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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铁皮石斛与棘胸蛙套养方

法，所述方法将栖蛙池设置在多个苗床中间，并

在所述栖蛙池中间和苗床中间，同时等间隔设置

多个人行路晒蛙区，将棘胸蛙活动范围限定在栖

蛙池和苗床内，通过棘胸蛙对铁皮石斛种植期间

的天敌进行捕食，并将棘胸蛙的排泄物用于铁皮

石斛的生长肥料，实现铁皮石斛与棘胸蛙共生套

养，本发明所述方法节约土地，提高大棚利用效

率；减少了铁皮石斛的虫害，为铁皮石斛的生长

提供了上乘的肥料，降低了生产成本；为棘胸蛙

提供了最佳的生存环境，提供了适口的饵料，提

高了棘胸蛙的肉质，降低了生产成本；循环种养

殖，接近零排放，环保；铁皮石斛和棘胸蛙属于养

生滋补品，双向收入，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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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铁皮石斛与棘胸蛙套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将栖蛙池设置在多个苗床

中间，并在所述栖蛙池中间和苗床中间，同时等间隔设置多个人行路，所述多个人行路为晒

蛙区，将棘胸蛙活动范围限定在栖蛙池和苗床内，通过棘胸蛙对铁皮石斛种植期间的蜗牛、

蛞蝓、杂草、斜纹夜蛾幼虫和粉虱虫进行捕食，并将棘胸蛙的排泄物用于铁皮石斛的生长肥

料，实现铁皮石斛与棘胸蛙共生套养，所述方法包括：

S1:构建铁皮石斛与棘胸蛙套养的养殖区；

S2：准备铁皮石斛；

S3：准备棘胸蛙；

S4：栽种苗床和蛙池消毒；

S5：浇灌铁皮石斛，基质吸饱水后，透过苗床为蛙池蓄积水；

S6：通过棘胸蛙捕食铁皮石斛天敌蜗牛、蛞蝓以及基质内的黄粉虫；

S7：通过棘胸蛙的排泄物对铁皮石斛进行施肥；

S8：在铁皮石斛进入休眠期时，给棘胸蛙佐以高蛋白饲料催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1具体包括：

S11：准备大棚设施：大棚：长48米，宽45米，肩高4米，顶高6米的标准钢架联栋大棚，配

套薄膜、遮阳网及喷灌设施；

S12：准备栖蛙池：长40米，宽2.7米；

S13：准备苗床：苗床下池深为0.4米；

S14：准备防逃网：防逃网在地平线上高0.6米；

S15：进行引水管和排水管的铺设。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2具体包括：

S21：基质的消毒和铺设：采购0.02*0.02*0.02米的松树皮，拌入80％代森锰锌可溶性

粉剂，腐熟7-10天后均匀铺设到苗床上7公分，撒上复配好的菌肥，备栽；

S22：准备优质铁皮石斛瓶苗：选择叶片6片以上，根系5根以上，茎5公分以上的优质道

地种苗洗净，消毒，晾干，备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3具体包括：

S31：消毒蛙池：撒上石灰粉进行消毒；

S32：选择棘胸蛙：选择体型在5公分以上的棘胸幼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4具体为：三月上旬将准备好的铁皮

石斛苗三株一丛按照0.15*0.18间距依次栽在苗床上，开始雾化浇水管护，三月中旬和下旬

将蛙池蓄积的水排干，蛙池消毒完毕。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5具体为：四月对铁皮石斛进行浇水，

蛙池内蓄积含有浮游生物的水，引入棘胸蛙，每平米50-60只棘胸蛙。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7具体为五月至十一月期间，铁皮石

斛苗床上的杂草和斜纹夜蛾幼虫、粉虱虫供棘胸蛙食用，棘胸蛙排泄物和水每隔一天换水

一次，通过排水孔收集至集中处理池，上液经过处理变成上等的铁皮石斛叶面肥，下积物风

干粉碎变成颗粒肥用于铁皮石斛的生长肥料。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8具体为十二月至二月，铁皮石斛进

入休眠期，棘胸蛙佐以高蛋白饵料，集中催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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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铁皮石斛与棘胸蛙套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铁皮石斛共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铁皮石斛与棘胸蛙套养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铁皮石斛，又名万丈须、吊兰、林兰、禁生、金钗花等，具有独特的药用价值，具有滋

阴补虚、生津润肺、健脾开胃、养肝明目、润肤、养颜、抗衰老、清热的功效。当代医学证明，石

斛中含有丰富的多糖以及总氨基酸及钙、镁、锌、铁、锰、硒等微量元素，其干品中多糖的含

量占五分之一，这种多糖具有增长B细胞、NK细胞和巨噬细胞功能的作用，对癌症病人具有

明显增强T细胞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以防御外界病原因子的侵袭和清

除体内衰老死伤、突变细胞，借以维持机体的生理稳定状态。石斛目前多用于中药材中，可

鲜吃、煎汤、泡茶等。

[0003] 石斛喜在温暖、潮湿、半阴半阳的环境中生长，对土肥要求不甚严格，野生多在疏

松且厚的树皮或树干上生长。现有的铁皮石斛的种植方法，分为露天栽培和设施(大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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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

