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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斛概述 

1.1 石斛简介 

石斛属Dendrobium为兰科第二大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全球共计 1500多种，

目前我国发现有 76种，将近 40种作药用，用于提取作某些制药原料的也有多种。

主要分布于我国秦岭以南各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 年版收载的石斛

分为两类，即石斛和铁皮石斛。前者列有金钗石斛 Dendrobium nobile Lindl、鼓

槌石斛 Dendrobium chrysotoxum Lindl、流苏石斛 Dendrobium fimbriatum Hook 3

种，但表明还含有同属植物的近似种，它们是药用功效很强的石斛，传统开发的

有数十种中成药；后者铁皮石斛 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 还有非常

好的滋补和养身效果。 

1.2 铁皮石斛概述 

1.2.1 铁皮石斛简介 

铁皮石斛又名黑节草，多年生和附生植物，位“中华九大仙草”之首。石斛属

是兰科植物中较大的属，全世界约有 1500 种，中国有 74 种 2 变种，我国境内主

要分布在云南、广西、广东、贵州、浙江、安徽、台湾等地。野生的铁皮石斛大

多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我国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的

浙、皖、云、贵、川等地的山区。 

 
图 1  野生的铁皮石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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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石斛生长习性神秘莫测，它生长于悬崖峭壁的阴凉处，或附生在森林中

的树干或岩石上，自然产量极少。由于它生长条件十分苛刻，更因民间长期过度

采挖，致使野生资源濒临灭绝，野生铁皮石斛被列为国家二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禁止采挖或销售其野生资源。 

铁皮石斛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并列为上品，为我国传统名贵药材之一。功

效：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热病津伤，口干烦渴，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

后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痿软。古代所用的石斛已有

多种，主要为石斛属植物。现代探明有开发价值的石斛 39 种，其中铁皮石斛最

为有名。 

 
图 2  仿野生铁皮石斛 

铁皮石斛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被收载的 5 种石斛属植物之一，石

斛的药用部分主要为新鲜或干燥茎，具有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功效。铁皮石斛

的种子极小、无胚乳，自然条件下需与某些真菌共生才能萌发，很难用实生苗栽

培；而传统的分株、扦插等方式的繁殖率极低，加上人为的过度采挖和破坏生境，

其资源已濒临灭绝，被国家列为重点保护的药用植物之一。为能规模化栽培铁皮

石斛以提供充足的铁皮石斛原料和保护野生资源，国内有关研究机构从 20 世纪

70 年代便开始铁皮石斛的开发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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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地理特征 

野生铁皮石斛生于海拔 1600 米的山地半阴湿的岩石上，喜温暖湿润气候和

半阴半阳的环境，不耐寒。因生长周期缓慢，极难存活，加以近些年对野生铁皮

石斛的过度采伐，野生铁皮石斛已濒临灭绝。石斛属植物大多数种类都集中分布

在北纬 15°30′～25°12′之间，且越向北延伸而种类逐渐减少。中国铁皮石斛主要

分布在浙江、安徽、广西、湖南、云南、贵州等地。在 1987 年，我国就已将铁

皮石斛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之中。 

1.2.3 药理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 版一部对铁皮石斛性味功效味甘，性微寒；

具有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热病津伤，口干烦渴，胃阴不足，食少于呕，病

后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痿软等功效。 

铁皮石斛的主要药理作用为： 

（1）增强免疫功能 

铁皮石斛具有滋阴养血的功能。含有丰富的多糖类物质，具有增强免疫功能

的作用。现代药理研究还表明：铁皮石斛能提高应激能力，具有良好的抗疲劳、

耐缺氧作用。 

（2）促进消化 

铁皮石斛是益胃生津药，是治疗胃脘痛、上腹涨痛的常用药物。现代医学实

验证实：铁皮石斛对脾胃病中常见的致病菌幽门螺杆菌有较好的抑制作用，有助

于治疗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幽门螺杆菌阳性的病症;同时，

口服铁皮石斛煎液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增强胃的排空能力，帮助消化。 

（3）护肝利胆 

铁皮石斛有较好的利胆作用。历代医家都认为“铁皮石斛”具有滋养肝阴的作

用，是治疗各种肝胆病的要药，可用于治疗肝炎、胆囊炎、胆结石等肝胆疾病。 

（4）抗风湿 

人进入中年以后，阴津开始衰弱，筋骨功能逐渐减退，铁皮石斛能够滋养阴

液、润滑关节，从而达到强筋健骨、流利关节、增强抗风湿的效果; 

（5）降低血糖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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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石斛功能养阴清热润燥，自古以来就是治疗糖尿病的专用药。临床研究

表明，铁皮石斛不仅可以增强胰岛素活性，同时能显著降低血糖水平，使血正常;

可促进循环、扩张血管、降低血胆固醇和甘油三脂。 

（6）抗肿瘤 

铁皮石斛对肺癌、卵巢癌和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等恶性肿瘤的某些细胞有杀

灭作用，具有较强的抗肿瘤活性。临床用于恶性肿瘤的辅助治疗，能改善肿瘤患

者的症状，减轻放、化疗的副作用，增强免疫力，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时间。 

（7）保护视力 

石斛具有滋阴养目的功能，被历代医家作为养护眼睛的佳品。现代药理学研

究证实：石斛对防治老年白内障和保护少儿视力有明显效果。 

（8）滋养肌肤 

人体进入中年后，由于体内的阴液日益减少，从而加速了皮肤老化，使之变

黑或变皱。铁皮石斛含有的黏液质，对人体皮肤有滋润营养作用。 

（9）抗衰老 

《神农本草经》将铁皮石斛列为具有“轻身延年”作用的圣药。现代药理学研

究证实：铁皮石斛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对于人体的健康长寿有着密切的关系，对

人体的抗衰老作用比一般的药物更广泛、更全面。 

从中医角度来看，对于铁皮石斛以新鲜茎入食、入药或入膳，更利于人体对

有效成分的吸收，效果更佳。 

1.2.4 铁皮石斛采收及加工 

铁皮石斛全年均可采收，茎表面铁绿色，有细深纵纹，新鲜茎以味甘、质重、

柔韧、嚼之黏性大、渣极少或无渣者为佳。鲜用者除去根及杂质，洗净除菌后可

直接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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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棚种植铁皮石斛 

