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739501.4

(22)申请日 2019.08.12

(71)申请人 王章明

地址 679107 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界头乡

黄家寨村委会黄土坎6号

(72)发明人 王章明　张彦昌　沈艳　黄生延　

吴绍柱　周绍鹏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科亿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350

代理人 汤东凤

(51)Int.Cl.

A01G 22/25(2018.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多芽重楼分株栽培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芽重楼分株栽培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S1、种植区划与种植地选择；S2、

种植模式；S3、移栽：种植地块整理，种苗选择，确

定移栽时间、种植规格、种植方法；S4、田间管理：

合理浇水、合理施肥、中耕除草；S5、病虫害防治；

S6、采收初加工；采用本发明中的多芽滇重楼分

株栽培方法，规避了“种子育苗”、“切块育苗”、

“组织培养育苗”的缺陷，该方法技术可操作性

强，易成活、见效快，可缩短育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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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芽重楼分株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种植区划与种植地选择

S1 .1、种植区划：海拔1300～2500m，年均温度13 .5～17 .5℃，年降水量1500mm～

1700mm，空气相对湿度为79％～83％，无霜期250天以上；

S1.2、种植地选择

种植地选择大气、水质、土壤无污染的地区；选择灌溉条件好、排水良好、不积水、背阴

的平地或缓坡地，PH值5.8±0.3、富含有机质的沙壤土或火山灰土的地区种植；

S2、种植模式

种植模式为荫棚种植、林下套种、大棚种植中的一种；

S3、移栽

S3.1、种植地块整理：栽种前每亩施用农家肥1000kg拌复合肥20kg做底肥，均匀的撒在

墒面上，并翻耙入土，理墒时墒宽1～1.2m，高0.3～0.7m，墒沟和围沟宽0.3～0.6m，做到沟

沟相通，便于排水；

S3.2、种苗选择：取多芽滇重楼主块茎分生的直径不低于0.6cm、带三条须根以上的幼

苗作种苗；

S3.3、移栽时间：移栽时间为6月10日～7月10日；栽苗时切口用草木灰或50％多菌灵可

湿性粉剂蘸伤口后，移栽到做好的墒面上；

S3.4、种植规格：分株苗按株行距0.15m×0.20m移栽定植，每穴栽苗1株，每亩栽13000

株；之后视田间长势情况间苗，每亩定植10000株；

S3.5、种植方法：在整理好的墒面先用树叶覆盖墒面，栽种多芽滇重楼种植时不宜太

深，浇透定根水，根据重楼块茎大小，种植深度度为3～5cm，不露芽为宜；

S4、田间管理

S4.1、合理浇水：移栽后根据土壤湿度适时浇水，冬、春季18-22天浇透水一次，保持土

壤相对湿度30～40％；

S4.2、合理施肥：在冬季地上部分休眠后，每亩施腐熟的有机肥1000kg；次年5～7月适

当补施化肥，化肥中N、P2O5、K2O的养分比例为1：0.5：1.2，采用穴施或沟施；7～8月生长旺盛

期用质量浓度为0.1％的磷酸二氢钾叶面喷施，促进植株生长；

S4.3、中耕除草：每年结合中耕，在出苗前和雨季采用人工除草3～5次，做到见草就除，

不使用化学除草剂除草；理好排水沟，确保证田间四周排水通畅，墒面不能积水；

S5、病虫害防治；

S6、采收初加工

S6.1、采收：

有性繁育苗移栽5～7年可进行采收，无性繁殖种苗移栽3～5年后采收最佳；采收时间

为11月，待滇重楼的地上茎枯萎后采挖；采挖时尽量避免损伤根茎；

S6.2、初加工：将出土滇重楼的泥土、茎叶、须根除去后，晾晒干燥或烘干，打包贮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芽重楼分株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1中，种植区划

