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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福建金线莲组培苗为试材，研究不同肥料处理对金线莲的生长状态、生长量和干物质含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组培苗定植１个月后，开始喷施花多多１号肥１０００倍液，春秋季每１０ｄ喷施１次，夏冬季每月喷施

１次，植株生长良好、不易感病，生长指标综合表现最好，１２个月栽培期植株的成活率为８６．０％、鲜重增长率

为１３８．１％、干重为２７９ｍｇ、折干率为１１．２％；适宜的肥料处理有利于改善金线莲生长状态，提高生长量和干

物质含量，提升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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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线莲别名金线兰，兰科开唇兰属多年生草本

植物［１］，珍稀民间中草药，有 “金草”、“神药”、“药中

之王”等美称，富含氨基酸、多糖、生物碱、黄酮、微量

元素等成分，具有降低血糖、提高免疫功能、抗衰老、

抗肿瘤等作用，特别是在消除癌症放、化疗副作用和

体能恢复方面效果明显［２－６］。金线莲的药用和保健

功效显著，市场售价一路飙升，目前鲜草售价１０００

元·ｋｇ
－１以上，干草售价１００００元·ｋｇ

－１以上。高

额经济利益导致的掠夺性采摘、栖息地急速缩减、自

然繁殖率极低等原因使得野生金线莲资源濒临枯

竭。发展金线莲人工栽培产业，是解决保护与开发

矛盾、实现可持续利用行之有效的途径。

近年来，组培快繁技术的高速发展给金线莲种苗

供应提供了有力保障，温室设施园艺的广泛发展，促

进了金线莲在全国各地栽培推广，金线莲人工栽培技

术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王伟等［７］报道了６种杀

菌剂对金线莲病害及生长的影响，陆祖正等［８］和刘敏

玲等［９］分别报道了低光照和不同ＬＥＤ光质对金线莲

生长的影响，陈宗杰［１０］和韩晓红等［１１］报道了金线莲

组培苗栽培基质筛选试验的结果。然而关于追施不

同肥料对金线莲生长影响的报道文献很少，江建铭

等［１２］和王光华［１３］分别就追施不同肥料对金线莲生长

效应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适宜的肥料对增产、

提质有明显效果。目前，金线莲生产中还存在着成活

率低、生长慢、品质良莠不齐等问题，本研究在总结前

人成果基础上，深入探讨不同肥料处理对金线莲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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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成活率、生长量和干物质积累等指标的影响，旨

在探寻合理的施肥方法，优化金线莲人工栽培技术，

为金线莲的优质高产提供技术保障。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来源于海西农作物品种引种中心福州

引种圃，挑选福建金线莲叶片平展、金色网格明

显、叶片数３～４片的健壮组培苗作为试材。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试验方案　同一批试验用组培苗清洗干净

后，挑选大小均匀、百株苗鲜重为１０５．０ｇ的组培

苗，定植于无间隔 （５５ｃｍ×２７ｃｍ×５ｃｍ）的塑料

穴盘中，每个穴盘定植１００株苗，栽培基质为

Ｋｌａｓｍａｎｎ泥炭土４２２＃∶珍珠岩 （３∶１）。组培苗

定植１个月时，开始施肥。试验选用花宝系列兰花

肥、花多多１号生长通用肥和常用复合肥，以清水作

为对照，采用单因子对比及完全随机试验设计，按照

施用不同肥料设置８个处理（表１）。肥料兑水成１

０００倍液喷施植株至叶面滴水为止，春秋季每１０ｄ

１次，夏冬季每月１次。每个处理１个穴盘，３次重

复。试验于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８日至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７日

