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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西南鬼灯檠有性繁殖的方法，该方法包

括将采集的西南鬼灯檠种子表面消毒后，播种于

育苗盘中的育苗基质，在培养室培养，4月龄以上

的幼苗移栽，移栽时，将株高≥4cm，叶片数量4～

6片，叶片幅宽3～5cm的幼苗移栽在拱棚内的移

栽基质培养，待移栽的幼苗当年倒苗后，将腐熟

农家肥施在移栽基质表面，腐熟农家肥的用量为

1500～2000kg/亩，同时进行培土，移栽当年地下

部分形成西南鬼灯檠根状茎即为繁殖的西南鬼

灯檠种球。本发明方法在不添加任何激素的情况

下，种子平均发芽率达到95.3％，发芽后幼苗成

活率达到73.8％，幼苗移栽后存活率达到80％以

上，当年即繁殖成根状茎粗壮，根系发达的优质

西南鬼灯檠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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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西南鬼灯檠有性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将采集的西南鬼灯檠种子表面

消毒后，播种于育苗盘中的育苗基质，在培养室培养，4月龄以上的幼苗移栽，移栽时，将株

高≥4cm，叶片数量4～6片，叶片幅宽3～5cm的幼苗移栽在拱棚内的移栽基质培养，待移栽

的幼苗当年倒苗后，将腐熟农家肥施在移栽基质表面，腐熟农家肥的用量为1500‑2000kg/

亩，移栽当年地下部分形成西南鬼灯檠根状茎即为繁殖的西南鬼灯檠种球；

所述在培养室培养是：向播有西南鬼灯檠种子的育苗盘中的育苗基质喷透水，再用白

色透明的塑料膜覆盖育苗盘，育苗盘置于培养室，培养室内：温湿度光照条件为：20～30℃，

空气相对湿度70～90％，光照9000～15000lx，光照时间8～14h/d；水分管理：每天喷1～2次

水，喷水时，将塑料膜掀开，然后用喷壶喷水至自上而下的育苗基质至少5cm育苗基质湿润；

养分管理：在出苗70％以上后开始叶面喷施肥料，出苗70％以上后的第1个月每周喷1次

0.1％的尿素溶液，第2个月每周喷1次0.3％的尿素溶液，第3个月每周喷1次0.8％的尿素溶

液，第4个月至幼苗移栽前每10天喷1次喷1.0％的磷酸二氢钾溶液；

所述幼苗移栽在拱棚内的移栽基质培养是：从幼苗移栽至拱棚内的第1个月内，在拱棚

顶面覆盖一层遮光率为40％～60％的遮阳网，第1个月之后于阴天去除其遮阳网；拱棚内的

温湿度水分管理：拱棚内空气相对湿度为70～90％，移栽基质的土壤湿度60～70％，早晚通

风，使拱棚内温度不高于30℃；从幼苗移栽在拱棚内的移栽基质至形成西南鬼灯檠根状茎

期间，西南鬼灯檠叶面喷1.0％磷酸二氢钾溶液或0.8％尿素溶液，每15天喷1次，交替施用；

所述移栽基质为∶将山基土用10～30mm孔径的筛子过筛得到的筛下山基土为山基土Ⅰ，并在

山基土Ⅰ中拌入复合肥而得移栽基质，所述复合肥为N15％‑P2O515％‑K2O15％的复合肥，复

合肥的拌入量为每公斤山基土Ⅰ中拌入0.1‑0.2kg复合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西南鬼灯檠有性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西南鬼灯檠种子的

采集方法是：于8‑10月，剪取无病虫害、成熟西南鬼灯檠蒴果且其蒴果尚未开裂的西南鬼灯

檠的果序，阴凉通风处放置7‑10d后，倒提果序抖动，收集落下的种子，备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西南鬼灯檠有性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培养室内温湿

度光照条件为：25℃，空气相对湿度70～80％，光照10000～12000lx，光照时间10h/d。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西南鬼灯檠有性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拱棚的最高度为

1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西南鬼灯檠有性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西南鬼灯檠种

子表面消毒是：将西南鬼灯檠种子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800倍液的溶液浸泡1～

2h进行表面消毒后，用清水冲洗1‑2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西南鬼灯檠有性繁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播种于育苗盘

