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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贞种子大棚育苗及大苗培育技术
鲁 冀
(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渭桥乡林业站袁安徽黄山 245453)

摘要 本文介绍了种子采集与处理尧选地整地与扣棚尧播种与苗期管理尧大苗培育等关键技术袁以期为女贞种子大棚育苗及大苗培育
提供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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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贞渊Ligustrum lucidum Ait.冤袁别名冬青尧白蜡树袁属于木

犀科女贞属常绿乔木袁四季常青袁皖南山区树高可达 10 m

3 播种与苗期管理

皖南山区春季女贞播种一般在 3 月 5 日左右袁种子于播

左右遥女贞在我国主要产于长江以南尧西南尧甘肃和陕西等

种前 2 d 从冷藏库中取出袁首先用清水浸种 24 h袁取出漂浮

培或野生遥

完成后捞出种子沥干表面水分袁再用 1%高锰酸钾水溶液浸

地袁朝鲜尧日本也有分布袁大多生长于海拔 2 900 m 以下袁栽
女贞多见于疏林中袁树叶终年常绿袁干枝清秀袁整体冠
幅协调优美遥此树种单叶对生袁圆锥花序顶生袁花白色袁花期

在皖南山区休宁县为 5 月下旬曰果幼时青绿色袁熟时紫黑色袁

及霉变等劣种袁浸种期间换水 2 次袁并进行适当搓洗袁浸种
种消毒 1 h袁浸种完成后捞出种子袁不必再用水清洗袁稍稍晾
干表面水分后即可播种遥

大棚扣好后袁棚内温度会慢慢升高袁当棚内温度达到

果期 11 月上旬遥常常栽于庭院尧人行道尧街道尧城市绿地等袁

20 益时袁湿度达到 60%以上立即播种遥首先在苗床上均匀撒

化硫尧氟化氢尧氯气及粉尘等均有较强的抗性遥尤其喜欢深

并喷透水袁然后覆盖一层厚约 3 cm 的干净稻草保温保湿袁每

用于美化环境遥女贞生长速度快袁萌芽力强袁耐修剪袁对二氧

厚尧肥沃尧湿润的微酸性和微碱性土壤袁不耐瘠薄遥女贞叶片
可以放养白蜡虫生产白蜡曰果入药为强壮剂袁在医疗方面用
途广泛遥
1 种子采集与处理

皖南山区休宁县女贞种子 11 月上旬成熟袁当浆果呈蓝

入适量钙尧镁尧磷肥袁播种一般采取撒播袁播后覆土 1.5 cm袁

天上午和下午巡视苗床 1 次袁保持棚内温度尧湿度遥播种量
500 粒/m2 左右袁苗木出土以后袁及时揭去覆盖的稻草袁喷施
1%多菌灵溶液袁对苗床进行灭菌遥棚内湿度大或温度高时
要进行适当通风袁以降低湿度或温度遥

当幼苗出现 2 片真叶时开始间苗袁去除弱苗尧密苗和病

黑色时是女贞种子成熟的特征袁可以选择 15 年以上尧健壮尧

苗等袁每隔 7 d 施 1 次稀薄沼液肥袁增加苗木所需的养分和

果落下袁堆沤 8 d 至浆果腐烂袁再将浆果装入蛇皮袋中袁手反

于苗木正常生长遥春季气温升高较快袁应在中午温度跃30 益

无病虫害的母树采摘圆锥果序遥集中运回后袁用手揉搓至浆

复揉搓至浆果碎烂袁用流动的水漂洗数次袁得到椭圆形长
约 1 cm 的核果遥将核果沥干表面水分袁摊至阴凉通风干燥
处袁待种子含水量下降至 25%时袁再进行低温冷藏遥冷藏温

度要控制在 3~5 益之间袁每隔 15 d 将种子上下翻动 1 次袁直

水分遥棚内要经常松土袁以增加土壤的透水性和透气性袁有利
时袁进行适量通风袁并随幼苗渐渐长大增加通风时间和通风
量袁逐渐炼苗袁以备苗木移出大棚进行移植培育[2]遥4 月中旬
当苗木高生长达到 15 cm 时开始出棚栽植遥苗木出圃前苗床
要浇足水袁待水充分渗透后袁用铁锹平地铲松土壤袁再拔起

