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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解决无菌环境下白及渊Biltilla striata冤育苗成本高的问题及提高云南地区优质白及的生产效率袁在有菌的
环境下进行白及种子育苗袁实现白及高效育苗尧规模化生产袁有利于保护白及野生资源曰且种子苗移栽后能快速适应自
然环境袁方便简单袁大大降低了育苗的成本袁推广价值高遥 本文总结了云南地区白及种子直播育苗技术袁包括种子采收尧
育苗基质配制及苗床整理尧种子直播尧播种后管理尧生产田整理尧移栽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种植户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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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 Direct Sowing and Seedling Techniques of Bletilla striata in Yunn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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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igh breeding cost of Bletilla striata in a sterile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high-quality Bletilla striata in Yunnan, breeding seedlings of Bletilla striata in bacterial environment
can achieve efficient seedling cultivation and large-scale production of Bletilla striata,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protection of
wild resources of Bletilla striata. After transplanting, the seedlings can quickly adapt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hich is
convenient and simple, greatly reducing the cost of seedling raising, and has high promotion value.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seed direct sowing and seedling techniques of Bletilla striata in Yunnan, including seed harvesting, substrate preparation and
seedbed arrangement, seed direct sowing, management after sowing, production field arrangement and transplanting, etc.,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growers.
Keywords Bletilla striata; seed direct sowing; seedling propagation; field management; Yunnan area

白及渊Bletilla striata冤又名连及草尧甘根尧白给尧箬
兰尧朱兰尧紫兰尧紫蕙尧百笠尧地螺丝尧白鸡娃尧白根尧羊
角七 袁为多年生草本球根植物渊块根冤袁植株高 18~
[1]

60 cm 袁主要分布在中国尧日本以及缅甸北部遥 白及主
[2]

要花期在春季袁但依各地气候的不同袁晚冬至夏初都可
能开花[3]遥 白及在我国分布于华东尧中南尧西南及甘肃尧

陕西等地袁且以我国西南地区产量最大尧质量最好遥

白及作为一味传统中药材袁性质微寒袁归肺尧肝尧
胃经袁其主要功效是收敛止血尧消肿生肌[4]袁可以用来
治疗吐血尧咳血尧外伤出血等出血性疾病袁皮肤出现疮

疡肿毒尧皲裂也可以使用白及治疗遥 白及假鳞茎中含
大量水溶性多糖渊葡甘聚糖冤袁是白及胶的主要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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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5]遥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袁白及胶对葡萄球菌尧链

球菌和结核杆菌等有抑制作用袁 对受损组织有明显
的保护作用袁 可修复填充破损组织袁 还具有减少刺
激尧保护皮肤尧延缓衰老等功能袁是有较高安全性尧卓
越性能和发展前景的生物医学材料袁 其经济价值不
容忽视[6]遥

白及喜温暖尧阴凉和较阴湿的环境袁不耐寒遥 云南

基本属于亚热带高原季风型气候袁 立体气候特点显
著袁小气候类型众多尧年温差小尧日温差大尧干湿季节
分明尧气温随地势高低垂直变化异常明显遥 在一个省
区内袁同时具有寒尧温尧热渊包括亚热带冤三带气候袁一
般海拔高度每上升 100 m袁 温度平均递降 0.6~0.7 益遥
滇西北属寒带型气候袁长冬无夏袁春秋较短曰滇东尧滇

中属温带型气候袁四季如春袁遇雨成冬曰滇南尧滇西南
属低热河谷区袁有一部分在北回归线以南袁进入热带
范围袁长夏无冬袁遇雨成秋遥 因此袁云南地区生长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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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较其他地区生长周期短尧休眠期短渊有些地区甚至
无休眠期袁如西双版纳尧普洱尧红河冤尧干物质积累多尧
个头大尧药用成分含量高遥 进一步加强白及种苗的规
范化繁育与栽培技术研究袁建立高起点尧集约化尧标准

以利于种子出苗后的生长发育遥 播后 30 d 左右袁苗床
转绿曰45 d 后即可观察到原球茎膨大袁 此时初生根开

始出现遥 20~25 d袁原球茎陆续长出真叶遥

4.2 病虫草害防治

化的优质白及生产模式袁 推行区域化的生产方式袁推

为保证白及的药用品质袁在病虫害防治方面以防

动白及产业化发展袁不仅可以为我国白及药物产品提

为主袁必要时辅以低毒尧低残留化学药剂袁如用 0.5%多

供稳定尧充足的原料袁也可以提高白及在我国药用植
物产业中的应用程度袁 为我国西南贫困地区打赢脱
贫攻坚战贡献力量遥
选用种子直播的方法种植白及袁 技术门槛不高袁
农民学习 30 d 即能掌握种植方法袁种植成本低袁便于

