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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培育出高品质的绿竹笋，提高绿竹林的经济效益，通过测定覆土和不覆土栽培下绿竹笋的外观形态和
可食率、营养物质、纤维素类物质和主要呈味物质、氨基酸含量及占比，分析不同栽培措施对绿竹笋的品质和适
口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覆土后绿竹笋个体质量、基径、长度和可食率分别比不覆土栽培增加了 ２１．３２％、１３．

５５％、１９．３６％和 ６８．０６％，且均达到差异显著水平；覆土后绿竹笋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分别比不覆土栽培降低了

２６．６３％和 ６０．８４％，而可溶性糖和水分含量分别比不覆土栽培提高了 １６．８１％和 １．９０％；覆土栽培后绿竹笋内总

酸、单宁、草酸、纤维素和木质素分别比不覆土栽培降低了 ６０．０８％、４２．６２％、４４．８３％、３４．７１％和 ６０．９３％；苦味、鲜
味、甜味和芳香类氨基酸含量均升高，但苦味氨基酸占比则显著降低。 综合分析认为，覆土栽培显著改善了绿
竹笋的外观形态和笋的质量，使得绿竹笋的鲜味、香味和甜味增加，苦味、涩味和粗糙度降低，绿竹笋的品质和
适口性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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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ｏｐｓｉｓ ｏｌｄｈａｍｉ；ｓｏｉｌ⁃ｃｏｖｅｒｅ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ｏ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ｈｏｏｔ ｐａｌ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绿竹（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ｏｐｓｉｓ ｏｌｄｈａｍｉ） 属禾本科（ Ｇｒａｎｍｉｎｅａｅ） 竹亚科（ Ｂａｍｂｕｓｏｉｄｅａｅ） 绿竹属 （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

ｌａｍｏｐｓｉｓ） 植物，其在福建、广东等省区广泛栽培，并已在四川、重庆等地成功引种。 绿竹具有生长快、发
笋期长、成材早、产量高等特点，绿竹笋味甜美，材性优良，秆材可作为造纸材料，是我国南方优良的笋材
两用竹种之一 ［１⁃２］ 。 绿竹笋深受人们的喜爱，并且营养丰富，绿竹笋中含有多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相
关研究显示，在 １００ ｇ 新鲜的绿竹笋中氨基酸含量就高达 ２ ｇ，同时绿竹笋中还含有多种人体所必须的
微量元素，被人们誉为“ 保健食品” ［３⁃４］ 。 绿竹笋味鲜美，清凉解暑，同时具有降压、降脂、增强消化系统
等功效，是夏秋两季深受人们喜爱的美味佳肴 ［５⁃６］ 。 但绿竹笋质量较差的问题始终没有被重视起来，这
就使得绿竹笋价格始终在市场上较低，经济价值难以体现 ［７］ 。 目前，有关绿竹笋品质与适口性的研究
还相对较少 ［８］ ，且笋内物质含量测定还不够全面。 因此，本研究以不覆土栽培的绿竹笋为对照，从外观

形态质量和营养物质、呈味物质、氨基酸含量等方面分析对比不同栽培措施下绿竹笋的品质和适口性，
旨在为绿竹笋覆盖培育的的推广利用及高品质绿竹笋的生产提供参考。

１
１．１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重庆市荣昌区古昌镇，位于东经 １０５°２１′ ～ １０５°５３′，北纬 ２９°２５′ ～ ２９°３６′。 全境地貌以浅

丘为主，地势起伏平缓，土壤为黄棕壤，土地肥沃，海拔 ４２ ～ １ １８５ ｍ，地势为北高南低，中部相对较平坦，
为浅切低山地，全年气候比较温和，全年平均气温 １７．５ ℃ ，全年平均降水量为１ １６２．１ ｍｍ，全年平均日
照为１ ０７５ ｈ。

１．２

试验设计及取样方法

绿竹林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采用移栽母竹的方式进行造林，２０１４ 年 ２ 月选择立地条件、地形及绿竹生长

