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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比花叶开唇兰［Anoectochilus roxburghii（wall.）Lindl］在广东肇庆地区人工设施控湿大棚和次生

阔叶经济林下的生长情况，为筛选适合该区域的花叶开唇兰有效栽培模式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花叶开唇兰组培

苗为材料，连续两年秋冬季在广东肇庆地区的人工设施控湿大棚和次生阔叶经济林下进行花叶开唇兰种植试验，对

比两种栽培模式下花叶开唇兰植株的生长状况、叶片色素含量、成活率、病虫害情况及生物量。【结果】两种栽培试验

地的温湿度相近，但设施控湿大棚平均日光照度显著低于阔叶经济林下（P<0.05，下同）。花叶开唇兰在设施控湿大

棚的生长势明显，生长至180 d时，设施控湿大棚花叶开唇兰的株高、节数、叶数、总根数和根长分别高出阔叶经济林

下栽培植株36.14%、21.50%、25.60%、105.81%和77.94%，类黄酮和花色素苷含量分别较阔叶经济林下植株高35.54%

和169.05%；花叶开唇兰在阔叶经济林下的自然栽培模式易遭受虫害，种植180 d后的成活率仅41.12%，而设施控湿大

棚的植株成活率为80.23%；阔叶经济林下植株的鲜重和干重显著低于设施控湿大棚下植株，但其单株折干率较高，

为11.76%。【结论】花叶开唇兰种植在设施控湿大棚的生长性状优于阔叶经济林下栽培。广东肇庆地区由大叶相思

（Acacia auriculiformis A. Cunn. ex Benth.）、阴香［Cinnamomum burmanni（Nees et T.Nees）Blume］和高山榕（Ficus

altissima）等组建的阔叶经济林下并不适宜种植花叶开唇兰。阔叶经济林下自然小气候环境变化大，植株易遭受自然

气候和病虫害生物等胁迫。建议品种引入种植前，应依据物种的生物学特性，慎重选择适宜的经济林下生态环境，合理设

计栽培管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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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effects of Anoectochilus roxburghii（wall.）Lindl under
two cultivation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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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selecting the effective cultivation mode of Anoectochilus rox-
burghii（wall.）Lindl，the growth of A. roxburghii under the humidity control greenhouse and under the secondary broad-
leaved economic forest in Zhaoqing，Guangdong were compared.【Method】A comparative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Zhaoqing area in autumn and winter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using A. roxburghii tissue culture seedling to compare the
growth status，leaf pigment content，survival rate，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and biomass of plants under the two cultiva-
tion modes（humidity control greenhouse and secondary broad-leaved economic forest）.【Result】The temperature and hu-
midity of the two cultivation experimental sites were similar，and the daylight illumination of the humidity control green-
house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under the secondary broad-leaved economic forest.The growth vigor of A. rox-
burghii was strong in humidity control greenhouses. When it grew to 180 d，the plant height，pitch number，leaf number，
the total number of root and root length of the plant in the facilities in greenhouses were 36.14%，21.50%，25.60%，
105.81% and 77.94%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plants cultivated under the secondary broad-leaved economic forest，respec-
tively. The content of flavonoids and anthocyanin were 35.54% and 169.05% higher than that of plants under secondary
broad-leaved economic forest. Under the natural cultivation mode of the secondary broad-leaved economic forest，A. rox-
burghii was vulnerable to insect pests. The survival rate at 180 d was only 41.12%，while the survival rate of plants in the
humidity control greenhouses was 80.23%. The fresh and dry weights of the plants under the secondary broad-leaved eco-
nomic fores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plants under the humidity control，but the dry rate per plant was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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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花叶开唇兰［Anoectochilus roxburghii

