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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和县白蜡与药用菊花间作造林技术
李琛泽
渊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工程项目中心袁河北石家庄 050081冤
摘要 本文介绍了南和县白蜡和药用菊花间作造林技术袁主要包括土地平整以及苗木栽植繁殖方法等内容袁以期
为提高林业生态工程建设质量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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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和县位于河北省南部袁地处黑龙港流域袁位于

业的要求袁促进林业增加综合产值袁促进农民增收遥 此

北纬 36毅57忆~37毅10忆尧东经 114毅52忆~115毅07忆袁交通发达袁

模式对发展绿色支柱产业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遥 林药

区位优势显著遥 南和县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袁

间作造林模式的示范和推广袁促进了当地林业产业结

四季分明袁光照充足遥 年平均气温为 13.5 益袁年平均日

构调整袁带动了林业相关产业的发展袁拓宽了农民就

照时数 2 437.7 h袁日照率 56%袁全年太阳总辐射量为
500.84 kJ/cm 袁跃0 益积温为 4 919.8 益袁逸10 益积温为
2

业途径袁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袁对建设和谐社
会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遥 据统计袁林下间作药用菊花

4 435 益袁早霜期始于 10 月末袁晚霜期终于 4 月初袁全

平均年产值为 10.5 万元/hm2袁林木木材平均产值为

要集中在 6要8 月袁降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2/3遥 土

农村剩余劳动力袁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起到了

年无霜期 200 d 左右曰年平均降水量 520 mm袁降雨主

29 250 元/hm2袁经济效益良好遥 该技术模式广泛吸纳了

壤类型为褐土袁土层深厚袁呈中性或微碱性袁pH 值 6.5~

推动作用遥 现对该技术进行总结袁以期为林药间作造

壤质遥

1 种植地选择

8.5袁均为耕作土壤袁土壤有机质含量为 1%左右袁为轻
2003 年袁南和县开始实施退耕还林项目袁截止到

林模式的推广应用提供参考遥
白蜡和药用菊花间作造林模式对土壤要求不严袁

2014 年先后实施退耕还林造林项目 1 666.67 hm 袁其

在同地类区域内均可种植袁土壤以沙壤土尧黏土为宜遥

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袁不仅推进了南和县林业长足发

2 白蜡种植技术

展袁改善了本县生态环境袁而且促进了农民增收遥 多年

2.1 品种选择

2

中退耕还林 33.33 hm 尧沙荒地匹配造林 1 333.34 hm 遥
2

2

来袁南和县对退耕还林工程不断探索和实践袁在林下
间作药材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遥 将白蜡和药用菊花间
作种植袁林木长势良好袁不仅可起到防风固沙尧改善生
态环境的作用袁还能提高土地利用率袁增加种植户经
济效益遥 通过林药间作造林模式的实施和推广袁有效
增加了林地复种指数袁提高了林地的立体使用效率和
综合产出袁弥补了林业生产周期长尧见效慢的不足袁实
现了以短养长尧立体种植尧节约土地尧增加农民收入尧
提高林业生态工程建设质量尧巩固造林成果的目的遥

地块选择要求灌溉便利即可遥

建议选择良种园蜡 2 号袁其具有干性通直尧抗旱尧

抗寒尧抗病的特点遥 尽量选择高 3 m尧直径 3 cm 左右尧
主侧根至少 3 个以上尧根茎长度 18 cm 以上尧无病虫害

的健康苗[1-2]遥

2.2 土地平整
对种植地块进行 30 cm 种植土旋耕袁清除石块尧硬

土以及其他杂物袁并筛土袁将土耙匀整平遥 严格根据种
植标准 3 m伊6 m 进行放线定点袁树穴直径和深度以
60 cm 为宜遥 挖种植穴时应垂直下挖袁上下口径要保持

林药间作造林模式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林业产

一致袁底部平整遥 挖出的表土要回填穴底一部分袁有利

业化发展的需要袁符合建立资源节约尧绿色环保型农

于植被成活遥

作者简介 李琛泽渊1981要冤袁男袁河北保定人袁高级林业工程
师袁从事林业项目管理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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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苗木栽植

种植标准为 3 m伊6 m袁密度为 600 株/hm2遥 白蜡苗

木种植后 5 h 内应浇灌第 1 次水袁此时浇灌水量不宜
101

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21 年第 23 期

林业科学
过大袁1 周内再充分浇灌遥 每次浇灌后都应整堰尧培土
及扶直苗木遥 第 2 次浇灌后可封堰起垄 遥
[3]

