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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在石头上促进药用石斛

种子萌发形成幼苗的菌株及方法，所述的菌株为

蜡壳耳目真菌菌株；拉丁名Sebacinales  sp.LQ；

保藏单位：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保藏编号：

CCTCC  NO:M  2019744；保藏时间：2019年9月23

日；保藏地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武汉大学。本发明所述的适用于岩石培育药用曲

茎石斛共生种苗具体为在石头上萌发。本发明不

占用耕地、充分利用零散石头资源的同时，方便

后期的管理，形成集低投入、高品质、观赏与经济

效益于一体的石生药用石斛种植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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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石头上促进药用石斛种子萌发形成幼苗的菌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菌株为

蜡壳耳目真菌菌株；拉丁名Sebacinalessp.LQ；保藏单位：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保藏

编号：CCTCC  NO:M  2019744；保藏时间：2019年9月  23日；保藏地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

区八一路武汉大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菌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菌株针对促进的药用石斛为曲茎石

斛；拉丁名：Dendrobium  flexicaule。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菌株，其特征在于，所述菌株在石头上促进药用石斛种子萌发

形成幼苗具体为所述的蜡壳耳目真菌菌株与药用石斛：曲茎石斛混合物在石头上萌发。

4.如权利要求1所述菌株在石头上促进药用石斛种子萌发形成幼苗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真菌粉的制作：

1）培养基的制作：以锥形瓶50%体积的量将PDA液体培养基装瓶，封口后装入灭菌锅，于

121℃，115KPa条件下灭菌20min备用；

2）将活化培养3—10天的蜡壳耳目真菌菌株（Sebacinales  sp .LQ）CCTCC  NO:M 

2019744接种于备用的PDA液体培养基，于23—28℃，120—200rpm条件下发酵培养5—10天；

3）用纱布过滤发酵液获取菌丝体，用无菌水冲洗菌丝体3—5次并沥水以去除残留的葡

萄糖，将菌丝体和1—20倍质量的琼脂放入匀浆机打碎成粉；

4）将打碎好的粉末置于烘箱内25—35℃条件下烘干0.5—4小时，获得真菌粉。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共生种苗培育袋的制作：

1）取一个曲茎石斛果荚中10%—100%的种子与500g真菌粉混匀后，分装入纸袋，每个纸

袋内装0.1—0.5g的菌粉种子混合物；

2）每个纸袋内再装入0.1—1g干苔藓碎屑，得到共生种苗培育袋。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石头上培育共生种苗：

1）选择规格大小介于6×7cm—30×40cm的石头备用；

2）先将共生种苗培育袋用清水浸泡至吸水饱和，然后放置在处理好的石头上，用普通

保鲜膜缠绕1—2圈，每个石头根据大小放置1—5个共生种苗培育袋；

3）用牙签刺穿保鲜膜和共生种苗培育袋表面形成均匀的小孔，保证种子在萌发过程中

透气保湿；保证后期种子萌发及发育成幼苗时可突破小孔长出叶子；

4）待幼苗长出2片及以上的叶，生根贴于石头上时，将保鲜膜撕开。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在共生种苗培育袋的制作步骤之前，设置以下预处理步骤：

采集成熟未开裂的曲茎石斛果荚，进行表面消毒处理后低温保存备用。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真菌粉的制作步骤中：

步骤2）中，发酵培养条件优选28℃，200rpm，10天；

步骤3）中，将菌丝体和3倍质量的琼脂放入匀浆机打碎成粉；

步骤4）中，优选30℃条件下烘干2小时。

9.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共生种苗培育袋的制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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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中，称取0.0206g曲茎石斛的种子与50g菌粉混匀后，称取0.2g菌粉种子混合物