（wall.）Lindl］为药材金线莲主要基原植物，兰科（Or-

chidaceae）开唇兰属多年地生兰（庞静等，2018），广

东地区常称为金线风。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金线莲

中的抗衰老活性成分牛磺酸、微量元素和人体必需

的8种氨基酸含量均高于国产人参和野生西洋参，在

治疗多种疾病方面具有独特辅助疗效（张君毅等，

2015）。花叶开唇兰野生资源主要分布于南亚热带

地区，我国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和台湾等省（区）均

有零星分布（胡晓东等，2016）。花叶开唇兰性喜温

凉潮湿环境，一般生长在植被完整、林间相对湿度

高、腐殖质丰厚的阔叶林下地表层。随着药用功效

及市场价值的开发，其野生资源被过度采挖，自然资

源储量日渐减少，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张君毅

等，2015；甘金佳等，2016）。目前花叶开唇兰组培苗

繁殖技术虽已成规模，但其人工种植技术因不同地

区而异。因此，研究花叶开唇兰适应区域地理气候

特性的人工栽培模式及技术，对多途径保护与利用

国家濒危药用植物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

展】福建省最早开展花叶开唇兰人工快繁技术研究，

形成了以种子无菌培养、离体快繁及生物反应器扩

繁等多种组培苗繁育形式，种苗规模化生产有效解

决了种植单位对种苗的需求（洪琳等，2016）。南方

丘陵地区水热资源丰富，生产潜力高。近年来，花叶

开唇兰人工种植的研究与实践逐渐增多，我国南方

丘陵地区形成了设施大棚栽培、林下仿野生栽培及

复合盆栽等模式。何碧珠等（2015）研究表明，种植

6个月后，林下仿生态种植金线莲的形态和生物量均

显著优于大棚种植。吴江等（2015）对不同栽培模式

下金线莲的产量和品质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大

棚栽培下金线莲的鲜重、干重、水含量和成活率均显

著高于仿野生栽培，但仿野生栽培金线莲的总黄酮、

生物碱、总酚、多糖和鞣质含量及抗氧化性均高于大

棚栽培。甘金佳等（2018）对比了不同大棚栽培和林

下栽培方式对金线莲生长状况和品质的影响，发现

大棚栽培的金线莲成活率和植株鲜重产量较高，但

总黄酮和多糖含量低于林下栽培的植株。在多种栽

培方式中，设施大棚栽培模式的应用面最广，但栽培

过程中植株易感染白绢病和茎腐病等，病情严重时

死亡率在90%以上，给种植户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林江波等，2017）。花叶开唇兰为浅根性地生兰，对

林下仿野生栽培的自然条件要求较高，种植期长，在

高温、暴雨、严寒等气候条件下植株成活率也较低。

近年广东梅州、惠州、云浮和肇庆等地区也陆续推广

花叶开唇兰规模化人工种植，品种多从福建或广西

引入，通常采用大棚种植（李月芬和邹建运，2014），

或于荔枝、龙眼、桉树、松杉树等常见阔叶经济林下

种植。但种植企业和农户对该物种的生物学特性、

区域适应性、种植管理技术等缺乏了解，常导致种植

失败或造成经济损失（邵清松等，2016）。因此，结合

花叶开唇兰生长特性，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栽培模

式，营造适宜的生长环境，是人工栽培花叶开唇兰成

功的关键。【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广东省对花叶开唇

兰资源分布、濒危机制、繁殖保护措施和种植技术的

研究相对滞后，加之南粤地理气候闷热，更应慎重选

择种植模式。本课题组在前期获得广东肇庆地区花

叶开唇兰道地种质的基础上（胡晓东等，2016），已成

功建立其快繁育苗技术体系，开展了设施大棚和低

海拔林下种植技术的前期研究（邵玲等，2016，

2017）。为多途径保护与开发利用广东地域特色药

用植物，科学发展以林地资源为依托的林药经济，需

进一步开展设施大棚与阔叶经济林下花叶开唇兰种

植的对比试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花叶开唇兰

组培苗为材料，连续两年秋冬季在广东肇庆地区人

工设施控湿大棚和次生阔叶经济林下进行花叶开唇

兰种植试验，对比两种栽培模式下花叶开唇兰植株

的生长状况、叶片色素含量、成活率、病虫害情况及

生物量，为筛选适合该区域的花叶开唇兰有效栽培

模式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及试验材料

试验地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北岭山南麓（东经

（11.76%）.【Conclusion】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humidity control greenhouses are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secondary-
broad-leaved economic forest. The secondary broad-leaved economic forest in Zhaoqing area made up by the Acacia auric-
uliformis A. Cunn. ex Benth，Cinnamomum burmanni（Nees et T. Nees）Blume and Ficus altissimais is not suitable for
planting A. roxburghii. The the secondary broad-leaved economic forest microclimate environment change is big，plants
are vulnerable to natural climate，diseases，insect pests and other biological stresse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uitable eco-
logic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forest should be carefully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cies
before planting，and the cultiva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should be designed reasonably.