状况基本一致的绿竹林作为试验用林，随后对老竹进行砍伐，调整竹林结构，丛留竹 ９ 株，其中 １ ａ 生竹

４ ～ ５ 株，２ ａ 生竹 ３ 株，３ ａ 生竹 ２ ～ ３ 株，所有样地管理方法相同。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下旬对试验绿竹林进行覆
土，绿竹林覆土高度以秆基为基准，覆土厚度分别为 ０ ｃｍ（ 不覆土样地） 和 ２０ ｃｍ（ 覆土样地） ，每个处理
进行 ５ 个重复。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中旬（ 出笋盛期） 从不同栽培措施的绿竹林中随机挖取完整的绿竹笋各 ２０

株，逐个测量绿竹笋个体质量（ ｇ） 、基径（ ｃｍ） 和长度（ ｃｍ） ，然后剥去笋壳，称其质量，计算绿竹笋的可食
率（ ％） ，另取不同栽培措施下绿竹笋样品约 ５００ ｇ，放于冰盒中带回试验室，用于绿竹笋的营养物质和适
口性等指标的测定。
１．３

测定指标及方法
分别把从不同栽培措施的试验样地中取回的绿竹笋剥去笋壳后，用组织捣碎机将绿竹笋打成匀浆，

用于测定蛋白质、脂肪、可溶性糖、单宁、总酸、草酸和游离氨基酸等；同时取部分绿竹样品放于烘箱中并
以 ６０ ℃ 烘干，研磨过 ４０ 目筛，用于测定绿竹笋内的纤维素和木质素含量。 其中，蛋白质含量的测定采
用凯氏定氮法 ［９］ ，脂肪的测定采用索氏抽提法 ［１０］ ，可溶性糖的测定采用铜还原碘量法 ［１１］ ，草酸的测定
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 ［１２］ ，单宁的测定采用福林酚比色法 ［１３］ ，总酸的测定采用滴定法 ［１４］ ，游离氨基
酸的测定采用氨基酸分析仪进行 ［１５］ ，纤维素和木质素的测定采用硫酸水解法 ［１６］ 。

１．４

试验处理方法

试验数据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统计软件中进行整理和做表，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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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和新复极差法（ Ｄｕｎｃａｎ） 多重比较，设定 Ｐ＜０．０５ 为显著性水平，比较不同栽培措施下绿竹
笋的各项指标的差异。 试验中所有数据均采用均值±标准差来表示。

２
２．１

结果与分析
不同栽培措施下绿竹笋外观形态和可食率比较
由表 １ 可知，覆土栽培后，绿竹笋的个体质量、基径、长度和可食率均显著增加，且与不覆土栽培下

绿竹笋达到差异显著水平， 覆土后绿竹笋个体质量、 基径、 长度和可食率分别比不覆土栽培增加了
２１．３２％、１３．５５％、１９．３６％和 ６８．０６％。 由此可知，绿竹在覆土栽培以后，笋的外观形态发生显著性变化，
同时笋的可食率也显著增加。

表１
Ｔａｂ．１

试验绿竹林绿竹笋外观形态与可食率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ｃｌａｍｏｐｓｉｓ ｏｌｄｈａｍｉ ｓｈｏｏｔｓ ｆｒｏ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ｎｄ
个体质量 ／ （ ｇ·株 －１ ）

措施
Ｍｅａｓｕｒｅ
覆土
Ｓｏｉｌ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ｓｔａｎｄ
不覆土
Ｎｏｎ⁃ｃｏｖｅｒｅｄ ｓｔａｎｄ

基径 ／ ｃｍ

长度 ／ ｃｍ

可食率 ／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Ｓｈｏｏ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Ｓｈ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Ｅｄｉｂｌｅ ｒａｔｅ

３８０．８２±２７．８９ ａ

８．３４±０．５３ ａ

１５．３９±０．９８ ａ

５７．５２±２．３７ ａ

２９９．６３±２２．４７ ｂ

７．２１±０．６９ ｂ

１２．４１±０．５１ ｂ

１８．３７±１．３６ ｂ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性显著（ Ｐ＜０．０５） ，下同

２．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Ｐ＜０．０５）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不同栽培措施下绿竹笋营养物质比较

由表 ２ 可知，不同栽培措施下绿竹笋的各营养物质含量间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蛋白质和脂肪含量

