落叶完全覆盖畦面，淋透定根水；

（5）追肥，在移栽后第2年开始，每年3～8月每月施肥15：15：15三元复合肥一次，25～35 

kg/亩，在滇黄精行间挖浅沟沟施，施后覆土，并在根部培土，以免植株倒伏情况发生；

（6）田间管理，可安装喷灌，旱季约5天喷水淋透一次；在边行用竹杆和铁丝搭架防倒

伏；注意防治叶斑病、黑斑病、锈病和蛴螬、地老虎；每年培土一次，注意检查滇黄精露根情

况，及时培土；

（7）采收，种植5年后可采收滇黄精，采收季节以秋季为佳，挖除根茎，除去茎叶及须根，

送至加工厂加工；

（8）厚朴落叶的利用，滇黄精采收后，将未腐烂的厚朴落叶翻至土壤20  cm处掩埋，以增

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的通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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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的中药材厚朴套种滇黄精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中药材栽培技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厚朴林下套种滇黄精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作物间套作是集约化农业生产上一种典型的种植模式，它是在有限的时间和土地

面积上收获到两种以上作物的经济产量，降低逆境和市场风险，其中心内容是提高能量利

用率和物质转化率。在粮食、蔬菜、果树等作物上间作和套种已经普遍应用。近些年来，生产

上相继推广了药-粮、药-果、药-药等多种中药材复合种植模式，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土地、光

能、空气等自然资源，以达到增收的目的。但是，这些种植系统中关于养分竞争、促进作用及

间作优势的研究鲜见报道。

[0003] 厚朴（M.  officinalis  subsp.  officinalis）为木兰科、木兰属植物。树皮、根皮、

花、种子及芽皆可入药，以树皮为主，为著名中药。厚朴为喜光的中生性树种，落叶乔木，树

冠较大，分枝少，根系发达，高可达15  m～20  m，叶片宽大，长圆状倒卵形，长22  cm～46  cm，

宽15  cm～24  cm，干重5  g～6  g，容易腐烂形成优良的土壤有机质。厚朴为我国特有的珍贵

树种，现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药用厚朴均为人工栽培的亚种凹叶厚朴（M . 

officinalis  subsp.  biloba），一般3～4年左右郁闭，5年以上因树干挺拔，分枝很少，适当

修剪下部枝叶，可以增强下部的透射光。厚朴生长快，一般采伐期6年以上，依靠基蘖可连续

多次采伐。

[0004] 滇黄精（Polygonatum  kingianum  Coll.  et  Hemsl）又名节节高、仙人饭，百合科

黄精属的药用植物，《中国药典》规定的3种原生药（黄精、多花黄精、滇黄精）之一，也是卫生

部公布的87种食用药材之一。滇黄精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系分布浅，集中在土表5～20  cm

范围内，在土层较深厚、疏松肥沃、排水和保水性能较好的壤土中生长良好。滇黄精生长周

期较长，根茎繁殖要3～5年才能采收，而种子繁殖的生长周期长达6～7年，净种时与其它作

物争地争季节的矛盾突出。滇黄精耐阴性强，喜阴凉环境，怕强光照射，需要人工搭建遮阳

网棚或在林下种植。但林间郁闭度高到一定程度后，林内光照条件较差时又不利于滇黄精

生长。

[0005] 有鉴于此，根据生态位原理，利用生态位重叠值非常低的两种不同中药材厚朴、滇

黄精，结合南方地区的土壤和气候特性，本发明提供一种厚朴林下套种滇黄精的种植方法，

有效提高了土地、光能、水、肥的利用率，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减少了病虫为害，提高了两

种中药材的产量和品质，增加了土地的产出率。

发明内容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利用生态位重叠值非常低的两种不同中药材厚朴、滇

黄精，结合南方地区的土壤和气候特性，提供一种基于生态位互补的中药材厚朴套种滇黄

精的方法，其基本过程是：春季先种厚朴；次年11月份移栽滇黄精，利用厚朴每年的大量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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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覆盖滇黄精畦面，保水、保温和增加土壤有机质；厚朴定植长的第3、4年长至3～5  m，恰好

给1～3年期的滇黄精前期生长提供了遮阴环境；厚朴定植的第5年以后，株高达6～8m，基部

2～3m以下没有枝叶阻挡，阳光可以从厚朴两侧照射进来，既满足了滇黄精正常生长发育对

光照的需求，又避免了阳光直射对滇黄精造成灼伤；滇黄精于移栽的第5年秋冬季节采挖，

厚朴于定植的第7年夏季采伐，并且每株树只留一株分蘖苗继续生长；次年即厚朴定植的第

8年11月份移栽滇黄精，依次重复上述过程；可连续采收3批次，此后厚朴需要利用新的种苗

重新种植。该方法既节约了土地资源，降低了生产成本，又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和单位土地产