Key words：Anoectochilus roxburghii（wall.）Lindl；cultivation mode；effects of growth；plan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Zhaoqing，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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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9 ′ 13″，北纬23°06 ′ 41″），属南亚热带季风气

候，海拔 81 m，日均自然光照时间10~12 h/d。阔叶

林地势坡度15°~25°，优势树种为大叶相思（Acacia

auriculiformis A. Cunn. ex Benth.）、阴香［Cinnamo-

mum burmanni（Nees et T. Nees）Blume］、高山榕（Fi-

cus altissima）等，林下生长有大叶相思和阴香幼苗，

地表为三者的落叶层，轻度腐化。花叶开唇兰组培

苗由肇庆学院粤中西部资源植物种质保护与利用研

究中心提供。

1. 2 试验方法

于2017年10月—2019年3月进行花叶开唇兰种

植对比试验，设人工设施控湿大棚种植和次生阔叶

经济林下种植两种栽培模式。设施控湿大棚棚顶封

闭，覆盖2层黑纱网，四周围闭防虫网，设自动控湿装

置，花叶开唇兰种植方法参考大棚优质种植综合技

术（邵玲等，2016）。取长势一致、株高4~5 cm的组培

袋装苗放置于大棚内，驯化1~2周后开袋，将根部的

培养基用清水清洗干净，弃除腐茎老叶，置于50%多

菌灵可湿性粉剂（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00倍液中浸泡10 min，捞起晾干待用。设施控湿

大棚种植采用带孔盆种植方式，基质为泥炭土和珍

珠岩（9∶1，v/v）；阔叶经济林下种植以原地沙壤土添

加泥炭土和珍珠岩（4∶4∶1，v/v/v），就地建畦，土层厚

度8~10 cm，除添加建畦基质外，基本保持原生态环境。

两种栽培模式的基质土壤肥力中等（邵玲等，2017）。

花叶开唇兰种苗单株种植，株距为5 cm×5 cm，植入基

质2~3 cm。两种试验地分别种植1000株，同期2个重

复，种植后仅采取人工浇水除草除落叶管护措施。

1. 3 测定项目及方法

1. 3. 1 生长指标测定 各试验地每30 d随机取样

15株，测量花叶开唇兰的株高、节数、叶数、叶长、叶

宽、总根数和根长等生长指标；同时统计植株的成活

率（成活株数/总株数×100%）。样株用DHG-9145A

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于

80 ℃烘6 h至恒重，用AE-240型电子分析天平（四川

时运成套仪器有限公司）测定其叶片鲜重、干重和单

株鲜重、干重，同时计算折干率（单株干重/单株鲜

重×100%）。使用温湿度计（翼州市耀华器械仪表

厂）和TM-207型照度计（世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实地监测试验地的温度、相对湿度和日光照度。