至取出播种袁如果没有冷藏条件的袁也可以将种子用湿沙层

苗木袁以避免损伤苗木幼根遥苗木要随起随栽袁当天起的苗

积贮藏[1]遥

木最好当天栽完遥

2 选地整地与扣棚

4 大苗培育管理

皖南山区女贞苗木喜深厚肥沃尧腐殖质含量高的土壤袁
不喜瘠薄的土壤遥因此袁在选择育苗地时应尽量选择熟地袁
大多选择前茬是水稻田尧地势平坦尧相对较高尧背风向阳尧取
水方便尧含沙性偏少的土地作育苗地遥土地于初冬进行深翻

40 cm 以上袁翻地时尽量做到深度一致袁让土壤经过一个冬
季的熟冻最好遥

皖南山区休宁县于 3 月初开始整地袁均匀施入呋喃丹颗

皖南山区大苗培育地整地袁要整成 100 cm 宽的地垄袁

苗木栽植株行距为 1.2 m遥栽植时需用锹挖栽植穴袁穴深
40 cm袁长和宽各 30 cm袁穴底覆表土 5 cm袁并施入 50 g 复合
肥拌匀袁再覆表土 5 cm 后进行栽苗遥栽植时做到苗木根系
舒展尧苗正袁栽植后立即浇好定根水袁雨后栽植的可以不用
浇水遥

皖南山区苗木栽植后每隔 25 d 中耕除草 1 次袁雨季要

粒 37.5 kg/hm 尧腐熟菜籽饼 1 500 kg/hm 尧复合肥 1 500 kg/hm 袁

加强苗地排水袁雨后及时将冲刷的土壤补上遥苗木早期用稀

1.2 m尧长 10~12 m遥铺设好排灌系统袁同时扣棚袁根据操作管

50 cm 时袁逐渐增加沼液肥施用量袁如果连续干旱袁要及时补

2

2

2

然后进行碾碎耙平做垄袁苗床南北向袁通常苗床高 30 cm尧宽
理要求袁一般扣住 3 畦为宜袁棚顶高度控制在 1.8 m袁棚宽约

5 m袁大棚四周要求拉纤固定遥每个大棚内需悬挂温湿度计袁
用以观测大棚内的温湿度遥
收稿日期

126

2019-03-14

释的沼液肥浇灌袁施肥间隔时间视情况而定遥当苗高达到
充苗木水分袁保证苗木生长得到充足的水肥遥9 月中旬停止

施肥袁此时苗木还会继续生长袁10 月中旬后苗木基本停止生
长袁浇透封冻水袁保障苗木顺利越冬[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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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建斌等院京津冀地区清明节生产切花菊品种筛选试验
品种袁以下试验研究将以这 2 个品种为试验材料遥

2013 年调查自然条件下 2 个品种与对照品种在京津冀地区

2.3 复选品种主要生物学特性

的生育期情况遥

由表 4 可以看出袁课题组选育出的 2 个品种在京津冀

本项研究主要目标是实现清明节前产花袁为此袁对与之
相关的切花菊的主要生物学特性进行调查袁发现花期早晚不
但与品种有关袁还与栽培温室冬季最低夜温尧脚芽发生早晚尧
遥

[3-4]

脚芽大小尧自然解除休眠期尧定植时期等高度相关

对切花菊的自然生育期进行调查研究袁试验设在京津
冀地区不同地点袁将春香一号和春香二号分别定植于露地袁
并以当地花期最早的品种要要
要平头黄为对照渊CK冤袁于 2012要
表4

调查地点
大兴区留士庄渊北京冤

蓟县桑梓村渊天津冤

广阳区南甸村渊河北廊坊冤

3 结论与讨论

品种
春香一号
春香二号
平头黄渊CK冤
春香一号
春香二号
平头黄渊CK冤
春香一号
春香二号
平头黄渊CK冤

地区自然条件下栽培袁与对照品种相比袁春香一号萌芽期早
3耀4 d袁花期早 10 d 左右袁脚芽发育期早 10耀12 d袁自然解除
休眠期早 5 d 左右曰春香二号萌芽期尧花期时间接近袁脚芽发
育期明显早 7 d 左右袁自然解除休眠期早 10 d 左右遥由此得
出袁春香一号尧春香二号较对照品种平头黄更适合用于清明
节前产花遥

