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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林下经济属于新时代的产物，作为增加农民收入、解决环境问题和缓解土地资源紧缺的重要
工具。林药复合模式是我国最具林业特色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之一，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 , 已取得明显成
效。文章基于国内外对林药复合系统的研究结果，结合实施该复合模式所取得的经验及成效，从林地环
境对药材生长及有效成分的影响、林下药材种植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及林下种植药材对林木生长生理的影
响等方面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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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forests economy belongs to the product of new era, as increasing farmers’income,
solv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important tool of ease the shortage of land resources. Forest-medicinal
herb composite pattern is main form of under-forest economy. This pattern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under relevant support policies. Currently, correlational studies of tree-herb plantation have been concentrated
on impacts of forest environment to herbal medicine and forest-medicinal herb planting to surrounding and
forests,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 of the patter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tree-herb
plantation, making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pattern about variety selection, technical requirements, cultivation
area and quality control.
Key words tree-herb plantation; forest economy; medicinal herb; undergrowth plant

近年来，在政府大力支持和指导下，我国林

该模式是将适宜林下生长的药用植物重新种到自

下经济项目及产业蓬勃发展，林下经济是一种人

然环境下进行野生化栽培 [1]，在充分利用林地资

工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具有投入小、见效快的经

源的同时使野生药用植物资源得到恢复。林药复

济特点，林药复合经营模式（林地间作套种药用

合经营模式是以短养长，弥补了林木生产周期长、

植物）是最具林业特色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之一，

见效慢的缺点，是实现生态林业和绿色中药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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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系统内增加药材生产，
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土壤肥力和水的质量 [2]，

3

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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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药复合经营效应研究
林药复合经营对土壤特性的影响
土壤是林木生长的基础，林药复合经营可以

林药复合经营的林地选择

提高复合系统内土壤养分、改善土壤理化结构，

从事林药复合经营的林地的选择需因地制

进而促进林木生长 [8]。林药复合经营可以提高该

宜，结合林地及药用植物生长特性，选择最适宜

系统内土壤有机物含量及土壤养分含量，Gupta[9]

的种植模式。在干旱半干旱地区，耐旱型灌木与

对以杨树为基础的复合系统中土壤有机碳进行研

药用植物复合种植是该地区主要的复合经营模
式，例如，甘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与柠条 Cara-

究，发现随着树木年龄的增加，土壤有机碳含量

gana korshinskii 等灌木树种复合种植，取得良好

降低该区域土壤的 pH 值，同时增加土壤有机物

[3]

增加；尚瑛等 [10] 的研究表明，林药复合经营可以

效果 ；在退耕还林林区，林分相对单一且林龄

含量；李晨晨等 [11] 对不同林药复合经营模式对杉

小，可以用地面空间多，可以选择栽培技术成熟

木生态公益林土壤理化性质的改良效果研究结果

的药用植物；在禁草禁牧次生经济林林区，林分

显示，复合经营模式中林地土壤有机质、有效氮、

多为多年乔木次生林和经济林，该地区适宜于复

速效钾、全钾和全磷质量分数均比纯林有所提高。

合种植耐阴性强的药用植物。林药复合种植模式

同时，林药复合经营还可以提高系统内植物的水

在我国丘陵地区类型繁多，东北山区林参复合种

分利用率 [12-13]，因为林木的根系在土壤垂直分布

植模式实施的较为广泛 [4]；华北地区有杨树与药
用植物（桔梗 Platycodon grandiflorus、丹参 Salvia

时远深于药用植物，因此林木根系从更深的土壤

miltiorrhiza、知母 Anemarrhena asphodeloides）等

壤水分。

复 合 种 植 模 式； 杉 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与
黄连 Coptis chinensis 等药用植物复合种植模式在

层中吸收水分，不影响药用植物根系吸收利用土
土壤质量与土壤的生物学特性密切相关，土
壤微生物数量、酶活性等生物学特性能够更敏感
地对土壤质量的变化做出响应 [14]。Lauber 等 [15] 指

我国南方地区比较常见；在海南和雷州半岛地区，
有橡胶 Hevea brasiliensis 与砂仁 Amomum villosum

出，土地利用变化是影响地下微生物多样性的重

复合种植模式。

要因素之一，同时，土壤微生物作为反映土壤肥

2 不同树龄的林木与药用植物复合
经营模式

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与土壤有机质分解、腐殖质
形成、土壤养分转化和循环密切相关 [16-17]。土壤
酶活性是土壤生物学活性的总体现，土壤的微小

幼龄林木树冠小，未达到一定的郁闭度，可

变动均会引起其活性变化 [18-19]，能够客观地评价

在林地间隙种植植株矮小、喜阳、生长周期短的
药用植物（甘草、板蓝根 Isatis tinctoria 等），这时

土壤肥力水平 [20]。Paudel 等 [21-22] 的研究指出通过

复合种植既可减少土壤养分流失、抑制杂草生长，

微生物数量。

[5]

又能增加收益 ；随着树木的生长，郁闭度增大

复合经营，可以改善该复合系统内土壤酶活性和
3.2 林药复合经营对林木的影响

一些，这时可种植一些半喜阳的药用植物。在中

林药复合经营对林地及药用植物进行集约化

龄林中，林行距内形成了较荫蔽的环境，此时适
宜复合种植喜湿耐荫的药用植物（半夏 Pinellia

管理，改善了林木的生长环境，很多中药材具有

cordata）[6]。在成熟林中，通常郁闭度很大，应选

蔡静等 [24] 研究表明，杨树林内套种连钱草、野马
追 Eupatorium lindleyanum 对天牛控制效果显著。

择喜荫或耐荫的药用植物。赵福玲 [7] 结合丹东林

特殊的气味，这对害虫的控制起着综合作用 [23]。

区自然条件，通过多年实践探索提出了老龄林下
复合种植辽细辛 Asarum heterotropoides var. mand-

林药复合种植可以提高系统内光能利用率，降低

shuricum 复合经营模式，该模式在生产实践中已

提 高 相 对 湿 度， 对 系 统 内 林 木 的 生 长 起 促 进 作

得到广泛推广与应用。

用 [25]。

系统内温度，防止水土流失，减少地表水分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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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林药复合经营对药材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占用地区，在经营方式上易于实施，同时缩短了

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林药复合经营模式对

经济收益周期。林药复合经营可以提高该系统内

药用植物的生理生长产生影响，药材的质量也会
发生变化。徐立军 [26] 对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

土壤有机物含量、土壤养分含量、酶活性及土壤

与掌叶半夏 Pinellia tenore 复合种植对半夏药材产

和质量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全球对林药

量和质量影响的生理生态学机制进行了探讨，试

复合经营的研究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有许多

验结果表明株行距为 3 m×5 m 处理的掌叶半夏的

方面还有待加强，特别是在我国急需开展研究的

药材产量最高，总生物碱、多糖在复合系统中含

领域有系统中营养元素的循环、复合经营模式对

量最高，这说明适宜的复合经营配置能够促进总

土壤生物群落的影响、复合经营系统的管理、环

[27]

微生物数量，增强系统抗性，对药用植物的产量

生物碱和多糖含量的积累。倪乐 研究了不同林
药复合经营模式对雷公藤 Tripterygium wilfordii 各

境效应、经济效应等，开展这些方面的研究，可

部位甲素含量动态变化的影响，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林下套种雷公藤模式可以增加雷公藤根和

导。

为我国林药复合经营提供理论支持和精准技术指

叶中的雷公藤甲素含量，马尾松林下雷公藤复合
经营可以降低雷公藤茎和根中的雷公藤甲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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