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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西洋参的生态种植方法，在

西洋参播种后对床面进行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

生物炭层和麦秸层覆盖，这两层覆盖的目的是利

用微生物生物炭层“缓释”和淋溶的作用，优化西

洋参根系微生态环境，增加微生物多样性；利用

麦秸层保墒、防冻、免除草，夏季防止水分蒸发，

避免温度过高。本发明方法简便，易于实施，单位

面积产量显著增加，农药化肥使用量明显减少，

药材质量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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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西洋参的生态种植方法，包括西洋参播种的步骤，其特征是：西洋参播种后，在

西洋参床面上先覆盖一层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生物炭，再覆盖一层麦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是：所述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生物炭的

制备方法为：

a.将阔叶树种的木材加工成小薄片，在隔绝空气、200‑250℃的高温下进行缺氧碳化，

得到生物炭；

b.将枯草芽孢杆菌和巨大芽孢杆菌分别进行活化、培养，得到枯草芽孢杆菌菌液和巨

大芽孢杆菌菌液；

c.将枯草芽孢杆菌菌液和巨大芽孢杆菌菌液混合，使枯草芽孢杆菌和巨大芽孢杆菌的

比例为1:0.5‑2，然后向其中加入生物炭，使生物炭充分吸附枯草芽孢杆菌和巨大芽孢杆

菌，直至生物炭吸附的有效活菌数≥2  ×  103  cfu/g，将生物炭取出；

d.在吸附后的生物炭表面包覆一层紫胶树脂保护层，得到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生物

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是：步骤a中，阔叶树种的木材加工成厚

度0.2‑0.3cm、宽度1‑2cm、长度为2‑3cm的薄片。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是：步骤b中，枯草芽孢杆菌和巨大芽孢

杆菌均采用LB液体培养基进行活化和培养。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是：步骤d中，所述紫胶树脂保护层的制

备方法为：将吸附后的生物炭与2‑4wt%的紫胶水溶液按照3‑5:1的质量比充分搅拌均匀，然

后干燥，得到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生物炭。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是：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生

物炭的覆盖厚度为2‑3cm；麦秸的长度为30‑40cm，麦秸覆盖的厚度为10～15  cm。

7.根据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是：采用禾本科植物与西洋

参间作的方式，在西洋参两畦之间的平地以及畦坡种植禾本科植物，所述禾本科植物为早

熟禾、剪股颖、结缕草、四季青和紫羊茅的混合物。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是：早熟禾、剪股颖、结缕草、四季青和

紫羊茅的种子按照2‑4:1:1:2‑4:1‑3的质量比混合均匀，然后播种。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是：禾本科植物每亩地用种量为50kg‑

60kg。

10.根据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所述的生态种植方法，其特征是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整地：11月上旬，选择适宜地块后，进行整地和翻晒，整个土地休闲期结合施用底肥

共翻耕、旋耕6～8次，深度为15㎝～25㎝，整细、耙平，按畦宽140  cm、作业道60  cm、畦高20

～25  cm做床，畦面呈拱形，以利排水；

（2）西洋参种子处理：于9月上中旬采集3～4年生成熟种子，搓去果肉，搓洗干净，摊开

晾干，装入袋内或木箱内，置13～26  ℃下干藏8～9个月，于翌年5月下旬前砂藏处理；

（3）西洋参播种：秋末冬初播种或者春季2、3月播种，采用点播方式播种，株行距为5  cm

×10  cm，将畦面弄平，然后用木制压穴器从畦的一端开始，连续压穴，每穴播入种子2粒，播

后覆土3  cm，每667  m2播种量为5  ~  6  kg；

（4）覆盖：在播种后的西洋参床面上先覆盖一层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生物炭，厚度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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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m，然后再覆盖一层麦秸，厚度为10～15  cm；

