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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女贞长期落叶的原因及处理措施
邢怀成
渊河南省郸城县园艺工作站袁河南郸城 477150冤

摘要 目前袁我国主要的大叶女贞培养基地有山东尧河南尧浙江尧湖南等省遥本文以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为例袁详细分析了大叶女贞长
期落叶的原因袁同时提出了相关的处理措施袁以期为促进大叶女贞生长袁使其具备较好的观赏效果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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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女贞又称为长叶女贞袁属于女贞属植物遥大叶女贞

的花期是 6要7 月袁果期是 10要12 月遥大叶女贞根系发达袁适
应性较强袁喜欢光照袁稍耐阴袁不耐干旱和瘠薄遥大叶女贞的
叶片呈椭圆状披针形尧卵状披针形或长卵形袁果实呈椭圆形

1.2 虫害
介壳虫是导致大叶女贞长期落叶的主要虫害遥介壳虫的

体型较小袁通常只有 2 mm 大小遥介壳虫的虫体之外包裹着
一层甲壳袁在其没有固定之前袁爬行速度非常快遥在大叶女

或近球形遥大叶女贞的观赏性极强袁其树冠圆整优美袁树叶

贞生长过程中袁介壳虫是较为常见的虫害袁会终生寄居在大

清新秀丽袁终年常绿袁较适合城市的气候环境遥大叶女贞具

叶女贞树的枝叶或果实上袁从而对大叶女贞的叶片尧枝条以及

有较强的净化功能袁不但能够吸收二氧化碳袁还能够抗氯

果实产生直接危害遥大叶女贞树一旦出现了介壳虫害袁其根

气尧二氧化硫以及氟化氢等有毒气体袁所以大叶女贞经常被

部尧树皮尧树叶尧树枝以及果实都会逐步受到侵害遥介壳虫属

用作工矿地区的抗污染树种遥大叶女贞的用途广泛袁既能够

于寄居类害虫袁依靠植物叶片或根茎上的汁液为生遥当大叶

用作细木工用材袁又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遥郸城县属于河南

女贞叶片的汁液被介壳虫吸食后袁就会逐渐的发黄枯萎袁最

省周口市的下辖县袁位于豫皖两省交界处袁气候温和袁日照

终掉落遥当介壳虫危害严重时袁甚至会导致植株枯萎遥在光

充足袁年平均气温 14.6 益遥郸城县在种植大叶女贞的过程中袁

照不足尧高温高湿以及通风透气条件较差的环境中袁介壳虫

经常会出现长期落叶的现象袁对大叶女贞的观赏效果造成

危害较为严重遥另外袁植株如果种植密度较大袁也会导致介

了严重的影响遥本文就大叶女贞长期落叶的原因及处理措

壳虫多发遥

施做了相关的阐述遥
1 大叶女贞长期落叶的原因
1.1

病害

2

大叶女贞长期落叶的处理措施

2.1 科学合理地选择种植地
对于大叶女贞而言袁虽然其耐旱性不强袁但是也不喜太

大叶女贞斑点病是导致大叶女贞长期落叶的主要病

过潮湿的环境遥如果大叶女贞的种植环境过于潮湿袁不但会

害遥大叶女贞之所以会感染斑点病袁主要是由于病原真菌棒

滋生各种病虫害袁还会使大叶女贞出现烂根的现象遥因此袁

孢霉菌的侵袭感染而造成的遥大叶女贞斑点病的病菌属于

在种植大叶女贞的过程中袁一方面袁要确保种植地具有地势

越冬型的病菌袁能够潜伏在病残叶上和地表中遥到了春季或

较高的特征曰另一方面袁要确保种植地具有较好的排水能

温度适宜时袁大叶女贞斑点病的病菌就会从大叶女贞植株的

力袁有效避免积水出现[1-2]遥另外袁还要采用合理密植的方式

伤口或气孔中侵入袁逐步侵袭感染健康的叶片遥大叶女贞在

来种植大叶女贞遥在此过程中袁要结合大叶女贞植株的生长

染病的初期袁叶片上周围会出现紫红色晕圈的褐色小斑袁同

情况袁合理地进行疏枝袁以确保植株间具有良好的透光性

时在褐色小斑上还会出现黑色的霉状物遥随着温度的逐步升

和通风性袁降低环境湿度遥

高袁病斑会逐步相连袁最后导致叶片脱落遥另外袁当病叶落
光之后袁很难再长出新叶袁因而大叶女贞斑点病的危害是比

2.2 有效减少病源
首先袁要在大叶女贞种植地进行相关的清理工作袁将带