菌灵溶液或 2 mL 甲氰菊酯加水 1 kg 进行喷洒遥 种子
发芽后采用人工除草袁 人工除草既可以减少土壤污
染袁又能保证白及产品的品质遥
4.3 定期处理青苔
白及直播苗出苗相对较慢袁长期恒温恒湿的大棚

农民开展白及种植遥 现将云南地区白及种子直播育苗

中容易生长青苔遥 青苔不仅会影响白及出苗率袁还会

技术总结如下遥

为病虫提供栖息的场所遥 定期喷洒 1%硫酸铜水溶液

1 白及种子特征及采收

我国西南地区白及盛花期为 3要5 月袁 全株开花

可有效地除去青苔袁有利于提高出苗率袁为白及种苗
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遥

时间约 30 d袁蒴果 8要10 月逐渐成熟遥 成熟蒴果呈长圆

5 白及种苗移栽

色深袁平均长 3.8 cm尧平均粗 0.73 cm遥 蒴果内含数目极

5.1.1 翻地遥 对原土地进行深翻袁碎垡精细袁不漏翻袁

状纺锤形袁直立袁黄棕色袁常具 6 棱袁棱颜色较种皮颜

多的黄白色粉末状种子袁每个蒴果中有 3 万~5 万粒种

5.1 生产田整理
无大垡袁死角处采取人工深翻袁同时清理杂草及垃圾袁

子袁种子千粒重为 0.005~0.006 g遥 白及的种子非常细

曝晒杀菌遥

1 层透明的种皮和 1 个种胚组成袁无胚乳遥 在自然状态

标准院主排水沟深度 80 cm尧宽度 80 cm袁墒沟深度 30~

球形袁无形态或结构上的分化遥

合理有利排水遥

小袁在显微镜下多呈纺锤形袁种子结构十分简单袁即由
下袁种胚通常位于种子的中间部位袁呈淡黄色袁多为椭
每年在白及种子成熟期采集白及果荚袁装入牛皮
袋中于通风处阴干备用遥

2 育苗基质配制及苗床整理
将锯末尧泥炭土尧羊粪尧火土尧钙镁磷肥尧草木灰和
萘乙酸等按质量比 8颐20颐6颐10颐1颐1颐0.001 混合均匀袁作为
育苗基质遥 在长 20 m尧宽 6 m尧高 4.0 m 的保温塑料棚

内整平苗床袁 苗床宽约为 1.2 m袁 苗床间设置宽 0.5 m

5.1.2 挖沟遥 根据图纸或地形做好排水沟袁挖排水沟

50 cm尧宽度 50 cm遥 排水沟切面为梯形尧沟底平尧坡度
5.1.3 理墒遥 根据实际土质提出土壤改良方案渊理
墒冤遥一是放线遥标准为宽 1.2 m尧沟宽 0.5 m遥二是起垄遥

垄宽 1.2 m袁沟宽 0.5 m尧深 0.4 m袁墒面平整袁无大垡袁土

要细袁平直遥 三是配土遥 标准为结构疏松尧透气尧保水和
保肥性好尧含有机质袁配土时撒辛硫磷遥 四是平墒遥 基
质与土翻深 30 cm袁均匀尧平整袁清沟遥 五是浇水遥 浇透

水待栽遥

的人行道袁以便通行遥 先在苗床上垫 1 层塑料膜袁以利

5.1.4 架遮阳网遥一是插杆遥杆子入地深 50 cm袁行株距

水袁将苗床浸透袁以 1 cm 下基质用手可挤出水为宜遥

8 m 主线用铁线袁株间 5 m 用压膜线袁主线过杆孔袁线

保水袁然后铺上 8~10 cm 厚度的基质整平遥 播种前放

3 种子直播

在苗床上垫厚度为 8~10 cm 的基质并整平后袁用

1 kg 草木灰配 20 个白及蒴果的种子与 0.1 g 萘乙酸充

分混匀袁然后撒播到苗床上遥

8 m伊5 m袁横平竖直袁高度保持在 1.8 m遥二是穿线遥行间

必须拉紧遥 三是打地桩遥 以杆向外 15毅~30毅角斜打入平

地袁间距为 5 m遥 地桩与边桩间距 60 cm袁用铁线拉紧遥

四是拉遮阳网遥 网与线连接必须紧固袁 每隔 20 cm 左

右将遮阳网在线上捆扎固定 1 次袁网必须拉紧尧平整遥

4 播种后管理

网与网接缝处连接紧固尧平滑袁不张口遥

4.1 苗床管理

5.2 移栽

播种完成后袁打开雾喷灌溉系统袁每天早尧中尧晚
共 3 次定时雾喷袁每次持续 30 min 左右袁以使各苗床
保持潮湿袁并保持简易大棚内的气温为 25~30 益袁湿度
保持在 60%遥 每隔 1 d 采用 1/2 MS 培养液进行喷灌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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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及宜浅栽袁定植深度以盖住籽球为准袁勿深栽遥
移栽时袁 挖塘深度以苗的根长为准袁 移栽株行距为
15 cm伊15 cm遥 挖塘后放苗袁保持苗根顺直尧苗正遥 放苗