为：海拔1500～2300m，年均温度14.5～16.5℃，年降水量1500～1700mm，空气相对湿度在79

～83％，无霜期260天以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芽重楼分株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种植区划为：海拔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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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m，年均温度15～16℃，年降水量1550～1650mm，空气相对湿度在80～82％，无霜期

270天以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芽重楼分株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荫棚种植具

体为：播种或移栽前搭建好遮荫棚；在种植基地上按照3m×3m或4m×4m的规格插入直径为

0.1～0.12m的水泥桩或木桩，建1.8m高的平棚，每根桩的顶部用专用绞线连接并固定，采用

遮阴度为70～85％的遮阳网覆盖，之后便可以在棚内进行规范化种植；

林下套种具体为：选择遮阴度70～85％、山基土较厚、坡度在25度以下的灌木林地种

植；

大棚种植具体为：播种或移栽前建造好大棚：拱宽6m，肩高1.5m，拱顶高2.5～2.7m，两

端留门，拱棚表面、两端用塑料膜覆盖，根据光照情况在塑料膜上再覆盖遮阳网，拱棚的两

侧塑料膜内0.8～1m处放一层纱网，用卡槽固定，卡槽以下塑料膜能活动，用于调节温湿度

和防虫。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芽重楼分株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5中，所述树叶

为松针、水冬瓜树叶中的至少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芽重楼分株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1中，浇水采用

喷灌或滴灌。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芽重楼分株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3、中，冬季倒苗

后，在墒面上覆盖木屑、松针，可以减少次年杂草的滋生。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芽重楼分株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6.2中，烘干温度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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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芽重楼分株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植物栽培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芽重楼分株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多芽滇重楼为中国重要消炎止血止痛中药。中国药典收载的是两个变种：云南重

楼(滇重楼)和七叶一枝花(华重楼)。随着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重楼的药用价值越来越高，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上市药品就有46种中成药以重楼为原料(每年消耗重楼干品约3000

吨)，其中云南白药集团还是最大的用户，大概需求量在1000吨左右，其他药厂、中医院及民

间需求2000吨以上。我国年产仅600吨，市场缺口主要依赖缅甸、尼泊尔、越南进口。

[0003] 2018年云南省农业厅公布的数据显示，云南重楼种植已达15.47万亩。但在进行滇

重楼种植时，种苗培育成活率偏低，从种植到收获需8～10年的时间，使滇重楼的规模化人

工种植受到了一定制约。腾冲本地重楼品种以多芽滇重楼、长柱重楼、皱叶重楼、腾冲重楼、

黑籽重楼、毛重楼等六个品种为主，2019年面积达7000亩。根据检测结果及腾冲气候特点，

多芽滇重楼、长柱重楼、皱叶重楼可在腾冲大部分地区种植。为切实掌握多芽滇重楼最佳种

植节令、密度、肥力、病虫草害防治等栽培管理技术，农业农村局中药材办从种子育苗、块茎

栽培、分株繁殖等方面着手，摸索出一整套完整的种植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多芽重楼分株

栽培方法，技术可操作性强，易成活、见效快，可缩短育苗时间，今后将重点推广。

[0004] 重楼家族的成员有28种，中国重楼属植物种类23种，“重楼”一名来源于明代学者

兰茂所著的《滇南本草》，指该植物具有一轮叶片、一轮花萼，共两层之意。中国西南是重楼

属的主要分布区，云南、四川西南部、贵州西北部和西藏东南部是重楼药材的主要产区，腾

冲也是重楼产区之一。重楼以干燥根茎入药，在过去几百年间曾作为官药大量收购，具有清

热解毒、消肿止痛、止血、平喘止咳、凉肝定惊之功效，用于疔疮痈肿、咽喉肿痛、毒蛇咬伤、

跌打伤痛，治痈肿，疔疮，瘰疬，喉痹，慢性气管炎，小儿惊风抽搐，蛇虫咬伤等症。随着现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将有不少以重楼为原料的新药会被不断开发出来。其中包含“云南白