中的育苗基质是：待消毒后的西南鬼灯檠种子用清水冲洗1‑2次后，其种子表面水分干后与

含水量为50％‑60％细山基土的重量比1:10拌匀后播种于育苗盘中的育苗基质，或将前述

拌有细山基土的种子放入15‑20℃培养箱中培养，待40％‑50％的种子露白时播种于育苗盘

中的育苗基质，所述细山基土是用10mm孔径的筛子过筛山基土得到的筛下山基土为细山基

土，所述育苗基质按下述方法配制而成：按细山基土∶壤土∶珍珠岩的体积比＝10:2:1比例

将细山基土、壤土和珍珠岩混合拌匀得混合基质，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0‑1000倍液

调节混合基质湿度为40～50％得育苗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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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西南鬼灯檠有性繁殖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西南鬼灯檠有性繁殖的方法，属于植物栽培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西南鬼灯檠(Rodgersia  sambucifo1ia  Hemsl.)，为虎耳草科(Saxifragaceae)鬼

灯檠属(Rodgersia  Hemsl.)多年生草本植物，主产于云南省昆明市、宣威市、鹤庆县、剑川

县、会泽县、罗平县、永胜县、玉龙县等，药材名为岩陀，俗名毛青红、九叶岩陀、毛七、毛头三

七、血三七，以根状茎入药，其性味苦、涩，凉，具有清热解毒、祛风除湿、收敛功效，用于治疗

感冒头痛、肠炎、菌痢和外伤出血等具有显著疗效。

[0003]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岩陀含有岩白菜素，岩白菜素是全国上百种药剂的主要成分，

例如双阳喉痹通颗粒剂、小儿止咳颗粒、止咳定喘片等。目前，随着岩陀药用价值的不断开

发，市场对于岩陀的需求量逐年增加，导致岩陀的野生资源遭到灭顶性的采挖，野生资源蕴

藏量不断下降，目前岩陀的种苗繁育主要采用根茎或根茎切块繁殖技术，或植物组培养快

繁，前者，由于岩陀的根茎为药用部位，用其作为繁殖材料比较浪费，而且繁殖系数较低(通

常繁殖系数在3‑5)，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后者则生产条件和成本要求较高。然而，西南鬼

灯檠种子数量十分庞大，平均每株的种子可达到100～2000粒，但西南鬼灯檠的种子十分细

小，其种子粒径通常长1.5～2.5mm，宽0.3～0.9mm，导致种子萌发后，发芽的幼苗成活率低，

移栽后移栽苗的存活率更低，以至还没有采用种子繁殖能使幼苗成活、移栽大量存活的有

效繁殖方法，使西南鬼灯檠种子大量浪费。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西南鬼灯檠种子繁殖幼苗成活率低、幼苗移栽后移栽苗存活率低的技术问

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能够提高西南鬼灯檠种子出苗后幼苗成活率和移栽存活率的西南鬼灯

檠有性繁殖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将采集的西南鬼灯檠种子表面消毒后，播种于育苗盘中的

育苗基质，在培养室培养，4月龄以上的幼苗移栽，移栽时，将株高≥4cm，叶片数量4～6片，

叶片幅宽3～5cm的幼苗移栽在拱棚内的移栽基质培养，待移栽的幼苗当年倒苗后，将腐熟

农家肥施在移栽基质表面，腐熟农家肥的用量为1500‑2000kg/亩，同时进行培土，移栽当年

地下部分形成西南鬼灯檠根状茎即为繁殖的西南鬼灯檠种球。

[0005] 进一步，西南鬼灯檠种子的采集方法是：于8‑10月，剪取无病虫害、成熟西南鬼灯

檠蒴果且其蒴果尚未开裂的西南鬼灯檠的果序，阴凉通风处放置7‑10d后，倒提果序抖动，

收集落下的种子，备用。

[0006] 进一步，所述在培养室培养是：向播有西南鬼灯檠种子的育苗盘中的育苗基质喷

透水，再用白色透明的塑料膜覆盖育苗盘，育苗盘置于培养室，培养室内：温湿度光照条件

为：20～30℃，空气相对湿度70～90％，光照9000～15000lx，光照时间8～14h/d；水分管理：

每天喷1～2次水，喷水时，将塑料膜掀开，然后用喷壶喷水至自上而下的育苗基质至少5cm

育苗基质湿润；养分管理：在出苗70％以上后开始叶面喷施肥料，出苗70％以上后的第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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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每周喷1次0.1％的尿素溶液，第2个月每周喷1次0.3％的尿素溶液，第3个月每周喷1次

