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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石斛人工栽培技术》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国家标准计划《霍山石斛人工栽培技术规程》由 TC557（全国经济林

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报及执行，主管部门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由霍山县中药产业发展中心、皖西学院、九仙尊霍山石斛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霍山县长冲中药材开发有限公司、霍山县天下泽

雨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安徽智蓝生物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霍山县霍山石斛产业协会等单位共同起草。 

2、 目的意义和标准化现状 

霍山石斛，又称米斛，为兰科石斛属多年生附生草本植物，植株外观

短小圆润、中间膨大而鼓，形似我国古代量器“斛”。 

霍山石斛是以霍山命名的高附加值的石斛品种，人工种植的霍山石斛

具有不占用耕地、种植见效快、投入产出比高等特点，目前在安徽霍山及

金寨、浙江、河南南召、云南等霍山石斛人工种植面积发展迅猛，产品平

均销售价格比普通农产品高出 100 倍以上，带动脱贫增收作用明显，是山

区人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之一和代表性农产品。 

自汉代以来，作为贡品的霍山石斛一直依靠野生资源供应，但因自然

分布区域狭小且采摘无序，致使资源日益枯竭。新中国成立后，将其列为

珍稀濒危物种，产量更为稀少，为传承和发展好霍山石斛这一特色生物资

源，霍山县委、县政府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致力于霍山石斛的抢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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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历经种源保护、技术突破、产业化发展三大阶段，霍山石斛走上产

业发展的快车道，产业规模效应不断壮大。截至 2018 年末，霍山县霍山石

斛人工种植面积达 1 万余亩，从事种苗组培、种植、加工及销售的企业有

200 多家，从业人员近万人，年产霍山石斛鲜品 600 余吨，折合干品 100 余

吨，产值达 20 亿元。培育龙头企业 32 家（省级 6 家、市级 17 家、县级 9

家）、高新技术企业 4 家，以上市企业九仙尊、港资企业天下泽雨、本土企

业长冲中药材等公司为龙头的霍山石斛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基础研究进程不断深入。通过开展产学研合作，先后开展了霍山石斛

种源保护、种苗组培、产品研发、标准研制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并取得

丰硕成果。目前，霍山石斛产业拥有植物新品种 4 个、省级高新技术产品 1

件、省工业精品 1 件、省级科技奖 3 项、各类授权专利 79 件。2017 年 3 月，

霍山石斛通过国家濒危物种人工培植论证，拥有了迈向国际市场的“通行

证”，并于 2018 年 1 月在香港顺利通关、首次出境。霍山石斛安徽省食品

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已于 2018 年 11 月底正式发布，安徽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霍山石斛茎（人工种植）》（DBS34/002—2019），该标准自 2019 年 10 月 9

日起施行。霍山石斛作为名优特色农产品或食品，2007 年 9 月被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最早的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之一；同时该产品在我国有较长的食用历史记载。霍山县先后

荣获中国石斛之乡、霍山石斛原产地、霍山县霍山石斛中国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等荣誉称号。霍山石斛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品牌荣获“中国百强农产区域公用品牌”、荣登“中国品牌价值评价”

榜单（2016 年度、2018 年度），单品牌价值高达 40 亿元。霍山石斛炮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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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霍山石斛产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1 个