药”、“宫血宁”等著名中成药，对野生资源的过度利用是造成我国重楼属植物濒危的主要原

因。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芽滇重楼分株栽培方法。

[0006]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7] 一种多芽重楼分株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种植区划与种植地选择

[0009] S1 .1、种植区划：海拔1300～2500m，年均温度13.5～17.5℃，年降水量1500mm～

1700mm，空气相对湿度为79％～83％，无霜期250天以上；

[0010] S1.2、种植地选择

[0011] 种植地选择大气、水质、土壤无污染的地区；选择灌溉条件好、排水良好、不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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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阴的平地或缓坡地，PH值5.8±0.3、富含有机质的沙壤土或火山灰土的地区种植；对于粘

性土或较为贫瘠的土壤，在栽种前需进行土壤改良；

[0012] S2、种植模式

[0013] 种植模式为荫棚种植、林下套种、大棚种植中的一种；

[0014] S3、移栽

[0015] S3.1、种植地块整理：栽种前每亩施用农家肥1000kg拌复合肥20kg做底肥，均匀的

撒在墒面上，并翻耙入土，理墒时墒宽1～1.2m，高0.3～0.7m，墒沟和围沟宽0.3～0.6m，做

到沟沟相通，便于排水；

[0016] S3.2、种苗选择：取多芽滇重楼主块茎分生的直径不低于0.6cm、带三条须根以上

的幼苗作种苗；

[0017] S3.3、移栽时间：移栽时间为6月10日～7月10日；栽苗时切口用草木灰或50％多菌

灵可湿性粉剂蘸伤口后，移栽到做好的墒面上；

[0018] S3 .4、种植规格：分株苗按株行距0.15m×0 .20m移栽定植，每穴栽苗1株，每亩栽

13000株；之后视田间长势情况间苗，每亩定植10000株；

[0019] S3.5、种植方法：在整理好的墒面先用树叶覆盖墒面，栽种多芽滇重楼种植时不宜

太深，浇透定根水，根据重楼块茎大小，种植深度度为3～5cm，不露芽为宜；

[0020] S4、田间管理

[0021] S4.1、合理浇水：移栽后根据土壤湿度适时浇水，冬、春季18-22天浇透水一次，保

持土壤相对湿度30～40％；

[0022] S4.2、合理施肥：在冬季地上部分休眠后，每亩施腐熟的有机肥1000kg；次年5～7

月适当补施化肥，化肥中N、P2O5、K2O的养分比例为1：0.5：1.2，采用穴施或沟施；7～8月生长

旺盛期用质量浓度为0.1％的磷酸二氢钾叶面喷施，促进植株生长；

[0023] S4.3、中耕除草：每年结合中耕，在出苗前和雨季采用人工除草3～5次，做到见草

就除，不使用化学除草剂除草；理好排水沟，确保证田间四周排水通畅，墒面不能积水；

[0024] S5、病虫害防治；

[0025] S6、采收初加工

[0026] S6.1、采收：

[0027] 有性繁育苗移栽5～7年可进行采收，无性繁殖种苗移栽3～5年后采收最佳；采收

时间为11月，待滇重楼的地上茎枯萎后采挖；采挖时尽量避免损伤根茎；

[0028] S6.2、初加工：将出土滇重楼的泥土、茎叶、须根除去后，晾晒干燥或烘干，打包贮

藏。

[0029] 优选地，步骤S1.1中，种植区划为：海拔1500～2300m，年均温度14.5～16.5℃，年

降水量1500～1700mm，空气相对湿度在79～83％，无霜期260天以上。进一步优选地，种植区

划为：海拔1600～2200m，年均温度15～16℃，年降水量1550～1650mm，空气相对湿度在80～

82％，无霜期270天以上。

[0030] 因此，对于种植区划，最适宜区：海拔1600～2200m，年均温度15～16℃，年降水量

1550～1650mm，空气相对湿度在80～82％，无霜期270天以上。

[0031] 适宜区：海拔1500～1600m、2200～2300m，年均温度14.5～15℃、16～16.5℃，年降

水量1500～1550mm、1650～1700mm，空气相对湿度在79～80％、82～83％，无霜期260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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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0032] 次适宜区，海拔1300～1500m、2300～2500m，年均温度13.5～14.5℃、16.5～17.5

