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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ndustry in Longnan, we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bined with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planting structure, we thoroughly explored the domestication and breeding of new species of Bletilla striata, paris rhizome,
Dioscorea nipponica and other valuable wild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suitable for local development. Our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e new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dustry in Longnan, develop the direc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industry, expand the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crease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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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陇南市中药材产业发展为背景，通过产业现状分析，结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业产业种植结
构优化调整，深入探究适宜当地发展的白芨、重楼、穿龙薯蓣等名贵野生中药材家种驯化及新品种繁育；
旨在探索陇南市中药材产业发展新驱动，开拓产业扶贫方向，加大农业产业供给侧结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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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陇南市独特的地理位置、复杂多变的气候孕育了极其丰富的中药材资源，甘肃省五大名药“红芪、
当归、大黄、党参、甘草”中陇南占四大类“红芪、当归、大黄、纹党”，且均是优势独特主产区域。
近年来，全市结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按照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思路，各县区大力调整和优化产业
结构，依托山区生产中药材的产业优势合理规划，因势利导、科技引领，助推中药材适宜品种向优生区
集中，发挥产业优势。全力推动了中药资源优势转化，促进了中药材产业全面提速，着力培育出了战略
性中药材特色优势产业。
陇南市当归、纹党、红芪、大黄、半夏等道地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 60 万亩，以“企业+合作社+
农户”方式加大了对天麻、猪苓、穿龙薯蓣、白芨、重楼等特色中药材的种植面积。野生中药材驯化种
植技术的突破，成为脱贫攻坚中新的增长点，在培育新型产业、调整新结构，助推农民增收、具有深远
而重大的意义。

2. 陇南市地理概况
陇南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处秦巴山地与岷山山脉、黄土高原交汇地带，境内地貌俊秀，气候宜人，
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森林覆盖率高，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为陇南中药材生长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素有“陇上药仓”、“千年药乡”和“生物资源基因库”之美称。改革开
放 30 多年来，全市中药材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家植面积逐年增加，标准化水平逐步提升，品牌建设屡
创佳绩，尤其在脱贫攻坚、产业致富方面成效显著。统计数据表明，陇南全市总人口 280 多万，农村人
口高达 87.8%,全市 100 多万人口从事中药材种植，在贫困地区，中药材种植收入占有很大的比重，部分
地区甚至成为家庭的全部经济收入来源。

3. 陇南中药材产业现状
3.1. 规模化的药源基地
2016 年，陇南市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 105.88 万亩；当年采挖 63.1 万亩，年底留床 42.78 万亩，采挖
量达 17.2 万吨，产值达 20.39 亿元。其中党参累计种植面积 27.67 万亩；红芪 12.3 万亩，当归 8.7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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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 14.78 万亩，半夏 3.08 万亩，黄芪 9.93 万亩，柴胡 6.78 万亩。目前，全市共建立中药材标准化示范
点 46 个，100 亩的红芪原种生产基地，当归、红芪、纹党参、大黄良种繁育基地 1600 亩，当归、大黄、
纹党、半夏、天麻种苗繁育基地 2120 亩。

3.2. 形成农业质量导向的中药材品牌化建设
陇南市共注册中药材品牌商标 15 个；礼县大黄、文县纹党、西和半夏、武都红芪、宕昌党参、哈达
铺当归、宕昌黄芪已取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独一味胶囊获省级名牌产品称号。全市以红芪、
纹党、当归、大黄、黄连、半夏等大宗中药材为主要原料的加工营销企业有 30 多户，中药材专业合作组
织 60 多个；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甘肃佛仁科技制药有限公司、陇南远大生物科技公司、
两当县兴源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等 8 家公司获 GMP 认证，可生产准字号药 50 多种；甘肃佛仁科技制药有
限公司、文县中寨纹党产区代元有限公司被评为甘肃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3.3. 中药材市场体系基本形成
主产区区域性交易市场达 36 个，宕昌哈达铺、武都吉石坝 2 个较大规模的中药材专业市场正在修建
中，中药材产业化规模基本形成。