京津冀各地不同切花菊品种自然生育期调查
萌芽期
03-26要03-28
03-30要04-01
03-30要04-01
03-29要03-31
04-03要04-05
04-01要04-03
03-25要03-28
03-29要04-01
03-29要04-02

在对优良品种筛选过程中袁采用的是廊坊永清 40 温室袁

此类温室在廊坊及其周边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袁极限低温是

6 益遥利用此类温室生产清明节前切花菊袁稍加温条件下可

选择平头黄袁不加温条件下采用自育品种春香一号尧春香二
号遥目前袁虽然切花菊品种丰富袁但本地区在不加温条件下
生产清明节前切花菊袁还需要生产者和技术推广部门经过筛

花期
06-11要06-13
06-18要06-20
06-21要06-23
06-16要06-18
06-24要06-26
06-26要06-28
06-12要06-13
06-17要06-19
06-21要06-23

秋季脚芽发育期
10-10要11-11
10-15要11-11
10-22要11-15
10-08要11-10
10-12要11-11
10-20要11-13
10-10要11-12
10-15要11-12
10-21要11-15

自然解除休眠期
12-10要12-15
12-05要12-10
12-15要12-18
12-08要12-13
12-02要12-09
12-14要12-17
12-10要12-14
12-04要12-10
12-15要12-18

选试验和技术整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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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 8%耀15%为宜遥一般在林分密度跃0.8 时可实施抚育间

林木生长造成不利影响遥对于人工中幼龄林袁主要是将其中

3

光伐袁将林间长势高大的灌木尧藤蔓等清除袁避免其对目的

伐袁将林间的郁闭度降低到 0.2 以下遥
结语

的透光伐有块状抚育尧全面抚育尧带状抚育等遥二是生态疏

积极开展先进森林经营方式的研究是转变林业发展方
式的重要环节遥为了提高造林效果尧加快树木生长发育袁必

伐遥为了使林木的树冠呈现出梯级郁闭的效果袁保证林间

须重视中幼龄林的抚育管理工作袁通过松土尧除草尧间作尧整

各种规格的林木可以接受到阳光袁可采取生态疏伐的方式袁

形修剪尧抚育间伐等技术袁以提高林木质量及林地的生产能

宜在中龄林时进行遥三是生长伐遥为了避免目的树种个体之

力袁培育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林业生态系统遥

密度过大尧品质不佳的林木伐除袁使林分结构更加合理遥常见

间争夺光尧热尧空间等资源袁提高林木质量袁加快成林袁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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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 即可出圃销售遥销售或移栽大苗时要带土球袁如果不带

冠型伞状袁秋季苗木平均高度跃1.5 m遥可出圃销售袁亦可继续

要舒展袁栽后多次浇水袁直至大苗成活遥

型不理想袁可以在翌年 2 月中旬进行平茬袁平茬时注意平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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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生长伐的方式袁常见的有上层疏伐尧下层疏伐尧机械疏伐
等遥在森林遭受大风尧雪压尧森林火灾等情况下袁需要开展卫
生伐袁将被害树木清除干净袁以免影响其他健康林木的生长遥
具体的抚育强度应结合中幼龄林的林分状况和立地条

女贞种子育苗通过近 1 年的精心管理袁苗木干型通直袁

培育绿化大苗袁但要降低苗木密度遥如果女贞苗当年生长干

口要高于地面 4 cm 左右袁平茬口边缘整齐无破损袁平茬后必
须保证 2 d 内无雨[4]遥苗木萌芽后留 1 个壮芽袁其余芽全部用

手去除袁再有萌发芽出现时也要及时去除袁同时要抓好除草尧
松土和施肥等工作遥当年平茬苗木干型通直袁秋季高度达到

土球就要将女贞苗木抹头定干进行裸根栽植遥栽植时根系
5

参考文献

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