[0004] 其中，贴树栽培是选择树干粗大、水份较多、树冠茂盛、树皮疏松、有纵裂沟的常绿

树(如黄桶、乌柏、柿子、油桐、青杠、香樟、楠木、枫杨树等)，在较平而粗的树干或树枝凹处

或每隔30～50厘米用刀上砍一浅裂口，并剥去一些树皮，然后将已备好的石斛种苗，用竹钉

或绳索将基部固定在树的裂口处，再用牛粪泥浆涂抹在其根部及周围树皮沟中。为防止风

吹动和雨水冲刷，还采用竹钉钉牢或用竹篾等绳索绑牢，以固定石斛须根和植株于树干或

树丫上，使其新根长出后沿树体紧密攀沿生长。其不足之处是，对树木的破坏较大，营养吸

收较单一。

[0005] 大棚栽培是在大棚内培植石斛，其不足之处是，石斛与自然环境基本处于隔绝状

态，产品药效远逊野生状态的石斛，并且成本高昂。

[0006] 另一方面，由于石斛容易遭受病虫害的威胁，现有技术为喷洒农药除虫，药物残留

对石斛品质形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将石斛和棘胸蛙一起共生培养的案例，目前还没有。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铁皮石斛与棘胸蛙套养方法，所述方法将栖

蛙池设置在多个苗床中间，并在所述栖蛙池中间和苗床中间，同时等间隔设置多个人行路

晒蛙区，将棘胸蛙活动范围限定在栖蛙池和苗床内，通过棘胸蛙对铁皮石斛种植期间的蜗

牛、蛞蝓、杂草、斜纹夜蛾幼虫和粉虱虫进行捕食，并将棘胸蛙的排泄物用于铁皮石斛的生

长肥料，实现铁皮石斛与棘胸蛙共生套养；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方法包括：

[0009] S1:构建铁皮石斛与棘胸蛙套养的养殖区；

[0010] S2：准备铁皮石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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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S3：准备棘胸蛙；

[0012] S4：栽种苗床和蛙池消毒；

[0013] S5：浇灌铁皮石斛，基质吸饱水后，透过苗床为蛙池蓄积水；

[0014] S6：通过棘胸蛙捕食铁皮石斛天敌蜗牛、蛞蝓以及基质内的黄粉虫；

[0015] S7：通过棘胸蛙的排泄物对铁皮石斛进行施肥；

[0016] S8：在铁皮石斛进入休眠期时，给棘胸蛙佐以高蛋白饲料催肥；

[0017] 进一步地，所述S1具体包括：

[0018] S11：准备大棚设施：大棚：长48米，宽45米，肩高4米，顶高6米的标准钢架联栋大

棚，配套薄膜、遮阳网及喷灌设施；

[0019] S12：准备栖蛙池：长40米，宽2.7米；

[0020] S13：准备苗床：苗床下池深地平线下0.4米；

[0021] S14：准备防逃网：防逃网在地平线上高0.6米；

[0022] S15：进行引水管和排水管的铺设；

[0023] 进一步地，所述S2具体包括：

[0024] S21：基质的消毒和铺设：采购0.02*0.02*0.02米的松树皮，拌入80%代森锰锌可溶

性粉剂，腐熟7-10天后均匀铺设到苗床上7公分，撒上复配好的菌肥，备栽；

[0025] S22：准备优质铁皮石斛瓶苗：选择叶片6片以上，根系5根以上，茎5公分以上的优

质道地种苗洗净，消毒，晾干，备栽；

[0026] 进一步地，所述S3具体包括：

[0027] S31：消毒蛙池：撒上石灰粉进行消毒；

[0028] S32：选择棘胸蛙：选择体长在5公分以上的棘胸幼蛙；

[0029] 进一步地，所述S4具体为：三月上旬将准备好的铁皮石斛苗三株一丛按照0.15*

0.18间距依次栽在苗床上，开始雾化浇水管护，三月中旬和下旬将蛙池蓄积的水排干，蛙池

消毒完毕；

[0030] 进一步地，所述S5具体为：四月对铁皮石斛进行浇水，蛙池内蓄积含有浮游生物的

水，引入棘胸蛙，每平米50-60只棘胸蛙；

[0031] 进一步地，所述S7具体为五月至十一月期间，铁皮石斛面床上的杂草和斜纹夜蛾

幼虫、粉虱虫供棘胸蛙食用，棘胸蛙排泄物和水每隔一天换水一次，通过排水孔收集至集中

处理池，上液经过处理变成上等的铁皮石斛叶面肥，下积物风干粉碎变成颗粒肥用于铁皮

石斛的生长肥料；

[0032] 进一步地，所述S8具体为十二月至二月，铁皮石斛进入休眠期，棘胸蛙佐以高蛋白

饲料，集中催肥；

[0033] 本发明所述方法的有益效果如下：

[0034] 1）节约土地，提高大棚利用效率；

[0035] 2）减少了铁皮石斛的虫害，为铁皮石斛的生长提供了上乘的肥料，降低了生产成

本；

[0036] 3）为棘胸蛙提供了最佳的生存环境，提供了适口的饵料，提高了棘胸蛙的肉质，降

低了生产成本；

[0037] 4）循环种养殖，接近零排放，环保；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7182734 B