℃，年降水量1500mm以下、1700mm以上，空气相对湿度在79％以下、83％以上，无霜期250天

以上。

[0033] 步骤S2中，种植模式为荫棚种植、林下套种、大棚种植中的一种。

[0034] 荫棚种植具体为：播种或移栽前搭建好遮荫棚；在种植基地上按照3m×3m或4m×

4m的规格插入直径为0.1～0.12m的水泥桩或木桩，建1.8m高的平棚，每根桩的顶部用专用

绞线连接并固定，采用遮阴度为70～85％的遮阳网覆盖，之后便可以在棚内进行规范化种

植；

[0035] 林下套种具体为：选择遮阴度70～85％、山基土较厚、坡度在25度以下的灌木林地

种植；

[0036] 大棚种植具体为：播种或移栽前建造好大棚：拱宽6m，肩高1 .5m，拱顶高2.5～

2.7m，两端留门，拱棚表面、两端用塑料膜覆盖，根据光照情况在塑料膜上再覆盖遮阳网，拱

棚的两侧塑料膜内0.8～1m处放一层纱网，用卡槽固定，卡槽以下塑料膜能活动，用于调节

温湿度和防虫。

[0037] 优选地，步骤S3.5中，所述树叶为松针、水冬瓜树叶中的至少一种。

[0038] 优选地，步骤S4.1中，浇水采用喷灌或滴灌。

[0039] 优选地，步骤S4.3、中，冬季倒苗后，在墒面上覆盖木屑、松针，可以减少次年杂草

的滋生。

[0040] 优选地，步骤S6.2中，烘干温度50～60℃。

[0041] 本发明中，多芽重楼分株栽培过程中对病虫害防治时，病虫害的防治坚持“预防为

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原则。使

用农药要符合GB4285。滇重楼主要的病虫害：病毒病有花叶病；细菌病有斑点病、软腐病、穿

孔病等；真菌病有根腐病、灰霉病、黑斑病、灰斑病、霜霉病、疫病、锈病等。虫害有蛴螬、地老

虎等。在使用农药时同一成分农药不宜重复使用，要根据相关病理不同成分交替使用农药。

病虫害的防治要做到提前预防，在冬季倒苗后，要及时清除植株茎杆，可减少病虫害的传

染。生产过程要根据病虫害发生的实际情况合理使用。主要病虫害及推荐防治方法具体如

下所示。

[0042] 花叶病：主要在高温、干旱季节发生。防治方法为：(1)加强田间管理，保证肥水供

应，尽量避免高温干旱出现，促使植株生长健壮，可减轻发病。(2)发病期间使用1.5％的植

病灵800倍液，或抗病毒剂等病毒农药喷雾。(3)加强营养调节。(4)清理病株，防止交叉感

染。

[0043] 安全间隔区：植病灵≥3d。

[0044] 细菌性软腐病：整个生长期均可发生感染。预防时间3月15日～4月15日。防治方法

为：(1)定植前土壤需深翻曝晒，灭杀病原体。(2)防治害虫，避免虫伤。(3)喷施菌毒清或新

植霉素200毫克/升，敌克松原粉1000倍液或38％恶霜嘧铜菌酯800倍液，或50％代森铵600

～800倍液，或77％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400～600倍液，或氯霉素300毫克/升，7～10天喷药

1次，共2～3次，重者进行灌根。(4)出苗期喷洒38％恶霜嘧铜菌酯按1000倍液稀释喷施，7天

用药1次，预防发病。(5)除草、浇灌时尽量小心，避免造成植株伤口。(6)及时清除发病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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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状茎发病可以穴施石灰进行杀菌。

