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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解决

了现有技术丹参种植的方法具有受地域环境限

制、根茎发育差、成活率低，无法实现丹参大规模

种植、且质量差、产量低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

一种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种

根前处理：先选择合适丹参根条，将丹参根条切

割成根段，且将其下端斜切成马耳茬、上端直切

成平茬的根段后，将丹参根段的斜切马耳茬一端

的端部侧壁上纵向切割，在马耳茬端部侧壁上形

成纵向切口，纵向切口向内的深度达到木质部，

制得丹参种根初段；2)种根后处理；3)种根灭菌

处理；4)扦插种植；5)采收。本发明广泛应用于中

药种植技术领域。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CN 109644805 A

2019.04.19

CN
 1
09
64
48
05
 A



1.一种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种根前处理：先选择合适丹参根条，将所述丹参根条切割成根段，且将其下端斜切成

马耳茬、上端直切成平茬的根段后，将所述丹参根段的斜切马耳茬一端的端部侧壁上纵向

切割，在所述马耳茬端部侧壁上形成纵向切口，所述纵向切口向内的深度达到木质部，制得

丹参种根初段；

2)种根后处理：再用种根处理剂浸泡处理步骤1)中制得的丹参种根初段后，再晾干表

面水分，得待种丹参种根初段；

3)种根灭菌处理：将步骤2)中制得的待种丹参种根初段用多菌灵稀释液浸泡、喷洒处

理后，制得灭菌处理后的待种丹参种根段；

4)扦插种植：将步骤3)中灭菌处理后的待种丹参种根段进行扦插种植，合理密植，栽植

管理；

5)采收：挖出丹参根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将所述丹

参根条切割成根段的长度为8-9cm；将所述丹参根段的斜切马耳茬一端的端部侧壁上对称

纵向切割，在所述马耳茬端部侧壁上形成两个对称且深度相同的纵向切口，且所述纵向切

口向内的深度均为2-3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对于步骤3)制得的灭

菌处理后的待种丹参种根，未种植之前应进行低温贮存，具体方法为：将步骤3)中制得的灭

菌处理后的待种丹参种根段，低温、保湿、透气、临时放置，得待种丹参种根段。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步骤2)中，

所述种根处理剂为吲丁萘乙酸水溶液；步骤3)中所述多菌灵稀释液浓度为质量分数为50％

多菌灵溶液600倍稀释液。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种根

处理剂浸泡处理为，对步骤1)中制得的丹参种根初段进行吲丁萘乙酸浸根处理：将步骤1)

中制得的丹参种根初段置于质量分数为0.05％的吲丁萘乙酸水溶液中浸泡2小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4)扦插种植之

前还需对土壤进行选地整地处理：

选择土层深厚，质地疏松的壤土或砂质壤土，气候温和、光照充足、空气湿润，年平均气

温为16-18℃，平均相对湿度为75-80％的地区，土壤酸碱度为中性、微酸、微碱其中任何一

种；

然后撒施：基肥1000-2000公斤/亩、17％含量的碳酸氢铵88.2公斤/亩、18％含量的过

磷酸钙50.4公斤/亩、含量在50％的硫酸钾20公斤/亩、3％辛硫磷颗粒3公斤/亩后；

再深耕30-40cm，耙细整平，起垄覆打孔地膜：垄宽56cm、沟宽34cm、垄距90cm，所述地膜

下设滴灌管，所述地膜按行距20cm居中、株距20cm对角、孔径4.5cm打孔，得到适合丹参生长

的土壤环境。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扦插种

植方法为：在所述垄上的地膜孔中心将步骤3)制得灭菌处理后的待种丹参种根段的马耳茬

向下、平茬向上、且其上端距离地表1cm直插入土壤，按实后盖土2cm封住所述地膜孔，每孔

定植一株，控制栽植密度每亩不超过8000株。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644805 A

2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栽植管

理包括控水施肥：土壤墒情适宜为土壤干湿度合理，在土壤湿度为30-40％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栽植管

理还包括花蕾管理：花序要早摘、勤摘，分次摘除花蕾，最好每隔1周摘一次，连续进行疏除。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所述采

收：当丹参地上植株茎秆由绿色转为枯黄，叶片老化易落且土壤墒情适宜时，选择晴天深挖

出丹参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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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中药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丹参为唇形科鼠尾草属草本植物丹参的根及根茎，是我国重要的大宗药材之一。

