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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多年热带地区月季栽培种植实践总结出盆栽技术要点袁并从月季盆花的移栽前准备尧盆栽管理及病虫害防治 3 个方面进
行了详细介绍袁以期为热带地区盆栽月季栽培养护提供技术指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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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处于我国最南端袁属于热带地区袁具有得天独厚
的气候及资源等优势袁是发展热带花卉的理想之地[1]遥近年
来袁月季渊Rosa chinese冤在海南试种成功后逐渐在海南省花

卉市场产业发展中受到重视[2]遥月季既可地栽袁也可盆栽遥盆
栽月季以其株型优美尧花色艳丽尧花型丰富尧香味怡人尧易于
移动等优点越来越受大众欢迎 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袁
[3]

盆栽月季已进入大部分家庭阳台或庭院遥本文结合热带地
区露地种植实践经验及养护过程中出现的病虫害做出详细
介绍袁以期为热带地区盆栽月季提供技术指导遥
1 盆栽前期准备

1.1 品种选择

盆栽月季不像地栽月季袁可以接纳任何类型的品种袁必
须从众多的类型和品种中袁慎重挑选适宜盆栽的月季品种袁
才能栽培成功[4]遥一般应该选择高度适中尧植株紧凑尧密枝丛
生尧花繁叶茂尧开花量大的品种[3]袁此外袁还应考虑到热带地

区温度高尧湿度大的特殊气候袁所选品种应耐高温高湿遥经
过多年田间种植筛选袁筛选出部分适合热带地区盆栽的月
季品种遥
大花系列品种院粉扇尧绯扇尧红双喜尧金奖章尧金凤凰尧兰

1.4 上盆

热带地区的上盆时间为 10 月至翌年 3 月袁选择天气晴

朗的早晨或傍晚进行遥根据当期气候环境条件袁采用白色无
纺布袋进行装盆遥无纺布袋规格如下院一年生嫁接苗采用

25 cm伊27 cm曰一年生扦插苗采用 20 cm伊20 cm曰二年生及以
上使用 35 cm伊35 cm遥上盆时袁嫁接苗装入基质在嫁接点下

方 1~2 cm曰扦插苗为根系上方 2 cm 左右遥使用 75%多菌灵
750 倍液和国光萘乙酸生根剂 2 500 倍液对苗木根系浸泡
10 min 后进行装盆袁装好后放置在空旷尧通风尧光照充足的
地方袁浇足定根水遥
2 盆栽管理

2.1 盆花整形修剪
整形修剪是为了使植株匀称尧密度适中袁利于通风透光
和肥水供应袁减少病虫害袁达到多花尧花朵大小一致尧植株健
壮生长的目的[4]遥热带地区盆花整形修剪集中在 10 月至翌

年 4 月袁根据植株生长情况袁对老枝尧弱枝尧病虫害枝尧盲枝
进行修剪袁保留 3~5 枝当年生新枝条作为主枝袁以扩大植株
冠幅遥

2.2 花期调控

河尧坦尼克尧芬达拉尧紫云尧彩云尧口红尧选择尧伊丽莎白女王尧

热带地区月季可以实现全年开花袁盆栽月季多用于节假

摩纳哥公主尧亚历克红尧粉和平等遥丰花系列品种院仙境尧莫

日展示袁用花量主要集中在国庆尧元旦尧春节尧博鳌论坛期

海姆尧惊艳尧冰山尧欢笑尧金玛丽等遥微型系列品种院和谐尧斯
柯特系列尧小女孩尧选择木马尧太阳姑娘等遥
1.2 种苗选择
大花系列和丰花系列品种袁种苗以一年生嫁接苗为主袁

要求植株健壮尧3~4 个分枝尧株高 30~45 cm尧根系发达尧无病
虫害遥微型月季以扦插苗为主袁要求根系发达尧植株健壮尧无
病虫害尧株高在 25~35 cm 之间遥
1.3 营养土配制及消毒

盆栽月季的根系生长发育只局限于有限的盆土之内袁
营养空间狭小袁因而盆栽月季与地栽月季相比更容易发生
缺肥尧缺水尧缺氧等情况[5]遥由于盆花生长受到诸多因素的限
制袁所以对基质要求较高遥在热带地区常采用珍珠岩尧泥炭

