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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叶缬草栽培技术
韦启迪 张金霞 罗 鸣 宋朱谕 莫远琪 孔德章 霍可以 *
渊贵州省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袁贵州贵阳 550006冤
摘要 总结了宽叶缬草田间管理技术袁主要包括选地整地尧覆膜尧追肥尧打顶尧病害预防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宽叶缬
草种植户的栽培种植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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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坡区域种植袁最佳海拔为 1 000耀1 200 m遥 气温较低袁

布在气候温和潮湿的地区袁 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袁为

使含油量升高遥 选地时袁以腐殖质丰富尧地力肥沃的中

officinalis L.冤的根及根茎袁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袁多数分
[1]

民间常用药 遥 缬草含有生物碱尧缬草三酯尧缬草烯酸
[2]

昼夜温差大袁 更有利于地下根茎和根部的物质积累袁
性沙质壤土为宜遥 宽叶缬草是喜湿润怕水渍根茎类药

和 酌-氨基丁酸等多种药用有效成分袁主要化学成分大

材袁其根部对水极其敏感遥 当水量过于充足时袁极易出

多分布在营养器官中袁 根部多含环烯醚萜和挥发油袁

现烂根现象袁严重影响宽叶缬草生长袁导致产量降低

花尧茎尧叶尧果部位多含生物碱和黄酮[3]袁在镇静尧催眠尧

抗焦虑尧抗惊厥尧抗肿瘤尧脏器保护和解痉等方面能够
发挥一定的药理作用[4-5]遥 缬草提取物临床用于治疗心

神不安尧心悸失眠尧癫狂尧狂躁尧跌打损伤等袁民间将其

作为镇静安神的常用中药[3]遥 与化学药物相比袁因其低

不良反应和广谱用药性袁具有广阔的药用前景[6]遥

宽叶缬草从幼苗移栽到采收袁田间管理贯穿整个

生长周期遥 不论整地选地还是追肥尧打顶等袁各个环节
都会影响缬草长势尧质量和后期产量遥 对宽叶缬草田
间管理技术进行规范化尧科学化使用袁不仅能够提高
宽叶缬草种植质量袁也是高产优质的重要措施袁对中

甚至死亡遥 因此袁栽培用地要求排水良好尧灌溉方便遥

2 覆膜
起垄应做到垄直尧垄平袁起垄后立即覆膜袁做到严尧
实尧展遥 覆膜栽培一方面可以提高土壤温度尧增加土壤
含水量尧减少水分散失袁另一方面能够改善土壤理化
性质袁加快作物生长发育进程遥同时袁覆膜对缬草整个生
长期的杂草生长有一定抑制作用袁除草次数从未覆膜
前的 6 次减少到覆膜后的 3 次袁节省了人力和物力遥

3 追肥

追肥一般分 2 次进行遥 第 1 次在 3 月早春返青后袁

一般以农家肥为主尧化肥为辅袁同时要结合当地土壤

药材栽培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7-10]遥 同时袁还

特征袁进行肥料补充袁同时对其成分进行补充遥 在垄间

不同的生长期袁有针对性地采取田间管理措施袁并对

开沟袁施速效肥 1.3 kg/m2袁过磷酸钙和氯化钾配施比例

可以引导种植户充分掌握宽叶缬草的生长规律袁 结合

病害进行科学防治袁合理选择病害处理时间袁保障缬
草的质量和产量袁从而提高种植户的经济效益遥

1 选地整地

为 1颐0.4遥 第 2 次根据植物长势施肥袁仍然以施农家肥
为主袁配合适量化肥袁如磷尧钾肥袁以促进根系发育遥

4 打顶

宽叶缬草生长所需的环境以阴凉尧 湿润为主袁具

宽叶缬草以根茎及根入药袁其根部养分储存尤其

有高耐寒性袁一般选择在 800 m 以上高海拔尧多雾的

重要遥 抽花薹期花薹过于粗壮袁导致宽叶缬草叶片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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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低袁降低了理化作用袁影响根部生长遥 因此袁除了留
种田外袁 在生长周期中发现抽花薹应及时全部剪掉袁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养分消耗袁促进根部生长遥

5 病害预防
5.1 缬草细菌性软腐病
5.1.1 症状遥 病菌危害宽叶缬草根部袁病斑呈褐色软
渊下转第 57 页冤

吴剑权等院黟县香榧产业现状及发展建议
售渠道袁获取更高效益遥

确保成效遥 二是积极争取更多项目支持袁在产业提升尧

3.5 加强香榧资源保护利用

技术进步尧产品开发等方面给予支持袁助力黟县香榧

一是认真做好现有香榧古树和品种资源的核查
登记和保护袁尤其是高龄古香榧树尧香榧群袁要逐个建

产业发展遥
3.8 积极做好产业社会化服务

档保护遥 二是建好香榧品种资源圃袁开展香榧资源保

全县各相关部门尧 组织积极助力香榧产业发展袁

护与科研尧利用遥 三是加强黟县香榧品种资源管理袁确

积极为香榧产业发展做好产前尧产中尧产后的社会化

保资源不损毁尧不流失遥 四是开展香榧良种繁育袁为香

服务遥 各乡镇结合自身情况袁积极发展香榧产业遥 全县

榧产业发展提供优良品种苗木遥

共同努力袁做大做强黟县香榧产业[4]遥

3.6 持续加大产业扶持袁助力香榧产业发展
一是政府持续出台香榧产业扶持政策袁扶持产业
发展遥 二是鼓励和吸引社会资金投入袁共同参与产业
建设遥 三是鼓励香榧产业业主积极加大投入袁促进产
业管理水平尧生产效益的提升[3]遥

3.7 积极争取项目支撑袁推动产业提升尧技术进步尧产

品开发
一是认真做好香榧地理标志保护项目等的实施袁
渊上接第 42 页冤

腐袁边缘清晰袁圆形至不规则形袁严重时整个根软腐遥
用手挤压病斑袁有白色菌脓溢出袁有异味遥 染病植株初
期叶片边缘变黄袁叶片出现红色斑点袁后期叶片萎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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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该病多发期遥
5.2.3 防治方法遥 发病期袁用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

粉剂 800~1 000 倍液袁或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600~

800 倍液袁 或 25%苯菌灵乳油 800 倍液等药剂喷施防

枯死遥

治遥 另外袁及时清除田园病残体袁加强田间栽培管理袁

5.1.2 发生规律遥 病菌在土壤及病残体上越冬袁第 2 年

提高植株抗病能力遥

环境适宜时经伤口或自然裂口侵染袁从初侵染到再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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