[0045] 安全间隔区：菌毒清≥7d；新植霉素≥7d；敌克松≥7d；恶霜嘧铜菌酯≥10d；代森

铵≥7d；氢氧化铜≥3d；氯霉素≥7d。

[0046] 灰霉病：常在雨发生。预防时间齐苗期(4月15日～5月15日)、成苗期(5月15日～10

月15日)。防治方法为：(1)雨季来临时，选择50％异菌脲或20％嘧霉胺兑水喷雾，5～7天用

药一次，进行预防。(2)初发时使用50％异菌脲按1000～1500倍液稀释喷施，5天用药1次；连

续用药2次，能有效控制病情。(3)种植密度不宜过高，合理密植。(4)高垄种植，降低湿度。

(5)及时清理病株，焚烧。(6)清除杂草，增加通风。(7)雨季在遮阳网上加盖塑料薄膜，降低

墒面湿度。(8)雨季加强排水。

[0047] 安全间隔区：异菌脲≥14d。

[0048] 锈病：通常在雨季发生。预防时间6月～8月。防治方法为：(1)发病初期用三唑酮加

代森锰锌每7天喷洒一次，连续三次。(2)高垄种植，降低湿度。(3)及时清理病株，焚烧。(4)

清除杂草，增加通风。(5)雨季在遮阳网上加盖塑料薄膜，降低墒面湿度。(6)雨季加强排水。

[0049] 安全间隔区：三唑酮加代森锰锌≥7d。

[0050] 地下害虫蛴螬、地老虎等：主要在滇重楼出苗季节进行危害。防治方法为：傍晚在

墒面上喷洒杀虫剂进行防治。蛴螬等害虫严重的地块应依据其生活习性，撒施辛硫磷，敌百

虫等低毒低农残的杀虫药进行处理。

[0051] 地上害虫蚜虫、跳甲等：多发于5～7月。防治方法为：开花初期在花部喷洒杀虫剂；

(2)及时清理虫害株，焚烧；(3)悬挂粘虫板。

[005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53] 本发明多芽重楼分株栽培方法，其一是规避了“种子育苗”亲本材料不纯，成苗时

间长(3-4年)的缺陷。二规避了“切块育苗”消耗成品药材，地域限制的缺陷。三可规避“组织

培养育苗”成本高，成苗时间长(2-3年)的缺陷。

[0054] 采用多芽滇重楼分株栽培方法，规避了“种子育苗”、“切块育苗”、“组织培养育苗”

的缺陷，该方法技术可操作性强，易成活、见效快，可缩短育苗时间。

附图说明

[005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56] 图1为采挖后得到的一等多芽滇重楼的图片；

[0057] 图2为采挖后得到的二等多芽滇重楼的图片；

[0058] 图3为采挖后得到的三等多芽滇重楼的图片；

[0059] 图4为种植基地中采收前的多芽滇重楼生长图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60]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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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

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61] 在下述实施例中，均选择云南省腾冲市腾越多芽滇重楼作为分株栽培的品种，该

品种抗病能力强、生长繁殖速度快(通过母体芽头分株进行的无性繁殖)、产量高，通过多次

检测药用成分含量均超过2015版药典标准。

[0062] 腾越多芽滇重楼种苗要求如表1所示：

[0063] 表1腾越多芽滇重楼种苗要求

[0064]

[0065] 实施例1：

[0066] 多芽重楼分株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7] S1、种植区划与种植地选择