出率。

[0007] 一种基于生态互补的中药材厚朴套种滇黄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厚朴种植

[0009] 1.1选地和整地。选择南方地区海拔  700～1700  m、年降雨量  800～1200  mm、坡度

25°以下、土层厚度40  cm以上的坡地，坡度＜6°视为平地，呈“十”字形开挖排水沟，25°≥坡

度＜6°者需沿等高线分段开挖反坡梯田，畦面宽150  cm以上，外埂坡面留30  cm左右防止塌

陷，里埂排水沟宽20  cm，除去林地内所有杂草和杂灌木。

[0010] 种植。春季气温稳定回升后，选择2年生凹叶厚朴（M .  officinalis  subsp . 

biloba）树苗（苗高约60  cm、地径5  cm以上），平地按行距×株距300×180  cm、台地按行距

×株距200  ×150  cm的规格种植厚朴，种植穴为60×60×50  cm，表土和底土分别堆放。每

穴施腐熟农家肥20～30  kg、普钙1  kg，与表土拌匀后施入穴底，栽时使根部舒展，盖土后压

紧，浇水后再盖一层疏松细土。定植后经常浇水，直到苗成活为止。

[0011] 田间管理。前2～3年内夏季松土培土，冬季掏环形沟将混合肥料填入后用土覆盖。

第4年以后厚朴主要依赖滇黄精地块的下层养分，不需要额外施肥。视厚朴个别植株的生长

情况，可在4～6月份施速效氮肥促进其营养生长。生长5年左右时，修剪下部枝叶以通风和

透光。

[0012] 再生苗。厚朴种植的第7个年头，可以采伐。采收时砍树干剥皮，在树兜基部有幼苗

萌发，采伐后每株树只留一株苗继续生长。

[0013] 滇黄精种植

[0014] 2.1  种植时间。在厚朴移栽后的第2年，于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种植滇黄精。

[0015] 整地。于移栽滇黄精前，对厚朴浅耕1次，然后整细耙平，作成宽1.5  m宽、高0.20  m

以上的畦，畦面边缘与厚朴树干基部边缘相距50  cm以上，细耕后平整畦面，施农家肥1000

～2000  kg/亩作底肥，肥、土混匀。

[0016] 种苗选择。可以选择滇黄精种子繁殖2年生的种苗，或者块茎无性繁殖的种苗。

[0017] 种植。沿垂直于厚朴行向的方向开播种沟，行距50  cm，腐熟羊粪1000  kg/亩左右、

普钙50  kg/亩充分混匀，施入播种沟内，轻轻拌匀，然后再施入生物碳肥200  kg/亩，然后栽

种滇黄精，株距25～30  cm，覆土，再用厚朴落叶完全覆盖畦面，淋透定根水。

[0018] 追肥。在移栽后第2年开始，每年3～8月每月施肥（15：15：15三元复合肥）一次，25

～35  kg/亩，在滇黄精行间挖浅沟沟施，施后覆土，并在根部培土，以免植株倒伏情况发生。

[0019] 田间管理。可安装喷灌，旱季约5天喷水淋透一次；在边行用竹杆和铁丝搭架防倒

伏；注意防治叶斑病、黑斑病、锈病和蛴螬、地老虎等；每年培土一次，注意检查滇黄精露根

情况，及时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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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采收。种植5年后可采收滇黄精，采收季节以秋季为佳，挖除根茎，除去茎叶及须

根，送至加工厂加工。

[0021] 厚朴落叶的利用。滇黄精采收后，将未腐烂的厚朴落叶翻至土壤20cm处掩埋，以增

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的通透性。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3] 厚朴套种滇黄精双方生态位重叠值非常低，在光照、肥料等方面存在很好的互补