 

图 4 铁皮石斛鲜条 

铁皮石斛采收后，除去杂质，用开水略烫或烘软，再边搓边烘晒，至叶稍搓

净，干燥，铁皮石斛剪去部分须根后，边加热边扭成螺旋形或弹簧状，烘干；或

切成段，干燥或低温烘干，前者习称“铁皮枫斗（耳环石斛）”；后者习称“铁皮

石斛”。铁皮枫斗呈螺旋形或弹簧状，一般为 2～4 个旋纹，茎拉直后长 3.5～8cm，

直径 0.2～0.3cm。表面黄绿色，有细纵皱纹，一端可见茎基部留下的短须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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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易折断，断面平坦。气微，味淡；嚼之有黏性，一般无渣。 

 
图 5  铁皮枫斗 

1.2.5 铁皮石斛组织和种植技术 

铁皮石斛组培和种植技术的突破及普及，使得温室大棚集约化种植模式与仿

野生栽培模式在云南和浙江等地区得到广泛应用，其中温室大棚集约化种植模式

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较为现代种植模式。因铁皮石斛远高于普通石斛的药用价值，

经过医药界专家学者的努力，制定铁皮石斛新的质量标准，于 2010 版《中国药

典》中把铁皮石斛从石斛中分离出，并单独列一品种。金钗石斛、马鞭石斛、鼓

槌石斛、环草石斛等作为普通石斛用作制药厂原料，而铁皮石斛含有丰富且易吸

收的铁皮石斛多糖，具有增强免疫、抗肿瘤、降血糖，益胃生津，滋阴清热，强

身健体等功效，作为高级养生保健滋补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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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铁皮石斛产业链 

2.1 铁皮石斛市场产业链结构 

科研技术创新

政策支持

铁皮石斛
原料

铁皮石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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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石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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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石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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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石斛
运输

铁皮石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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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

产品

创新阶段 生产阶段 销售阶段

上游 中游 下游

国内

出口

 

图 6  铁皮石斛产业链 

在铁皮石斛产业中，产业链分为上游创新阶段、中游物质分离阶段、产品加

工阶段和下游营销策划阶段、渠道分销等。实现从研究——试验——生产——市

场一体化的产业链模式。 

2.1.1 我国铁皮石斛种植情况 

地处雁荡山脉的温州和台州是铁皮石斛传统种植地，而浙江省也是铁皮石斛

的传统消费地。随着铁皮石斛养生保健价值的发现，传统的分株种植技术产量已

不再满足市场消费需求量，而野生铁皮石斛逐渐枯竭，被列为濒危植物。随着近

年铁皮石斛组培育苗和种植技术的突破，精明的浙江商人把铁皮石斛种植转移到

也适合石斛生长的云南等地。而传统铁皮枫斗加工地和交易市场仍然保留在浙江。 

目前铁皮石斛人工种植面积在所有石斛中是最大的，种植区域也是最广的。

目前浙江、云南、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福建、江苏等地均有企业或

个人种植铁皮石斛，其中浙江、云南、广东三省的种植面积最大，其次是广西和

湖南等省。据中国中药学会石斛专业委员会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13 年我国

共有 12.56 万亩的各类石斛种植。主要分布在浙江、云南、广东、广西、湖南、

江西、安徽、福建、江苏等地。其中，铁皮石斛种植总面积约 7 万亩，云南占

50%；紫皮石斛约 1.5 万亩，云南占 95%；金钗石斛约 3 万亩，主要分布在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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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贵州；鼓槌石斛约 3000 亩，主要分布在云南。 

 
图 7  我国铁皮石斛种植地分布图 

另外，就具体种植面积而言，2013 年全国集约化种植(大棚内种植)面积约有

4.0 万亩，其中浙江约 2.0 万亩、云南约 1.0 万亩、广东约 0.2 万亩、广西约 0.2

万亩、江苏 0.2 万亩、江西约 0.1 万亩、贵州约 0.05 万亩、湖南约 0.05 万亩、福

建约 0.03 万亩，另外安徽、四川、湖北和山东等地也有少量的种植。 

就单位面积的产量而言，一般来说，地栽模式的产量约为 150 公斤/亩，而

苗床架空栽培模式的产量可达到约 350 公斤/亩。当然，产量还与品种和种植地

等因素有关，不同品种、不同地方种植时的产量也不同。一般来说，目前铁皮石

斛的平均产量约为 300-500 公斤/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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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铁皮石斛种植面积和每亩产量变动趋势 

2.1.2 铁皮石斛市场结构分析 

2.1.2.1 产品市场结构 

目前市场上的铁皮石斛系列产品主要包括：鲜品铁皮石斛、干品铁皮石斛、

有机铁皮石斛、经过高度加工的保健品等。其中铁皮枫斗目前的市场占有份额较

高约达到 60%以上，而鲜品铁皮石斛的市场占有额约 30%。 

2.1.2.2 品牌市场结构 

我国铁皮石斛市场上的品牌比较多并且混乱。浙江省内品牌主要有森山、立

钻、天目山、寿仙谷、雁荡山等等。 

2.1.2.3 区域市场结构 

由于铁皮石斛主要产于我国的云南、浙江、贵州、四川、广西、安徽等地。

浙江是我国铁皮石斛行业最大的生产基地，约占全国总量的 70%。 

目前浙江的乐清市和武义县是我国石斛加工与交易的集散地，云南思茅和广

西玉林地区也是较大较集中的石斛加工与交易集散地。 

2013 年浙江省铁皮石斛种植基地规模约 2 万亩左右，产业产值 30 亿元左右，

约占全国总量的 80%。有医药企业、种植企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基地近

100 家，主要分布天台、乐清、义乌、武义、金华、临安、建德、淳安、嵊州、

庆元等地，其中基地规模 100 亩以上 38 家，1000 亩以上 4 家，列入省级现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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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精品园区创建的有 15 个基地；产值超过 1 亿元的有 4 家，主要产品有鲜品、