1. 3. 2 叶片色素指标测定 总叶绿素和类胡萝卜

素含量采用丙酮浸提法测定（张志良和瞿伟菁，

2003）。取成熟叶鲜样10片，去掉叶柄及中脉后，剪

碎混匀，准确称取0.05 g，置于具塞试管中，加入15.0

mL的90%丙酮溶液，4 ℃下黑暗放置24 h，期间适时

摇匀，直至叶片全褪色后，提取液过滤后，用UV-

2550紫外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在440、645和663

nm处测定吸收率，总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含量单位为

mg/gFW。

花色素苷含量采用pH示差法测定（周丹蓉等，

2013），以矢车菊素-3-葡萄糖苷为标准物。称取0.2 g

新鲜叶片，加入10.0 mL的50%乙醇研碎，4 ℃下

10000×g离心10 min，取2.0 mL上清液，分别用pH

1.0的KCl-HCl缓冲液、pH 4.5的乙酸钠—盐酸缓冲

液稀释至10.0 mL，混匀后用蒸馏水作对照，用分光

光度计于510 nm处测定吸光度，按照下式计算叶片

花色素苷含量。

花色素苷含量（mg/100 gFW）=（A×MW×DF×V×

100）/（ε×L×m）

式中，A为吸光度差（A pH 1.0~A pH 4.5），MW

为矢车菊素-3-葡萄糖苷的分子量（449.2），DF为稀

释因子，V为提取液体积（L），ε为矢车菊素-3-葡萄糖

苷的消光系数（26900），L为光程（1 cm），m为被测样

品质量（g）。

类黄酮含量采用超声波辅助提取法提取后以

硝酸铝—亚硝酸钠—氢氧化钠比色法测定（蒋志国，

2006；黄丽华等，2016）。取花叶开唇兰成熟叶片于

60 ℃烘干，恒重后研磨成粉末；精确称量干粉末10

mg，放入具塞三角烧瓶中，加入60%乙醇25.0 mL，

300 W超声60 ℃提取3次，每次20 min；过滤，滤液用

蒸馏水定容至50.0 mL，量取2.5 mL样液注入具刻

度的20.0 mL试管中，并加蒸馏水定容至3.0 mL；然

后加入5% NaNO2溶液0.5 mL，摇匀，放置6 min；再

加入10% Al（NO3）3溶液0.5 mL，摇匀，放置6 min；最

后加入4% NaOH溶液5.0 mL，摇匀，放置15 min，

于波长510 nm处测其吸光度，类黄酮含量单位为

mg/gDW。

1. 4 统计分析

经优化设计方案后，选取2018年10月—2019年

3月的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使用Excel 2003进行

数据的整理及图表绘制，使用SPSS 17.0进行数据间

的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两种栽培模式试验地的温湿度及日光照度

情况

由图1可看出，整个栽培过程中，设施控湿大棚

的平均温度变化范围在13.0~21.0 ℃，平均相对湿度

为 77.6%~87.1%，日光照度平均值为 2.6~3.1 Btu/

邵玲等：花叶开唇兰两种栽培模式生长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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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2*h）；阔叶经济林下的平均温度为13.5~21.0 ℃，