0.8％的尿素溶液，第4个月至幼苗移栽前每10天喷1次喷1.0％的磷酸二氢钾溶液。

[0007] 进一步，所述培养室内温湿度光照条件为：25℃，空气相对湿度70～80％，光照

10000～12000lx，光照时间10h/d。

[0008] 进一步，所述幼苗移栽在拱棚内的移栽基质培养是：从幼苗移栽至拱棚内的第1个

月内，在拱棚顶面覆盖一层遮光率为40％～60％的遮阳网，第1个月之后于阴天去除其遮阳

网；拱棚内的温湿度水分管理：拱棚内空气相对湿度为70～90％，移栽基质的土壤湿度60～

70％，早晚通风，使拱棚内温度不高于30℃；从幼苗移栽在拱棚内的移栽基质至形成西南鬼

灯檠根状茎期间，西南鬼灯檠叶面喷1.0％磷酸二氢钾溶液或0.8％尿素溶液，每15天喷1

次，交替施用；所述移栽基质为∶将山基土用10～30mm孔径的筛子过筛得到的筛下山基土为

山基土Ⅰ，并在山基土Ⅰ中拌入复合肥而得移栽基质，所述复合肥为N15％‑P2O515％‑K2O15％

的复合肥，复合肥的拌入量为每公斤山基土Ⅰ中拌入0.1‑0.2kg复合肥。

[0009] 进一步，拱棚的最高度为1m。

[0010] 进一步，所述西南鬼灯檠种子表面消毒是：将西南鬼灯檠种子用50％多菌灵可湿

性粉剂500～800倍液的溶液浸泡1～2h进行表面消毒后，用清水冲洗1‑2次。

[0011] 进一步，所述播种于育苗盘中的育苗基质是：待消毒后的西南鬼灯檠种子用清水

冲洗1‑2次后，其种子表面水分干后与含水量为50％‑60％细山基土的重量比1:10拌匀后播

种于育苗盘中的育苗基质，或将前述拌有细山基土的种子放入15‑20℃培养箱中培养，待

40％‑50％的种子露白时播种于育苗盘中的育苗基质，所述细山基土是用10mm孔径的筛子

过筛山基土得到的筛下山基土为细山基土，所述育苗基质按下述方法配制而成：按细山基

土∶壤土∶珍珠岩的体积比＝10:2:1比例将细山基土、壤土和珍珠岩混合拌匀得混合基质，

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0‑1000倍液调节混合基质湿度为40～50％得育苗基质。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3] 本发明具有种子发芽率高，发芽后幼苗成活率高，幼苗移栽存活率高，繁殖的种球

(扁球形根状茎)优质，繁殖系数高的特点。

[0014] 本发明针对西南鬼灯檠种子数量十分庞大，平均每株的种子可达到100～2000粒，

然而种子十分细小，导致种子萌发后，发芽的幼苗成活率低，移栽后的幼苗存活率更低的生

物学特征，通过大量试验分析，采用有效的种子采集手段，使采集到的种子成熟、通过优选

的培养室培养条件和最佳的叶面肥料喷施(肥料、浓度和喷施肥料时间)，最佳的幼苗移栽

时间以及移栽后的培育等关键技术手段，使西南鬼灯檠种子繁殖成种球的过程中，在不添

加任何激素的情况下，种子平均发芽率达到95.3％，发芽后幼苗成活率达到73.8％，幼苗移

栽后存活率达到80％以上，当年即繁殖成根状茎至少平均直径达到12.31mm，平均重量达到

1.08g，每根状茎平均须根数达到31条，平均须根长达到53.23mm的根状茎粗壮，根系发达的

优质西南鬼灯檠种球(扁球形根状茎)。

[0015] 本发明方法有效解决了目前采用种子繁殖只局限在种子萌发阶段，萌发后幼苗成

活率低，幼苗移栽存活率低的技术问题，解决了目前西南鬼灯檠种子浪费、用岩陀根状茎繁

殖浪费较多药用部位药材，繁殖系数低的问题。本发明方法使西南鬼灯檠种子得到有效利

用、可满足市场的需求，对野生种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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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不同温度对西南鬼灯檠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0017] 图2：移栽1月后幼苗形态。