以覆土栽培下最低，分别比不覆土栽培下绿竹笋降低了 ２６．６３％和 ６０．８４％；而可溶性糖和水分含量以覆
土栽培下最高，分别比不覆土栽培下绿竹笋提高了 １６．８１％ 和 １．９０％。 由此可知，与不覆土栽培下绿竹
笋相比，覆土栽培绿竹笋虽然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有所降低，但是笋的甜味有所增加。
表２
Ｔａｂ．２
措施
Ｍｅａｓｕｒｅ
覆土
Ｓｏｉｌ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ｓｔａｎｄ
不覆土

２．３

Ｎｏｎ⁃ｃｏｖｅｒｅｄ ｓｔａｎｄ

试验绿竹林绿竹笋营养物质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ｃｌａｍｏｐｓｉｓ ｏｌｄｈａｍｉ ｓｈｏｏｔｓ ｆｒｏ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ｎｄ

％

蛋白质 ／ ％

可溶性糖 ／ ％

脂肪

水分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Ｆａｔ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３５±０．２１ ｂ

１．１９±０．０９ ａ

０．５６±０．０９ ｂ

９１．２６±０．６５ ａ

１．８４±０．１７ ａ

０．９９±０．０３ ｂ

１．４３±０．１６ ａ

８９．５３±０．７９ ｂ

Ｐｒｏｔｅｉｎ

不同栽培措施下绿竹笋适口性比较
木质素、纤维素和呈味物质含量及其比例组成对笋的适口性有着重要的影响 ［１７⁃１９］ ，通常情况下，果

实及竹笋内单宁和草酸的含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其口味 ［２０⁃２１］ ，同时它们的存在还会影响人体内蛋
白质的吸收 ［２２］ 和金属离子的代谢 ［２３］ 。 由表 ３ 可知，覆土栽培下绿竹笋内纤维素类物质和主要呈味物
质均显著低于不覆土栽培。 覆土栽培下，绿竹笋内总酸、单宁、草酸、纤维素和木质素分别比不覆土栽培
降低了 ６０．０８％、４２．６２％、４４．８３％、３４．７１％和 ６０．９３％。 由此可知，覆土栽培下绿竹笋的适口性要显著高
于不覆土栽培。

覆土栽培下苦味氨基酸的含量有所升高但 ２ 种栽培措施下绿竹笋内苦味氨基酸的含量差异不显

著，覆土栽培下绿竹笋的鲜味氨基酸、甜味氨基酸及芳香味氨基酸的含量均显著高于不覆土栽培绿竹，
其分别是不覆土栽培下绿竹笋内含量的 １．９３ 倍、１．９８ 倍和 １．４０ 倍（ 表 ４ 和表 ５） 。 覆土栽培下绿竹笋的
苦味氨基酸含量虽高于不覆土栽培下绿竹笋含量，但是其苦味氨基酸占比与不覆土栽培相比降低了

· ４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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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且达到差异显著水平，鲜味氨基酸和甜味氨基酸占比均显著增加，分别比不覆土栽培增加了

１３．５８％和 １６．７０％，芳香味氨基酸占比 ２ 种栽培措施下差异不显著（ 表 ６ 和表 ７） 。 由此综合分析可知，
覆土栽培可以显著改善绿竹笋的品质。
表３
Ｔａｂ．３

试验绿竹林绿竹笋纤维素类物质和主要呈味物质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ｌａｖｏｕｒｅ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ｃｌａｍｏｐｓｉｓ ｏｌｄｈａｍｉ ｓｈｏｏｔｓ ｆｒｏ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ｎｄ
措施
Ｍｅａｓｕｒｅ

总酸 ／ （ ｇ·ｋｇ －１ ）

单宁 ／ （ ｍｇ·ｋｇ －１ ）

草酸 ／ （ ｍｇ·ｇ －１ ）

纤维素 ／ （ ｍｇ·ｇ －１ ）

木质素 ／ （ ｍｇ·ｇ －１ ）

０．９５±０．１１ ｂ

７６７．５０±６４．４３ ｂ

０．１６±０．０１ ｂ

６．４７±０．８９ ｂ

１．９３±０．２９ ｂ

２．３８±０．３８ ａ

１３３７．６６±１７２．６０ ａ

０．２９±０．０４ ａ

９．９１±１．５４ ａ

４．９４±０．１３ ａ

Ｔｏｔａｌ ａｃｉｄ

覆土
Ｓｏｉｌ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ｓｔａｎｄ
不覆土
Ｎｏｎ⁃ｃｏｖｅｒｅｄ ｓｔａｎｄ