（5）搭棚：遮阴棚要在西洋参幼苗出土前架设，以木制或竹制材料作为支撑物，在支撑

物上覆盖一层或双层遮荫网，形成双透平棚，透光率视参龄而定，遮荫棚高度在1.6～1.8  m

之间，在遮阴棚四周架设挡风障；

（6）种禾本科植物：在西洋参两畦之间的平地以及畦坡上种植禾本科植物早熟禾、剪股

颖、结缕草、四季青和紫羊茅，早熟禾、剪股颖、结缕草、四季青和紫羊茅按照3:1:1:3:2的质

量比混合后进行播种，每亩地用种量为50kg‑60kg，播种后覆土3‑5cm，采用滚筒车碾压，使

种子和土层充分接触，浇足水分；

（7）追肥：在6‑7月生长旺盛时期，用2wt%过磷酸钙溶液加0.3wt%尿素液肥，在上午10：

00前或下午3：00后进行根外追肥，每年1~  3次；在10月地上部分枯萎时，在株间开3~5  cm的

浅沟，每平方米施入腐熟肥2  ~  2.5  kg、复合肥0.05  kg；追肥后如畦面干旱应及时浇水；

（8）灌溉：整个出苗期畦面都要保持湿润，在生长的前期和后期要求土壤含水量在20％

～30％，西洋参在生育期内要求保持土壤含水量在40～50wt％，除自然降雨外，通过喷灌或

沟灌保持土壤湿度，满足西洋参对水分的要求；

（9）排涝：在进入雨季前，把田间排水沟清好，当西洋参棚内湿度过大时，打开西洋参棚

放阳、通风，使床内水分尽快蒸发；

（10）打花：对3年以上不留种的西洋参要及时打花，一般在6月中旬，当花序柄长出1～2 

cm时掐去花蕾，进行摘蕾；

（11）采收：西洋参生长四年，于10月上中旬茎叶变黄时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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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西洋参的生态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西洋参的种植方法，具体涉及一种生态的、化肥农药用量少的、西

洋参产量和品质好的西洋参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西洋参源于五加科植物西洋参Panax  quinquefoLium  L.的干燥根，始载于《本草

从新》，性凉，味甘，微苦，具有补气养阴，清火除烦之功效，在我国已有300多年应用历史。

“凡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西洋参代之”，“补而不燥”等药理特性使得西洋参使用范围

广泛，在药品、保健品及化妆品等领域的经济价值日渐凸显。西洋参原产于加拿大和美国，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引种成功，目前我国已成为西洋参第一大消费国和销售国、世界第二

大生产国。随着西洋参市场需求量日益增加，为了追求药材产量，生产上大量使用化肥和农

药，导致根际微生物数量急剧下降，土壤恶化，不但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而且药材质量和

安全性下降，给临床用药带来极大的威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西洋参药材产量与品质具有

重要意义。生态农业种植方式是指应用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理，结合系统工

程方法设计，综合考虑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充分应用能量的多级利用和物质的循环再

生，实现生态与经济良性循环的生态农业种植方式。中药生态农业是中药材生产的必由之

路，西洋参生态种植方式是提高西洋参产量与品质，保障用药安全的重要举措。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西洋参的生态种植方法，该方法采用生态的种植方式，

通过微生物处理过的生物炭缓释丸剂等处理方法来改善西洋参根际微生态环境，在西洋参

整个种植期内尽量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提高了西洋参药材的产量与品质，保障了西洋

参用药的安全。

[0004] 本发明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西洋参的生态种植方法，包括西洋参播种的步骤，西洋参播种后，在西洋参床

面上先覆盖一层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生物炭，再覆盖一层麦秸。在参床上铺负载有微生物

菌剂的生物炭能增加西洋参根际微生物多样性，利用生物炭内表面大的特点，通过淋溶作

用，将有益微生物以“缓释”的方式进入土壤，优化西洋参根系微生态环境，增加微生物多样

性。覆盖麦秸冬季可以保墒防冻和免除草，夏季能够防止水分蒸发，避免棚内和畦面温度过

高。

[0005] 进一步的，所述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生物炭的制备方法为：

a.将阔叶树种的木材加工成小薄片，在隔绝空气、200‑250℃的高温下进行缺氧碳

化，得到生物炭；

b.将枯草芽孢杆菌和巨大芽孢杆菌分别进行活化、培养，得到枯草芽孢杆菌菌液

和巨大芽孢杆菌菌液；

c.将枯草芽孢杆菌菌液和巨大芽孢杆菌菌液混合，使枯草芽孢杆菌和巨大芽孢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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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的比例为1:0.5‑2，然后向其中加入生物炭，使生物炭充分吸附枯草芽孢杆菌和巨大芽孢