[0068] S1.1、种植区划：海拔1600～2200m，年均温度15～16℃，年降水量1550～1650mm，

空气相对湿度在80～82％，无霜期270天以上。

[0069] S1.2、种植地选择

[0070] 种植地选择大气、水质、土壤无污染的地区；选择灌溉条件好、排水良好、不积水、

背阴的平地或缓坡地，PH值5.8±0.3、富含有机质的沙壤土或火山灰土的地区种植。

[0071] S2、种植模式

[0072] 种植模式为荫棚种植。荫棚种植具体为：播种或移栽前搭建好遮荫棚；在种植基地

上按照3m×3m或4m×4m的规格插入直径为0.1～0.12m的水泥桩或木桩，建1.8m高的平棚，

每根桩的顶部用专用绞线连接并固定，采用遮阴度为70～85％的遮阳网覆盖，之后便可以

在棚内进行规范化种植。

[0073] S3、移栽

[0074] S3.1、种植地块整理：栽种前每亩施用农家肥1000kg拌复合肥20kg做底肥，均匀的

撒在墒面上，并翻耙入土，理墒时墒宽1～1.2m，高0.3～0.7m，墒沟和围沟宽0.3～0.6m，做

到沟沟相通，便于排水。

[0075] S3.2、种苗选择：取多芽滇重楼主块茎分生的直径不低于0.6cm、带三条须根以上

的幼苗作种苗。

[0076] S3.3、移栽时间：移栽时间为6月20日～6月30日；栽苗时切口用草木灰或50％多菌

灵可湿性粉剂蘸伤口后，移栽到做好的墒面上。

[0077] S3 .4、种植规格：分株苗按株行距0.15m×0 .20m移栽定植，每穴栽苗1株，每亩栽

说　明　书 5/10 页

8

CN 110338018 A

8



13000株；之后视田间长势情况间苗，每亩定植10000株。

[0078] S3.5、种植方法：在整理好的墒面先用松针、水冬瓜树叶等树叶覆盖墒面，栽种多

芽滇重楼种植时不宜太深，浇透定根水，根据重楼块茎大小，种植深度度为3～5cm，不露芽

为宜。

[0079] S4、田间管理

[0080] S4.1、合理浇水：移栽后根据土壤湿度适时浇水，冬、春季18-22天浇透水一次，保

持土壤相对湿度30～40％。

[0081] S4.2、合理施肥：在冬季地上部分休眠后，每亩施腐熟的有机肥1000kg；次年5～7

月适当补施化肥，化肥中N、P2O5、K2O的养分比例为1：0.5：1.2，采用穴施或沟施；7～8月生长

旺盛期用质量浓度为0.1％的磷酸二氢钾叶面喷施，促进植株生长。

[0082] S4.3、中耕除草：每年结合中耕，在出苗前和雨季采用人工除草3～5次，做到见草

就除，不使用化学除草剂除草；理好排水沟，确保证田间四周排水通畅，墒面不能积水。冬季

倒苗后，在墒面上覆盖木屑、松针，可以减少次年杂草的滋生。

[0083] S5、病虫害防治。

[0084] S6、采收初加工

[0085] S6.1、采收：

[0086] 有性繁育苗移栽5～7年可进行采收，无性繁殖种苗移栽3～5年后采收最佳；采收

时间为11月，待滇重楼的地上茎枯萎后采挖；采挖时尽量避免损伤根茎。

[0087] S6.2、初加工：将出土滇重楼的泥土、茎叶、须根除去后，晾晒干燥，打包贮藏。

[0088] 实施例2：

[0089] 多芽重楼分株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90] S1、种植区划与种植地选择