土和红土为主要基质袁三者体积比为 1颐3颐1袁配制好的基质使
用 0.5%高锰酸钾溶液或多菌灵 500 倍液浇透袁覆盖塑料薄
膜 3 d 进行土壤消毒遥使用时袁揭膜通风 2~3 d袁再将基质与

间遥根据月季在三亚的生长习性袁花期调控时间以 30~45 d

为一个周期袁修剪后偏施钾肥袁叶面喷施多效唑 1 000 倍液
矮化植株袁达到花期统一的效果遥
2.3 安全度夏

热带地区进入夏季气温偏高袁当气温跃32 益时袁植株进

入休眠或半休眠状态袁花芽不再分化曰当土温跃30 益袁植物根
系基本停止活动袁而一旦土温跃35 益袁根系开始死亡[3]遥进入

夏季后袁露地盆花栽培区域及时覆盖遮阳网袁早晚进行喷
雾袁增加空气湿度袁叶片保持水分充足袁湿而不滴即可曰大棚
内种植盆花袁当棚内温度达到 35 益时袁应增加风机使用数
量袁打开湿帘尧喷雾装置袁降低棚内温度袁增加空气湿度遥喷
雾设置时间为雾化 2 min尧间歇 5 min袁保证叶片水分湿而不
滴即可遥

2.4 台风雨灾害的应急处理

6要10 月为热带地区台风雨多发季袁台风雨期应及时进

有机肥或复合肥混合袁搅拌均匀后使用遥

行疏枝修剪袁增强植株通风性袁防止台风过境出现倒伏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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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遥台风雨过后会加快病原传播和蔓延袁尤其是黑斑病和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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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病会出现加重趋势袁在天气好转的情况下及时进行药物
防治袁避免病害传播和扩散遥

梁静萍等院热带地区月季盆栽技术
2.5 肥水管理
月季开花次数多袁需要供给充足的养分和水分袁才能保
证旺盛的长势 遥在整个生长期中袁浇水次数取决于天气状
[6]

况和营养土持水量 遥月季要求基质润而不湿袁浇水过大会
[7]

降低基质通透性袁影响根部代谢功能袁严重时会出现烂根现

象遥三亚属于热带地区袁气温较高的夏季应早晚各喷水 1 次袁

保持叶片湿度袁以叶片水珠湿而不滴为宜遥当盆栽月季发芽
后应追施 1 次根肥袁每 10 d 施用 1 次袁待长出叶片后应追施
1 次叶面肥[5]袁叶面肥施用时可结合药物防治进行遥具体施肥
量见表 1遥

表 1 不同苗龄盆栽月季根部施肥用量
肥料类型
有机肥
无机肥
生物菌肥
营养强化
平衡剂

肥料名称
好花红复合造粒菜
籽粕有机营养素
德博水溶肥
渊20-10-20+2MgO+TE冤
康绿生物菌肥
恩益碧渊NEB冤
根施微肥

2.6 换盆

一年生扦插苗
3g

肥料用量或稀释倍数
一年生嫁接苗
二年生
5g
10 g

三年生
10 g

备注

500 倍

500 倍

300 倍

300 倍

灌根袁每株用量 100 mL

1 000 倍
一袋 13 mL
兑水 50 kg

1 000 倍
一袋 13 mL
兑水 50 kg

800 倍
一袋 13 mL
兑水 50 kg

800 倍
一袋 13 mL
兑水 50 kg

灌根袁每株用量 100 mL
灌根袁上盆和换盆后 3 d 追施 1 次袁间隔
7 d 连续施用 3~4 次

期袁蓟马尤其喜欢颜色艳丽尧花香浓郁的品种曰危害后叶片

长期盆栽的植物生长到一定时间袁由于盆内营养成分含

出现卷曲尧花瓣黑边的现象遥防治方法院利用蓟马的趋色性袁

量降低袁不能满足植株生长所需袁所以需要更换盆中基质或

在盆栽区域悬挂蓝板或黄板进行诱杀袁并结合药物防治袁可

更换大一号的花盆遥植株从盆中取出袁去掉板结基质袁保留
其 50%~70%袁剪除老根尧病根袁然后重新装盆袁浇足定根水遥
3 病虫害防治

热带地区盆栽月季易感染白粉病尧枯枝病尧黑斑病等病
遥

[8-9]

