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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

方法，包括苗床构架即苗床底部由石棉瓦或木板

搭建而成，底部石棉瓦凹处上需钻取漏水小洞，

苗床侧壁围栏使用石棉瓦或钢筋围挡，用遮阳网

制成遮阳网袋，内部使用锯末或树皮等栽培基质

填充，铁皮石斛炼苗或茎段平铺种植于遮阳网袋

上种植。本发明通过此种袋式栽培，解决了栽培

过程中水分不好控制的情况及苗床生长青苔覆

盖根呼吸的现象，苗生长茁壮，且大大增加了基

质的使用年限，由原来的2年延长至4年，便于在

大规模人工栽培铁皮石斛中使用，在提高种植成

活率的基础上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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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搭建种植苗

床，苗床上面铺上用遮阳网缝制成的装有栽培基质的遮阳网袋，将铁皮石斛炼苗或茎段平

铺种植于遮阳网袋上，所述的遮阳网为2-4针类型的遮阳网，所述的遮阳网袋大小为80*

（100-150）cm，遮阳网袋内栽培基质为树皮或锯末，高度为7-9cm，平铺于苗床上，利用苗床

上面的遮阳网袋来不利于青苔生长，使得铁皮石斛根部呼吸顺畅，植株生长良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先搭建种植

苗床：种植苗床由围挡、底板、石墩组成，其整体呈长方形状，用石墩支撑苗床主体，苗床底

板由石棉瓦或木板制成，在底板上均匀开设1cm排水孔，每平方米15-20个，用木板搭建围

挡，建成60cm高的苗床；然后用2针遮阳网缝制成80cm*150cm的遮阳网袋，内装2cm*2cm大小

松树皮的栽培基质，平铺于苗床上，高度7-9cm；将铁皮石斛炼苗平铺种植于遮阳网袋上，行

列间距为10cm，正常水肥管理；30天后，高位芽发出，根部附着在遮阳网上，利用苗床上面的

遮阳网袋来不利于青苔生长，使得铁皮石斛根部呼吸顺畅，植株生长良好；2年栽培后无需

更换基质，基质虽风化，仍为栽培苗提供水肥。

3.一种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将铁皮石斛炼苗或茎段平

铺种植于遮阳网袋上，行列间距为10cm，遮阳网袋平铺于苗床主体上，苗床底部由石棉瓦或

木板搭建而成，底部石棉瓦凹处上钻取直径1cm的小洞，每平方米15-20个；苗床侧壁围栏使

用石棉瓦或钢筋围挡，高度10cm；所述的遮阳网袋是用遮阳网制成的80cm*（100-150）cm的

遮阳网袋，内部使用栽培基质锯末或树皮填充，高度为7-9cm，遮阳网选择2-4针类型，利用

苗床上面的遮阳网袋来不利于青苔生长，使得铁皮石斛根部呼吸顺畅，植株生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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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是兰科石斛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传统名贵

中药。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道家医学经典《道藏》、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铁皮石斛

“主伤中、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久服厚肠胃”。现代医学也研究证实，铁皮石斛

含有石斛碱、石斛次碱等生物碱及石斛多糖等成分，具有抗肿瘤、抗衰老、增强人体免疫力、

降低血糖和抗血小板聚集等作用。

[0003] 为了提高种植成活率，规范管理且种植出健康的铁皮石斛，多数学者探索了大棚

种植的苗床和培育架等种植装置及种植方法，但普遍出现种植过程中青苔生长严重，覆盖

铁皮石斛根部，根呼吸减弱，使之生长受阻。且对于多数种植户，不易掌握水分供给，水分过

多，容易淹根，造成死苗，烂苗，水分过少，基质过干，导致根部吸收水分不充足，苗生长受

阻，成活率降低，给农户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就铁皮石斛整个种植成本和管理来说目前多

数的种植方法并不理想。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旨在提供一种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

方法，解决栽培过程中水分供给控制及青苔覆盖阻碍铁皮石斛生长的问题，提高种苗种植

成活率及产量，同时延长基质使用年限。

[0005]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搭建种植苗床，苗床上

面辅上用遮阳网缝制成的装有栽培基质的遮阳网袋，将铁皮石斛炼苗或茎段平铺种植于遮

阳网袋上。

[0007] 根据所述的一种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方法，所述的遮阳网为2-4针类型的遮

阳网。

[0008] 根据所述的一种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方法，所述的遮阳网袋大小为80*100-

150cm。

[0009] 根据所述的一种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方法，遮阳网袋内栽培基质为树皮或锯

末，高度为7-9cm，平铺于苗床上。

[0010] 根据所述的一种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方法，先搭建种植苗床：种植苗床由围

挡、底板、石墩组成，其整体呈长方形状，用石墩支撑苗床，苗床底板由石棉瓦或木板制成，

在底板上均匀开设1cm排水孔，每平方米15-20个，用木板搭建围挡，建成60cm高的苗床；然

后用2针遮阳网缝制成80cm*150cm的遮阳网袋，内装2*2cm大小松树皮的栽培基质，平铺于

苗床架上，高度7-9cm；将铁皮石斛炼苗平铺种植于遮阳网袋上，行列间距为10cm，正常水肥

管理；30天后，高位芽发出，根部附着在遮阳网上，植株生长良好；2年栽培后无需更换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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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虽风化，仍为栽培苗提供水肥。

[0011] 一种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方法，该方法将铁皮石斛小苗或茎段平铺于遮阳网