杆菌，直至生物炭吸附的有效活菌数≥2  ×  103  cfu/g，将生物炭取出；

d.在吸附后的生物炭表面包覆一层紫胶树脂保护层，得到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生

物炭。

[0006] 进一步的，所述阔叶树种指的是树叶宽阔的树种，例如柏杨、榆树、合欢、白玉兰

等。

[0007] 进一步的，所述阔叶树种的木材加工成厚度0.2‑0.3cm、宽度1‑2cm、长度为2‑3cm

的小薄片。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枯草芽孢杆菌和巨大芽孢杆菌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得到。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枯草芽孢杆菌和巨大芽孢杆菌采用LB液体培养基进行活化和培

养。

[0010] 进一步的，步骤c中，混合菌液中枯草芽孢杆菌含量大于等于103cfu/mL，巨大芽孢

杆菌含量大于等于103cfu/mL。

[0011] 进一步的，步骤d中，紫胶树脂包覆在活性炭的表面，起到保护层的作用，使储存和

运输过程中不会造成菌剂损失，在施加到土壤中后，紫胶树脂能够与水溶解，使菌剂缓慢释

放。紫胶树脂保护层的制备方法为：将吸附后的生物炭与2‑4wt%的紫胶水溶液按照3‑5:1的

质量比充分搅拌均匀，然后干燥，得到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生物炭。

[0012] 进一步的，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生物炭的厚度为2‑3cm；麦秸的长度为30‑40cm，麦

秸覆盖的厚度为10～15  cm。

[0013] 进一步的，采用禾本科植物与西洋参间作的方式，在西洋参两畦之间的平地以及

畦坡种植禾本科植物，所述禾本科植物为早熟禾、剪股颖、结缕草、四季青和紫羊茅的混合

物。种植这些禾本科植物的目的，一是改善根系微生态环境，增加西洋参种植区根系微生物

多样性，使病原菌无法“兴风作浪”；二是雨季可以将水分储存起来，旱季可以减少地表水蒸

发，应对春旱；三是种植的这些禾本科植物根系富含丰富的菌根真菌，可促进西洋参的生长

和活性成分的积累，对提高西洋参药材产量和品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负载有微生物菌剂

的生物炭覆盖以及禾本科植物的种植，可以大大提高西洋参根系的微生物多样性，改善根

际微生态环境，提高西洋参药材的品质和产量。

[0014] 经过试验验证，早熟禾、剪股颖、结缕草、四季青和紫羊茅的种子按照2‑4:1:1:2‑

4:1‑3的质量比混合均匀播种对西洋参的效果更好。

[0015] 进一步的，禾本科植物每亩地用种总量为50kg‑60kg。

[0016] 进一步的，在本发明某一具体实施方式中，提供了一种具体的西洋参种植方法，如

下：

（1）整地：11月上旬，选择适宜地块后，进行整地和翻晒，整个土地休闲期结合施用

底肥共翻耕、旋耕6～8次，深度为15㎝～25㎝，整细、耙平，按畦宽140  cm、作业道60  cm、畦

高20～25  cm做床，畦面呈拱形，以利排水；

（2）西洋参种子处理：于9月上中旬采集3～4年生成熟种子，搓去果肉，搓洗干净，

摊开晾干，装入袋内或木箱内，置13～26  ℃下干藏8～9个月，于翌年5月下旬前砂藏处理；

（3）西洋参播种：秋末冬初播种或者春季2、3月播种，采用点播方式播种，株行距为

5  cm×10  cm，将畦面弄平，然后用木制压穴器从畦的一端开始，连续压穴，每穴播入种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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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播后覆土3  cm，每667  m2播种量为5  ~  6  kg；

（4）覆盖：在播种后的西洋参床面上先覆盖一层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生物炭，厚度