丹参具有养血安神、清心除烦、活血通经、祛瘀止痛的功效；可用于月经不调、闭经、痛经、心

烦不眠、胸腹刺痛、肝脾肿大及心绞痛等症。现代临床在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抗

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微循环等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应用比较广泛。

[0003] 近年来，丹参作为常用的大宗药材，市场需求量很大，丹参的产出主要是野生，然

而，随着中药行业的发展，仅靠野生丹参供应市场现已不能满足需求，因此，解决该问题的

有效方法就是能进行大规模的种植，并且能保证丹参的质量。如何能大规模种植，又能保证

丹参的质量，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一种长期诉求。

[0004] 丹参药材主产地为安徽、江苏、山东和四川等。国内丹参育苗一般在每年的6～8

月，于当年的冬后至翌年的4月前挖苗售卖，苗期历时4～10个月，常出现苗偏小或育苗用时

不经济的问题。

[0005] 目前，四川中江种植的丹参的质量最好。四川产区多采用分根繁殖，作种栽用的丹

参一般都留在地里，栽种时随挖随栽。选择直径0.3厘米左右，粗壮色红，无病虫害的一年生

侧根于2-3月栽种。也可在11月收获时选种栽植。栽时将选好的根条折成4-6厘米长的根段，

边折边栽，根条向上，栽后随即覆土。据生产实践，用根的头尾做栽出苗早，中段出苗迟，因

此，要分别栽种，便于田间管理。木质化的母根作种栽，萌发力差，产量低，不宜采用。

[0006] 扦插繁殖，华北、江浙地区多采用扦插繁殖。一般华北于6-7月，江、浙于4-5月，取

丹参地上茎，剪成10-15厘米的小段，剪除下部叶片，上部叶片剪去1/2，随剪随插。在已作好

的畦上，按行距20厘米，株距10厘米开浅沟，然后将插条顺沟斜插，插条埋土6厘米。扦插后

要进行浇水、遮荫。待再生根长至3厘米左右，即可移植于田间。也有的将劈下带根的株条直

接栽种，注意浇水，也能成活。

[0007] 种子繁植包括以下两种：(1)育苗移植：北京地区于3月，进行条播，覆土0.3厘米，

播后浇水，加盖塑料薄膜，保持土壤湿润，约15天左右出苗；江浙地区于6月种子成熟时，采

收后立即播种，复土以盖上种子为度，播后盖草保湿，10月移植于大田；(2)直播：华北地区

于4月中旬播种，条播或穴播。穴播行株距同分根法，每穴播种子5-10粒；条播沟深1厘米左

右，覆土0.6-1厘米，亩播种量0.5公斤左右。如遇干旱。播前先浇透水再播种。播后半月出

苗。苗高6厘米时进行间苗定苗。

[0008] 目前四川地区多采用分根繁殖后丹参质量最高，且四川的自然环境高温多湿地区

可以进行无性繁殖，其余的地方受自然环境影响目前大部分只能通过种子育苗繁殖或者根

段育苗繁殖后，再移栽扦插种植，此种药农种植技术简单、管理粗放，是导致丹参产量和质

量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且不利于丹参规范化种植。丹参用途广、疗效高，全国需求量增

长很快，有些年份供不应求，因此丹参的身价倍增。只有很好的掌握了丹参的种植技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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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产出优质的产品来。

[0009] 如201410394550.6，名称为“一种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的发明专利申请，方法包

括：育苗，选取优质丹参种子，在阳光下晒2-2.5小时，将种子消毒后浸入过滤除菌后的丹参

内生真菌发酵液40-50倍稀释液和蒸馏水中，在常温下浸泡10小时，采用无菌水清洗种子，

吸干种子表面水分并将其晾干，之后，将种子装入纱布袋中，用清水冲洗2-3次，再放在室温

下的沙堆上，每个4小时淋一次清水，待种子发芽后与活化好的内生真菌共同培养，以获得

丹参幼苗；栽培：炼苗后可将幼苗取出移植到大田；田间管理，适时追肥；采收。

[0010] 201310658910.4，名称为“一种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的发明专利申请，包括步骤