3 药用菊花栽植方法

3.1 土地平整
药用菊花适应能力强袁对土质要求不高袁排水良
好的黏壤土尧沙壤土尧壤土均可遥 白蜡树龄 1~3 年尧郁

闭度 0.2~0.5 的林地袁适宜间作药用菊花遥 土地平整

前袁施有机肥 30.0耀45.0 t/hm2袁然后深耕 28 cm袁做成
宽度为 3 m 的畦袁长度因地而异袁不宜过长遥

3.3.3 打尖遥 药用菊花生长期袁为促进增产袁还需打尖

处理 3 次左右遥 一是在药用菊花移植前 7 d 左右袁苗高

20 cm 时打去 7 cm 左右顶梢曰二是 6 月上旬袁药用菊
花抽出 3耀4 个长约 3 cm 的新枝时打去分枝顶梢曰三

是 7 月上旬袁打去顶部尖梢袁促进主茎粗壮袁减少倒
伏袁增加分枝袁提高菊花产量遥

3.3.4 排灌遥 药用菊花在扦插或移栽期袁应保证充足
的水分供给袁提高幼苗成活率曰但在雨季应及时人工
排出多余积水袁以防止烂根情况发生遥

3.2 繁殖方法

3.3.5 病虫害防治遥 从多年种植经验来看袁影响药用

3.2.1 扦插繁殖遥 翌年 4要5 月袁从生长健壮尧无病虫

菊花生长的主要病虫害有菊花黑斑病尧菊花斑枯病尧菊

害的母株上截取长度 6~8 cm 的一段作为插穗遥 摘除

花瘿蚊等遥 一是菊花黑斑病遥 菊花黑斑病是由菊针孢

部剪成马蹄形遥在疏松尧透气尧排水性好尧pH 值适中的

害菊花叶片遥 植株发病初期袁应立即摘除病叶遥 注意加

下端的叶片袁保留顶部 2 片叶片袁将顶部剪成圆形袁底

菌侵染引起的袁在整个菊花生长期均可发生袁主要危

沙壤地上袁按行距 25 cm 开沟遥 将插穗放入 1 000 mg/L

强水肥管理袁促使植株健壮发育[5]袁提高抗病力遥 可采

6 cm 左右袁入土长度为 1/2袁然后覆土压实袁浇透水遥 扦

尔多液等交替喷施 4 次左右袁每 15 d 喷施 1 次袁防治

的生根素溶液中浸泡 3耀5 s 后袁取出袁插入土中袁间距

插后袁应保证每天上午喷水 1 次尧下午喷水 1耀2 次袁达

到降温尧保湿作用袁避免水分流失过快出现叶片晒蔫尧
晒干等情况遥
3.2.2 分株繁殖遥 每年 11 月左右采摘药用菊花后袁选

择生长健壮尧无病虫害的植株 [4]袁将茎叶切除袁保留根

部袁重新种植于备选地块遥 种植前施有机肥越冬保暖袁
次年 3要4 月浇灌 1 次袁4要5 月苗高 10~15 cm 时挖起

全株进行种植遥 按照株行距 40 cm 的标准挖定植坑袁

坑深 6 cm 左右袁每坑栽 1 株袁平均种植密度 6.75 万~
7.50 万株/hm2遥
3.3 管理措施

3.3.1 追肥遥 药用菊花在中耕期间对养分需求量大袁
除施有机基肥外袁还要补充 2~3 次肥料遥 一是在幼苗

期袁施尿素 600 kg/hm2曰二是在苗开始分枝时袁施硝酸

用 50%多菌灵 600 倍液尧75%百菌清 700 倍液尧1%波

效果良好遥 二是菊花斑枯病遥 菊花斑枯病又称菊花褐
斑病袁是常年危害菊花的病种之一袁严重时可使花朵减

产 50%~70%遥 幼龄植株或发病初期袁应清理病叶并销

毁袁再选用 50%多菌灵 600 倍液尧75%百菌清混合液交

替喷施袁每 15 d 喷施 1 次曰成株或发病严重植株袁每 7 d

左右喷施 1 次袁视病情及天气情况喷施 4 次左右袁采

花前 25 d 不喷涂相关药剂遥 三是菊花瘿蚊遥 清除田间
各类杂草袁控制虫源数量遥 在成虫发生期喷施 40%乐

果乳油 1 200 倍液或 50%辛硫磷乳油 1 300 倍液袁每
15 d 喷施 1 次袁杀死产卵成虫遥 在后期袁要控制使用化
学药剂数量袁充分发挥天敌的作用袁控制菊花瘿蚊的
发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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