较严重的遥大叶女贞斑点病的潜育期为10~12 d袁在高温高湿

有病原的大叶女贞病残体以及修剪下的叶片与枝条及时清

斑点病的病菌而言袁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 25~30 益袁其孢子

率遥其次袁还要清理种植地内多余的杂草袁并进行焚烧处理袁

子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迅速萌发遥在夏季高温多雨的环境

之袁对于病害侵袭感染来源的处理而言袁就要从源头做起袁

的环境中最容易滋生大叶女贞斑点病病菌遥对于大叶女贞

理出种植地袁并进行焚烧处理袁可以有效降低病害的发生几

萌发的适宜温度为 18~27 益遥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袁病菌孢

以达到彻底清理种植地的目的袁提高清理工作的成效[3]遥总

中袁如果大叶女贞的种植密度过高袁在大叶女贞的植株间就

增加大叶女贞的透光性和通风性袁促进其健康生长遥

会形成相对稳定的高温高湿环境袁从而为大叶女贞斑点病病
菌孢子的萌发和入侵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遥另外袁大叶女贞斑
点病的病菌能够反复侵袭感染袁如果不及时采取防治措施袁
会导致病害不断扩大蔓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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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加强水肥管理
从大叶女贞的生长特性上来看袁其既不耐旱也不耐贫
瘠袁因而在种植大叶女贞的过程中袁加强水肥管理能够有效
提升大叶女贞植株自身的抗性袁进而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几
率遥对于浇水管理而言袁在栽植大叶女贞时袁前 3 次水一定
要浇好袁之后每隔 25 d 左右浇 1 次透水遥在浇透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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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水遥种苗种植后应立即浇 1 次定根水袁以利种苗根

病性曰发病前喷施保护性药剂袁如 80豫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长期较长袁休眠期较短遥1 年发根 2 次袁第 1 次在 7 月以前袁

病期间及时喷洒 25豫炭特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袁或 50豫

2.4.2

部与土壤密接袁促进种苗及时返苗和生根遥金边阔叶麦冬生
第 2 次在 9要11 月曰11 月为块根膨大期袁2 月底气温回升后
块根膨大加快[4]遥应根据其生长状况和天气情况及时浇水袁

渊大生冤700~800 倍液袁或 75豫百菌清 500 倍液进行预防曰发
退菌特 800~1 000 倍液袁10 d 左右喷 1 次袁连喷 3~4 次袁具有

浇水的原则是浇透袁但不积水遥

较好的防治效果遥
食叶害虫主要有叶蜂尧叶甲尧粉蝶尧袋蛾等袁主要危害是

2.4.3

造成植物叶片缺刻袁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遥在害虫发生时袁

施肥遥金边阔叶麦冬是喜肥植物袁整个生长周期内不

仅基肥要施足袁且要适当追肥遥特别是在吸肥高峰的分蘖
期尧开花期尧块根生长期和块根膨大期等 4 个时期 袁要针对
[5]

其不同要求施用符合其生长需要的有机肥尧无机肥和微量元
素肥料遥
2.4.4

可选用 30%乙酰甲胺磷乳油 500 倍液尧10%氯氰菊酯乳油
2 500 倍液尧1.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 2 000 倍液尧
48%乐斯本乳油 1 000 倍喷雾进行防治遥