[0018] 图3：移栽3月后幼苗形成根状茎。

[0019] 图4：2月龄和4月龄幼苗在同一时间移栽后当年形成根状茎对比情况。图4中左边

为2月龄幼苗移栽倒苗后形成的根状茎，图4中右边为4月龄幼苗移栽倒苗后形成的根状茎。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西南鬼灯檠通常每年的2‑3月开始播种，当年的6‑7月进行移栽，当年的9‑10月开

始形成扁球形根状茎，10月底倒苗进入休眠期，次年3月初再次出苗。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

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1] 山基土指山林腐殖土。

[0022] 以下各试验中西南鬼灯檠种子的采集均按照实施例3步骤(1)。

[0023] 实施例1

[0024] 1.1种子发芽率试验

[0025] 种子采集、种子表面消毒和播种按照实施例3步骤(1)至步骤(3)。

[0026] 25℃条件下，西南鬼灯檠的种子从播种的第7d开始发芽，发芽势随培养天数增加

而增加，至14天时发芽势达到峰值。三组平行试验中，每组种子100粒，种子发芽粒数分别为

96,98,92，发芽率为92‑98％，平均发芽数为95.3粒。如表1所示。

[0027] 表1西南鬼灯檠的种子发芽率试验

[0028]

[0029] 1.2不同温度对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0030] 西南鬼灯檠种子萌发的温度范围较广，10‑30℃条件下种子均可以萌发，结果如图

1所示，25℃为种子最适发芽温度，发芽率可达到94％，其次是20℃和30℃，种子萌发率均可

达到92％，当温度低于10℃时(发芽率为34％)，发芽时间明显延长(发芽时间50‑60天)，发

芽率明显降低，当温度高于30℃时，发芽时间较早(可在第8天开始发芽)，但发芽率随着温

度升高呈下降趋势。因此，西南鬼灯檠种子最适发芽温度为25℃，最适发芽温度范围为20‑

30℃。

[0031] 1.3覆土厚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0032] 在1.1所述条件下，西南鬼灯檠种子在覆土厚度为0cm、0.5cm、1cm、1.5cm的情况下

均可萌发，其中最适覆土厚度为0.5‑1.0cm。此时，出苗时间最早，7d即可出苗，出苗率可达

到94％；覆土0cm情况下，发芽时间与覆土0.5cm的时间差不多，但出苗后由于胚根裸露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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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中，易产生“死苗”现象，而覆土厚度大于1.0cm时，出苗时间明显延长，出苗率随覆土厚度

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

[0033] 实施例2

[0034] 2.1叶面肥力试验

[0035] 按照实施例3步骤(4)培养室培养中所述施肥方式：出苗70％开始施肥，出苗70％

后的第1个月每周喷1次浓度为0.1％质量分数的尿素溶液，第2个月每周喷1次0.3％质量分

数的尿素溶液，第3个月每周喷1次0.8％质量分数的尿素溶液，第4个月至幼苗移栽前每10

天喷1次1.0％质量分数的磷酸二氢钾溶液。

[0036] 以未施用上述肥料(以水代替肥料)的幼苗生长状况为对照，3个月时观察并记录

株高(cm)、茎粗(cm)、叶片数、叶片大小、幼苗成活率(％)等信息，结果如表2所示，采用本发

明中水分及营养管理方法后，幼苗存活率可提高到73％以上，同时，幼苗表现为粗壮，叶片

幅宽较大，移栽至拱棚后更易存活等特点。

[0037] 表2叶面肥力试验

[0038]