平均相对湿度为73.3%~82.5%，日光照度平均值为

22.3~100.2 Btu/（ft2*h）。 2018年 10—12月试验期

间，设施控湿大棚的平均温度为（18.0±0.1）℃，平均

相对湿度为（82.3±4.6）%，日光照度平均值为（2.6±

0.6）Btu/（ft2*h），最高值为5.6 Btu/（ft2*h）。阔叶

经济林下的平均温度为（18.5±0.2）℃，平均相对湿

度为（75.3±2.6）%，日光照度平均值为（53.1±0.5）Btu/

（ft2*h），最高值为213.0 Btu/（ft2*h）。2019年1—3月

期间，设施控湿大棚的平均温度为（16.3±0.3）℃，平

均相对湿度为（85.8 ± 2.0）%，日光照度平均值为

（3.1±0.5）Btu/（ft2*h），最高值6.8 Btu/（ft2*h）；阔叶

经济林下的平均温度为（16.2±0.3）℃，平均相对湿

度为（78.9±3.3）%，日光照度平均值为（58.3±0.9）

Btu/（ft2*h），最高值为136.0 Btu/（ft2*h）。可见，种

植过程中花叶开唇兰两种栽培模式试验地的平均温

度相近，设施控湿大棚的平均相对湿度高于阔叶经

济林，其中2018年12月—2019年1月时段差异达显著

水平（P<0.05，下同），但设施控湿大棚的日光照度平

均值显著低于阔叶经济林。

2. 2 两种栽培模式下花叶开唇兰植株的生长情况

不同栽培模式下花叶开唇兰部分生长指标的

动态变化（图2）显示，花叶开唇兰在设施控湿大棚下

的株高、叶长、叶宽和总根数均高于阔叶经济林下栽

培的植株，其中，在种植90~180 d时，阔叶经济林下

植株的株高、叶长和叶宽3个指标长势表现停滞，与

设施控湿大棚的植株相比差异显著。

进一步对各生长指标进行回归分析，设施控

湿大棚栽培下植株各生长指标的线性方程分别为

y株高 =9.6964x+37.6586、y叶长=2.5757x+18.6914、y叶宽=

1.6493x+14.8229、y总根数=0.6510x+0.3814，各指标在种

植0~180 d的生长斜率分别为9.6964、2.5757、1.6493、

0.6510；阔叶经济林下植株各生长指标的线性方程

为y株高=5.2050x+40.1514、y叶长=0.3196x+18.0057、y叶宽=

-0.0321x+16.1314、y总根数=0.3232x+0.8895，同期各指

标的生长斜率仅为5.2050、0.3196、-0.0321、0.3232。

可见，花叶开唇兰在设施控湿大棚的生长势明显优

于阔叶经济林下栽培。

由表1可知，种植前花叶开唇兰组培苗茎纤细，

叶小、卷曲，根数少，根系不发达；生长至180 d时，设

施控湿大棚花叶开唇兰的株高、节数、叶数、总根数

和根长分别高出阔叶经济林下栽培植株36.14%、

21.50%、25.60%、105.81%和77.94%。设施控湿大棚

种植的花叶开唇兰植株节间长，节数多，平均叶数

多，叶表面具金红色带有绢丝光泽叶脉网纹，肉质茎

表观淡红色，根系发达，种植180 d时总根数和根长

分别为6.38±0.26条和65.09±2.23 mm，而阔叶经济林

下植株的总根数和根长仅为3.10±0.12条和36.58±

2.77 mm。

2. 3 两种栽培模式下花叶开唇兰叶片色素指标的

比较

由表2可知，随着生长期的增加，两种栽培模式

图 1 花叶开唇兰两种栽培模式试验地的温湿度和日光照度
情况

Fig.1 Daylight illumination，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of the
two cultivation experimental sites of A. roxburghii

同一生长时间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两种栽培模式间差异显著（P<
0.05）。图2和图4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figure at the same growth time indi-
cat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ultivation modes（P<
0.05）. The same were applied in Fig.2 and Fi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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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两种栽培模式下花叶开唇兰植株部分生长指标动态
比较

Fig.2 Dynamic comparison of A. roxburghii growth indexes in
two cultivation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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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花叶开唇兰叶片的总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含量均