[0091] S1 .1、种植区划：海拔1500～1600m，年均温度16～16 .5℃，年降水量1500～

1550mm，空气相对湿度在82～83％，无霜期260天以上。

[0092] S1.2、种植地选择

[0093] 种植地选择大气、水质、土壤无污染的地区；选择灌溉条件好、排水良好、不积水、

背阴的平地或缓坡地，PH值5.8±0.3、富含有机质的沙壤土或火山灰土的地区种植。

[0094] S2、种植模式

[0095] 种植模式为大棚种植，大棚种植具体为：播种或移栽前建造好大棚：拱宽6m，肩高

1.5m，拱顶高2.5～2.7m，两端留门，拱棚表面、两端用塑料膜覆盖，根据光照情况在塑料膜

上再覆盖遮阳网，拱棚的两侧塑料膜内0.8～1m处放一层纱网，用卡槽固定，卡槽以下塑料

膜能活动，用于调节温湿度和防虫。

[0096] S3、移栽

[0097] S3.1、种植地块整理：栽种前每亩施用农家肥1000kg拌复合肥20kg做底肥，均匀的

撒在墒面上，并翻耙入土，理墒时墒宽1～1.2m，高0.3～0.7m，墒沟和围沟宽0.3～0.6m，做

到沟沟相通，便于排水。

[0098] S3.2、种苗选择：取多芽滇重楼主块茎分生的直径不低于0.6cm、带三条须根以上

的幼苗作种苗。

[0099] S3.3、移栽时间：移栽时间为6月10日～6月20日；栽苗时切口用草木灰或50％多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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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可湿性粉剂蘸伤口后，移栽到做好的墒面上。

[0100] S3 .4、种植规格：分株苗按株行距0.15m×0 .20m移栽定植，每穴栽苗1株，每亩栽

13000株；之后视田间长势情况间苗，每亩定植10000株。

[0101] S3.5、种植方法：在整理好的墒面先用松针、水冬瓜树叶等树叶覆盖墒面，栽种多

芽滇重楼种植时不宜太深，浇透定根水，根据重楼块茎大小，种植深度度为3～5cm，不露芽

为宜。

[0102] S4、田间管理

[0103] S4.1、合理浇水：移栽后根据土壤湿度适时浇水，冬、春季18-22天浇透水一次，保

持土壤相对湿度30～40％。浇水时可采用喷灌。

[0104] S4.2、合理施肥：在冬季地上部分休眠后，每亩施腐熟的有机肥1000kg；次年5～7

月适当补施化肥，化肥中N、P2O5、K2O的养分比例为1：0.5：1.2，采用穴施或沟施；7～8月生长

旺盛期用质量浓度为0.1％的磷酸二氢钾叶面喷施，促进植株生长。

[0105] S4.3、中耕除草：每年结合中耕，在出苗前和雨季采用人工除草3～5次，做到见草

就除，不使用化学除草剂除草；理好排水沟，确保证田间四周排水通畅，墒面不能积水。冬季

倒苗后，在墒面上覆盖木屑、松针，可以减少次年杂草的滋生。

[0106] S5、病虫害防治。

[0107] S6、采收初加工

[0108] S6.1、采收：

[0109] 有性繁育苗移栽5～7年可进行采收，无性繁殖种苗移栽3～5年后采收最佳；采收

时间为11月，待滇重楼的地上茎枯萎后采挖；采挖时尽量避免损伤根茎。

[0110] S6.2、初加工：将出土滇重楼的泥土、茎叶、须根除去后，烘干，烘干温度50～60℃，

打包贮藏。

[0111] 实施例3：

[0112] 多芽重楼分株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113] S1、种植区划与种植地选择

[0114] S1 .1、种植区划：海拔2300～2500m，年均温度13.5～14.5℃，年降水量1700mm以

上，空气相对湿度在83％以上，无霜期250天以上。

[0115] S1.2、种植地选择

[0116] 种植地选择大气、水质、土壤无污染的地区；选择灌溉条件好、排水良好、不积水、

背阴的平地或缓坡地，PH值5.8±0.3、富含有机质的沙壤土或火山灰土的地区种植。

[0117] S2、种植模式

[0118] 种植模式为林下套种。林下套种具体为：选择遮阴度70～85％、山基土较厚、坡度

在25度以下的灌木林地种植。

[0119] S3、移栽

[0120] S3.1、种植地块整理：栽种前每亩施用农家肥1000kg拌复合肥20kg做底肥，均匀的

撒在墒面上，并翻耙入土，理墒时墒宽1～1.2m，高0.3～0.7m，墒沟和围沟宽0.3～0.6m，做

到沟沟相通，便于排水。

[0121] S3.2、种苗选择：取多芽滇重楼主块茎分生的直径不低于0.6cm、带三条须根以上

的幼苗作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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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2] S3.3、移栽时间：移栽时间为6月10日～7月10日；栽苗时切口用草木灰或50％多菌