[0039] 注：株高为随机选取的10株幼苗平均高度(cm)；茎粗为随机选取的10株幼苗茎粗

平均值(cm)；

[0040] 叶片大小为长(cm)×宽(cm)。

[0041] 2.2不同移栽期对种苗产生根状茎的影响

[0042] 以种子出苗后生长的时间为苗龄，不同苗龄的幼苗按实施例3步骤(5)所述方式移

栽在拱棚内的移栽基质培养(2月龄幼苗的株高、叶片数量、叶片宽度与4月龄幼苗，选择健

壮的2月龄幼苗)，种子出苗后生长4个月即苗龄为4月龄(或4月苗龄)，以4月龄以上的幼苗

移栽为最佳时间，2月龄苗较小，抵御不良生长环境的能力较差，死亡率高达90％以上。

[0043] 4月龄以上的幼苗移栽成活率可达到80％以上，移栽后幼苗生长迅速，移栽后2个

月时幼苗有三出羽状复叶长出，叶片数量平均为4‑5片，株高平均为6.8cm，叶面幅宽最大为

8cm×8cm，当年可形成根状茎，如图3至图4所示。

[0044] 2月龄移栽幼苗(简称：2月龄)和4月龄移栽幼苗(简称：4月龄)两种苗龄的幼苗在

同一时间(6月)移栽，均在移栽当年11月倒苗，对倒苗后的2月龄和4月龄的幼苗根状茎进行

大小、重量、须根数量及长度比较分析，如图4所示，2月龄和4月龄时移栽的幼苗均可在移栽

当年形成根状茎，根状茎扁球形，有多数须根生成，4月龄幼苗移栽当年形成的根状茎明显

大于2月龄幼苗移栽当年形成的根状茎，此时，分别选择5株进行直径、重量及须根数量长度

测定，如表3所示，4月龄幼苗移栽当年形成的根状茎平均重量可达到1.08g，2月龄幼苗移栽

后当年形成的根状茎平均重量可达到0.27g，4月龄幼苗移栽后当年形成的根状茎重量是2

月龄幼苗当年形成的根状茎重量的4倍。4月龄幼苗移栽当年形成的根状茎直径是2月龄幼

苗当年形成的根状茎直径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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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表3  2月龄和4月龄幼苗移栽当年形成的根状茎情况分析比较

[0046]

[0047]

[0048] 实施例3

[0049] 本发明西南鬼灯檠有性繁殖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1)采集西南鬼灯檠种子，于10月，剪取无病虫害、成熟西南鬼灯檠蒴果且其蒴果

尚未开裂的西南鬼灯檠的果序，阴凉通风处放置7d后，倒提果序，轻轻抖动，收集落下的种

子即为成熟种子，避免其它杂质产生，收集种子备用。

[0051] 成熟西南鬼灯檠蒴果通常是蒴果饱满、蒴果枝变灰褐色或深紫色，但是成熟的西

南鬼灯檠蒴果内自然成熟的种子仅为10‑20％，而本发明方法通过采集成熟西南鬼灯檠蒴

果且其蒴果尚未开裂的西南鬼灯檠的果序，阴凉通风处放置7‑10d后，采集的种子基本都是

成熟的种子，未成熟的种子多数附着植物蒴果内壁，另一方面，收集种子时倒提果序，轻轻

抖动，可以避免其他杂质产生，因此，用本发明方法采集的西南鬼灯檠种子只要在适宜温

度、湿度条件下即可大量萌发，而不需要激素诱导萌发。

[0052] (2)种子表面消毒：将采集的西南鬼灯檠种子于次年2月播种前用50％多菌灵可湿

性粉剂800倍液的溶液浸泡2h进行表面消毒。

[0053] (3)播种：消毒后的西南鬼灯檠种子用清水冲洗1次，待西南鬼灯檠种子表面水分

干后与含水量为60％质量分数细山基土按体积比1:10拌匀后播种于育苗盘中的育苗基质；

所述细山基土是用10mm粒径的筛子过筛山基土得到的筛下山基土为细山基土，所述育苗基

质按下述方法配制而成：按细山基土∶壤土∶珍珠岩的体积比＝10:2:1比例将细山基土、壤

土和珍珠岩混合拌匀得混合基质，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0‑1000倍液调节混合基质湿