Ｔａｎｎｉｎ

表４
Ｔａｂ．４

Ｏｘａｌａｔｅ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Ｌｉｇｎｉｎ

覆土栽培下绿竹笋呈味氨基酸含量

Ｔｈｅ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ｃｌａｍｏｐｓｉｓ ｏｌｄｈａｍｉ ｓｈｏｏ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ｏｉｌ ｗａｓ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ｍｇ ／ ｇ

项目

苦味氨基酸

鲜味氨基酸

甜味氨基酸

芳香类氨基酸

Ｉｔｅｍ

Ｂｉｔｔｅｒ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Ｕｍａｍｉ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Ｓｗｅｅｔ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覆土

异亮氨酸

Ｓｏｉｌ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ｓｔａｎｄ

亮氨酸

０．１２７
０．２６２

０．１８２

缬氨酸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０．２０１

脯氨酸
０．７９５±０．０６

０．１８０

苯基丙氨酸

０．７０５

丙氨酸

ａ

０．２７４

酪氨酸

０．１１８

甘氨酸

１．０２５±０．１１

表５

０．５３３

丝氨酸

０．１８０

苯基丙氨酸

０．２３１

苏氨酸

０．４９７

谷氨酸

０．２７４

酪氨酸

Ｔａｂ．５

０．２９８

天冬氨酸

１．７８８±０．０１ ａ

ａ

０．４５４±０．０５ ａ

不覆土栽培下绿竹笋呈味氨基酸含量

Ｔｈｅ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ｃｌａｍｏｐｓｉｓ ｏｌｄｈａｍｉ ｓｈｏｏ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ｏｉｌ ｗａｓ ｎｏｔ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ｍｇ ／ ｇ

项目

苦味氨基酸

鲜味氨基酸

甜味氨基酸

芳香类氨基酸

Ｉｔｅｍ

Ｂｉｔｔｅｒ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Ｕｍａｍｉ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Ｓｗｅｅｔ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不覆土

异亮氨酸

Ｎｏｎ⁃ｃｏｖｅｒｅｄ ｓｔａｎｄ

亮氨酸

０．１０１
０．２３２

０．１７４
０．２３８

苯基丙氨酸

０．１６９
０．１５６

０．３１２
０．０７３

脯氨酸
０．４１２±０．０３ ｂ

酪氨酸

０．０６２

丙氨酸

０．７５２±０．１７ ａ

表６

０．３０９

丝氨酸
甘氨酸

０．０９４

缬氨酸

０．１４６

苏氨酸

０．１５６

苯基丙氨酸

Ｔａｂ．６

谷氨酸

０．１６９

酪氨酸

合计 Ｔｏｔａｌ

天冬氨酸

０．９０２±０．０９ ｂ

０．３２５±０．０４ ｂ

覆土栽培下绿竹笋呈味氨基酸含量占比

Ｔｈｅ ｔａｓｔｅ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ｃｌａｍｏｐｓｉｓ ｏｌｄｈａｍｉ ｓｈｏｏ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ｏｉｌ ｗａ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项目

苦味氨基酸

鲜味氨基酸

甜味氨基酸

芳香类氨基酸

Ｉｔｅｍ

Ｂｉｔｔｅｒ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Ｕｍａｍｉ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Ｓｗｅｅｔ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覆土

异亮氨酸

Ｓｏｉｌ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ｓｔａｎｄ

亮氨酸
酪氨酸
苯基丙氨酸
缬氨酸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１３

天冬氨酸

６．４５

谷氨酸

６．７５

７．３４

苏氨酸

１２．２４

丝氨酸
甘氨酸

４．４３
４．４８

２５．２３±２．１１

丙氨酸
脯氨酸
ｂ

１９．５７±１．０１

ａ

５．６９

１３．１２
２．９０

酪氨酸
苯基丙氨酸

％

６．７５
４．４３

１７．３６
４．９５

４４．０２±３．５６ ａ

１１．１８±１．３７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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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Ｔａｂ．７