铁皮枫斗、颗粒剂、胶囊、浸膏、片剂、口服液、饮料等，其中鲜品和铁皮枫斗

销售产值约占 45%，铁皮石斛鲜品纳入省医保目录。初步形成了天台、乐清、金

华、杭州等产业集聚区。天皇药业、康恩贝药业、寿仙谷药业、森宇药业、天目

山药业、杭州胡庆余堂等品牌化产品销售约占 70%。 

2.1.2.4 渠道市场结构 

目前我国铁皮石斛的销售渠道比较多，主要包括药店销售、超市销售、自由

销售和集散地销售等。 

2.2 铁皮石斛产业链传导机制 

2.2.1 铁皮石斛上游行业发展 

2.2.1.1 上游产业构成分析 

铁皮石斛行业产业链的上游就是铁皮石斛的种植。 

2.2.1.2 铁皮石斛栽培、采收环节 

目前铁皮石斛最主要的栽培方式包括大棚地栽、大棚离地床栽、仿野生树栽、

野外地栽和简易遮阳网栽培等多种模式。铁皮石斛的人工规模化种植始于 1986

年，从 1986 年到 2008 年，由于种植技术处于不断摸索和完善之中，种植的成活

率和产量一直并不是很理想。在 2008 年之前，铁皮石斛的规模化人工种植基本

上集中在浙江，且基本上都是采用地栽模式。2008 年后，苗床架空栽培模式逐

渐铺开，其具有种植成活率高、产量高、病虫害相对较少的优势，使其逐渐取代

了地栽模式。除了在大棚中苗床架空栽培和地栽之外，目前还在少量的其它栽培

方式，如帖石栽培、帖树栽培、在砖墙上栽培、盆栽等。 

仿野生种植始于 2008 年，温州乐清雁荡山的部分农户凭借雁荡山得天独厚

的自然气候条件，探索铁皮石斛仿也是栽培模式，即在活树皮上种植铁皮石斛，

成效显著，收益颇丰。相比于大棚种植，仿野生栽培的铁皮石斛具有品质优、产

量高、成本低、效益好的优点。目前这种栽培方式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铁皮石斛有两种采收方式，一种是种植一定时间后（如 4 年左右）连根一起

采收，另一种是种植一定时间后（如 1 年半左右），选择性剪收。铁皮石斛全年

均可采收，茎表面铁绿色，有细深纵纹，在 12 月至翌年 3 月多糖含量最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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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 年版本）建议的采收时间为 11 月至翌年 3 月。 

   

图 9  地栽模式                 图 10  床栽（盆栽）模式 

 

 图 11  仿野生（贴树）种植模式 

2.2.1.3 2013 年上游产业发展分析 

2013 年，全国铁皮石斛种植面积（集约化大棚种植）约 4 万亩，年产鲜条

1.2 万吨以上，从业人员 60 万人，产值 40 亿元，其中浙江地区占 80%以上。 

近几年政府加大对铁皮石斛的扶持力度，使的不少农民特别青睐石斛项目，

但是随着石斛产业的扩大，游资的炒作，最近两年行情下滑较严重，主要表现在

云南地区产的铁皮石斛；浙江地区由于铁皮石斛产品市场较规范形成一定的市场

规模，较平稳运行。所以石斛周期长，资金投入多，技术难度较高，不要盲目跟

风，一面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2.2.1.4 上游产业对铁皮石斛行业影响力度分析 

一方面上游原材料资源是否充足，为铁皮石斛系列产品的生产提供了物质保

证；另一方面原材料价格下降影响了铁皮石斛系列产品的成本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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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铁皮石斛行业下游行业发展 

2.2.2.1 下游需求构成分析 

我国铁皮石斛系列产品的最终下游主要是消费者。 

2.2.2.2 铁皮石斛产品情况 

目前市场上铁皮石斛的产品主要为采摘后的鲜条、干燥后的干条、加工后的

枫斗及其他深加工产品铁皮枫斗晶、铁皮石斛胶囊等。其中鲜条为新鲜茎以味甘、

质重、柔韧、嚼之黏性大、渣极少或无渣者为佳。鲜用者除去根及杂质，洗净除

菌后可直接食用。 

铁皮枫斗及铁皮石斛干燥茎为铁皮石斛采收后，除去杂质，用开水略烫或烘

软，再边搓边烘晒，至叶稍搓净，干燥，铁皮石斛剪去部分须根后，边加热边扭

成螺旋形或弹簧状，烘干；或切成段，干燥或低温烘干，前者习称“铁皮枫斗（耳

环石斛）”；后者习称“铁皮石斛”。铁皮枫斗呈螺旋形或弹簧状，一般为 2～4 个

旋纹，茎拉直后长 3.5～8cm，直径 0.2～0.3cm。表面黄绿色，有细纵皱纹，一

端可见茎基部留下的短须根。质坚实，易折断，断面平坦。气微，味淡；嚼之有

黏性，一般无渣。 

浙江是铁皮石斛枫斗的主要加工地，估计全国加工成的枫斗中，约有三分之

二是在浙江加工出来的，同时浙江也是枫斗晶、浸膏、饮料和胶囊等深加工产品

的主要生产地。另外，广东、云南和湖南也有一些企业在生产铁皮石斛的深加工

产品、如饮料、含片和胶囊等。 

2.2.2.3 下游产业对铁皮石斛行业影响力度分析 

下游产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铁皮石斛的市场需求。铁皮石斛行业价值链的下

游主要是消费者。我国人口众多，市场容量广阔。虽然我国相对消费能力有限，

又制约了市场容量，但在总体上，铁皮石斛行业产品的潜在需求还是相对巨大的。

目前国内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再加上对养生健康保健的认知的提升，大大增加了

铁皮石斛的需求，活跃铁皮石斛的市场。 

2.2.3 铁皮石斛产品贸易环节 

目前，我国铁皮石斛贸易主要以内销为主，部分出口（主要以铁皮枫斗干品

为主），出口贸易主要由国内供应商和国际贸易商直接操控进行。目前已有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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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的国家包括印度、泰国、老挝、缅甸、越南等地。另外，铁皮石斛市场参与