性，在厚朴形成一定的郁闭度后种植滇黄精，保护了滇黄精免受强光灼伤；厚朴长高长大

后，其顶部叶片形成了阴蔽，但下部枝叶很少，两侧透射光可以无碍通过，满足了滇黄精的

生长需要。其有益效果是：利用植株高大、行距较宽的厚朴行间空地套种滇黄精，提高土地

利用率和单位土地产出率；无需搭建人工遮阳棚，利用3～4年生厚朴形成的郁闭期保护滇

黄精幼苗免受日光灼伤，后期利用林间的侧向透射光增强滇黄精的光合作用，有利于光能

产物的积累；将厚朴每年的落叶覆盖于滇黄精表层，降低正午温度骤然变化，减少水土流

失，提升了土壤有机质含量；厚朴和滇黄精各自根系分布深度不同，形成空间上的营养生态

位互补，减少了养分竞争性，增强根系吸收矿质营养的能力，充分利用土壤营养资源，提高

了肥料利用率。

[0024] 按照上述方法，在云南省江城县国庆乡和平村（海拔1520  m）和云南省墨江县孟弄

镇（海拔980  m）进行试验，结果表明：1）滇黄精（种植5年）套种、净种产量分别为3890  kg、

4022  kg，块茎多糖含量分别为13.2%、11 .8%；2）厚朴（种植7年）套种、净种的株高分别为

17.24  m、13.65  m，地径粗分别为13.32  cm、11.68  cm；3）滇黄精套种条件下，土壤有机质含

量、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较净种时分别提高46%、14%、34%和12%；4）套种条件下厚朴的化

肥施用量较净种减少1/3以上；5）滇黄精套种条件下株高、节间长增加，叶片叶绿素、丙二

醛、脯氨酸含量显著增加，产量略有减少，但块茎外观质量好，表皮洁白，无绿皮现象，纤维

少，口感细腻，多糖含量显著提高。

[0025] 本发明既有效解决了滇黄精的遮荫问题，节省了遮荫棚搭建费用，降低了种植成

本，又可以同时收获厚朴和滇黄精两种中药材产品，大幅提高了土地收益，降低了种植风

险。本发明具有操作简单、成本低、易于推广、节约土地、保护环境、收益高、风险低等优点，

为滇黄精的人工规模化、规范化种植提供了新的优化方案，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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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 厚朴种植

[0028] 1.1选地和整地，选择南方地区海拔  700～1700  m、年降雨量  800～1200  mm、坡度

25°以下、土层深厚的坡地，除去林地内所有杂草和杂灌木，开挖排水沟。

[0029] 1 .2种植，春季气温稳定回升后，选择2年生凹叶厚朴（M.  officinalis  subsp . 

biloba）树苗（苗高约60  cm、地径5  cm以上），平地按行距×株距300×180  cm、台地按行距

×株距200  ×150  cm的规格种植厚朴，种植穴为60×60×50  cm。每穴施腐熟农家肥20～30 

kg、普钙1  kg。定植后经常浇水，直到苗成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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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1.3田间管理，前2～3年内夏季松土培土，冬季掏环形沟将混合肥料填入后用土覆

盖。第4年以后厚朴主要依赖滇黄精地块的下层养分，不需要额外施肥。视厚朴个别植株的

生长情况，可在4～6月份施速效氮肥促进其营养生长。生长5年左右时，修剪下部枝叶以通

风和透光。

[0031] 1.4  再生苗，厚朴种植的第7个年头，可以采伐。采收时砍树干剥皮，在树兜基部有

幼苗萌发，采伐后每株树只留一株苗继续生长。

[0032] 2滇黄精种植

[0033] 2.1  种植时间，在厚朴移栽后的第2年，于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种植滇黄精。

[0034] 2 .2  整地，于移栽滇黄精前，对厚朴浅耕1次，然后整细耙平，作成宽1.5  m宽、高

0.20  m以上的畦，畦面边缘与厚朴树干基部边缘相距50  cm以上，细耕后平整畦面，施农家

肥1000～2000  kg/亩作底肥，肥、土混匀。

[0035] 2 .3  种苗选择，可以选择滇黄精种子繁殖2年生的种苗，或者块茎无性繁殖的种

苗。

[0036] 2.4种植，沿垂直于厚朴行向的方向开播种沟，行距50  cm，腐熟羊粪1000  kg/亩左

右、普钙50  kg/亩充分混匀，施入播种沟内，轻轻拌匀，然后再施入生物碳肥200  kg/亩，然

后栽种滇黄精，株距25～30  cm，覆土，再用厚朴落叶完全覆盖畦面，淋透定根水。

[0037] 2.5追肥，在移栽后第2年开始，每年3～8月每月施肥（15：15：15三元复合肥）一次，

25～35  kg/亩，在滇黄精行间挖浅沟沟施，施后覆土，并在根部培土，以免植株倒伏情况发

生。

[0038] 2.6田间管理，可安装喷灌，旱季约5天喷水淋透一次；在边行用竹杆和铁丝搭架防

倒伏；注意防治叶斑病、黑斑病、锈病和蛴螬、地老虎等；每年培土一次，注意检查滇黄精露

根情况，及时培土。

[0039] 2.7采收，种植5年后可采收滇黄精，采收季节以秋季为佳，挖除根茎，除去茎叶及

须根，送至加工厂加工。

[0040] 2.8  厚朴落叶的利用，滇黄精采收后，将未腐烂的厚朴落叶翻至土壤20cm处掩埋，

以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的通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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