(1)繁殖材料培育、(2)栽培、(3)田间管理及(4)采收；所述的步骤(1)为对丹参种子进行育

苗或直接以丹参种根作为种源；对丹参种子进行育苗包括以下步骤：a、苗床准备；b、播种；

c、苗床管理；d、移栽；步骤(2)包括选地与整地及栽种，栽种分为种苗栽种、分根栽种两种方

式；步骤(3)包括中耕除草、追肥、打顶和排灌；步骤(4)包括采种和采药材，采种包括采收种

子和采留种根。

[0011] 以上专利方法均存在栽植密度过大的问题，栽植密度通过影响单株根系数和根系

总表面积而影响生物产量。密度过大，造成田间郁闭，影响通风透光，丹参个体发育不良从

而导致减产。育苗时间短，苗偏小，生长势弱，栽后恢复期长，缺苗断垄严重，效果不好；苗床

起苗移栽到大田，幼苗伤根断根严重，大田移栽后恢复期长，成活率低，大田产量不高；育苗

移栽用时较长，达18个月之久，生产效率低，时间、光热、水肥、人工利用不充分；分段生产工

序多，管理难，重复投入，成本高，效益低。

[0012] 而且丹参苗移栽生产中常出现因苗质量不好和土壤墒情不佳而缺苗断垄严重，产

量低的问题。可以说11月至翌年2月之间，虽然能移栽丹参，但其间丹参生产缓慢，收效低

微。头年的10月至翌年的4月份之间栽下的丹参因起苗时的断根、缺水、低温严重推迟了出

苗，也降低了出苗率，后期又因杂草的危害，严重影响了丹参种植的产量产值。

发明内容

[001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依据丹参的生长繁殖特点，提

供一种方法简单易行、成本低，不受地域环境限制、根茎发育好、成活率高，可以实现丹参大

规模种植、质量优良、产量显著提高且稳定的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

[0014]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15] 1)种根前处理：先选择合适丹参根条，将丹参根条切割成根段，且将其下端斜切成