害曰易受鳞翅目幼虫尧蓟马尧螨虫等危害
3.1 病害
3.1.1

采用 16%吡虫啉窑噻虫嗪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或 5%啶虫

脒乳油 1 000 倍液+1.8%阿维菌素乳油 1 000 倍液喷防[12]遥
3.2.3 螨虫遥也称红蜘蛛袁热带地区一般在冬季干旱时节发
生袁主要通过潜伏在叶片背面吐丝结网传播曰先为害叶片背
面袁后逐渐向上为害植株幼嫩部位袁导致叶片畸形尧变黄尧
脱落袁花芽分化延迟袁花苞无法展开遥防治方法院当空气湿度

白粉病遥月季普遍发生的病害袁以危害植株叶片尧花

蕾及嫩梢为主遥热带地区一般在温暖尧干燥或潮湿环境下易
发病曰盆花摆放过密尧通风透光性较差尧雨后高温高湿的栽
培条件下易感病 遥防治方法院及时对植株进行整枝修剪袁结
[10]

合药物防治袁可采用 40%腈菌唑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或 20%

苯醚甲环唑乳油 800 倍液进行叶片喷施袁间隔 5 ~7 d 喷

约70%时袁对叶片及其周边环境进行喷水袁增加空气湿度袁可
降低虫害的发生程度曰也可采用 40%炔螨特乳油 1 500 倍
液+1.8%阿维菌素乳油 1 000 倍液或 25%三唑锡可湿性粉
剂 1 500 倍液进行喷雾袁应由叶背向上喷施袁效果显著遥
4 结语

通过对盆栽月季种植尧管理及病虫害防治技术等方面进

1 次袁连喷 2~3 次遥

行分析袁探讨了热带地区盆栽月季栽培技术要点曰重点做好

枯枝病遥多见于枝条发病袁发病初期出现溃疡斑袁病

盆栽月季安全度夏尧台风雨前后防治及高温高湿季节的病虫

健交替部位出现紫绿色过渡层袁病斑表面有褐色小颗粒状物

害防治工作袁为植株生长提供保障曰通过应用多效唑等生长

质遥发病后期袁植株死亡袁枝条维管束部分发黑遥热带地区一

调节剂进行花期调控袁使不同时段的盆花均能开花袁以满

般在高温高湿的雨季发病袁台风雨过后病情加剧遥防治方法院

足不同人群的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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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台风前及时用药防治袁雨后修剪折断枝条遥可采用 20%甲基
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750 倍液或 20%苯醚甲环唑乳油 800 倍
液喷雾遥
3.1.3

黑斑病遥属世界性病害袁在月季上发病严重曰以叶片

受害为主袁发病初期叶片表面出现黑色斑点袁后期叶片变黄尧

脱离[11]遥热带地区全年均可发生袁尤其多雨季节尧湿度在 85%
以上时发生加剧遥防治方法院加强田间管理袁及时疏枝袁剪去
老尧弱尧病尧残枝袁加强植株通风透气遥结合药物防治袁可采用
250 g/L 丙环唑乳油 1 000~2 000 倍液或 75%代森锰锌水分
散粒剂 1 500 倍液喷雾遥

3.2 虫害

3.2.1 鳞翅目昆虫遥主要以幼虫为害花苞及嫩芽袁造成叶片
和花苞穿孔及缺刻袁影响植株整体美观遥防治方法院利用其
成虫的趋光性袁采用太阳能诱杀灯进行诱杀曰结合药物防治袁
可采用 0.57%甲维盐微乳剂 500 倍液或 100 g/L 联苯菊酯乳
油 750 倍液喷雾遥

3.2.2

蓟马遥热带地区通常在 12 月至翌年 4 月为发生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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