者众多，国内贸易较为活跃。 

2.2.4 铁皮石斛产品物流环节 

铁皮石斛物流产业链主要分为国外物流贸易环节和国内物流贸易环节。其中，

国外物流贸易环节主要是铁皮石斛的出口，主要以海运方式为主；国内物流贸易

环节主要是从国内生产地到消费地，主要以公路运输方式为主，涉及的主要环节

为采购、运输、仓储及信息服务等环节，其中作为新鲜品主要走冷链物流保持其

新鲜、质量、口感等。 

2.2.5 铁皮石斛产品消费环节 

铁皮石斛行业的消费环节在产业链传导中占据重要地位，消费者的需求是产

业链发展的方向，消费者的反馈是产业链修正的基础，消费者群体的不断扩大对

铁皮石斛产业链架构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目前铁皮石斛的主要消费市场是浙江和广东，其次是江苏、广西、湖南和福

建，安徽、江西、四川等地的消费市场还在逐渐形成，其它地方的消费市场也开

始萌动。每年浙江和广东消费掉的铁皮石斛约占到了总产量的四分之三以上。 

另外，消费方式上面从 2012 年冬天开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12 年之前，

铁皮石斛主要是加工成枫斗，然后销售，当然也有少量用于深加工，加工产品有

枫斗晶、浸膏、饮料、胶囊等。2012 年冬天开始，鲜条直接消费异军突起，上

一个销售季节(从 2012 年 11 月开始到现在)，估计三分之一以上的铁皮石斛以鲜

条的形式消费掉了，目前鲜条主要用于榨汁和煲汤，并且鲜条的消费市场还在不

断扩大。 

2.2.6 铁皮石斛行业下游消费市场构成 

我国铁皮石斛除了广泛应用于医药邻域，如今也成为最受市场欢迎的养生保

健中药材。石斛是我国传统中药材，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对其有很高的评价。

石斛作为祛病健身的高级滋补品由来已久，中医认为，石斛在萎缩性胃炎、肿瘤、

糖尿病、咽喉炎以及白内障等疾病治疗中都可以广泛应用。 

现在化学和药理研究表明，铁皮石斛的主要有效成分是多糖，多糖含量高达

20%-45%，铁皮石斛有多种药理作用，如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抗氧化、抗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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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血糖，养阴生津等等。 

消费市场上适合服用铁皮石斛的消费构成主要为：中老年人、阴虚体质、阴

虚病症、各种燥热症、各种眼病、肿瘤患者等；另外现阶段国内普遍的白领亚健

康群体，养生保健群体也是铁皮石斛消费市场的有效构成。 

3. 铁皮石斛市场供给与需求 

3.1 铁皮石斛供给分析 

3.1.1 铁皮石斛主要产地分析 

野生铁皮石斛生于海拔 1600 米的山地半阴湿的岩石上，喜温暖湿润气候和

半阴半阳的环境，不耐寒。因生长周期缓慢，极难存活，加以近些年对野生铁皮

石斛的过度采伐，野生铁皮石斛已濒临灭绝。目前铁皮石斛多以人工栽培为主，

集中分布在北纬 15°30′～25°12′之间，主产地位于浙江、云南、广东、广西、湖

南、江西、安徽、福建、江苏等地，其中浙江、云南、广东三省的种植面积最大，

其次是广西和湖南等省。 

 

图 12  铁皮石斛集约化种植面积占比 

就具体种植面积而言，全国集约化种植(大棚内种植)面积约有 4.0 万亩，其

中浙江约 2.0 万亩、云南约 1.0 万亩、广东约 0.2 万亩、广西约 0.2 万亩、江苏

0.2 万亩、江西约 0.1 万亩、贵州约 0.05 万亩、湖南约 0.05 万亩、福建约 0.03

万亩，另外安徽、四川、湖北和山东等地也有少量的种植。云南作为铁皮石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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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存在“大面积小产值”的薄弱现状，产业集约化程度低，深加工环节薄弱是

制约云南铁皮石斛行业行业的重大弊端。 

3.1.2 铁皮石斛产量分析 

铁皮石斛产业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其集约化栽培(大棚中栽培)面积已达 4

万亩左右，鲜条产量平均亩产约 300～500 公斤(不同地方产量差别较大)，鲜条

年总产量约有 1400万公斤(1.4万吨)，另外还有一些贴树栽培(绑在树杆上)面积，

但总体产量不大。 

 

图 13  铁皮石斛（鲜品）产量变化 

3.1.3 铁皮石斛供给影响因素 

铁皮石斛作为农林产品，影响其供给的主要因素为铁皮石斛产量影响因素、

铁皮石斛需求因素、国内外宏观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等。 

3.1.3.1 铁皮石斛产量影响因素 

1）气候因素 

铁皮石斛作为农林产品，具有农林产品的共有特性，受气候因素影响较大。

温度的冷暖、光照的强弱、空气湿度的高低以及营养需求的满足与否都能影响铁

皮石斛的产量。 

2）病虫害因素 

铁皮石斛在生长期间，易发生炭疽病、黄斑病、叶枯病、煤污病、软腐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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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以及菲盾蚊、介壳充、红蜘蛛等虫害，从而影响铁皮石斛产量。防治方面

应物理防治、化学防治有效结合，铁皮石斛作为纯天然的植物，应避免化学性药

物的刺激，尽量采用物理方法防治。 

3）科研技术创新因素 

目前多数铁皮石斛种植基地均与国内知名的农林院校教授有合作关系。同时

科研院校在种植技术方面的创新会对铁皮石斛的产量带来较大影响。 

3.1.3.2 铁皮石斛需求因素 

纵观我国铁皮石斛发展态势，种植面积逐年增加，产量也逐年提高，消费量

逐年上升，铁皮石斛需求量呈现一个上升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者越来越

注重养生。铁皮石斛作为我国传统名贵珍稀中药材具有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等功

效，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喜爱，需求不断增长。根据微观经济学原理，增长的需

求，带动产业发展，必然触发产量供给的增加。 

3.1.3.3 国内外宏观经济因素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对于铁皮石斛的需求日益高涨，因此，铁皮石斛