马耳茬、上端直切成平茬的根段后，将丹参根段的斜切马耳茬一端的端部侧壁上纵向切割，

在马耳茬端部侧壁上形成纵向切口，纵向切口向内的深度达到木质部，制得丹参种根初段；

[0016] 2)种根后处理：再用种根处理剂浸泡处理步骤1)中制得的丹参种根初段后，再晾

干表面水分，得待种丹参种根初段；

[0017] 3)种根灭菌处理：将步骤2)中制得的待种丹参种根初段用多菌灵稀释液浸泡、喷

洒处理后，制得灭菌处理后的待种丹参种根段；

[0018] 4)扦插种植：将步骤3)中灭菌处理后的待种丹参种根段进行扦插种植，合理密植，

栽植管理；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09644805 A

5



[0019] 5)采收：挖出丹参根部。

[0020] 优选的，步骤1)中，将丹参根条切割成根段的长度为8-9cm；将丹参根段的斜切马

耳茬一端的端部侧壁上对称纵向切割，在马耳茬端部侧壁上形成两个对称且深度相同的纵

向切口，且纵向切口向内的深度均为2-3mm。

[0021] 优选的，对于步骤3)制得的灭菌处理后的待种丹参种根未种植之前应进行低温贮

存，具体方法为：将步骤3)中制得的灭菌处理后的待种丹参种根段，低温、保湿、透气、临时

放置，得待种丹参种根段。

[0022] 优选的，步骤1)中，步骤2)中，种根处理剂为吲丁萘乙酸水溶液；步骤3)中多菌灵

稀释液浓度为质量分数为50％多菌灵溶液600倍稀释液。

[0023] 优选的，步骤2)中，种根处理剂浸泡处理为，对步骤1)中制得的丹参种根初段进行

吲丁萘乙酸浸根处理：将步骤1)中制得的丹参种根初段置于质量分数为0.05％的吲丁萘乙

酸水溶液中浸泡2小时。

[0024] 优选的，在步骤4)扦插种植之前还需对土壤进行选地整地处理：

[0025] 选择土层深厚，质地疏松的壤土或砂质壤土，气候温和、光照充足、空气湿润，年平

均气温为16-18℃，平均相对湿度为75-80％的地区，土壤酸碱度为中性、微酸、微碱其中任

何一种；

[0026] 然后撒施：基肥1000-2000公斤/亩、17％含量的碳酸氢铵88.2公斤/亩、18％含量

的过磷酸钙50.4公斤/亩、含量在50％的硫酸钾20公斤/亩、3％辛硫磷颗粒3公斤/亩后；

[0027] 再深耕30-40cm，耙细整平，起垄覆打孔地膜：垄宽56cm、沟宽34cm、垄距90cm，地膜

下设滴灌管，地膜按行距20cm居中、株距20cm对角、孔径4.5cm打孔，得到适合丹参生长的土

壤环境。

[0028] 优选的，步骤4)中扦插种植方法为：在垄上的地膜孔中心将步骤3)制得灭菌处理

后的待种丹参种根段的马耳茬向下、平茬向上、且其上端距离地表1cm直插入土壤，按实后

盖土2cm封住地膜孔，每孔定植一株，控制栽植密度每亩不超过8000株。

[0029] 优选的，步骤4)中栽植管理包括控水施肥：土壤墒情适宜为土壤干湿度合理，在土

壤湿度为30-40％之间。

[0030] 优选的，步骤4)中栽植管理还包括花蕾管理：花序要早摘、勤摘，分次摘除花蕾，最

好每隔1周摘一次，连续进行疏除。

[0031] 优选的，步骤5)中，采收：当丹参地上植株茎秆由绿色转为枯黄，叶片老化易落且

土壤墒情适宜时，选择晴天深挖出丹参根部。

[003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3] (1)本发明的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依据丹参的生长繁殖特点，采用根段端部侧壁

上纵向切割形成纵向切口，在处理刺激丹参根部内鞘部位细胞分裂生长，侧根生长快而多，

使得丹参在发芽前就能形成不定根，保障扦插成活率，植株生长健壮，此方法简单易行、成

本低，不受地域环境限制、根茎发育好、成活率高，可以实现丹参大规模种植、质量优良、产

量显著提高且稳定。

[0034] (2)本发明的丹参种植方法，采用对丹参根段进行前处理后，可以使丹参根段无性

繁殖不受地域自然环境的限制，不需要高温多湿环境就可以进行根段无性繁殖，有效解决

丹参异花授粉种性不稳定的特性，不受地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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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3)采用本发明的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种植收获的丹参优质：根条大且条数多，粗

且均匀，条货商品率占70％以上，单株平均重量为8两-1.8斤；产量高：产量增加100％，即丹

参产量较现有技术的种植方法的丹参产量可提高1倍以上，大条合格率增加2-5倍，与传统

每亩不足3000斤，现在每亩产出5000-7000斤，产量和质量显著提高。而且经检测丹参根几

乎无化学农药残留，得到丹参质量优良且安全，符合当今追求绿色环保理念。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以助于理解本发明的内容。本发明

