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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及
（一）白及简介
•       白及Bletilla striata又名连及草、甘根等，为兰科Orchidaceae白及

属Bletilla植物，主要利用部位为假鳞茎。白及主要分布在中国、台
湾、日本以及缅甸北部，生于海拔100m-3200m的栎树林或针叶林下、
路边草丛或岩石缝中。在我国主产于贵州、云南、四川、重庆、陕西、
浙江等省市。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白及含有淀粉、葡萄糖、挥发油、
甘露聚糖等成分，具有补肺止血、消肿生肌等药用功能，主治肺结核
咳血、支气管扩张咯血、胃溃疡吐血、尿血、便血等症；外用治外伤
出血、烧烫伤、手足皲裂等症。同时白及栓塞剂在治疗肝癌、肿瘤方
面不仅无毒副作用，还能促凝血，且能抗炎、抗肿瘤作用。



（二）白及相关的科研推广项目

 自2014年开始，普洱市林业
和䓍原科学研究所联合云南
省林业和䓍原技术推广总站、
普洱市玉林林业开发有限公
司开始了对白及的研究，共
实施有关白及的科研推广项
目6项，选育白及良种2个，
授权发明专利1项，发表有关
白及的科研论文10余篇。



实施的科研推广项目
2015年1月-2020年12月，实施了“白及良种选育及丰产栽培技术研究”项
目，为普洱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自选项目；

2017年9月-2018年9月，实施了普洱市2017年中央林木良种补贴（草本
药材培育补贴）项目；

2015年11月-2017年11月，实施了白及栽培技术示范推广项目，该项目
为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编号：[2015]TSYN02号）；

2017年8月-2018年12月，实施了白及丰产栽培技术推广示范项目，该
项目为云南省农业综合开发省级科技推广示范项目；

2017年10月-2019年12月，实施了白及良种及丰产栽培技术示范推广项
目，该项目为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编号：[2017]TG18
号）。



（三）取得的成果

通过白及的科研及推广项目，培养创新人
才3人，正高级工程师2人，高级工程师3
人



（四）关键技术
  项目组从引种驯化、组培快繁、大田栽培和林下栽培等方面
开展研究，构建了较为完善良种选育及种植技术体系。

     

无菌播种后，采用原球茎转接培养、块茎诱导培养进行增殖。
在无菌条件下将未产生根的原球茎分化物转入培养基中，每个
兰花瓶（550mL）瓶接种25-30个原球茎，按点状平均分布。
培养条件：原球增殖培养在25±2℃的条件下，每日光照12小
时。瓶苗在培养室培养2-3个月，待苗高为1cm -1.5cm，萌发
的苗长满培养瓶时，进行分苗，每瓶苗分成3瓶-4瓶。



大棚驯化及炼苗
• 根据白及苗出圃标准，驯化培育80d-100d，苗高≥20 cm，假鳞茎≥1.0 cm,根最

大长度≥10 cm，数量≥8条，叶≥5片对白及苗进行抽样调查，出圃。



（五）示范基地建设——成效
• 目前在宁洱县、澜沧、景谷等地建立白及大田种植示范基地

1500 亩，辐射推广种植 2万余亩。

生长量调查
2017年11月在宁洱县大棚种植基地中，五里坡种植二年半白及平均亩产

可达1042.4kg，陈家寨种植一年半白及平均亩产可达1354.3kg。 



林下示范基地建设

种植二年半白及平均亩产543公斤。



主要病害
• 白及锈病严重，锈病白及锈病是
担子菌门冬孢菌纲锈菌目鞘锈菌
属真菌，主要危害叶部，每年6-8
月发生，导致白及叶子早黄，严
重时导致苗木早衰，危害生长，
加强水肥管理，及时清理病害苗
木，发病早期以20％锈特300-
600倍防治效果好，或者使用20
％敌锈钠300-500倍进行防治。



辐射带动情况

镇沅县
澜沧县

景谷县



（六）存在的问题

价格很低 带须根鲜白及
10-12元/公斤（2017年
150-200元/公斤），白及
干品100-150元/公斤
（2017年800-1000元/公
斤）。天上地下！