行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民消费水平也持续的高增，中国的铁皮石斛产量也已经逐

步提高。 

 

图 14  中国 GDP 和家庭消费年增长率 

3.1.3.4 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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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响铁皮石斛供给的因素包括相关税率政策、行业政策的调整等。 

3.2 铁皮石斛需求分析 

3.2.1 铁皮石斛市场的饱和度 

从我国的铁皮石斛行业来看，其种植面积在 2008～2014 年逐年增加，产量

也随之递增。目前，铁皮石斛的主要消费市场集中在浙江和广东，其次是江苏、

广西、湖南和福建，安徽、江西、四川等地的消费市场还在逐渐形成，其他地区

的消费市场也开始萌动。据有关数据显示，从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8 月，浙

江和广东两个地区铁皮石斛消费量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三。 

随着铁皮石斛被列入医保范围，市场认可度的提升，铁皮石斛的市场需求量

仍在逐步扩大，铁皮石斛市场未处于饱和状态，市场需求巨大。 

野生铁皮石斛资源已经逐渐枯竭，再加上其药用、保健、美容产品的开发商

家逐年增加。目前国内具备铁皮石斛种苗培育选优、掌握铁皮石斛人工育苗高成

活率、铁皮石斛优质高产的集约化栽培技术的企业屈指可数。所以也造成了假冒

铁皮石斛混淆人们试听，造成对铁皮石斛的误解，预计在十年内铁皮石斛的产量

仍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3.2.2 铁皮石斛市场需求影响因素 

下游行业发展的带动左右。下游医药行业、保健品行业的大力发展，以及消

费者收入的提高。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已经达到了 30%，而且每年以 1%的

速度增加。因此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铁皮石斛的消费需求会

大大增加。价格也是影响铁皮石斛市场需求的主要因素。价格的高昂限制了需求

的增长。 

另外，中国作为铁皮石斛的生产和消费大国，对铁皮石斛产品的需求量不断

的增大。影响中国铁皮石斛需求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铁皮石斛供给量、国内生产

总值和国民消费水平、对铁皮石斛价值的认同、消费者的消费倾向和铁皮石斛加

工技术水平等其他相关因素。 

3.2.3 铁皮石斛消费方式 

2012 年前，铁皮石斛主要是加工成铁皮枫斗进行销售，少量用于深加工。

加工产品有枫斗晶、浸膏、饮料、胶囊等。在 2012 年冬天开始，消费方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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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大的变化，鲜条消费异军突起，从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8 月，鲜条消费

量占铁皮石斛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一，并且鲜条消费市场还在进一步扩大之中。 

3.3 铁皮石斛进出口分析 

目前我国铁皮石斛主要以内销为主，少数出口，出口产品多以枫斗为主。目

前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有印度、泰国、老挝、缅甸、越南等地。 

4. 铁皮石斛市场流通 

4.1 铁皮石斛市场流通格局 

铁皮石斛生产和消费在地理上的分布特点，决定了其物流流向的清晰。从铁

皮石斛的生产地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云南、浙江、广东、江苏、广西、湖南、

福建、江西等地；铁皮石斛的消费地主要集中于浙江和广东，其次是江苏、广西、

湖南和福建，安徽、江西、四川等地的消费市场还在逐渐形成，其它地方的消费

市场也开始萌动。可以看出，作为铁皮石斛传统的种植地及沿海经济因素，浙江

为铁皮石斛的主要消费地，另外广东、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地处长三角、珠三

角等区域，对铁皮石斛认知度高、保健养生需求高，促使其成为主要的消费集聚

地。其中浙江的乐清、武义、临安、金华和云南思茅、广西玉林等作为全国主要

的产业聚集地。但随着铁皮石斛的市场认知度提升，铁皮石斛产业基地的形成于

扩大，铁皮石斛市场流通格局会随之发生区域变动。 

4.2 铁皮石斛物流和仓储 

4.2.1 铁皮石斛流通运输分析 

1）运输方式 

铁皮石斛产品在国内的运输方式主要为公路运输。长途运输以货柜运输为主，

短途运输以货车为主，它的特点是机动性强，方便快捷的实现买卖双方的物流需

求。其中鲜品铁皮石斛运输主要依托于冷链模式，为了保持其新鲜度和口感，一

般与顺丰优选这样的物流快递公司合作。 

2）运输成本 

铁皮石斛产品的运输成本取决于公路货运的运输价格及物流快递公司的物

流成本，近年来运价不断提升，使其运输成本也有所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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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输时间 

以浙江铁皮石斛产地运输为例，从浙江到上海，一般需要 1-2 天到货，从浙

江到广东一般 2-3 天到货，浙江省内一般 1 天内到货。 

4.2.2 铁皮石斛贸易集散地分析 

目前中国铁皮石斛行业的主要贸易集散地集中于产业集群核心城市和国内

几大大型的药材市场，如浙江、云南等地，浙江的乐清、武义、金华和云南的思

茅为主要的产业聚集地，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成为主要的贸易集散地和消费聚

集地。多数企业会采用直接从生产基地收购，少数铁皮石斛会经大型药材市场流

通。如：安徽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浙江磐安中国药材城等。 

5. 铁皮石斛行业政策分析 

5.1 铁皮石斛相关政策和影响 

5.1.1 国家级星火项目 

为满意中国药品和保健品商场对铁皮石斛的供需，国家科委已把铁皮石斛人

工培养和研讨开发项目列为国家级星火项目，并出台了对野生铁皮石斛进行重点

保采挖的法律法规，对个人和公司人工研讨铁皮石斛的，国家科委予以立项并拨

款进行扶持。在农业方面，农业税费撤销和栽培进行补助等，加上铁皮石斛的许

多长处，工业商场的供过于求，让越来越多的创业看到栽培铁皮石斛的远景，都

转行栽培起了铁皮石斛。 

5.1.2 石斛编入医保目录 

浙江省卫生防疫站检测表明铁皮石斛有辅助抑制肿瘤的作用，浙江省已经将

铁皮石斛列为癌症患者的医保用药。 

6. 铁皮石斛行业价格形成机制 

6.1 铁皮石斛生产成本价格 

铁皮石斛产品的成本价主要包括铁皮石斛苗收购费用、辅料费用、人工费用、

大棚设施费用和加工费用等。种苗成本约 4 元/丛，一丛 5-6 株。加工费用包括

运费、加工过程中的水电费、燃料费、人工费、包装费用等。一般由鲜条加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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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斗，加工成本需要 800-1000 元/公斤以上。 