中所使用的方法如无特殊规定，均为常规的生产方法；所使用的原料，如无特殊规定，均为

常规的市售产品。

[0037] 实施例

[0038] 一种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1)种根前处理：

[0040] 先选择合适丹参根条，将其切割成长度为8-9cm，且将其下端斜切成马耳茬、上端

直切成平茬的根段后，将丹参根段的斜切马耳茬一端的端部两侧侧壁上纵向切割，在马耳

茬端部侧壁上形成两个对称且深度相同的纵向切口，纵向切口向内的深度均为2-3mm，且深

度达到木质部后，制得丹参种根初段。

[0041] 2)种根后处理：再用种根处理剂浸泡处理步骤1)中制得的丹参种根初段后，对待

种丹参种根进行吲丁萘乙酸浸根处理：将丹参种根置于质量分数为0.05％的吲丁萘乙酸水

溶液中浸泡2小时，再晾干表面水分，得待种丹参种根初段；

[0042] 对待种丹参种根采用吲丁萘乙酸浸根处理目的是，刺激丹参根部内鞘部位细胞分

裂生长，侧根生长快而多，使得丹参在发芽前就能形成不定根，保障扦插成活率，植株生长

健壮。

[0043] 3)种根灭菌处理：将步骤2)中制得的待种丹参种根初段用质量浓度为50％多的菌

灵溶液600倍稀释液，浸泡、喷洒处理后，制得灭菌处理后的待种丹参种根段。

[0044] 4)将步骤3)中制得的灭菌处理后的待种丹参种根段，不扦插种植前采用种根低温

贮存方式：低温、保湿、透气、临时放置，得待种丹参种根段。

[0045] 5)扦插种植：将步骤3)中制得的灭菌处理后的待种丹参种根段、或者步骤4)中贮

存的待种丹参种根段进行扦插种植，合理密植，栽植管理；

[0046] 在步骤5)扦插种植之前还需对土壤进行选地整地处理，为丹参生长提供了最适宜

的生长环境，保证整个种植过程，使丹参具有适宜的生长环境，进一步刺进丹参根茎发育

好，产量高，品质好：

[0047] 选择土层深厚，质地疏松的壤土，气候温和、光照充足、空气湿润，年平均气温为

17.1℃，平均相对湿度为77％的地区，土壤酸碱度为中性；

[0048] 然后撒施基肥1500公斤/亩、17％含量的碳酸氢铵88.2公斤/亩、18％含量的过磷

酸钙50.4公斤/亩、含量在50％的硫酸钾20公斤/亩、3％辛硫磷颗粒3公斤/亩，为丹参生长

提供的基础N、P、K肥料，过磷化钙增加P和Ca的含量，有利于营养元素向作物传送，并能改良

土壤结构，有利于丹参的生长；

[0049] 深耕30-40cm，耙细整平，起垄覆打孔地膜：垄宽56cm、沟宽34cm、垄距90cm；地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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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滴灌管，地膜按行距20cm居中；株距20cm对角，孔径4.5cm打孔，得到适合丹参生长的土壤

环境。

[0050] 栽植管理：在垄上地膜孔中心将根段马耳茬向下，平茬向上,上端距离地表1cm直

插入土壤按实后盖土2cm封住膜孔，每孔定植一株，每亩7404株。

[0051] 控水施肥：根据气候、地力等因素利用滴灌管设施进行合理控水施肥，土壤墒情适

宜为土壤干湿度合理，在土壤湿度为30-40％之间。

[0052] 花蕾管理：花序要早摘、勤摘，分次摘除花蕾，最好每隔1周摘一次，连续进行疏除；

尤其是5月下旬开始根据花蕾生长情况进行及时摘蕾，以促进增加叶片生长面积及丹参根

条生长数量，保证丹参种植的规模和保质种植。

[0053] 6)采收：当丹参地上植株茎秆由绿色转为枯黄，叶片老化易落且土壤墒情适宜时，

选择晴天深挖出丹参根部。

[0054] 本实施例的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可尽可能的利用光照、土壤和水肥，较稳定地种

植出质量优良的丹参，保证丹参种植的规模和保质种植。经农田种植检测结果可知：采用本

发明的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种植收获的丹参优质：根条大且条数多，粗且均匀，条货商品率

占70％以上，单株平均重量为8两-1.8斤；产量高：产量增加100％，即丹参产量较现有技术

的种植方法的丹参产量可提高1倍以上，大条合格率增加2-5倍，与传统每亩不足3000斤，现

在每亩产出5000-7000斤，产量和质量显著提高。而且经检测丹参根几乎无化学农药残留，

得到丹参质量优良且安全，符合当今追求绿色环保理念。

[0055] 综上，本发明的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依据丹参的生长繁殖特点，采用根段端部侧

壁上纵向切割形成纵向切口，在处理刺激丹参根部内鞘部位细胞分裂生长，侧根生长快而

多，使得丹参在发芽前就能形成不定根，保障扦插成活率，植株生长健壮，方法简单易行、成

本低，不受地域环境限制、根茎发育好、成活率高，可以实现丹参大规模种植、质量优良、产

量显著提高且稳定。

[0056]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而已，例如步骤(1)中将丹参根段的斜切马耳茬一端的

端部侧壁上纵向切割形成纵向切口的个数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选择；在5)扦插种植之前还

需对土壤进行选地整地处理步骤中，选择土层深厚，质地疏松的壤土或砂质壤土，年平均气

温为16-18℃，平均相对湿度为75-80％的地区，土壤酸碱度为中性、微酸、微碱其中任何一

种；撒施基肥1000-2000公斤/亩；栽植管理步骤中，控制栽植密度每亩不超过8000株，均可

以实现本发明的丹参根段种植的方法。

[0057] 惟以上所述者，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当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

围，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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