（“何云峙”牌）、省著名商标 9 个、市知名商标 4 个。  

在现行有效的与霍山石斛栽培相关的标准较少，标准对栽培过程中水

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都有所涉及，但是未涉及采收加工和贮藏等内容，

而且相关栽培技术已经不断改进和更新，这些标准仍不够成熟和系统，已

经无法满足霍山石斛的人工栽培和种植的需要。 

目前国内尚没有霍山石斛相关的国家标准，有相关的行业标准和地方

标准，其中行业标准有：LY/T 2448-2015《霍山石斛栽培技术规程》、LY/T 

2449-2015《霍山石斛种苗繁育技术规程》，另有多项霍山石斛相关的林业行

业标准正在起草和制定过程中。地方标准主要为安徽省地方标准，包括

DB34/T 486-2016 霍山石斛、DB34/T 2092-2014  霍山石斛栽培技术规程、

DB34/T 2426-2015 霍山石斛枫斗加工技术规程、DB34/T 2367-2015 霍山石

斛种子生产技术规程、DB34/T 2646-2016  霍山石斛仿野生栽培技术规程。 

因此，急需应制定本国家标准指导全国各地霍山石斛人工栽培技术规

范，以确保霍山石斛栽培的质量和品质。 

3、 主要工作过程 

计划下达后，2020 年 10 月 29 日申报立项，立项后 2020 年 11 月中旬

成立了由霍山县中药产业发展中心、皖西学院、九仙尊霍山石斛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霍山县长冲中药材开发有限公司、霍山县

天下泽雨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安徽智蓝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霍山县霍山石斛产业协会等单位组成的《霍山石斛人工栽

培技术规程》标准起草工作组，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席兴军研究员担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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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工作组负责人，皖西学院韩邦兴主要负责搜集霍山石斛繁育及栽培发表

的相关论文、专著、鉴定的成果、申请的专利、地方标准、地方标准、中

药材栽培等相关文献资料，为标准起草提供参考和借鉴。 

2020 年 12 月份，标准起草工作组各参与人员走访安徽各地，调研霍山

石斛相关企业如安徽圣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霍山县亿康中药材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安徽省斛生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六安西山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安徽中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同济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六安石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霍山县五峰山石斛开发有限公司等企

业；调研了从事霍山石斛繁育研究与生产的相关单位，如安徽省林业高科

技中心、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省农科院、合肥工业大学、六安市农科院等

单位；调研了从事霍山石斛栽培的相关企业，如安徽省霍山县长种中药材

开发有限公司、安徽康顺名贵中草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安徽省霍山县溢

生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霍山县天下泽雨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安徽斛

之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六安正元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种植企业。 

接着，标准起草工作组辗转浙江天方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调研，了解与

霍山石斛相近品种，铁皮石斛种苗生产。 

在标准起草过程中，标准起草工作组共召开 3 次不同形式的会议征求

意见。 

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起草人与相关专家

研讨会，会议中确定《霍山石斛人工栽培技术规程》国家标准草案整体框

架，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第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在霍山县石斛产业发展办公室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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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县石斛生产企业座谈会，由霍山县石斛产业协会、六安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霍山县市场监管局等相关人员参加标准起草征求意见会。 

第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在北京市召开《霍山石斛

人工栽培技术》国家标准起草工作会议，在前期研究工作基础上，与会专

家和代表对前两次会议形成的标准草案，围绕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展开

充分的讨论，主要包括产地环境、基地建设、栽培技术、种苗选择、田间

管理、采收、文件记录和档案管理等方面，按照国家标准制定工作思路，

产品标准应发挥引领产品高质量的作用，与会专家围绕上述讨论议题基本

达成一致意见，会后由霍山县中药产业发展中心、霍山县霍山石斛产业协

会、皖西学院提供历年霍山石斛鲜条、干条、枫斗等采收标准情况，最终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 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 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循：“科学、规范、适用”的原则，考虑标准的前瞻性、

指导性，又要顾及生产实际，兼顾霍山石斛的产量和质量，具有适用性，

可以作为政府相关部门监督、指导生产的依据，在生产上切实可行。确保

霍山石斛的生产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本标准按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林业行业标准管理办法》和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等规定要求编制，并根据项目单位前期研究基础及成果资料进行编写，符

合国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规定。 

2. 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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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产地环境条

件”、“基地建设”、“栽培技术”、“种苗选择”、“田间管理”、“采收”、“储

藏”、“文件记录与档案管理”等 11 个方面的内容。 

“范围”限定的是霍山石斛，不包括铁皮石斛、铜皮石斛。 

“产地环境条件”是要对霍山石斛生长的适宜区域、海拔高度和栽培

地的周边环境提出明确规定。尤其是适宜生长区域的确定，是根据霍山石

斛自然分布的地理范围确定的。霍山石斛自然分布于大别山区安徽省的霍

山县、金寨县、舒城县、岳西县；河南省的南召县；湖北省的英山县。以

此确定其适于生长的区域范围为：北纬：30°00′—33°43′，东经 111°

55′—117°15′。同时对林下栽培，设施栽培，生产场地进行了规定； 

“基地建设”从“土地平整”、“大棚搭建”、“喷淋设施”、“栽培基质”