6.2 铁皮石斛出厂价格 

铁皮石斛产品出厂价格，在传统贸易中往往是由终端用户商、贸易商报价形

式确定，价格从终端市场传导到上游市场，最终传导到资源所有者和生产者。 

6.3 铁皮石斛现货价格 

铁皮石斛现货价格的形成机制并不完善，这与国内其他农林产品价格机制有

相近之处，较多生产商在多数情况下没有价格话语权。目前现货市场价格较为混

乱，一般情况下大企业有知名品牌的产品相对售价较高、通过有机产品认证的企

业产品售价较高、包装较好的售价高。 

7. 铁皮石斛价格分析 

7.1 铁皮石斛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铁皮石斛价格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铁皮石斛的品质因素，铁皮石斛的供求因

素等其他相关因素。 

7.1.1 铁皮石斛品质因素 

铁皮石斛的药用价值与其品质有着较大的关系，主要包括颜色、含量、规格

三方面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 年版）规定，铁皮石斛中含铁皮石

斛多糖以无水葡萄糖（C6H12O6）不得少于 25%。 

低温、干旱、日照不足或直射过多等天气都将很大的影响铁皮石斛产量以及

质量，这些因素将很大的影响铁皮石斛的价格。 

7.1.2 铁皮石斛供求因素 

供需是影响铁皮石斛价格波动的最基本因素。 

从产量上来看，铁皮石斛产量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从消费上来看，铁皮石

斛的保健功能是影响铁皮石斛消费的最重要因素。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消

费意识的逐步转变，人们越来越重视养生，铁皮石斛作为保健品的认知度不断提

升，市场占有率增加，市场潜力巨大。 

铁皮石斛需求由医药领域逐渐扩大到保健品等泛消费品领域；由传统的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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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消费扩大到全国及东南亚、韩、日等国。消费领域的扩大将不断提高铁皮石

斛的需求量。 

7.1.3 品牌因素 

铁皮石斛市场的价格机制混乱，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以浙江省为例，森

山、立钻、寿仙谷等具有较高知名度的铁皮石斛相比没有品牌的铁皮石斛价格相

差 2-3 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铁皮石斛作为保健品，消费者更加注重质量，

而普通消费者难以辨别真假，为了买到货真价实的产品，大多数消费者更愿意相

信大品牌的产品，从而使得品牌效应成了铁皮石斛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 

7.1.4 其他因素 

1）地理环境、气候、天气因素 

铁皮石斛种植地受地理环境、气候、天气的影响很大。低温、干旱、日照不

足或直射过多等天气都将很大的影响铁皮石斛产量以及质量，这些因素将很大的

影响铁皮石斛的价格。 

2）病虫害等因素 

铁皮石斛受病虫害影响较大，又受到农药残留限制，病虫害和杂草基本靠人

工去除，增加劳动力成本。 

3）消费倾向和技术水平 

随着人们对铁皮石斛的认知及保健意识的增强，铁皮石斛的需求将逐渐增加，

从而影响铁皮石斛价格变动。与此同时，铁皮石斛生产技术水平的进步也导致铁

皮石斛产量和品质的增加，铁皮石斛的市场需求也将增大。 

7.2 价格波动情况分析 

铁皮石斛价格市场波动性较大。“十一五”之前，铁皮石斛市场规模未起，市

场混乱，市场存在大量使用其他石斛冒充铁皮石斛的情况。此时的铁皮石斛主要

以加工成铁皮枫斗来进行销售。在产量方面，由于技术水平和种植规模，产量较

少，物以稀为贵，所以在价格方面，好的铁皮枫斗价格能够达到 5 万/kg 以上，

一般的铁皮枫斗价格也要 1 万/kg 以上。“十一五”期间，民众消费水平提高并对

铁皮石斛的保健效果的认知度增加，市场需求量不断增长，从而导致铁皮石斛种

植面积爆发式增长，价格也顺势上涨。一直到 2012 年时，铁皮石斛价格达到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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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最高价位，铁皮石斛鲜条价格达到 2000 元/kg 以上，一般的铁皮枫斗零售价格