后覆土袁注意土与根之间不能有空隙遥 覆土后浇定根

冯 垒等院云南地区白及种子直播育苗技术
水袁浇水要透遥 移栽后进行正常的田间管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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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木冤桩袁用细铁丝扎好袁在铁丝上吊挂废旧易拉罐和

肥源袁又可减少病虫源遥

红尼龙条袁并将稻草人吊在桩上袁当风吹动时袁它们会

3.4.2 物理防治遥

迎风飘动并发出响声袁驱鸟效果很好遥

渊1冤疏果遥 套袋前应做好疏果工作袁一般在谢花后

3.4.3 生物防治遥 当日平均气温达到 13 益以上袁小实蝇

按叶果比为 25颐1 留果曰丰产树每花序保留花序基部第

悬挂高度为距离地面 1.5 m袁尽量避免阳光直射[4]遥 每

10耀15 d 进行遥 初结果树每隔 20 cm 左右留 1 个果袁或

出来活动时袁开始挂性诱剂诱捕器袁一般悬挂 75 个/hm2袁

3尧4 果袁留果间距 25 cm 左右袁力求果实分布均匀遥 疏

14 d 加 1 次性诱剂袁每次加 1 mL渊0.5 支冤袁并清理诱捕

双果尧梢头果袁只留健壮枝条中下部两侧的果遥

等危害明显下降遥

除病虫果尧畸形果尧小果和花萼不脱落的果袁一般不留
渊2冤套袋遥 套袋前 1 d 对全园进行杀虫灭菌处理遥

次日用外黄内白双层袋渊165 mm伊198 mm冤套果袁以确

保果实保持原有金黄颜色遥 套袋顺序是先套树冠上部
果和内部果袁再套树冠下部果和外部果遥 套袋应选晴
天进行袁阴雨天尧露水未干时不宜套袋遥 套袋时要扎紧
袋口袁防止病菌随雨水尧药液流入和小实蝇尧蚜虫尧粉
蚧尧蚂蚁等害虫进袋遥 套袋后要经常巡视果园袁如发现
有纸袋脱落和破裂应及时补套遥
渊3冤悬挂黄板和诱虫灯遥 3 月初在梨园悬挂 25 cm伊

20 cm 粘虫黄板袁一般挂 150~225 张/hm 袁挂在树冠离
2

器遥 据调查袁通过采用性诱防治袁小实蝇尧梨小食心虫
3.4.4 药物防治遥 花芽萌动前袁喷 3耀5 毅B佴 石硫合剂袁

消灭越冬虫卵和病原菌遥谢花后袁喷 80%甲基托布津可

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20%硅唑窑咪鲜胺水乳剂 800 倍

液+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2 000 倍液+1.0%阿维菌素

乳油 3 000 倍液袁主防梨黑星病尧轮纹病和蚜虫等遥 套

袋前袁喷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1 500 倍液+10%

多抗霉素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10%吡虫啉可湿性粉
剂 2 000 倍液+48%乐斯本乳油 1 000 倍液袁 主防梨茎
蜂尧梨小食心虫尧蚜虫尧梨黑星病和轮纹病等遥 后期视
病虫发生情况酌情用药遥

地面约 1.5 m 高处袁每 7 d 观察 1 次袁当黄板上粘有虫

4 结语

查袁果园 悬挂黄板 不仅 能诱 集蚜 虫袁 对梨 茎蜂 尧小

早结尧丰产遥 通过采用平衡施肥尧覆膜抑草尧合理修剪

的面积占黄板表面积 60%以上时应及时更换遥 据调

实蝇等害虫也有较强的诱集作用遥 同时袁在梨园悬挂

经过多年观察袁黄金梨在龙胜县引种栽培表现为
和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措施袁 可明显提高梨果的

1 台佳多牌频振式太阳能杀虫灯袁 悬挂高度以高出果

商品率和品质袁 可起到良好的保墒和抑草效果袁减

的诱杀效果袁以诱杀鳞翅目害虫为主袁尤其对吸果夜

污染遥 黄金梨四年生梨树平均产量达 21 kg/株尧产值达

树为宜遥 杀虫灯对鳞翅目尧鞘翅目等害虫成虫有较好

蛾诱杀效果显著遥 在梨成熟初期渊6 月 25 日冤尧成熟期
渊7 月 15 日冤和完熟期渊8 月 5 日冤分别调查梨果受害

率袁方法为随机选取 5 株树袁在每株树中部四周各

少施药 3 次袁明显减少农药使用量和次数袁减轻环境

210 元/株袁种植效益较高袁且深受消费者喜爱袁因而该

品种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和经济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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