进行，地点位于海西农作物品种引种中心福州引种

圃温室大棚内，通过水帘风机、加温机等设施自动调

节，维持棚内温度 （２５±５）℃、空气湿度（７０±

１０）％，按相同的水分、光温条件和病虫害防治措施

进行严格管理，定期观察记录植株生长情况。

表１　试验处理水平

犜犪犫犾犲１　犉犲狉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犾犲狏犲犾狊

处理 肥料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

１（ＣＫ） 清水 ０

２ 花宝１号 ７∶６∶１９

３ 花宝２号 ２０∶２０∶２０

４ 花宝３号 １０∶３０∶２０

５ 花宝５号 ３０∶１０∶１０

６ 花多多１号 ２０∶２０∶２０

７ 含Ｓ复合肥 １５∶１５∶１５

８ 含Ｓ复合肥＋增肥剂２０％ １５∶１５∶１５

１２２　测定项目与方法　通过测定栽培６个月和

１２个月存活植株数量，分别计算出６个月和１２个

月成活率。通过测定定植组培苗和栽培１２个月的

植株鲜重，计算出１２个月鲜重增长率％。参照食

品中水分的测定方法 ＧＢ５００９．３２０１０，测定栽培

１２个月植株烘干重量，计算折干率。

成活率／％＝测定时存活植株数量／定植组培苗

数量×１００％

鲜重增长率／％＝ （栽培后植株鲜重－定植组

培苗鲜重）／定植组培苗鲜重×１００％

折干率／％＝栽培后植株干重／栽培后植株鲜重

×１００％

１２３　统计分析　应用ＤＰＳ１４．１０数据分析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采用犔犛犇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肥料处理对金线莲植株生长状态的影响

生长过程中施用不同的肥料，对金线莲植株的

生长状态影响很大，从而严重影响品质 （表２）。

从表２可以看出，对照处理１只浇清水，长期缺肥

导致植株营养不良、细弱易感病，特别是夏季易受

飞虱、红蜘蛛等病虫害侵染，叶片斑驳、叶缘发

白，植株品质差 （图１）；处理３、５、６的植株叶

片红褐色、网纹明显、光泽鲜亮，尤其是处理６植

株感病少、表现出良好的生长状态 （图２）；处理

７、８植株小、叶色浅、光泽差、叶缘发白、易感

病。表２结果表明，施用花多多１号肥的植株生长

状态最好、感病少，施用花宝２、５号肥的植株生

长状态较好，施用复合肥不利于植株正常生长。

表２　不同肥料处理对金线莲植株生长状态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 狅犳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狊 狅狀 犵狉狅狑狋犺 狅犳

犃．狉狅狓犫狌狉犵犺犻犻狆犾犪狀狋犾犲狋狊

处理 植株生长状态
生长状

态评级

１（ＣＫ）

植株细弱，叶片不平展，部分叶片卷曲，

光泽不明显。易感病，约４０％植株叶缘

发白，叶片斑驳。
＋

２
植株较小，叶片浅褐色，光泽偏暗，约

１５％植株叶缘发白。
＋＋

３
叶片红褐色，网纹明显，光泽亮，约１０％
植株叶缘发白。

＋＋＋＋

４
叶色偏暗，光泽不亮。易感病，约５０％
植株叶缘整圈发白，叶片斑驳。

＋

５
叶片明显较大，网纹明显，光泽较亮。易

感病，约３０％植株叶缘发白。
＋＋＋

６
叶片深褐色，网纹明显，光泽亮丽极好。

感病植株少（＜１０％）。
＋＋＋＋＋

７

植株明显小，叶片浅褐色，色浅光泽偏

暗，茎脆易断。易感病，约３０％植株叶

缘发白。
＋

８
植株明显小，叶片浅褐色，色浅光泽不

亮。易感病，约２０％植株叶缘发白。
＋

注：生长状态评级分５级，最高级记为 “＋＋＋＋＋”，最低级记

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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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感病叶片斑白的福建金线莲植株