为2‑3cm，然后再覆盖一层麦秸，厚度为10～15  cm；

（5）搭棚：遮阴棚要在西洋参幼苗出土前架设，以木制或竹制材料作为支撑物，在

支撑物上覆盖一层或双层遮荫网，形成双透平棚，透光率视参龄而定，遮荫棚高度在1.6～

1.8  m之间，在遮阴棚四周架设挡风障；

（6）种禾本科植物：在西洋参两畦之间的平地以及畦坡上种植禾本科植物早熟禾、

剪股颖、结缕草、四季青和紫羊茅，早熟禾、剪股颖、结缕草、四季青和紫羊茅按照3:1:1:3:2

的质量比混合后进行播种，每亩地用种量为50kg‑60kg，播种后覆土3‑5cm，采用滚筒车碾

压，使种子和土层充分接触，浇足水分；

（7）追肥：在6‑7月生长旺盛时期，用2wt%过磷酸钙溶液加0.3wt%尿素液肥，在上午

10：00前或下午3：00后进行根外追肥，每年1~  3次；在10月地上部分枯萎时，在株间开3~5 

cm的浅沟，每平方米施入腐熟肥2  ~  2.5  kg、复合肥0.05  kg；追肥后如畦面干旱应及时浇

水；

（8）灌溉：整个出苗期畦面都要保持湿润，在生长的前期和后期要求土壤含水量在

20％～30％，西洋参在生育期内要求保持土壤含水量在40～50wt％，除自然降雨外，通过喷

灌或沟灌保持土壤湿度，满足西洋参对水分的要求；

（9）排涝：在进入雨季前，把田间排水沟清好，当西洋参棚内湿度过大时，打开西洋

参棚放阳、通风，使床内水分尽快蒸发；

（10）打花：对3年以上不留种的西洋参要及时打花，一般在6月中旬，当花序柄长出

1～2  cm时掐去花蕾，进行摘蕾；

（11）采收：西洋参生长四年，于10月上中旬茎叶变黄时采收。

[0017] 进一步的，在种植期间可以采用多抗霉素、菌克毒克等生物农药来辅助防治病害，

但使用农药的日期距离采收日期之间应有至少30天的间隔天数，以防止农药残留。

[0018] 进一步的，西洋参生长适宜海拔在500  m以上的低山区。年无霜期一般为200  d左

右。年平均气温11~14  ℃左右。适宜年平均降雨量1000  mm。土壤以土质疏松、土层深厚肥

沃、透气、透水及保肥保水性能好的的沙壤土为好，土壤pH值以5.0~7.0为宜。宜选择土壤理

化性状好（耕作层土厚40  cm以上）、土质肥沃疏松、透水、透气、保肥、保水性能好,  尤以沙

壤土为好。土壤层次排列，以上虚下实为好。不宜选择重粘土、沙土及盐碱土。前茬以小麦、

玉米等禾本科作物为宜，不宜选择花生地、蔬菜、烟草、老果园、老桑园等作物的地块。

[0019] 进一步的，上述步骤（1）中，所述底肥为农家肥和三元复合肥，或者为微生物菌肥

和三元复合肥，农家肥用量为2000~2500  kg/亩，微生物菌肥用量为300~500  kg/亩，三元复

合肥用量为50~100  kg/亩。

[0020] 进一步的，上述步骤（2）中，砂藏处理的方法为：将种子用清水浸泡2～3  d，经常换

水，把漂浮水面的瘪粒捞去，沉入水底的饱满种子捞出，将饱满的种子与种子量2～3质量倍

的清洁湿沙拌匀，装入木箱，埋于室外树林下挖的窖内，上盖厚20  cm细土，高出地面，窑顶

呈龟背形，上盖落叶或树枝，以防雨水冲刷。

[0021] 进一步的，上述步骤（5）中，春季的透光率大于夏季的透光度，第1～2年生西洋参

透光度为15%～20%，第3～4年生西洋参透光度为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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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势：

1、本发明在西洋参播种后对床面进行微生物生物炭层和麦秸层覆盖，这两层覆盖

的目的是利用微生物生物炭层“缓释”和淋溶的作用，优化西洋参根系微生态环境，增加微

生物多样性；利用麦秸层保墒、防冻、免除草，夏季防止水分蒸发，避免温度过高。同时，在西

洋参两畦之间的平地以及畦坡上种植禾本科植物，一是可以改善根系微生态环境，增加西

洋参根系丛枝菌根的侵染，对西洋参药材产量和品质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在雨季可以将水

分储存起来，旱季可以减少地表水蒸发，应对春旱。该发明西洋参生态种植模式方法简便，

易于实施，单位面积产量显著增加，农药化肥使用量明显减少，药材质量明显提高。

[0023] 2、枯草芽孢杆菌和巨大芽孢杆菌属植物根际促生菌，可通过成功定殖至植物根

际、体表或体内的方式与病原菌竞争植物周围的营养，分泌抗菌物质以抑制病原菌生长，同

时诱导植物防御系统抵御病原菌入侵，改变植物根际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结构，促进植物生

长、维持生态平衡。生物炭是一种表面矩形孔隙结构的多孔体，从物理特性来看，生物炭具

有比表面积大、孔隙丰富等特征，不仅可以改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提高土壤毛管孔隙度

和通气孔隙度、增加土壤田间持水量，还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有效避免淋溶损失，有利于