分装入55×62mm的小号纸质茶包袋，以控制每个茶包袋的种子数量为10颗；

步骤2）中，将智利水苔干苔藓用粉碎机打碎，每个纸袋内再装入0.3g的碎屑，得到共生

种苗培育袋。

10.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石头上培育共生种苗步骤中：

步骤1）中，选择规格大小介于6×7cm—20×25cm的石头，拔除石头上的杂草，除去生长

比较茂盛的苔藓，仅保留少数比较矮小或零星有苔藓即可；同时清理石头表面的泥土，利于

曲茎石斛种子萌发初期即可附着于石头上；

步骤2）中，每个石头根据大小放置1—5个共生种苗培育袋；用保鲜膜缠绕2圈使袋子紧

贴于石头表面；

步骤3）中，每个混合播种包扎10—15个小孔，孔间距5mm；

步骤4）中，根据幼苗的生长情况撕开保鲜膜，当幼苗的根段完全附生于石头上时，将保

鲜膜全部去除；否则以2—4cm2的开口度撕开保鲜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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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石头上促进药用石斛种子萌发形成幼苗的菌株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药用石斛野外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在石头上促进药用石斛

种子萌发形成幼苗的菌株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石斛属（Dendrobium）为兰科第二大属，全球约有1500多种，我国约80种，其中近40

种具有药用价值。曲茎石斛(Dendrobium  flexicaule)是石斛属植物中比较名贵的药材品

种，上可追溯至唐代《太上肘后玉经方》(公元825年)，迄今已有1191年的历史。曲茎石斛分

布于石斛属分布区的最北缘，已达北纬34°24′，集中分布于渝东、川东北、鄂西、鄂北、豫西、

陕南等秦巴山区。生境独特，通常附生于悬崖峭壁之岩石上，坡向多为坐南朝北。过去人们

以采集野生资源为主，留下“悬崖绝壁采金钗”、“金钗猎人”、“财富与冒险的故事”等一系列

民间传奇。秦巴山区特别是陕西的多个县市亦将“秦巴金钗”列为地方特产或道地药材，并

称其为“还魂草”。但是长期以来，曲茎石斛完全靠野生供药，野生资源已非常稀少。因其药

用价值高，近年来备受关注，已被列入《中国药用石斛图志》、《河南省重点保护植物名录》。

由于对其的研究缺乏，目前尚无自然条件下成功培育共生种苗的范例，亟待加强保护和利

用研究。

发明内容

[0003] 由于兰科植物种子本身的生物学特性：种子非常细小仅有发育不完全的胚，在自

然条件下种子萌发需要依靠特定的共生真菌来获取营养物质。因此获得促进种子萌发的有

效共生真菌是进行珍稀濒危兰科植物保护的第一步，也是开展生态栽培的关键环节。本发

明已获得促使曲茎石斛种子萌发形成幼苗的有效共生真菌，将真菌制成菌粉混匀种子，放

入纸质茶包袋制成可自然栽培的共生种苗培育袋，并创新方法充分利用岩石资源开展生态

栽培，从种子萌发至发育到成年植株都在原生境，符合消费者对道地药材、绿色健康产品的

要求，便于产业栽培的应用和推广；同时对濒危药用石斛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具有重

要的应用价值。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适用于岩石培育药用曲茎石斛

共生种苗的方法，以简化育苗过程、降低成本、在纯自然状态下培育出高品质种苗。

[0005] 本发明的目的还在所述方法适用于一切石生药用石斛共生种苗的繁育。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下述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7] 一种在石头上促进药用石斛种子萌发形成幼苗的菌株，所述的菌株为蜡壳耳目真

菌菌株；拉丁名Sebacinales  sp .  LQ；保藏单位：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保藏编号：

CCTCC  NO:M  2019744；保藏时间：2019年9月  23日；保藏地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

一路武汉大学。

[0008] 本发明所述的菌株针对促进的药用石斛为曲茎石斛；拉丁名：Dendrobium 

flexicaule。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12501037 A

4



[0009] 本发明所述菌株在石头上促进药用石斛种子萌发形成幼苗具体为所述的蜡壳耳

目真菌菌株与药用石斛：曲茎石斛混合物在石头上萌发。

[0010] 上述菌株在石头上促进药用石斛种子萌发形成幼苗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1、采集成熟未开裂的曲茎石斛果荚，进行表面消毒处理后低温保存备用；