2020年采收三年期的白及
亩产量1.5-2吨（带须根
鲜白及），最高可达2.5
吨/亩。



（七）建   议

目前普洱市白及种植规模在云南
省居首，已初步形成较大种植规
模，但基本上还处于提供原料的
阶段，成为云南白药、葵花药业、
仁和制药等生物药业的原料基地。
本地的一些白及种植企业规模小，
经济实力薄弱，缺乏产品研发力
量，未能开发出自有的白及精深
加工产品。建议加大白及产品研
发力度，打造本土品牌；通过加
大精深加工力度，提高产品附加
值，延长产业链。



二、滇黄精
（一）滇黄精简介

      根据《中国药典》2015年版记载，中
药黄精为滇黄精Polygonatum. Kingianum 
Coll. et Hemsl.、黄精P. sibiricum Red. 或
多花黄精P. cyrtonema Hua 的干燥根茎。
滇黄精作为黄精的基原品种之一，其根茎
较为粗大，是黄精药材中质量最好的品种
之一。

     滇黄精为百合科Liliaceae黄精属
Polygonatum草本植物，在国外主要分布于
越南、缅甸，我国主产于云南、四川、贵
州、广西等省，其中云南为滇黄精的道地
产地，蕴藏量大，品质优良。



（二）黄精功效及用途



（三）市场前景及效益分析

  黄精是药食同源品种，用途非常广泛，近年需求一直呈缓
慢增加趋势。随着人们对保健意识的越来越重视，黄精的
食用量逐年增加，目前我国年需求量大约4000吨，其中大
约70%用于食用，仅30%用于药用和提取。药用方面：黄
精以根茎入药，黄精具有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功
能，用于治疗脾胃虚弱、体倦乏力、口干食少、肺虚燥咳、
精血不足等症状，对于糖尿病也很有疗效。食用方面：黄
精具有降血压、抑制高血糖，以及防治动脉粥样硬化与肝
脂肪浸润等药理作用。黄精用来生产保健食品，同时也是
饮料的原料，例如泡酒、药膳（炖汤、煮粥）等等。黄精
的价格大约在27元左右一斤，但品种、质量、产地及市场
等不同价格差异较大，精品黄精统货37元左右一斤，精品
黄精的价格在46-52元之间。



（四）滇黄精良种选育

产量指标

主产品名
称

滇黄精鲜块茎
对照名
称

普通滇黄精

进入初产
期树龄

3～4年
进入盛
产期树
龄

6～7年

结实时期 产量（kg/hm2） 超过对照％

初产期 38556 47.3

盛产期 69400.8 39.6

品质指标

性状 数值

超过
（中国
药典）
％

性状 数值

超过
（中
国药
典）
％

浸出物 74.2 29.2

黄精多糖 13.2 6.2

抗性指标
对病虫害具有较强的抵抗力，但不耐干旱、瘠薄、
怕涝。



外植体选取、处理
原块茎芽转接培养

增殖培养基中培养 炼苗驯化

（五）育苗种植技术简介
1、组织培养



2、种子苗培育

n按苗床宽 120 cm，高 25 cm，床间距 30 cm，整

平作床。在苗床上撒约 3 cm 厚的过筛腐殖土。将

种子室温下浸泡 24 h 后捞出晾干备用。

n2月至3月，按行距12 cm-15 cm开挖播种沟，沟深

2 cm，条播，将种子均匀撒播到沟内, 覆土约 1.5 

cm使种子不露出土面, 并覆盖2 cm-3 cm厚的松针

或秸杆，喷淋水,播种量每666.67 m2播10 kg左右。





    

    株行距宜为20 cm×25 cm或20 
cm×20 cm，密度10000株
/666.7m2-12000株/666.7m2在做
好的床面上，按行距25 cm，开5 
cm-6 cm深沟，沟内株距20 cm。
将种苗放入沟内，理顺须根，芽
头向上，覆盖细土5 cm-6 cm，
轻度压实，上盖约2cm厚松针或
桔杆，浇透水。秋季种植，在土
壤床面覆盖一层堆肥。