显著增加；但叶片中类黄酮和花色素苷含量变化不

同，与阔叶经济林下种植模式相比，设施控湿大棚种

植模式更有利于类黄酮和花色素苷的积累，生长至

180 d时，设施控湿大棚植株的类黄酮和花色素苷含

量分别较阔叶经济林下植株高35.54%和169.05%。

2. 4 花叶开唇兰生长过程中病虫害和成活率情况

花叶开唇兰种植期间设施控湿大棚和阔叶经

济林下栽培均出现茎腐病（图3-A）和软腐病（图3-

B），病原菌主要为害植株茎部和茎基部，导致植株

基部腐烂猝倒。但阔叶经济林下种植的花叶开唇兰

受虫害影响更严重，种植期间主要虫害为鳞翅目幼

虫（图3-C）、褐云玛瑙蜗牛（图3-D和图3-E）和蟾蜍

（图3-F）等，设施控湿大棚则无虫害发生。说明阔叶

经济林下花叶开唇兰的自然栽培模式易遭受虫害。

由图4可知，随着生长期的延长，两种栽培模式

下花叶开唇兰的成活率均有所下降，阔叶经济林下

植株的成活率下降明显，生长至30 d时，其成活率已

显著低于设施控湿大棚种植的植株，生长至180 d

时，阔叶经济林下植株的成活率仅为41.12%，而设施

控湿大棚种植的花叶开唇兰成活率仍高达80.23%，

且从种植30 d起设施控湿大棚植株的存活率均显著

高于阔叶经济林下植株。

2. 5 两种栽培模式下花叶开唇兰植株生物量的

变化情况

花叶开唇兰以全草入药。鲜重是植株在整个

生长过程中生长状态的综合体现，干重反映了植株

干物质的积累，折干率是植株干重与鲜重的比率（魏

翠华等，2015）。由表3可知，两种栽培模式下植株有

机物的积累程度不同，花叶开唇兰经过180 d的生长

期后，设施控湿大棚下植株的鲜重和干重分别较种

植前增加173.59%和1081.71%，阔叶经济林下植株

的鲜重和干重分别增加73.96%和725.81%，表明设

施控湿大棚环境更有利于植株的生长。但阔叶经济

林下植株的单株折干率高于设施控湿大棚种植的植

株，可能与林地内较高的光照度有关。

3 讨论

广东肇庆地区属典型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雨

量充沛，水湿条件优良，植被覆盖度好，蕴含花叶开

唇兰野生种质，为发展经济林下种植提供了便利条

件（邵玲等，2017）。花叶开唇兰的规模化生产主要

采用大棚栽培模式（黄高凌等，2012；林江波等，

2017），近年有关经济林下种植的研究与实践报道逐

渐增多（邵清松等，2016；洪琳等，2016）。经济林下

种植的花叶开唇兰其有效成分含量较高（甘金佳等，

2018），结合当前林下经济发展的要求，该种植模式

近年在各地推广力度较大。花叶开唇兰居群生长对

生态环境要求严格，生境适应性较差。因此，开展花

叶开唇兰的区域性种植模式试验，是品种推广的前

提要求。

邵玲等：花叶开唇兰两种栽培模式生长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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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

参考黄小云等（2017）的研究结果，并结合本课

题组前期研究经验（邵玲等，2016，2017），本研究选

择在当年10月至次年3月进行，避开了南粤高温高

湿、病害高发的夏季，试验时间较适合花叶开唇兰的

生长。为全面掌握花叶开唇兰在天然阔叶经济林下

生长所受到的胁迫因素，经济林下种植地除添加建

畦基质外，基本保持原生态环境。设施控湿大棚种

植期间平均温度为13.0~21.0 ℃，平均相对湿度为

77.6%~87.1%，平均日光照度为2.6~3.1 Btu/（ft2*h）；

以台湾相思树为优势树种的阔叶经济林下，平均温

度为13.5~21.0 ℃，平均相对湿度为73.3%~82.5%，平

图 3 花叶开唇兰生长过程中的病虫害发生情况
Fig.3 Pests and disease in the growing process of A. roxburghii
A：茎腐病；B：软腐病；C：鳞翅目幼虫；D和E：褐云玛瑙蜗牛；F：蟾蜍

A：Stem rot disease；B：Soft rot disease；C：Lepidoptera larvae；D and E：Achatina Fulica；F：Toad

图 4 两种栽培模式下花叶开唇兰植株的成活率
Fig.4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two cultivation modes of A. rox-

burgh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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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idity control greenhouse
阔叶经济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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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期（d）
Growth
period

0
180
0

180

株高（mm）
Plant

height
41.97±1.77c
97.60±2.92a
41.22±1.32c
71.69±1.08b

节数（节/株）
Pitch number
（pitch/plant）

3.26±0.32c
6.16±0.17a
3.34±0.12c
5.07±0.21b

叶数（片/株）
Leaf number
（leaf/plant）
2.91±0.21c
6.23±0.32a
2.90±0.31c
4.96±0.10b

总根数（条/株）
The total number
of root（root/plant）

1.58±0.40c
6.38±0.26a
1.13±0.23d
3.10±0.12b

根长（mm）
Root

length
10.24±1.10c
65.09±2.23a
12.24±2.54c
36.58±2.77b

表 1 两种栽培模式下花叶开唇兰植株生长性状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A. roxburghii growth character data between the two cultivation modes

表 2 两种栽培模式下花叶开唇兰叶片色素指标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pigment indexes of the leaves of A. roxburghii under two cultivation modes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2和表3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2 and Table 3

栽培模式
Cultivation mode

设施控湿大棚
Humidity control greenhouse

阔叶经济林下
Broad-leaved economic forest

生长期（d）
Growing period

0
90

180
0
90

180

总叶绿素
（mg/100 gFW）

Chlorophylls
396.13±5.49e
566.46±3.15c
884.29±4.14b
338.12±3.31f
470.48±3.05d

1079.92±19.34a

类胡萝卜素
（mg/100 gFW）

Carotenoid
78.86±5.49e
134.43±1.84c
256.00±4.12b
87.47±1.42e

112.13±6.58d
285.11±2.35a

类黄酮
（mg/100 gDW）

Flavonoid
3.21±0.30c
6.63±0.39a
6.33±0.16a
4.83±0.15 b
3.37±0.12c
4.67±0.13b

花色素苷
（mg/100 gFW）

Anthocyanin
0.0042±0.0009d
0.0078±0.0004b
0.0113±0.0009a
0.0038±0.0001d
0.0054±0.0001c
0.0042±0.000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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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种栽培模式下花叶开唇兰植株生物量的变化情况
Table 3 Changes of plant biomass of A. roxburghii under two cultivation modes