2、真菌粉的制作：

2.1培养基的制作：以锥形瓶50%体积的量将PDA液体培养基装瓶，封口后装入灭菌

锅，于121℃，115KPa条件下灭菌20min备用；

2.2  将活化培养3—10天的蜡壳耳目真菌菌株（Sebacinales  sp.  LQ）CCTCC  NO:M 

2019744接种于备用的PDA液体培养基，于23—28℃，120—200rpm条件下发酵培养5—10天；

2.3  用纱布过滤发酵液获取菌丝体，用无菌水冲洗菌丝体3—5次并沥水以去除残

留的葡萄糖，将菌丝体和1—20倍质量的琼脂放入匀浆机打碎成粉；

2.4  将打碎好的粉末置于烘箱内25—35℃条件下烘干0.5—4小时，获得真菌粉；

3、共生种苗培育袋的制作

3.1取一个曲茎石斛果荚中10%—100%的种子与500g真菌粉混匀后，分装入纸袋，

每个纸袋内装0.1—0.5g的菌粉种子混合物；

3.2每个纸袋内再装入0.1—1g干苔藓碎屑，得到共生种苗培育袋。

[0011] 4、石头上培育共生种苗

4.1选择规格大小介于6×7cm—30×40cm的石头备用；

4.2先将共生种苗培育袋用清水浸泡至吸水饱和，然后放置在处理好的石头上，用

普通保鲜膜缠绕1—2圈，每个石头根据大小放置1—5个共生种苗培育袋；

4.3用牙签刺穿保鲜膜和共生种苗培育袋表面形成均匀的小孔，使种子在萌发过

程中透气保湿；且后期种子萌发及发育成幼苗时可突破小孔长出叶子；

4.4待幼苗长出2片及以上的叶，生根贴于石头上时，可将保鲜膜撕开。

[0012] 以下为优选的技术参数：

步骤2.2中，发酵培养条件优选28℃，200rpm，10天。

[0013] 步骤2.3中，将菌丝体和3倍质量的琼脂放入匀浆机打碎成粉。

[0014] 步骤2.4中，优选30℃条件下烘干2小时。

[0015] 步骤3.1中，称取0.0206g曲茎石斛的种子与50g菌粉混匀后，称取0.2g菌粉种子混

合物分装入55×62mm的小号纸质茶包袋，以控制每个茶包袋的种子数量为10颗。

[0016] 步骤3.2中，将智利水苔干苔藓用粉碎机打碎，每个纸袋内再装入0.3g的碎屑，得

到共生种苗培育袋。

[0017] 步骤4.1中，选择规格大小介于6×7cm—20×25cm的石头，拔除石头上的杂草，除

去生长比较茂盛的苔藓，仅保留少数比较矮小或零星有苔藓即可；同时清理石头表面的泥

土，利于曲茎石斛种子萌发初期即可附着于石头上。

[0018] 步骤4.2中，每个石头根据大小放置1—5个共生种苗培育袋；用保鲜膜缠绕2圈使

袋子紧贴于石头表面。

[0019] 步骤4.3中，每个混合播种包扎10—15个小孔，孔间距5mm。

[0020] 步骤4.4中，根据幼苗的生长情况撕开保鲜膜，当幼苗的根段完全附生于石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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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将保鲜膜全部去除；否则以2—4cm2的开口度撕开保鲜膜。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我国石斛属植物集中分布于北纬15°30′‑25°12′之间，附生于树干或崖壁上，石头