保持土壤肥力，增加土壤阳离子交换能力。生物炭与菌剂配合施用，菌丝可以从生物质炭颗

粒的多孔结构中穿过，与生物质炭的多孔结构相结合，形成稳定性更高的土壤团粒结构。土

壤团粒结构的改善进而改善了土壤的毛管结构，有利于土壤养分的转运。

[0024] 3、禾本科植物是世界上经济价值最高的一类植物，活性多样，其根际富含丰富多

样的菌根真菌等促生菌群落结构，具有明显的杀虫活性和抑制病原菌的作用，因此在与西

洋参间作的过程中有利于进一步促进西洋参的生长发育、减缓病害的发生、化肥农药的使

用，改善西洋参生长期间的根际微生态环境。

[0025] 4、本发明有利于促进西洋参的生长发育及生物量的积累，提高土壤酶活性，丰富

根际微生物多样性，改善根围土壤微生物结构，减缓西洋参病害的发生及化肥农药的使用，

对提高西洋参的品质及产量，保障用药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不受下述实施例的限制。下述

实施例中，如无特别说明，所述术语均为现有技术中定义的含义，所述操作均在现有技术中

有相关报道。

[0027] 下述实施例中，如无特别说明，所述浓度均为质量百分浓度。

[0028] 下述实施例中，所用枯草芽孢杆菌和巨大芽孢杆菌购自江苏绿科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0029] 实施例1

实验于济南大学植物温室培养室中采用盆栽受控实验进行。

[0030] 采用西洋参单作和西洋参和其他科作物间作的种植方式，间作模式下，西洋参与

其他作物的行比为3:2（每3行西洋参间作2行其他作物），西洋参行间距为15cm，其他作物与

西洋参行间距为7.5cm，其他作物行间距为15cm。

[0031] 整个实验共设5个处理，分别为对照组（西洋参单作，无间作物），扁杆藨草（莎草

科）与西洋参间作处理，早熟禾（禾本科植物）与西洋参间作处理，早熟禾、剪股颖、结缕草的

说　明　书 4/8 页

7

CN 113973672 A

7



种子按照3:1:1的质量比与西洋参间作处理，早熟禾、剪股颖、结缕草、四季青和紫羊茅的种

子按照3:1:1:3:2的质量比与西洋参间作处理。每个处理30盆，每盆装有基质10  kg，每盆西

洋参播种量为20g，其他作物播种量为160g。先均匀播种其他作物种子，然后在其中均匀播

种西洋参种子，置温室培养室培养，西洋参生长条件为：25℃/20℃的昼夜温度、70%/65%的

昼夜相对湿度、16h/8h的昼夜、50μmol  /(m‑2.s)的光合光子通量密度（PPFD），光是由荧光灯

提供的。适时浇水，以维持作物的正常生长。每个处理3次重复。

[0032] 当种植60d后，对每种处理的西洋参苗的株高、根长及生物量（以根部鲜重为指标）

进行测量和记录，取平均值，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33] 由此可以看出，将早熟禾、剪股颖、结缕草、四季青和紫羊茅这五种禾本科作物与

西洋参间作具有突出的效果。

[0034] 实施例2

1、选地：选择山东省文登区西洋参种植基地为实验区，该地的特点为：文登地处胶

东半岛东部，在北纬36°52′～37°18′，东经121°43′～  122°19′之间，濒临黄海及渤海，属于

温带湿润地区，年降雨量800～950  mm，无霜期190～197  d，日照时数为2540.7  h  /a。1月份

平均温度3.6℃，7月份平均气温24.5℃，年平均气温11℃，年温差较小。由于海洋性气候的

影响，温和多雨，气候湿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与西洋参原产地美国东北部、加拿大东南