犉犻犵．１　犃．狉狅狓犫狌狉犵犺犻犻狆犾犪狀狋犾犲狋狑犻狋犺犻狀犳犲犮狋犲犱犵狉犪狔犾犲犪狏犲狊

图２　正常生长的福建金线莲植株

犉犻犵．２　犎犲犪犾狋犺狔犃．狉狅狓犫狌狉犵犺犻犻狆犾犪狀狋犾犲狋

２２　不同肥料处理对金线莲植株成活率的影响

从表３可以看出，８个处理中，６个月植株成

活率为６１．０％～９８．７％，处理３最高，为９８．７％，

处理７最低，为６１．０％，处理２、８之间差异不显

著 （犘＞０．０５，下同），与其他各处理之间差异极

显著 （犘＜０．０１，下同）。１２个月植株成活率为

５５．３％～９３．３％，处理３最高，为９３．３％，处理７

最低，为５５．３％，处理１、２之间差异不显著，处

理７、８之间差异不显著，同时与其他各处理之间

差异极显著。８个处理中，处理３的６个月成活率

和１２个月成活率均最高，处理４第２，处理５第

３，说明喷施兰花花宝系列肥料有利于提高金线莲

植株成活率；处理６施用花多多１号肥的成活率稳

定处于中上水平；处理８的１２个月成活率比６个

月成活率低，降低幅度大，１２个月成活率处理８

与７数值相当，两者均比对照处理１低，表明长期

喷施复合肥不利于金线莲的成活。

表３　不同肥料处理对金线莲植株成活率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狊狅狀狊狌狉狏犻狏犪犾狉犪狋犲狅犳

犃．狉狅狓犫狌狉犵犺犻犻

处理
６个月成活率

／％

１２个月成活率

／％

１（ＣＫ） ７８．３ｆＦ ７７．０ｅＥ

２ ８１．７ｅＥ ７７．７ｅＥ

３ ９８．７ａＡ ９３．３ａＡ

４ ９５．３ｂＢ ９０．７ｂＢ

５ ９１．０ｃＣ ８８．３ｃＣ

６ ８７．３ｄＤ ８６．０ｄＤ

７ ６１．０ｇＧ ５５．３ｆＦ

８ ８０．３ｅＥ ５６．７ｆＦ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极显著水平（犘＜

０．０１）和显著水平（犘＜０．０５），表４、５同。

２３　不同肥料处理对金线莲鲜重生长量的影响

从表４可以看出，定植时平均单株鲜重１．０５ｇ

的组培苗，栽培１２个月后平均单株鲜重为１．６９～

２．５０ｇ，鲜重增长率为６０．９％～１３８．１％，其中处

理６的单株鲜重最大，达２．５０ｇ，鲜重增长率为

１３８．１％；增重幅度较大依次是处理５、４、３、８，

鲜重增长率均达到或超过１００％；对照清水处理１

单株鲜重为１．６９ｇ，鲜重增长率最低为６０．９％。８

个处理中，处理２、８单株鲜重差异不显著，与其

他各处理之间差异显著；处理２、３之间，处理３、

４之间，处理４、５之间，单株鲜重差异显著，与

其他处理之间差异极显著。８个处理之间，鲜重增

长率差异达极显著水平。表４结果表明，有喷施肥

料的金线莲单株鲜重均比只浇清水的高很多，其中

以喷施花多多１号肥的处理鲜重增加最多，这与花

多多１号肥的 Ｎ、Ｐ、Ｋ比例均衡有利于植株根、

茎、叶的生长有关。

表４　不同肥料处理对金线莲鲜重生长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４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狊狅狀犳狉犲狊犺狑犲犻犵犺狋犻狀犮狉犲犪狊犲

狅犳犃．狉狅狓犫狌狉犵犺犻犻

处理
鲜重

／ｇ

鲜重增长率

／％

１（ＣＫ） １．６９ｇＦ ６０．９ｈＨ

２ ２．０９ｅＤ ９９．０ｆＦ

３ ２．１８ｄＣＤ １０７．６ｄＤ

４ ２．２６ｃＢＣ １１５．２ｃＣ

５ ２．３３ｂＢ １２１．９ｂＢ

６ ２．５０ａＡ １３８．１ａＡ

７ １．８２ｆＥ ７３．３ｇＧ

８ ２．１０ｅＤ １００．０ｅＥ

５９７第８期 魏翠华等：不同肥料处理对金线莲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２４　不同肥料处理对金线莲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从表５可以看出，组培苗栽培１２个月后平均