阻碍了耕地利用，却是石斛种植的优势。本发明在自然条件下，基于共生萌发技术的同时就

地取材充分利用岩石资源，开展石生药用曲茎石斛共生种苗的培育。第一，共生种苗培育袋

方便储存及运输，播种时仅需提前用水浸泡10分钟至吸水饱和，然后直接放置在石头上缠

绕保鲜膜固定即可完成种子的原生境直播，具有成本低、操作简单、种苗成活率高等优点。

第二，该方法对于多山多石的贫困山区而言既投入少又不占用耕地资源，还能充分利用岩

石资源做出特色经济模式。相比于大棚种植昂贵的棚架、苗床、喷灌系统等基础设施的投入

和日常管理成本，此方法便于大规模分散推广。第三，利用石头分散栽培，不仅可以就地取

材将遍地分散的石头资源充分利用，同时小巧的石头方便搬运和管理。在日照强烈、温度高

的季节，可灵活搬运至遮阴处；在寒冬时节则可搬运至室内顺利过冬；待种苗长大时可直接

移栽至岩石缝中。此外，共生种苗培育袋与奇形怪状的石头组合，可形成完美的盆栽供观

赏。第四，本方法在珍稀濒危兰科植物的回归、药用兰科植物的仿生态栽培、解决药用石斛

栽培产业的种苗来源瓶颈问题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推广价值。

[0022] 保藏生物材料的说明：本发明的菌株，已于2019年9月  23日保藏在中国典型培养

物保藏中心，保藏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武汉大学，保藏编号为：CCTCC  NO:M 

2019744。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实施例并不是对本发明技术方

案的限定。

[0024] 实施例l：

1、播种地的选择

在秦巴山区选择海拔700—1600米岩石资源丰富的地区作为播种地点，岩石类型

为砂岩，年平均气温12—18℃，极端最高温度34  ℃以下，极端最低温度‑10℃以上，无霜期

200天以上，空气相对湿度60%以上，森林覆盖率50%以上。

[0025] 2、播种载体的选择

2.1在多山多石的地区就地取材选择大小不等的砂岩，每个石头的尺寸介于6×

7cm—20×25cm，以便于石头的搬运、管理及种子袋的固定。若是选择过大的石头，不仅不方

便搬运，后期的管理也很费力，而且不利于种子袋的固定；

2.2选择好石头后需要拔除石头上的杂草，除去生长比较茂盛的苔藓，仅保留少数

比较矮小或零星有苔藓即可；同时清理石头表面的泥土，利于曲茎石斛种子萌发初期即可

附着于石头上。

[0026] 3、曲茎石斛种质的获得与保存

采集野外自然结实并成熟但未开裂的曲茎石斛种子用75%的酒精棉球擦拭表面，

再用无菌水冲洗后，干燥2天后收集入种子管中于‑20℃低温保存备用。

[0027] 4、真菌菌粉的制作

4.1培养基的制作：PDA液体培养基常规做法，适量。以每瓶150ml平均分装入60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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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ml的三角瓶，封口后用报纸包裹瓶口，装入灭菌锅于121℃，115KPa条件下灭菌20min，备