部濒临大西洋、并受五大湖调节的地理气候很相似，具有适宜西洋参生长的温和湿润的气

候条件。土壤为沙质土壤，PH值在6.0左右。

[0035] 2、西洋参种子处理：于9月上中旬采集3～4年生成熟种子，搓去果肉，搓洗干净，摊

开晾干，装入袋内或木箱内，置室内（室温为13～26  ℃）干藏8～9个月。于翌年5月下旬前砂

藏处理，砂藏处理的方法为：先将种子用清水浸泡2～3  d，经常换水，把漂浮水面的瘪粒捞

去，沉入水底的饱满种子捞出，将饱满种子与种子量2～3质量倍的清洁湿沙拌匀，装入木

箱，埋于室外树林下挖的窖内，上盖厚20  cm细土，高出地面，窑顶呈龟背形，上盖落叶或树

枝，以防雨水冲刷。通过砂藏使种子完成生理后熟，播后出苗率较高。

[0036] 3、西洋参播种：秋末冬初播种或者春季2、3月播种。采用点播方式播种，株行距为5 

cm×10  cm，将畦面弄平，然后用木制压穴器从畦的一端开始，连续压穴，每穴播入种子2粒，

播后覆土3  cm，每667  m2播种量为5  ~  6  kg。

[0037] 4、覆盖：在播种后的西洋参床面上先覆盖一层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生物炭，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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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3cm，然后再覆盖一层麦秸，麦秸的长度为30‑40cm，麦秸的厚度为10～15  cm。