地下害虫主要有蝼蛄尧蛴螬等袁主要以幼虫为害植株袁

中耕遥植株返苗后袁为防止土壤板结袁要适时进行松

经常导致植株枯死遥种植前结合翻土袁将地虫宁渊甲拌磷冤翻

土袁以促进幼苗早分蘖尧多发根遥种苗正常生长期间袁应保持

入土中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杀死虫卵遥在植株生长期间袁可

土壤疏松袁及时松土袁以促进其迅速生长遥
2.5

病虫草害防治

选用 40%甲基异柳磷或 50%辛硫磷乳油 7.5 kg/hm2 兑水
11 250 kg/hm2 灌根进行防治遥

前袁采用波尔多液或多菌灵喷洒袁对种苗进行消毒处理遥注

除草的原则是除小尧除早尧化学除草与人工拔除相结合遥
在种植后的前期袁植物郁闭度较低的情况下袁采取化学除草

意田间土壤的湿度袁防止过于干旱或下雨后积水袁促进植物

既能保证除草效果袁又利于提高效益袁不同季节采用不同剂

在黑斑病防治上袁选生长健壮的无病植株作种株遥栽种

健康生长袁提高植株抗病性遥发现病害后袁及时将病叶或病
株清除并集中处理曰再用 65%代森锌 500 倍液对发病田块
进行防治袁10 d 左右防治 1 次袁连防 3~4 次遥

在根瘤线虫病防治上袁种植前深翻种植地袁将其表土翻

至 25 cm 以下袁可减轻虫害发生曰对种植土壤进行消毒灭虫
处理袁如栽种时结合整地用 20%甲基异柳磷乳剂或 5%颗粒
剂 3.75~4.50 kg/hm2 做成毒土撒于畦沟内袁翻入土中曰选择

生长健壮尧无病的植株作种苗袁并在种植时将老根剪除曰土
壤增施有机肥料尧磷钾肥料等袁促进植株健壮袁提高其对根
结线虫的抗逆性能[6]遥
在炭疽病发病初期袁剪除病叶并及时烧毁袁防止扩大曰
施足腐熟有机肥袁增施磷钾肥袁提高金边阔叶麦冬植株的抗

量的草甘膦防除袁一般 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剂量为 1 800~

2 100 mL/hm2尧6要9 月为 1 500 mL/hm2遥在植物郁闭度较大

的情况下袁杂草量少尧株型大渊一般超过植株的高度冤时袁一
般采用人工拔除的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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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害枝叶曰在冬季袁可以重新进行修剪遥要注意的是袁每次修

中袁还要对松土保墒工作予以高度重视遥在雨季袁要及时排

剪后都要喷洒除菌剂遥

除积水曰在秋尧冬季袁要注意浇灌防冻水曰在日常管理中袁要

2.5 定期喷洒药剂

结合土壤墒情来确定浇水量袁促进大叶女贞生长发育遥
大叶女贞喜欢湿润尧通透性好且肥沃深厚的微碱性砂
壤土[4]遥因此袁一定要重视大叶女贞的施肥管理遥大叶女贞经
常被用于道路绿化袁通常情况下袁道路绿化的土壤较贫瘠袁
再加上日常施肥不足袁就很容易导致大叶女贞植株缺乏营
养袁最终出现长期落叶的情况遥针对这一问题袁首先袁要施
加充足的肥料袁以促进大叶女贞生长发育袁有效提升大叶女
贞植株的抗逆能力和抗病虫害能力曰其次袁在对大叶女贞植
株施肥的过程中袁可以增加一些有机肥料袁同时不要过多地
施加氮肥曰最后袁可以在春季追施 1 次肥料袁秋末时再施
1 次肥袁以提升大叶女贞的抗性遥
2.4 适时修剪

应适时对大叶女贞树进行修剪袁并及时进行伤口处理遥
在夏季袁尽量不进行修剪曰在雨季袁要尽量减少修剪次数袁以
降低各种病菌的侵入几率袁进而降低病虫害的发生几率曰在
秋季袁 要及时疏除大叶女贞根部和主干上的萌蘖枝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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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叶女贞病虫害防治要采用预防和防治相结合的方

式遥从 6 月下旬开始袁每隔 7~10 d 喷洒药剂 1 次袁一直持续
到雨季结束遥另外袁在下雨之后还要补喷 1 次遥针对大叶女

贞斑点病袁在发病初期袁可以使用甲基托布津和力克菌等内
吸性杀菌剂防治遥针对介壳虫袁可以在介壳虫固定之前使用
吡虫啉结合杀菌剂进行喷防袁每 7 d 喷 1 次袁连喷 2 次遥
3 结语

综上所述袁针对大叶女贞长期落叶的情况袁一定要及时
采用有效措施来处理袁以促进大叶女贞生长袁使其具备较好
的观赏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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