3.4. 中药材研究成效显著
3.4.1. 高产、质优、广适新品种培育
已成功选育出红芪[1] [2]、纹党[3]、大黄[4]等新品种 9 个类型(品系)，在中药材生产中发挥了显著增
产作用。
3.4.2. 优质资源利用创新
陇南市与国内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科技合作关系，与省农科院共同实施的项目“野
生中药材植物穿龙薯蓣人工栽培技术研究及种苗扩繁”进展顺利，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陇南市中药材
科技人员与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省中医学院、省经济作物推广站的中药领域专家共同合作，以项
目建设为平台，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先后完成了“陇南红芪优良品种选育及推广”、“穿龙薯蓣高效
育苗技术研究”、“猪苓规范化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陇南板蓝根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等项目，
培育了中药科技人才，增加了技术储备，奠定了科技支撑。为了保护野生珍稀濒危中药材资源，开展了
穿龙薯蓣等 12 个种类的野生家种驯化试验示范工作。现已建成“甘肃省中草药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甘肃省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工程实验室”、“陇南市中药材研究推广中心”“陇南市中药
材生产力促进中心”等中药研发平台。

4. 陇南中药材创新发展的制约因素
中药材产业是陇南市既核桃、花椒、油橄榄后确立的第四大支柱产业，近年来虽然有长足的发展，
但在中药材产业创新发展上还存在这许多不足。

4.1. 中药材产业创新驱动不足
尽管从国家、省、市政策层面对陇南中药材发展多有支持，但是仍然存在经费不足、科研创新平台
欠缺、设备落后、高端科研人员知识层次老化等问题。近年来，中药材创新发展除各县基层艰苦奋战的
工作人员外，从事中药材研究专业技术创新人员有限，基层科研人员缺少知识更新，研究设备老化问题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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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药材野生驯化缺少集中连片集成发展
我市中药材野生驯化大多分散，缺少统一规划，零星的发展导致生产技术推广难度加大，无法形成
统一的技术标准。