等 4 个方面进行了规定。基地选择要求排灌方便，水源充足，干净无污染，

通风及向阳的地方，遵循霍山石斛的生长适应性，满足霍山石斛的环境要

求。 

“栽培技术”是本部分的重点内容：从“种苗”、“林下栽培”、“设施

栽培”、“病虫害防治”4 个方面给出了详细具体规定，包含“种苗”、“整地”、

“栽培基质选择”、“苗床搭建”、“栽培时间”、“栽培方法”、“温、光、水、

肥”控制与管理，“越冬管理”及“病虫害防治”等完整的栽培技术规范；

在走访调研及查阅文献资料可知，霍山石斛大多生长在云雾缭绕的悬崖峭

壁崖石缝隙间和参天古树上。其生长条件极为苛刻，适宜种植区域海拔高

度 900 至 1300 米，适宜生长温度 22℃~30℃之间，阴凉湿润通风的环境，

地势要相对平缓，便于搭棚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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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石斛栽培，水分管理是一项关键要素，要根据不同季节、气候变

化、植株大小及老化程度、苗床不同干湿程度，予以调整浇水间隔次数、

浇水量和浇水方式等，做到灵活浇水；浇水要掌握使基质“润”有湿气即

可，不能造成水渍之害；施肥以有机肥为主体基肥，生长期配合喷施叶面

肥。病虫害防治应遵循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进行，无论是病害还是

虫害，平常要注意观查，一经发现病虫害症状，应立即采取措施处理，不

能延误。 

本部分对霍山石斛的“采收”、“储藏”给予规定。霍山石斛采收时间

于每年的 1～2 月，新种植一年的霍山石斛，第二次采收产量不高，根据实

际情况可不采或少采，到第三年第二次采收时进入丰产期，可进行正常采

收。 采收时要合理采收，否则将严重影响次年的产量，要采取采大留小、

采老留新的方法，让嫩茎继续生长；没有收头的植株不能采收。 

1）对于采收的质量要求，主要根据目前霍山石斛市场交易情况和霍山

石斛主产区的当地企业的经验确定了基本要求。质量等级要求主要根据目

前霍山石斛市场交易情况和霍山石斛主产区的当地企业的经验并经过充分

征求各方面专家的意见确定。霍山石斛的枫斗、鲜条分为两个等级，霍山

石斛干条不分级。其中，分级的指标包括色泽胶质、气味与滋味、形状大

小规格等，主要根据安徽省地方标准 DB/T34-486-2016《霍山石斛》、安徽

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霍山石斛茎（人工种植）》DBS34/002—2019、《安徽

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19 版）P340 中关于霍山石斛饮片质量标准的相

关表述，在与霍山县主要霍山石斛生产企业和管理机构充分征求意见和讨

论的基础上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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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指标的确定，主要在充分采样分析数据的基础上（见附件），结合

安徽省地方标准 DB/T34-486-2016《霍山石斛》、安徽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DBS34）《霍山石斛（人工种植）》的对相关总生物碱、总多糖、含水量（干

条）、总灰分的规定，主要参照《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19 版）P340

中关于霍山石斛饮片质量标准的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检测数据的结果分析，

综合考虑安徽省地方标准 DB/T34-486-2016《霍山石斛》、安徽省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霍山石斛茎（人工种植）》DBS34/002—2019 以及考相关研究文

献的规定和结论，在与霍山县主要霍山石斛生产企业和管理机构充分征求

意见和讨论的基础上确定。 

根据相关学术文献和中国药典等材料的分析，粗多糖是表征霍山石斛

质量和品质的主要指标之一。石斛的粗多糖的含量及其检测方法，主要依

据起草工作组实际采样和采用不同方法进行检验为基础，具体数据如下表 2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霍山石斛的总多糖含量≥19%，考虑到栽培方式和管