灵可湿性粉剂蘸伤口后，移栽到做好的墒面上。

[0123] S3 .4、种植规格：分株苗按株行距0.15m×0 .20m移栽定植，每穴栽苗1株，每亩栽

13000株；之后视田间长势情况间苗，每亩定植10000株。

[0124] S3.5、种植方法：在整理好的墒面先用松针、水冬瓜树叶等树叶覆盖墒面，栽种多

芽滇重楼种植时不宜太深，浇透定根水，根据重楼块茎大小，种植深度度为3～5cm，不露芽

为宜。

[0125] S4、田间管理

[0126] S4.1、合理浇水：移栽后根据土壤湿度适时浇水，冬、春季18-22天浇透水一次，保

持土壤相对湿度30～40％。

[0127] S4.2、合理施肥：在冬季地上部分休眠后，每亩施腐熟的有机肥1000kg；次年5～7

月适当补施化肥，化肥中N、P2O5、K2O的养分比例为1：0.5：1.2，采用穴施或沟施；7～8月生长

旺盛期用质量浓度为0.1％的磷酸二氢钾叶面喷施，促进植株生长。

[0128] S4.3、中耕除草：每年结合中耕，在出苗前和雨季采用人工除草3～5次，做到见草

就除，不使用化学除草剂除草；理好排水沟，确保证田间四周排水通畅，墒面不能积水。冬季

倒苗后，在墒面上覆盖木屑、松针，可以减少次年杂草的滋生。

[0129] S5、病虫害防治。

[0130] S6、采收初加工

[0131] S6.1、采收：

[0132] 有性繁育苗移栽5～7年可进行采收，无性繁殖种苗移栽3～5年后采收最佳；采收

时间为11月，待滇重楼的地上茎枯萎后采挖；采挖时尽量避免损伤根茎。

[0133] S6.2、初加工：将出土滇重楼的泥土、茎叶、须根除去后，晾晒干燥，打包贮藏。

[0134] 1、本发明对于栽培得到的滇重楼，质量要求具体为：

[0135] (1)外观要求：从外观上看，以粗壮、坚实、断面白、粉性足者为佳。

[0136] 其中采挖后得到的一等多芽滇重楼如图1所示，二等多芽滇重楼如图2所示，三等

多芽滇重楼如图3所示。

[0137] (2)滇重楼标准：滇重楼分级：重楼规格等级划分如表2所示。

[0138] 表2多芽滇重楼规格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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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9]

[0140] (3)滇重楼安全性：安全性、有害物指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规定执

行。

[0141] (4)内含物指标：从成分含量上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规定执行。

[0142] 2、检测多芽滇重楼中的重楼皂苷含量

[0143] 云南腾冲市某一种植基地依照实施例1中的方法进行多芽滇重楼的栽培，种植基

地中采收前的多芽滇重楼如图4所示。将采收并经过初加工得到的多芽滇重楼进行重楼皂

苷含量检测，具体检测结果如表3所示。

[0144] 表3：

[0145]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重楼皂苷Ⅰ含量 1.011％

重楼皂苷Ⅱ含量 1.002％

重楼皂苷Ⅵ含量 ND

重楼皂苷Ⅶ含量 0.394％

重楼皂苷PA含量 0.043％

重楼皂苷H含量 0.171％

薯蓣皂苷含量 1.091％

纤细薯蓣皂苷含量 0.076％

重楼皂苷V含量 ND

[0146] 由表3可知，采用本发明方法栽培得到的多芽滇重楼中的重楼皂苷含量高，药用价

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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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7]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

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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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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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5

CN 110338018 A

15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ES00013

	DRA
	DRA00014
	DRA0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