4



[0038] 5）铁皮石斛和棘胸蛙属于养生滋补品，双向收入，经济效益显著。

附图说明

[0039] 图1为本发明所述方法中苗床侧视图；

[0040] 图2为本发明所述方法中苗床平面示意图；

[0041] 其中，1为苗床；2为人行路晒蛙区；3为栖蛙池；4为防逃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描述。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相反，本发明涵盖任何由权利要求定义的在本发明的精髓和范围上做

的替代、修改、等效方法以及方案。进一步，为了使公众对本发明有更好的了解，在下文对本

发明的细节描述中，详尽描述了一些特定的细节部分。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没有这些细

节部分的描述也可以完全理解本发明。

[004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下面为本发明的举出最佳实施例：

[0044] 如图1-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铁皮石斛与棘胸蛙套养方法，所述方法将栖蛙池

设置在多个苗床中间，并在所述栖蛙池中间和苗床中间，同时等间隔设置多个人行路晒蛙

区，将棘胸蛙活动范围限定在栖蛙池和苗床内，通过棘胸蛙对铁皮石斛种植期间的蜗牛、蛞

蝓、杂草、斜纹夜蛾幼虫和粉虱虫进行捕食，并将棘胸蛙的排泄物用于铁皮石斛的生长肥

料，实现铁皮石斛与棘胸蛙共生套养。

[0045] 具体套养方式如下：

[0046] 1、设施的准备：

[0047] ⑴大棚：长48米，宽45米，肩高4米，顶高6米的标准钢架联栋大棚，配套薄膜、遮阳

网及喷灌设施。

[0048] ⑵栖蛙池：长40米，宽2.7米，苗床下池深0.4米，地平线上高0.6米的防逃网，引水

管和排水管的铺设。

[0049] ⑶路：两侧路宽1.5米、苗床间路1.1米，以鹅卵石铺设。

[0050] 2、前期准备：

[0051] ⑴铁皮石斛

[0052] ①基质的消毒和铺设：采购0.02*0.02*0.02米的松树皮，拌入80%代森锰锌可溶性

粉剂，腐熟7-10天后均匀铺设到苗床上7公分，撒上复配好的菌肥，备栽。

[0053] ②优质铁皮石斛瓶苗的准备：选择叶片6片以上，根系5根以上，茎5公分以上的优

质道地种苗洗净，消毒，晾干，备栽。

[0054] ⑵棘胸蛙

[0055] ①蛙池的消毒：撒上石灰粉消毒即可

[0056] ②棘胸蛙的选择：体型在5公分以上的健壮有力，活动性较强，鸣声洪亮的棘胸幼

蛙。

[0057] 3、套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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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⑴三月上旬将准备好的铁皮石斛苗三株一丛按照0.15*0 .18间距依次栽在苗床

上，开始雾化浇水管护。三月中旬和下旬将蛙池蓄积的水排干，蛙池消毒完毕。

[0059] ⑵经过四月铁皮石斛浇水，蛙池内的蓄积了肥水，内有大量可食用的浮游生物为

五月上旬棘胸蛙的引入储备了丰富的饵料，每平米50-60只棘胸蛙即可。

[0060] ⑶同时每年四月下旬开始是铁皮石斛天敌蜗牛、蛞蝓的繁殖期，会有大量蜗牛、蛞

蝓欲在夜间爬上苗床啃食石斛，恰巧棘胸蛙也是在夜间进食，还非常喜欢蜗牛、蛞蝓天然动

物蛋白。此外基质里的黄粉虫也是幼蛙的最爱。

[0061] ⑷五月至十一月期间，铁皮石斛面床上的杂草和斜纹夜蛾幼虫、粉虱虫可供棘胸

蛙食用，棘胸蛙排泄物和水每隔一天换水一次，通过排水孔收集至集中处理池，上液经过处

理变成上等的铁皮石斛叶面肥，下积物风干粉碎变成颗粒肥用于铁皮石斛的生长肥料。

[0062] ⑸十二月至二月，铁皮石斛进入休眠期，棘胸蛙佐以相关高蛋白饲料，集中催肥，

春节期间上市。

[0063]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较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进行的通常变化和替换都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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