。

幼苗培育一年即可移栽到种植地。宜选择 3-4 年生，顶芽饱满、
肥厚、颜色黄润，无损伤痕迹，茎节为 3 个茎节以上的根茎作为
栽种苗。截取长≥5 cm，有1-2个芽的根茎，用草木灰沾截面伤口，
或用50％多菌灵500倍溶液浸泡处理伤口，晾干收浆后，即可栽
种。

3、块茎苗培育



4、出圃
依据DB53/T 902-2019，
滇黄精种子和种苗质量
分级， 高
20cm、根状茎长≥3cm，
根状茎粗≥1.5cm，健壮，
无病虫害，根系完整；
根状茎苗质量分级：根
状茎长≥6cm，根状茎
粗≥3cm，芽≥2个种块
完整，无霉烂的苗木可
出圃种植。



    （六）种植技术——大田种植
整地：深翻土地30cm，起宽1.5m，高30cm的畦，

细耕后平整畦面。

施基肥：每亩施有机肥4-5吨，普通过磷酸钙200kg，
基肥与土壤充分拌均。

种植密度：按30cm×40cm的株行距，每亩种植4000
株。

     种植：春季3月中下旬栽种，秋季10月中下旬至11
月中下旬栽种。开7cm深的种植沟，种植时做到苗正、
根舒，覆土5cm，覆盖2cm的草炭，再覆盖松针，以
见不到土为宜，浇透水一次。

搭建阴棚：搭建遮阴网棚，阴棚高2.0m，遮光度
40%-50%。

 ：由于植株较高，易倒伏，必须搭建攀扶
架，在畦的左右边缘间隔2m栽1棵80cm高的木桩或
竹桩，在桩的顶部用细铁丝横向和纵向连接。



（六）种植技术——林下种植

整地：清除林下杂灌、杂草等。深翻土地
30cm，清除树根、草根等。起宽1.5m，高
30cm的畦，细耕后平整畦面。

   种植密度：根据不同的种苗等级，株行距
可选择20 cm×20 cm， 25 cm×20 cm或
30 cm×20 cm。。

   基肥：每亩施有机肥2～3吨，普通过磷酸
钙200kg，基肥与土壤充分拌均。

   种植：春季2月底至3月栽种，秋季10月中
下旬至11月中下旬栽种。理顺须根，芽头
向上，覆盖细土5 cm～6 cm，轻度压实，
上盖约2 cm厚松针或桔杆，浇透水。



抚育
中耕除草：种植后每年需进行3～4次

除草。第1次于4月份黄精苗出齐后进
行；第2次于5月中、下旬至6月初进行；
第3次于8-9月份进行；第4次于黄精休
眠后结合疏松土壤进行。 

 水肥管理：根据生长情况每亩追施三
元复合肥15kg-20kg，施肥后应浇一 
次水或在下雨前追施。7月-8月生长旺
盛期选晴天下午喷施0.2％磷酸二氢钾，
每15d喷1次，共3次。雨水过多的季节，
需注意梳理畦沟，便于排水。2月-月旱
季进行人工浇水，7-10天浇1次。

 摘除花芽：花果期持续时间较长，在
花蕾形成前及时将花芽摘去。 



病虫害防治
主要有根腐病和锈病，
虫害主要有地老虎。防
治应贯彻：“以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方针，以
营林技术为基础，生物
方针与药物防治相结合。



根茎种植三年后，种子种植四年后，
11月中、下旬，当茎杆上叶片完
全脱落时即可采收。晴天采挖，割
去枯萎的茎叶。顺滇黄精种植的行
向，依次开挖25 cm-35 cm深沟，
将根茎带土挖出，去掉残存茎叶、
烂根，使用竹刀或木条将泥土刮掉，
注意不要弄伤根茎，并除去须根。

 采收及采后处理

用洁净的清水将根茎洗净。将
根茎较大或较厚的滇黄精分成
两半，放入蒸锅内蒸0.5 h-1 h，
取出阴干，或50 ℃烘干至含水
量≤18％，选择块大、肥润、色
淡黄色至黄棕色、质润泽、断
面半透明根茎包装、贮藏



下一步将开展经济作物间作模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