单株干重为１９８～２７９ｍｇ，处理６最高为２７９ｍｇ、

比对照提高了４０．９％，干重较大的依次是处理４、

５、３，对照最低，为１９８ｍｇ。８个处理中，处理

２、８差异不显著，与其他各处理之间差异极显著。

从折干率来看，处理４最高，为１２．０％，处理５最

低，为１１．１％，８个处理的折干率差别不大，数值

均超过１１％，这与试验测定的植株是栽培期１２个

月、干物质积累较为充分有关。

表５　不同肥料处理对金线莲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５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狊狅狀 犱狉狔 犿犪狋狋犲狉

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犃．狉狅狓犫狌狉犵犺犻犻

处理
干重

／ｍｇ

折干率／％

ＤＷ／ＦＷ

１（ＣＫ） １９８ｇＧ １１．７ｂＢ

２ ２３９ｅＥ １１．４ｃｄＣＤ

３ ２４５ｄＤ １１．２ｅｆＤＥ

４ ２７１ｂＢ １２．０ａＡ

５ ２５８ｃＣ １１．１ｆＥ

６ ２７９ａＡ １１．２ｅｆＤＥ

７ ２０９ｆＦ １１．５ｃＢＣ

８ ２３８ｅＥ １１．３ｄｅＣＤＥ

３　讨论与结论

金线莲属兰科植物，根、茎、叶均可入药，栽

培上虽无需大肥，但其株型矮小、生长缓慢，合理

施肥对于促进全草生长、提高产量与品质有重要作

用。江建铭等［１２］的研究认为，以菜籽饼腐熟液５００

倍液喷施金线莲，干重增产最为明显，比对照清水

增产５１．８２％；本研究结果表明，以花多多１号喷

施金线莲，干重增加最多，结合成活率计算，比对

照清水干重增产５７．３８％，增产效果优于前者。王

光华［１３］的研究认为，每隔１５ｄ喷１次１０００倍氨

基酸、３０ｄ后喷１０００倍高乐 （氮）３次、６０ｄ后

喷高乐 （钾）３次，移栽成活率最高，９０ｄ成活率

为７１％；本研究选择６和１２个月的成活率作为指

标，除了喷施复合肥的处理外，其他处理成活率均

高于７１％，更好地反映出长期喷施不同肥料对金

线莲生长的影响。同时为了更好地反应不同肥料处

理对金线莲全草生长的影响，本研究选择植株生长

状态、成活率、鲜重、干重和折干率等主要生长因

子，分别从植株品质、成活状态、生长量和干物质

积累等方面来反应不同肥料处理对金线莲产量和品

质的影响，这比前人的研究结果更为全面。由于金

线莲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目前生产上植株生长仍

偏缓慢，产量难以保障，要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提升

品质，亟待进一步精确的肥料配方试验和不断优化

的人工栽培技术。

本研究结果表明，有利于改善植株生长状态、

提升品质的肥料处理依次为花多多１号、花宝２号

和５号；有利于提高金线莲植株成活率的肥料处理

依次为花宝２、３、５号和花多多１号；有利于提高

鲜重生长量的肥料处理依次为花多多１号和花宝

５、３、２号；有利于增进干物质积累的肥料处理依

次为花多多１号和花宝３、５、２号。８个处理中，

综合表现最好的肥料处理是花多多１号，植株生长

状态佳、不易感病，１２个月栽培期植株成活率

８６．０％、鲜重增长率１３８．１％、干重２７９ｍｇ和折

干率１１．２％；其次是花宝２和５号。在金线莲生

产上，选择Ｎ、Ｐ、Ｋ比例均衡的花多多１号和花

宝２号作为追肥喷施，有利于植株生长，而喷施复

合肥不利于植株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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