理水平的差异和不同年份气候和降雨量等环境因素影响造成的含量波动情

况，将霍山石斛的粗多糖的含量定为 17%。这也与地方标准 DB34/T 

486—2010《霍山石斛》中霍山米斛的总多糖含量≥17%一致。同时其检测

方法采用在食品实际检测中常用的商检行业标准 SN/T 4260 《出口植物源

食品中粗多糖的测定 苯酚-硫酸法》进行。 

 

表 2 苯酚硫酸法测定石斛多糖样品结果 

样品 苯酚硫酸法 

霍山石斛枫斗（一年生）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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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石斛枫斗（二年生） 22.0% 

霍山石斛枫斗（三年生） 23.6% 

霍山石斛枫斗（大棚） 22.7% 

霍山石斛枫斗（大棚） 21.8% 

霍山石斛枫斗（林下） 33.1% 

霍山石斛枫斗（林下） 34.5% 

 

灰分和含水量均采用地方标准 DB34/T 486—2016《霍山石斛》的指标，

检测方法采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相应的方法。 

新鲜的霍山石斛贮藏时最主要的是不能密闭。石斛密闭在塑料袋中容

易导致霉变。新鲜的霍山石斛在透气条件下贮藏一年也不会腐烂，第二年

还能在节上萌发新芽，枯而不死、僵而不烂。 

最后，对“文件记录与档案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主要是要对生产

资料如蒴果种苗来源、生产环境、栽培基质等，以及从事的农事活动进行

详细记录如栽培措施，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温湿度控制等等，留存档

案并应长期保存。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 分析 

无。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

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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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本标准编写未采用国际和国外选进标准。因为霍山石斛仅为我国

特有种，国外无此石斛种。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 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法律、 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与安徽省地方标准《霍山石斛》（DB34/T486-2004）有重大

分歧。其分歧在于本标准所规定的霍山石斛是石斛属中的一个独立种，种

名为 Dendrobium huoshanense C.Z.Tang et S.J.chen，不包括生长在安徽省霍

山县境内的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 

而在 DB34/T486-2004 标准中的“霍山石斛”所规定的是“安徽省霍山

县境内所产石斛”，包括“霍山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该地

方标准把产在霍山境内的石斛都称为“霍山石斛”，这显然是错误的，把“霍

山石斛”与“霍山产的石斛”混为一谈了。 

本着科学态度，项目承担单位与霍山县政府联合召开相关专家、企业

家研讨论证会，通过研讨论证，对“霍山石斛”的“范围”界定达成一致

意见，即“霍山石斛”仅指 Dendrobium huoshanense C.Z.Tang et S.J.chen，

不包括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 

解决这一分歧的科学依据是《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志》、《安

徽植物志》及《中药霍山石斛的原植物研究》（唐振缁、程式君于 1984 年

发表于《植物研究》杂志上的学术论文）对霍山石斛的分类。 

七、 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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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本标准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应加强

标准的宣讲解读，引导霍山石斛生产企业和种植户自觉按照这一标准进行

霍山石斛的规范化生产。可以组织专门的培训班进行标准贯彻培训，同时

建立标准化示范点、示范区，通过示范加快标准的贯彻。因为贯彻这一标

准十分有利于对霍山石斛这一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有利于提高霍山石

斛生产水平，保证霍山石斛的产量和品质。同时，有利于澄清“霍山石斛”

与“霍山产的石斛”的区别。也有利于规范霍山石斛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有利政府相关部门对市场的监管。 

建议对符合本标准进行霍山石斛生产的企业、种植户给予“示范点”、

“示范区”授牌或确认，并给予适当奖励或补助。 

八、 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 技术措

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建议本标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由归口单位组织行业相关单位积极开

展宣贯工作。 

九、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霍山石斛人工栽培技术》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1 年 3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