也达到 2-3 万/kg。但到了 2013 年时，市场价格有所回落，铁皮石斛鲜条将到 1000

元/kg 以上，一般的铁皮枫斗零售价格也降到 2 万/kg 左右。 

从 2008 年开始铁皮石斛的价格一直不断的上涨，主要是因为对铁皮石斛认

知度增高，石斛价值高，利润大，吸引大量的游资进入，导致种植面积的疯长，

但是 2013 年以前市场在石斛宣传和需求量大的影响下，铁皮石斛价格一路走高；

在 2013 铁皮石斛价格回落主要原因一是铁皮石斛种植面积的疯长，不求经验质

量导致铁皮石斛质量不均，市场混乱，另外国内宏观经济低迷及政府厉行节约和

严控“三公”消费有，引起铁皮石斛消费市场下滑。 

目前市场铁皮石斛不同产地和同一产地不同种植基地的产品销售价格相差

较大，主要是由于产品质量、或品牌不同等原因造成的。铁皮石斛是一种中药材，

而中药材的质量与产地是有关系的。另外，即使是同一产地的种植基地，如果种

苗（种源）来源不同、或种植技术不同等原因也会造成产品质量的不同。当然，

除了产品质量外，品牌和营销也是造成价格不同的原因。与其它的产品一样，即

使相同质量的铁皮石斛产品，不同的的人去卖时，可卖出的价格也会不同。目前

一般是大的企业（种植基地）种植出来的铁皮石斛产品卖得更贵一些，而小种植

户种植出来的铁皮石斛产品卖得就便宜一些，这是因为大的企业一般有自己的营

销渠道，而且它们的宣传力度也更大，同时还有自己的品牌。造成这种价格不一

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国内铁皮石斛行业缺乏规范的行业标准及监督机构。目前浙江

铁皮石斛鲜品市场品牌效益好及品种优良的鲜品可达到 2000 元/kg 以上。 

8. 铁皮石斛品质与检验分析 

8.1 行业标准 

铁皮石斛行业目前具有的国家标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 版。因

铁皮石斛远高于普通石斛的药用价值，经过医药界专家学者的努力，制定铁皮石

斛新的质量标准，于 2010 版《中国药典》中把铁皮石斛从石斛中分离出，并单

独列一品种。金钗石斛、马鞭石斛、鼓槌石斛、环草石斛等作为普通石斛用作制

药厂原料，而铁皮石斛含有丰富且易吸收的铁皮石斛多糖，具有增强免疫、抗肿

瘤、降血糖，益胃生津，滋阴清热，强身健体等功效，作为高级养生保健滋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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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药典里面主要针对的是铁皮石斛干燥茎的标准，作为铁皮石斛行业目前出现

的不同产地价格差异、不正当竞争、虚假宣传销售、商品以次充好等层出不穷。

导致这种行业现状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一个规范的行业标准指导及有效机构的

监督。 

8.2 行业质量需求分析 

在铁皮石斛行业中，质量标准与价格呈现正比关系，质量标准越高，铁皮石

斛的价格越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 版和行业现货销售现状并结合相关的产

业成功质量标准模式对铁皮石斛行业标准进行规范。 

铁皮石斛鲜条作为铁皮产品原材料，本身也具有商品的属性，在性状和质量

要对其进行规范，涉及的标准有： 

（1）色泽：叶鞘包裹的鲜条呈叶鞘的颜色，剥开叶鞘，茎多呈绿色或呈黄

绿色，节间色较深。 

（2）气味及味道：外表无气味或略带青草气味。嚼之有青草气味，味道淡

或微甜；嚼之初有粘滑感，继有浓厚黏滞感。 

（3）性状：圆柱形，横断面圆形，节间微胖；节明显，节间长 1.3cm～2.0cm，

不分枝；茎中段直径 0.3cm～0.9cm，有包茎的叶鞘，边缘和中肋常带淡紫色，

叶鞘常具紫斑，老时其上缘与茎松离而张开，并且留下 1 个环状铁青的间隙；茎

长度 15～35cm。 

（4）理化指标 

项目 铁皮石斛鲜品 

多糖含量（按干燥品，以无水葡萄糖

（C6H12O6）计）≥ 
25% 

照醇溶性浸出物含量≥ 6.5% 

总灰分≤ 6% 

甘露糖含量（按干燥品） 13%～38% 

甘露糖与葡萄糖的峰面积比 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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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金属及其他有害物质指标 

项          目 铁皮石斛鲜品 

汞(以 Hg 计)，mg/kg ≤ 0.05 

砷(以 As 计)，mg/kg ≤ 0.5 

铅(以 Pb 计)，mg/kg ≤ 0.2 

镉(以 Cd 计)，mg/kg ≤ 0.2 

铜(以 Cu 计)，mg/kg≤ 5.0 

黄曲霉毒素 B1，μg/kg≤ 2.0 

大肠菌群，MPN/100g≤ 90 

（6）农药残留指标 

项           目 指          标 

六六六，mg/kg≤ 0.1 

DDT，mg/kg≤ 0.1 

五氯硝基苯(PCNB)，mg/kg≤ 0.1 

辛硫磷，mg/kg≤ 0.05 

敌百虫，mg/kg≤ 0.1 

8.3 品质检验 

8.3.1 鉴别 

(1)本品横切面：表皮细胞 1 列，扁平，外壁及侧壁稍增厚、微木化，外被

黄色角质层，有的外层可见无色的薄壁细胞组成的叶鞘层。基本薄壁组织细胞多

角形，大小相似，其间散在多数维管束，略排成 4～5 圈，维管束外韧型，外围

排列有厚壁的纤维束，有的外侧小型薄壁细胞中含有硅质块。含草酸钙针晶束的

黏液细胞多见于近表皮处。 

(2)取本品粉末 1g，加甲醇 50ml，超声处理 30 分钟，滤过，滤液蒸干，残

渣加水 15ml 使溶解，用石油醚(60～90℃)洗涤 2 次，每次 20ml，弃去石油醚液，

水液用乙酸乙酯洗涤 2 次，每次 20ml，弃去洗液，用水饱和的正丁醇振摇提取 2

次，每次 20ml，合并正丁醇液，蒸干，残渣加甲醇 1ml 使溶解，作为供试品溶

液。另取铁皮石斛对照药材 1g，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液。照薄层色谱法(附录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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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2～5μl，分别点于同一聚酰胺薄膜上，使成条状，以

乙醇—丁酮—乙酰丙酮—水(15：15：5：85)为展开剂，展开，取出，烘干，喷

以三氯化铝试液，在 105℃烘约 3 分钟，置紫外光灯(365nm)下检视。供试品色

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 

8.3.2 检查 

8.3.2.1 甘露糖与葡糖糖锋面积比 

取葡萄糖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水制成每 1ml 含 50μg 的溶液，作为对

照品溶液。精密吸取 0.4ml，按[含量测定]甘露糖项下方法依法测定。 

8.3.2.2 总灰分 

总灰分测定依据 2010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附录ⅨK。 

8.3.2.3 浸出物 

照醇溶性浸出物测定法项下的热浸法测定，用乙醇作溶剂。 

8.3.2.4 多糖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取无水葡萄糖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水制成每 1ml

含 90μg 的溶液，即得。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 0.2ml、0.4ml、0.6ml、0.8ml、1.0ml，