袋上，行列间距为10cm，遮阳网袋平铺于苗床主体上，所述的苗床底部由石棉瓦或木板搭建

而成，底部石棉瓦凹处上钻取直径1cm的小洞，每平方米15-20个；苗床侧壁围栏使用石棉瓦

或钢筋围挡，高度10cm；所述的遮阳网袋是用遮阳网制成的80cm*100cm-150cm的遮阳网袋，

内部使用栽培基质锯末或树皮填充，高度为7-9cm，遮阳网选择2-4针类型。

[0012] 一种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装置，该装置包括种植苗床，苗床底部由石棉瓦或

木板搭建而成，底部石棉瓦凹处上钻取直径1cm的小洞，每平方米10-20个；苗床侧壁围栏使

用石棉瓦或钢筋围挡，高度10cm；用遮阳网制成80cm*100cm-150cm的遮阳网袋，内部使用栽

培基质锯末或树皮填充，高度为7-9cm，遮阳网选择2-4针类型。

[0013] 一种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装置，所述的栽培装置由种植苗床和遮阳网构成，

所述的种植苗床由围挡(1)及底板(3)，石墩(4)组成，其整体呈长方形状，所述底板由石棉

瓦或木板制成，在底板上均匀地开设有排水孔(2)，每平方米15个；所述的遮阳网制成80*

100的遮阳网袋，内填充种植基质。

[0014] 根据所述的一种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装置，所述的种植苗床搭建采用：用石

墩支撑苗床，底板用木板或石棉瓦，在底板上开孔1cm漏水，每平方米均匀开18个小孔，使用

木板搭建围挡，建成60cm高的苗床；用2针遮阳网缝制成80cm*150cm的遮阳网袋，内装基质，

基质选用2*2cm大小松树皮，平铺于上述苗床架上，高度7-9cm；将铁皮石斛炼苗平铺于遮阳

网袋上，行列间距为10cm。

[0015] 采用本发明的栽培方法，其优点在于：解决了栽培过程中水分不好控制导致苗烂

根或水分不足的情况，解决了苗床生长青苔覆盖根呼吸的现象，且大大增加了基质的使用

年限，由原来的2年延长至4年，便于在大规模人工大棚栽培铁皮石斛中使用，在提高种植成

活率的基础上节约生产成本。

[0016] 目前，现有技术基本均是用苗床上面铺上基质栽培铁皮石斛，而本发明是直接把

苗栽培到装有栽培基质的遮阳网里面，因为兰科植物是气生根，所以本发明的方法导致的

技术效果非常显著：将铁皮石斛丛苗直接平放至遮阳网上，正常水肥管理，经过30天的生

长，高位芽发出，根部附着在遮阳网上深入至基质浅表层中，由于遮阳网上不利于青苔生

长，所以克服了青苔覆盖根呼吸的现象，使得铁皮石斛根部呼吸顺畅，苗体生长良好，植株

生长良好，经过1年的栽培，可收获铁皮石斛新鲜茎，安全卫生；经过2年栽培，基质风化，仍

可为栽培苗提供水肥，无需更换。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苗床构架局部图，图中“1为围挡、2为漏水孔、3为底板、4为石墩”。

[0018] 图2为本发明遮阳网袋式栽培简图，图中，“5为遮阳网袋、6为丛苗或茎段、7为基

质”。

[0019] 图3为遮阳网袋式栽培实际栽培效果图，显示水分控制良好，无青苔覆盖。

[0020] 图4为常规栽培青苔效果图，显示基质青苔覆盖严重，基质板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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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

质性内容做进一步说明。但并不以此来限定本发明。

[0022] 实施例1：

[0023] 参见图1至图2，本发明的一种栽培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装置，包括种植苗床

主体，种植苗床底部由围挡(1)及底板(3)，石墩(4)组成，其整体呈长方形状，苗床底部由石

棉瓦或木板搭建而成，在底板上均匀地开设有直径约1cm的小洞(排水孔)(2)，每平方米15-

20个。苗床侧壁围栏使用石棉瓦或钢筋围挡，高度约10cm，用遮阳网制成80cm*100cm-150cm

的遮阳网袋，内部使用锯末或树皮等栽培基质填充，高度为7-9cm，遮阳网选择2-4针类型。

将铁皮石斛小苗或茎段无需栽植，平铺于遮阳网袋上，行列间距为10cm。

[0024] 使用中，铁皮石斛丛苗直接平放至遮阳网袋上，经过30天的生长，根部附着在遮阳

网袋上深入至基质浅表层中，遮阳网上不利于青苔生长，所以克服了青苔覆盖根呼吸的现

象，使得铁皮石斛根部呼吸顺畅，苗体生长良好，种植户根据栽培经验，水肥管理，经过1年

的栽培，可收获铁皮石斛新鲜茎，安全卫生，见图3。

[0025] 实施例2

[0026] 使用本发明铁皮石斛遮阳网袋式栽培与正常栽培对比，按如下步骤进行:

[0027] 本发明栽培方法：

[0028] 1)苗床搭建：图1中石墩可采用钢架支撑，图1中底板使用木板或石棉瓦，在木板上

开孔1cm利于漏水，每平方米均匀开15-18个小孔，使用木板搭建围挡，建成60cm高的苗床。

[0029] 2)用2针遮阳网缝制成80cm*150cm的遮阳网袋，内装基质，基质选用2*2cm大小松

树皮，平铺于上述苗床架上，高度约8cm。

[0030] 3)将铁皮石斛炼苗平铺于遮阳网袋上，行列间距为10cm，进行正常水肥管理，30天

后，高位芽发出，根部附着在遮阳网上，植株生长良好，经过2年栽培，基质风化，仍可为栽培

苗提供水肥，无需更换。

[0031] 表1本发明与无遮阳网袋栽培结果对比

[0032]

[003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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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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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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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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