[0038] 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生物炭的制备方法为：

a.将柏杨、榆树、合欢、白玉兰等阔木树的木材加工成厚度0.2‑0.3cm、宽度1‑2cm、

长度为2‑3cm的小薄片，在隔绝空气、200‑250℃的高温下进行缺氧碳化，得到生物炭；

b.将枯草芽孢杆菌和巨大芽孢杆菌分别接入装有150  mL  LB液体培养基的250  mL

三角瓶中，37  ℃，180  r/min条件下振荡培养14  h，进行活化，然后将得到的活化液以5%的

接种量分别再接入盛有150  mL  LB液体培养基的250  mL三角瓶中，34℃、185  r/min下振荡

培养24  h，得到枯草芽孢杆菌菌液和巨大芽孢杆菌菌液；

c.将枯草芽孢杆菌菌液和巨大芽孢杆菌菌液按照一定配比混合，得到混合菌液，

使混合菌液中枯草芽孢杆菌含量为105cfu/mL，巨大芽孢杆菌菌液中巨大芽孢杆菌含量为

105cfu/mL，然后按照30g/L的浓度向混合菌液中加入生物炭，浸泡10‑12h，直至生物炭吸附

的有效活菌数≥2  ×  103  cfu/g，将生物炭取出；

d.将紫胶树脂加入到无水乙醇中（质量比3:97），搅拌溶解制得紫胶树脂乙醇溶

液，将紫胶树脂乙醇液加入到去离子水中（去离子水与紫胶树脂乙醇溶液体积比≥3），制得

紫胶树脂胶原液，对紫胶树脂胶原液进行减压蒸馏处理，去除乙醇，浓缩至质量百分比为

3wt%，得紫胶水溶液。

[0039] e.将吸附后的生物炭与3wt%的紫胶水溶液按照5:1的质量比充分搅拌均匀，得到

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生物炭。

[0040] 5、搭棚：采用双透平棚，用一层或双层遮荫网，透光率视参龄而定，一般春季比较

凉爽，透光度可大些；夏季透光度可小些。1～2年生透光度15%～20%，3～4年生透光度30%～

35%，用木制或竹制材料作为立柱搭建遮荫棚，立柱位于苗床一侧的斜面处，基本上每一苗

床都需要一排立柱，遮荫棚高度在1.6～1.8  m之间，四周用玉米秸秆等夹成挡风障。此外，

在初夏时节，在西洋参苗刚出土前便需要架设棚遮棚，以免在出苗后再架设遮阴棚期间幼

茎被太阳灼伤。

6、种禾本科植物：在西洋参两畦之间的平地以及畦坡种植禾本科植物早熟禾、剪

股颖、结缕草、四季青、紫羊茅，按照3:1:1:3:2的质量比进行播种，每亩地用种量为50kg‑

60kg，播种后覆土3‑5cm，采用滚筒车碾压，使种子和土层充分接触，浇足水分。

7、追肥：10月地上部枯萎时，在株间开3~5  cm的浅沟，每平方米施入腐熟肥2  ~ 

2.5  kg，复合肥0.05  kg，生长期要重视追肥，如6‑7月生长旺盛时期，用2wt%过磷酸钙溶液

加0.3wt%尿素液肥，在上午10：00前或下午3：00后进行根外追肥，每年1~  3次。追肥后如畦

面干旱应及时浇水。

[0041] 8、灌溉：西洋参在生育期内要求保持土壤含水量在40％～50％，除自然降雨外，遇

到干旱可采用喷灌或沟灌保持土壤湿度，满足西洋参对水分的要求。整个出苗期畦面都要

保持湿润，以防因表土干旱灼伤幼嫩的茎叶。在生长的前期和后期  要求土壤含水量在20％

～30％。

[0042] 9、排涝：在进入雨季前，要把田间排水沟清好，当参棚内湿度过大时，可打开参棚

放阳、通风，使床内水分尽快蒸发。

[0043] 10、打花：对3年以上不留种的西洋参要及时打花，一般在6月中旬，当花序柄长出1

～2  cm时掐去花蕾，进行摘蕾。摘蕾操作须在晴天进行，因为阴雨天伤口不易愈合，容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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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方法是：一手扶住参茎，另一只手由花梗中间掐去或用剪子剪掉花蕾，不能硬扯硬拉，以

免损伤植株。

[0044] 11、防治病虫害：以喷施250倍液的多抗霉素、500倍液的菌克毒克等生物农药来辅

助防治病害，使用农药的日期距离采收日期之间应有30d间隔天数，以防止农药残留。

[0045] 12、采收：西洋参生长四年，于10月上中旬茎叶变黄时采收。

[0046] 对比例1

按照实施例2的方法对西洋参进行栽培，不同的是：西洋参床面上只覆盖2‑3cm的

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生物炭，不覆盖麦秸。

[0047] 对比例2

按照实施例2的方法对西洋参进行栽培，不同的是：西洋参床面上只覆盖10‑15cm

的麦秸，不覆盖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生物炭。

[0048] 对比例3

按照实施例2的方法对西洋参进行栽培，不同的是：西洋参床面上既不覆盖负载有

微生物菌剂的生物炭，也不覆盖麦秸。

[0049] 对比例4

按照实施例2的方法对西洋参进行栽培，不同的是：西洋参床面上先覆盖一层不负

载微生物菌剂的单纯的生物炭，厚度2‑3cm，然后再覆盖一层麦秸，麦秸的长度为30‑40cm，

麦秸的厚度为10～15 cm。

[0050] 为了验证本发明种植方法对西洋参生物量（以根鲜重为指标）及次生代谢产物含

量的影响，在山东文登进行栽培实验。实验方法是：将西洋参种植地分为多块小区，每小区

面积66.7m2，采用随机区组排列，每块小区分别按照实施例2、对比例1‑4的方法种植，每种

种植方法重复4次。除了西洋参床面覆盖物不同，保持其他田间管理一致，例如播种、搭棚、

追肥、浇水、间作禾本科植物、打花、防治虫害等。

[0051] 实验过程中，记录西洋参植株的生长状况、并以检测人参皂苷Rg1、Re和Rb1的含量

代表西洋参中次生代谢产物来评价各种方法对次生代谢产物含量的影响。

[0052] 人参皂苷含量检测方法如下：

1、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量3种人参皂苷Rb1、Re、Rg1对照品于5 mL容量瓶中，

加甲醇至刻度线，配制成浓度分别为1.76 mg/mL、1.36 mg/mL、0.21 mg/mL的混合标准溶

液，设置1 μL、2 μL、3 μL、5 μL、10 μL、15 μL、20 μL 7个进样量梯度以获得各人参皂苷的

标准曲线。

[0053] 2、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量西洋参粉末0.50 g，置容量瓶中，精密加入甲醇25 

mL称定重量，100 Hz超声提取40 min，放冷，静置，称定重量，用甲醇补足原重量，摇匀滤过，

滤液过0.22 μm滤膜做供试品溶液。

[0054] 3、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对西洋参中人参皂苷（Rb1、Re、Rg1）进行含量测定。色谱条

件及系统适用性：ZorbaxSB‑C18 (4.6 mm×250 mm，5 μm)，色谱柱；流动相乙腈（A）‑水（B），

洗脱梯度：0~25 min，19%~20% A，25~60 min,，20%~40% A；60~90 min，40%~55% A，90~100 

min，55%~60% A；流速1 mL/min；柱温30 ℃；进样量10 μL；检测波长203 nm。

[0055] 实验过程发现，采用实施例2的方法进行西洋参种植时，西洋参出苗率速度较对比

例1‑4快，且出苗率与对比例1‑4相比提升15%、19%、22%和16%。人参皂苷含量检测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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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实施例2的方法得到的生物量及人参皂苷的含量明显高于各对

比例的方法，本发明覆盖负载有微生物菌剂的生物炭和麦秸的方法对西洋参产量和质量的

积累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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