不覆土栽培下绿竹笋呈味氨基酸占比

Ｔｈｅ ｔａｓｔｅ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ｃｌａｍｏｐｓｉｓ ｏｌｄｈａｍｉ ｓｈｏｏ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ｏｉｌ ｗａｓ ｎｏｔ ｃｏｖｅｒｅｄ

项目

苦味氨基酸

鲜味氨基酸

甜味氨基酸

芳香类氨基酸

Ｉｔｅｍ

Ｂｉｔｔｅｒ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Ｕｍａｍｉ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Ｓｗｅｅｔ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不覆土

异亮氨酸

Ｎｏｎ⁃ｃｏｖｅｒｅｄ ｓｔａｎｄ

亮氨酸
酪氨酸
苯基丙氨酸
缬氨酸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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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９．７０

天冬氨酸
谷氨酸

７．０７

７．２８
９．９５

３１．４５±２．３４ ａ

１２．９２

丝氨酸

苯基丙氨酸

７．０７
６．５２

１３．０５

丙氨酸
脯氨酸
１７．２３±１．１２ ｂ

酪氨酸

２．５９

甘氨酸

６．５２
３．９３

６．１１

苏氨酸

％

３．０５

３７．７２±１．６５ ｂ

１３．５９±１．４９ ａ

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表明，绿竹在覆土栽培后，其笋的个体质量、基径、长度和可食率均显著增加，说明覆土栽培

对绿竹笋的外观形态和可食率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绿竹笋内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显著降低，这可能
与覆土后绿竹笋在土壤中生长的深度有所增加，其在土中的温度相对降低，引起绿竹笋对 Ｎ 素的吸收

量下降，同时绿竹笋体增大导致 Ｎ 素消耗与养分稀释作用有关 ［２４］ 。 绿竹笋苦味、鲜味、甜味和芳香类氨
基酸含量在覆土栽培后均明显升高，苦味氨基酸含量虽然增加，但与不覆土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而苦
味氨基酸占比显著下降且达到差异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 ，使得绿竹笋口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通常情况
下，竹笋的品质包括外观品质、营养品质以及竹笋风味等，竹笋的品质不仅受到竹子自身遗传物质的影
响，同时与竹子的栽培措施和生长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２５⁃２６］ 。 已有相关研究表明光照对植物体内的酚
酸和单宁含量有着显著的影响 ［２７⁃２８］ ，经过不同程度的遮光可以使得缺苞箭竹（ Ｆａｒｇｅｓｉａ ｄｅｎｕｄａｔｅ） 竹笋内
的酚类化合物含量和笋的口感发生显著的改变 ［２９］ ，光照和食物苦涩味的草酸合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
系 ［３０］ ，仍有相关研究显示，光质不同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植物体内的草酸含量 ［３１］ ，同时能够影响
食物的鲜爽及其他口味的氨基酸含量，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植物体内的氨基酸含量也不尽相同 ［３２］ ，这
些研究都证实了植物的口味品质与光照密切相关。 本研究同样发现覆土栽培后（ 即绿竹笋不见光） ，绿
竹笋内总酸、单宁、草酸、纤维素和木质素均显著下降，而可溶性糖和水分含量增加，这可能是因为覆土
栽培后绿竹笋生长区域的土壤含水量相对充裕，土壤温度相对较低，笋芽处于“ 暗形态建成” 等，从而影
响绿竹笋内的碳水化合物代谢，这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绿竹笋内糖类物质合成，抑制纤维素、木
质素和苦涩味物质单宁、草酸等合成，从而明显提高了绿竹笋的适口性。
综上所述，绿竹在覆土栽培后，对其竹笋的品质和适口性均有明显的提高作用，从而增加了绿竹林
的经济效益。 由此可见，绿竹覆土栽培是项投入少，操作简单，能够显著提高笋品质的实用技术，在绿竹
分布区可以规模化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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