度为50％得育苗基质。育苗盘的规格为40cm×40cm，深10cm，育苗盘内装入育苗基质并压

平，育苗基质表面至距离育苗盘顶面2cm。

[0054] (4)培养室培养，向播有西南鬼灯檠种子的育苗盘喷透水即向播有西南鬼灯檠种

子的育苗盘喷水至育苗盘底部漏水孔有水滴出止，再用白色透明的塑料膜覆盖育苗盘，再

将育苗盘置于培养室内，培养室内：温湿度光照条件为：25℃，空气相对湿度70～80％，光照

10000～12000lx，光照时间10h/d；水分管理：每天喷1‑2次水，做到见干就喷，喷水时，将塑

料膜掀开，然后用喷壶喷水至自上而下的育苗基质至少5cm育苗基质湿润；养分管理：播种

后7‑10天开始陆续出苗，在出苗70％以上后开始叶面喷施肥料，出苗70％以上后的第1个月

每周喷1次0.1％质量分数的尿素溶液，第2个月每周喷1次0.3％质量分数的尿素溶液，第3

个月每周喷1次0.8％质量分数的尿素溶液，第4个月至幼苗移栽前每10天喷1次喷1.0％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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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数的磷酸二氢钾溶液。

[0055] (5)移栽：4月龄幼苗移栽，移栽时选择4月龄幼苗株高≥4cm，叶片数量4～6片，叶

片幅宽3～5cm的幼苗移栽在拱棚内的移栽基质培养，拱棚的最高度为1m。从幼苗移栽至拱

棚内的第1个月内，在拱棚顶面覆盖一层遮光率为60％的遮阳网，第1个月之后于阴天去除

其遮阳网；拱棚内的温湿度水分管理：拱棚内空气相对湿度为70～90％，移栽基质的土壤湿

度60～70％，早晚通风，使拱棚内温度不高于30℃；从幼苗移栽在拱棚内的移栽基质至形成

西南鬼灯檠根状茎期间，西南鬼灯檠叶面喷1.0％质量分数磷酸二氢钾溶液或0.8％质量分

数尿素溶液，每15天喷1次，交替喷施；所述移栽基质为∶将山基土用20mm孔径的筛子过筛得

到的筛下山基土为山基土Ⅰ，并在山基土Ⅰ中拌入复合肥而得移栽基质，所述复合肥为N 

15％‑P2O515％‑K2O15％的复合肥，复合肥的拌入量为每公斤山基土Ⅰ中拌入0.15kg复合肥。

[0056] 待移栽在拱棚内的幼苗当年倒苗后，将腐熟农家肥施在移栽基质表面，腐熟农家

肥的用量为1500kg/亩，同时进行培土。当其地下部分形成西南鬼灯檠根状茎即为繁殖的西

南鬼灯檠种球，该西南鬼灯檠种球可直接用于大田栽培。

[0057] 所述拱棚为无色透明的塑料薄膜拱棚，拱棚内的移栽基质做厢，宽1m，高20cm，扒

平，移栽采用条栽或穴栽，用铲子在厢面横向开浅沟，沟宽5cm，沟深3cm，将幼苗间距8cm摆

放在沟内，尽量使根部舒展，摆放整齐后，行距10cm处重新开沟，同时将土覆盖在前一行沟

内，以此类推进行移栽，穴栽采用铲子挖小穴，穴深3cm～5cm(穴实际深度可根据幼苗大小

而定)，幼苗根部尽量舒展，且保证幼苗2/3地上部分位于穴外，将幼苗放入小穴内用土覆

盖，穴间距10cm，移栽后用喷壶浇定根水。

[0058] 本实施例3中种子的平均发芽率达到95.3％，发芽后幼苗成活率达到73.8％，4月

龄幼苗移栽，移栽苗存活率达到80％以上，移栽后至倒苗形成的根状茎平均直径可达到

12 .31mm，平均重量可达到1.08g，每根状茎平均须根数可达到31条，平均须根长可达到

53.23mm，当年即繁殖成优质的西南鬼灯檠种球(根状茎)如表3中4月龄所示。

[0059] 实施例4

[0060] 除以下步骤不同外，其余步骤与实施例3相同。

[0061] (3)播种：消毒后的西南鬼灯檠种子用清水冲洗2次，待西南鬼灯檠种子表面水分

干后与含水量为50％质量分数细山基土拌匀后放入20℃培养箱中培养，待40％‑50％的西

南鬼灯檠种子露白时，播种于育苗盘中的育苗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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