5. 陇南市中药材产业发展新驱动
5.1. 野生驯化得到全面发展
陇南市在当归、纹党、红芪、大黄、半夏等道地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 60 万亩的基础上，以“企业
+合作社+农户”方式加大了对天麻、猪苓[5]、穿龙薯蓣[6]、白芨[7] [8]、重楼[9] [10]、贯叶连翘[11]、
淫羊藿[12]等特色中药材的种植面积。野生中药材驯化种植技术的突破，在培育新型产业、调整新结构，
助推农民增收中具有深远重大的意义。
5.1.1. 穿龙薯蓣引种驯化
2008 年陇南市农科所结合全市高山阴湿地区中药材生产实际，联合中药材企业先后从河南引进穿龙
薯蓣原种田 300 亩，现已繁育扩展到 1500 亩良种繁育基地，带动武都区及周边县区发展穿龙薯蓣 4500
亩。
5.1.2. 贯叶连翘驯化
为解决贯叶连翘野生资源不足，市场家种空白，产品供不应求问题。陇南结合当地实情，在康县通
过移植栽培当地野生贯叶连翘家种驯化，
2016 年累计实现贯叶连翘种子种苗繁育基地 500 亩，
带动武都、
西和、文县周边县半高山地区发展贯叶连翘 5000 亩研究中。顺利解决了贯叶连翘种子发芽低及不发芽现
状，从而使得贯叶连翘种子繁殖技术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康县野生中药材贯叶连翘驯化繁育技术取得
成功，并初步形成了种植技术规范。
5.1.3. 白芨野生驯化
为解决白芨野生资源濒危，有性繁殖率低下等问题，全市结合当地实际开展白芨野生无性移植驯
化、野生切块繁育、白芨无性组培、大田温室有性繁殖，现已取得阶段性突破。先后在康县寺台镇、
贾安镇，武都汉王镇、魔坝乡，成县小川镇建立白芨野生驯化繁育基地 50 亩，有性繁育温室大棚 5 座；
市农科所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工程实验室连续两年完成白芨无性繁殖组培试验；全市共发展白芨种植
基地 500 亩。
5.1.4. 重楼野生驯化
重楼野生资源几近枯萎，家种无性繁育周期长，种子出苗率低下、休眠期长。为陇南重楼野生变家
种，全市先后通过企业(合作社)在市场征集重楼野生种茎，通过移植家栽，现已形成以武都区为中心辐射
康县、成县，建立重楼种子种苗繁育基地 50 亩。
5.1.5. 淫羊藿野生驯化
为适应市场需求，近年来我市在高山林园地带开展淫羊藿分株移植繁育，现已在西和、康县、文县、
武都建立淫羊藿繁育基地 10 亩。
5.1.6. 猪苓家种规模化
近年来，通过对猪苓家种技术的改进完善、技术示范推广、建立规范化示范点，现基本形成完善的
猪苓栽培技术，全市包括两当、康县、武都共发展猪苓 5000 多窝，有效增加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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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新品系的研究推广
5.2.1. 大黄品系 DH2006-1
陇南市农科所 2006 年在陇南礼县沙金乡发现并选出的优良单株。经 2006~2012 年连续 6 年对母株的
观察、种子繁殖、对生长结果的记载分析鉴评，其优良性状稳定，直根系粗长、品质优良，同目前种植
的其它品种相比，有明显的优良特性。
5.2.2. 红芪优良品系 HQ06-1
陇南市农科所在《陇南红芪优良品新品系选育》项目完成中，经过课题组成员齐心协力，刻苦钻研，
历经 6 年选育，填补了红芪优良品系选育研究的省内空白。该品系丰产、稳定性好，品质优，有效成份
略高于药典规定。
5.2.3. 纹党优良品系 WD2006-1
陇南市农科所 2008 年在文县中寨大海发现并选出纹党优良单株，经 2010~2012 年连续 3 年对母株的
观察、种子繁殖、对生长结果的记载分析鉴评，其优良性状稳定，直根系粗长、同目前种植的其它品种
相比，有明显的优良特性。

6. 陇南市中药材产业扶贫新模式
陇南市以中药材产业精准扶贫为契机，采用多种中药材种植、加工、销售运作模式。一是采取“公
司＋基地＋农户”种植方式。药企业租赁土地作为中心种植区，雇佣农民工种植，公司经营，辐射带动
周边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农户种植前与公司签订收购协议，产品采收市场价格低于保底价时，由公司全
部按保底价收购；高于保底价时，按市价收购。这种方式保证了农户种植的药材能全部卖出，也保证了
最低保底收入，农户规避了种植风险。二是采取“企业＋农户”模式。企业按照市场要求向群众提供种子
种苗、栽培技术，与农民签订种植合同，确定药材最低保护价，统一回收药材自行生产，降低药农的种
植风险，激发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三是农户自由种植模式。按照农户要求双联单位提供技术指导，帮扶
农户发展产业。通过各种中药材种植运作模式使农户受益，达到产业扶贫、产业致富。四是电商扶贫。
通过阿里巴巴、微信等销售渠道，将陇南特有的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

7. 展望
陇南市在中药材产业扶贫过程中形成的新模式将在全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发挥巨大作用，市场
前景宽广，增收作用明显。预计到 2020 年底，产业带动贫困村药农人均增收 1300 元，人均纯收入增长
120 元，这将极大的增加贫困农户脱贫增收，对全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乡村振兴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培育新型产业、调整新结构，助推农民增收、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项目基金
中药材白芨野生驯化及繁殖技术研究(院地科技合作项目)，编号：2017GAAS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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