栽培模式
Cultivation mode
设施控湿大棚
Humidity control greenhouse

阔叶经济林下
Broad-leaved economic forest

生长期（d）
Growing period

0
90
180
0

90
180

鲜重（mg/株）
Fresh weight（mg/plant）

1251.23±0.77d
1820.93±3.68c
3439.67±3.52a
1251.23±0.77d
1670.50±9.95c
2176.70±1.44b

干重（mg/株）
Dry weight（mg/plant）

31.00±5.77c
176.00±2.08b
366.33±7.62a
31.00±5.77c

165.00±3.18b
256.00±2.91b

单株折干率（%）
Drying rate per plant

2.48±0.001c
9.67±0.003b
10.65±0.013a
2.48±0.001c
9.88±0.009b
11.76±0.009a

均日光照度为22.3~100.2 Btu/（ft2*h），说明两种栽

培模式试验地的小气候环境组成以日光照度差异最

明显。光照在植物生长过程中至关重要，光照强度

直接影响植物生长和形态结构，进而影响植物活性

成分的积累，适宜的光照度有利于植物正常生长（何

碧珠等，2015）。对两种栽培模式下花叶开唇兰叶片

的色素指标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生长至180 d时，阔

叶经济林下植株叶片的总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含量

高于设施控湿大棚的植株，但其类黄酮和花色素苷

含量极低，叶片典型的金红色叶脉网纹性状消失，叶

片表观性状呈绿色，说明阔叶经济林下高光照量的

种植环境已影响到花叶开唇兰正常的代谢生理和叶

形态建成。

通过观察两种栽培模式下花叶开唇兰的生长

势态，发现设施控湿大棚植株的成活率、鲜重、干重

等指标均显著高于阔叶经济林下植株，且各生长时

段统计的单株根、茎和叶等生长指标明显优于阔叶

经济林下植株，与甘金佳等（2018）的研究结果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阔叶经济林下种植的花叶开唇兰，在

生长90~180 d期间，植株部分生长指标基本处于停

滞状态，成活率有下降趋势；但此时设施控湿大棚栽

培的植株长势表现明显，其原因可能与两种栽培试

验地的花叶开唇兰遭受病虫害危害程度不同密切相

关。设施控湿大棚四周围闭防虫网，花叶开唇兰无

虫害发生，植株偶发茎腐病和软腐病，生长后期（90 d

后）环境气温下降，病害得以抑制，植株的成活率维

持在80.00%左右。与设施控湿大棚相比，阔叶经济

林下栽培的花叶开唇兰遭受虫害危害程度更严重。

由于阔叶经济林植被茂盛，林下栽培接近野生状态，

受自然环境因素影响明显。如大叶相思、阴香等建林

优势树种果籽成熟落地后易萌发为幼苗；同时试验地

丰富的腐殖质，疏松、潮湿的林下环境有利于有害生

物的栖息等。现场发现，以晨昏或夜间活动的蜗牛

和蟾蜍对花叶开唇兰生长影响最大，在未设置人为防

护措施的前提下，阔叶经济林下植株后期的存活率

仅为41.12%，与李志坚（2016）在毛竹林及阔叶树林

生境条件下栽培的花叶开唇兰试验效果差异明显。

本研究比较了广东肇庆地区设施控湿大棚和

常见阔叶经济林自然环境下花叶开唇兰的生长发

育、病虫害发生和主要色素物质积累等情况，对筛选

适应当地气候的栽培模式提供了科学指引，后期仍需

结合影响经济林下栽培效果的林地品种选择、光照

度及病虫害等因素，在生产实践中合理营造适宜花

叶开唇兰生长的环境，设计栽培管护措施开展种植。

4 结论

花叶开唇兰在设施控湿大棚的生长性状优于

阔叶经济林栽培模式。与设施控湿大棚相比，阔叶

经济林下的自然小气候环境变化大，花叶开唇兰易

遭受自然气候（日光照、高温、风雨、寒潮）和病虫害

生物等胁迫，因此广东肇庆地区由大叶相思、阴香和

高山榕等组建的阔叶经济林下并不适宜种植花叶开

唇兰。若开展该物种林下种植，应依据其生物学特

性慎重选择适宜的经济林下生态环境，进行品种引

入种植试验，合理设计栽培管护措施，以避免不必要

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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