分别置 10ml 具塞试管中，各加水补至 1.0ml，精密加入 5％苯酚溶液 1ml(临用配

制)，摇匀，再精密加硫酸 5ml，摇匀，置沸水浴中加热 20 分钟，取出，置冰浴

中冷却 5 分钟，以相应试剂为空白，照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法(附录 VA)，在 488nm

的波长处测定吸光度，以吸光度为纵坐标，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粉末(过三号筛)约 0.3g，精密称定，加水 200ml，

加热回流 2 小时，放冷，转移至 250ml 量瓶中，用少量水分次洗涤容器，洗液并

入同一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摇匀，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 2mI，置 15ml 离心

管中，精密加入无水乙醇 10ml，摇匀，冷藏 1 小时，取出，离心(转速为每分钟

4000转)20分钟，弃去上清液(必要时滤过)，沉淀加 80％乙醇洗涤 2次，每次 8ml，

离心，弃去上清液，沉淀加热水溶解，转移至 25ml 量瓶中，放冷，加水至刻度，

摇匀，即得。 

测定法  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 1ml，置 10ml 具塞试管中，照标准曲线制备

项下的方法，自“精密加入 5％苯酚溶液 1ml”起，依法测定吸光度，从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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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读出供试品溶液中无水葡萄糖的量，计算，即得。 

8.3.2.5 甘露糖 

照高效液相色谱法（附录ⅥD）测定。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以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乙腈

-0.02mol／L 的乙酸铵溶液(20：80)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 250nm。理论板数按

甘露糖峰计算应不低于 4000。 

校正因子测定  取盐酸氨基葡萄糖适量，精密称定，加水制成每 1ml 含 12mg

的溶液，作为内标溶液。另取甘露糖对照品约 10mg，精密称定，置 100ml 量瓶

中，精密加入内标溶液 1ml，加水适量使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吸取 400μl，

加 0.5mo1／L 的 PMP(1-苯基-3-甲基-5-吡唑啉酮)甲醇溶液与 0.3mol／L 的氢氧

化钠溶液各 400μl，混匀，70℃水浴反应 100 分钟。再加 0.3mol／L 的盐酸溶液

500μl，混匀，用三氯甲烷洗涤 3 次，每次 2ml，弃去三氯甲烷液，水层离心后，

取上清液 1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计算校正因子。 

测定法取本品粉末(过三号筛)约 0.12g，精密称定，置索氏提取器中，加 80％

乙醇适量，加热回流提取 4 小时，弃去乙醇液，药渣挥干乙醇，滤纸筒拆开置于

烧杯中，加水 100ml，再精密加入内标溶液 2ml，煎煮 1 小时并时时搅拌，放冷，

加水补至约 100ml，混匀，离心，吸取上清液 1ml，置安瓿瓶或顶空瓶中，加 3.0mol

／L 的盐酸溶液 0.5ml，封口，混匀，110℃水解 1 小时，放冷，用 3.0mol／L 的

氢氧化钠溶液调节 pH 值至中性，吸取 400μl，照校正因子测定方法，自“加 0.5mol

／L 的 PMP 甲醇溶液”起，依法操作，取上清液 1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

即得。 

9. 铁皮石斛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9.1 行业发展趋势总结 

铁皮石斛产业从无到有仅花费了 20 年左右的时间，而且产业快速发展在近

8 年，目前栽培铁皮石斛的地区也从传统的浙江、云南扩展到广西、广东、福建、

安徽、贵州、江苏等 10 余个省市区。 

从产业链各环节分析看，云南是石斛种类最为丰富、气候条件优良的栽培区

域，多数种植基地采用公司+农业合作组织+农户的经营模式，种植基地以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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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与管理为主，种苗与成品生产销售由公司承担。浙江铁皮石斛石斛产业模式

与云南明显不同，多以加工企业建立人工栽培基地形式组织生产销售。 

铁皮石斛产业具有如下特点：1.属于高科技支撑的产业，科研技术的创新会

对产量造成较大影响。2.属于高投入、高风险的产业。铁皮石斛作为农林类产品，

也具有林业行业的一些通性，就是投资成本高、时间长，收益回报慢。铁皮石斛

相比其他林业投资来说，见效时间相对较短，但仍需要 3-5 年的时间 3.具有“三

次”产业集群特点，种植是铁皮石斛产业的基础，也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成品加

工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营销确保了产业的持续发展。一些地区因未能实现这“三

次”产业的联动，从而制约了铁皮石斛产业的快速发展。 

铁皮石斛行业现存的主要问题：1.以次充好现象严重。铁皮石斛是目前人工

栽培最主要的石斛属物种，但采集天然原谅的石斛属物种多达 20 余种，从目前

市面上销售的铁皮石斛产品中，枫斗是最容易掺假的，往往会混入紫皮石斛、草

石斛等；石斛颗粒也会混入西洋参等。这次以次充好的现象致使铁皮石斛行业价

格混乱，制约了铁皮石斛行业的发展。2.产品销售市场狭窄，在产业发展中，产

品的销售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铁皮石斛目前的销售市场主要在浙江、

北京以及上海等少数几个地区，云南作为主产区也多是由浙江等地的商户来收购。

市场宣传力度的不足局限了铁皮石斛产业的发展。3.科研技术相对滞后，质量缺

乏统一标准。目前多数企业未能达到栽培品种良种化目标。云南铁皮石斛栽培地

区雨季长，栽培基质薄，施肥用药不可避免，在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下，没有

统一的技术标准，质量控制的关键技术未能规范实施可能影响产品质量。 

9.2 行业供给趋势分析 

随着国内铁皮石斛种植的重视和技术的投入，我国铁皮石斛的产量也将随之

增长，再加上内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更加注重保健功能，对铁皮石斛

的保健功能有更深一步的认识，需求的不断增加，也是铁皮石斛供给量提升的一

个动力。 

9.3 行业需求趋势分析 

中国作为铁皮石斛的生产和消费大国，对铁皮石斛产品的需求量不断的增大。

同时铁皮石斛被列入医保范围，市场认可度的提升，铁皮石斛的市场需求量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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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扩大，铁皮石斛市场未处于饱和状态，市场需求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