用；

4.2将活化培养7天的蜡壳耳目真菌菌株（Sebacinales  sp .  LQ）CCTCC  NO:M 

2019744接种于备用的PDA液体培养基，于28℃，200rpm条件下发酵培养10天；

4.3用纱布过滤已培养的发酵液获取菌丝体并用无菌水冲洗菌丝体3—5次并沥

水，以去除残留的葡萄糖。将菌丝体和3倍质量的琼脂放入匀浆机打碎制成菌粉；

4.4将菌粉均匀摆放在磁盘上，放置烘箱内于30℃条件下烘干2小时，得真菌菌粉

备用。

[0028] 5、共生种苗培育袋的制作

5.1常规TTC方法检测种子活力，以确认种子活力达90%以上；

5.2称取0.0206g曲茎石斛的种子与50g菌粉混匀后，称取0.2g菌粉种子混合物分

装入55×62mm的小号纸质茶包袋，以控制每个茶包袋的种子数量为10颗；

5.3将智利水苔干苔藓用粉碎机打碎，每个纸袋内再装入0.3g的碎屑，得到共生种

苗培育袋。

[0029] 6、野外石头上播种共生种苗培育袋

6.1于2019年8月15日在重庆市罗田镇石寨堂开展播种实验。首先将共生种苗培育

袋放入水中浸泡10min至袋内的水苔吸水饱和，其次将培育袋（根据石头大小放置1—5个）

放置于处理好的石头表面，用保鲜膜缠绕2圈使袋子紧贴于石头表面，即完成播种过程；

6.3待共生种苗培育袋播种完成后，用牙签刺穿保鲜膜和袋子表面形成10—15个

均匀的小孔，使种子在萌发过程中透气保湿；且后期种子萌发及发育成幼苗时，可突破小孔

长出叶子，更接近于种子的自然萌发状态；

6.4后期根据幼苗的生长情况撕开保鲜膜，当幼苗的根段完全附生于石头上时，可

将保鲜膜全部去除；否则以2—4cm2的开口度撕开保鲜膜。

[0030] 7、数据分析

7.1根据实验需要设置2组处理，播种300袋共生种苗培育袋作为实验组；同时播种

40袋不含真菌粉，仅由种子、琼脂粉和苔藓组成的培育袋作为对照组。

[0031] 7.2播种后90天分别随机抽取30袋检测种子萌发情况，记录种子萌发及形成原球

茎的时间；播种后11个月进行第二次统计，记录种子萌发率、原球茎形成率及幼苗率。种子

萌发情况检测和数据统计分析：统计4个阶段，即种子未萌发、种子萌发（种胚膨大并产生根

状物）、原球茎形成和发育（种胚膨大突破种皮至出现原生分生组织）、幼苗分化和发育阶段

（长出第一片叶片及后续生长）的量，计算出种子萌发率（G）、原球茎形成率（C）以及幼苗率

（K）。G=mean  (g/t)±SD，C=mean  (c/t)±SD，K=mean(k/t)±SD；其中，g为每种处理下的各

培养皿中萌发的种子数；c为每种处理下的各培养皿中形成原球茎的种子数（原球茎与幼苗

之和）；k为每种处理下的各培养皿中处于各萌发阶段的幼苗数量；t为各培养皿中播种的种

子数；SD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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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从表中可知，播种90天以后，种子萌发率达到64%；时隔将近一年，幼苗率已达45%，

很好地体现了用此方法进行原生境共生种苗的培育是可行的。目前曲茎石斛的种植主要由

部分石斛企业开展组培育苗进行大棚集约化栽培，大棚种植不仅基础设施投入巨大、种植

技术要求高，产品的安全性和道地性也受到质疑。中药资源的“道地性”已成为当今消费者

衡量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消费者在“道地药材”、“原生态产品”、“野生的才是最好的”这一

消费观念的影响下，愿意出更高的价格购买野生石斛。因此生态栽培已被业界认为是石斛

产业发展的方向，但是目前的生态栽培主要是将非共生萌发（无菌萌发）幼苗移植到树干或

石头上，由于无菌苗移植到自然界中，生长缓慢，抗病原微生物能力差，存活率较低，同时由

于很难与后接触的真菌建立共生关系而导致后继生长严重受阻。已有研究表明，石生石斛

比树生石斛好，但是在石头上开展石斛的生态栽培，难度大且成活率难以保证。而本发明的

方法是将种苗培育包放置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上，自种子萌发开始就和真菌建立关系，且生

根阶段就已经完全附生于岩石上，成活率高。不占用耕地、充分利用零散石头资源的同时，

方便后期的管理，形成集低投入、高品质、观赏价值与经济效益于一体的石生药用石斛种植

新模式。

[0033]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部分具体实施例（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故实施例不能穷

举，本发明所记载的保护范围以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要点范围为准），方案中公知的具体内容

或常识在此未作过多描述。应当指出，上述实施例不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来说，凡是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的方式获得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内。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中的具体实施方式

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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