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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密度：一个决定产品质量的因素
种球种植在充分湿润的苗床或土垄上。在温室中通常是人
工定植，露天栽培可以使用专用的种植机器。注意种植的种
球要均匀分布，还有它们的种植深度要合适。将种球种植
到支撑网中可以帮助种球的均匀分布，以后在植株生长期
间可以把这个网升高来进行支撑。
表3. 种植密度的一般规律
种球的大小（厘米）
6/8
8/10
10/12
12/14
14/-

种球数/平方米（毛面积）
60 - 80
50 - 70
50 - 70
30 - 60
30 - 60

露天栽培，种球通常在土垄上用机械种植。土垄的间距取
决于种植机的大小。经常检查种植的深度和行间距是很重
要的。
种球在沙质土壤中种植与重壤土中相比，可以种的深5厘
米，但是不要超过10厘米。种植深的种球将晚萌发几天，但
是它对植株的支撑会较好。与春季相比，夏季种植的种球可
以种植的稍微深些。种植的密度取决于种球的规格、栽培
的时间和种植的品种。
种植的密度过高会导致植株的茎重量不足，而且容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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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养护

gl adiolus 9

及时收获有助于花的品质和保鲜期

良好的卫生环境预防问题的发生
利用新的土壤和健康的种球来预防病害。在温室生产中，土壤可以通过蒸汽或化学试剂进行消毒。露天栽培中，可以使用轮
作和水淹消毒的方法。种球在种植前可以在杀菌剂中浸泡。

灌溉

注意施肥

及时收获

在凉爽、干燥的条件下储藏

在湿润的土壤中种植后，唐菖蒲在第一个星期主要是依靠
前一年储存的养分进行生长。之后，种球会生长出收缩根起
到锚的作用。尽量避免土壤中的水分大幅度地波动。湿润
的土壤上有一层干的表层土是最好的。
在温室中，灌溉可以使用喷淋系统（最好在花序长出植株之
前使用）。
露天栽培，在土壤干燥的条件下可以使用漫灌。注意避免
土壤板结。在几次短时间的漫灌之间，可以均匀地给土壤
上洒些水。

当收缩根发育后，植株将从土壤中吸收养分。在栽培期间，
需经常性地补充氮肥。种植前进行土壤分析，有助于了解是
否会出现缺素或肥料过剩情况的发生。
唐菖蒲对盐分和氯比较敏感。过高的浓度会灼伤它们的根
尖。土壤中总的盐分含量不能超过2 mS/cm。氯离子的含
量应低于1.5 mmol/l。注意检测氟的含量，因为该元素的
浓度过高会导致叶烧。

当花序最下面的花苞开始着色，这枝花就可以收获了。未成
熟的花序收获后，将来在花瓶中不会开放；而太成熟的花收
获后，容易在加工和运输过程中造成损伤。
在正确的阶段收获是一个日常的工作。尽可能低的在叶片之
间将花茎切下，或直接将植株从土壤中拔出，然后切掉种
球。收获的切花应竖直放置，以防止花序生长弯曲。

将10枝相同重量和发育阶段的花扎成一束。唐菖蒲在储藏
和运输到销售点的过程中都应竖直放置，在花桶中不用加
水。在运输前，这些花在2°C到5°C的 条件下储藏。如果
需要长时间地储藏，应将花放置在加了养分的水中。

提供充足的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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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症状

预防/控制

干腐座盘菌
（一种土壤病
害）

露天栽培中局部区域生长差。外围
的叶片首先变为黄色和褐色。植株
枯萎。根系有褐色区域。地面以下
的叶片、种球和根系附着有针尖大
小的黑色菌核。

利用新鲜的土壤。在没有病原菌的
土壤中种植。病原菌的菌核在土壤
中能存活数十年。如果对土壤和种
球有怀疑，种植前将种球在杀菌剂
中浸泡。

尖孢镰刀菌
（可以在种球上
携带，也是一种土
壤病害）

植株生长的弱，可以见到弯曲生长
的植株分布于整个生产区域。植株
枯萎。叶尖先变黄然后转为褐色。
种球的基部变为灰色到深褐色。这
种颜色的改变逐步向种球的内部
延伸，并扩展到茎部，再向表面扩
展。

在没有病原菌的土壤中种植。使用
新鲜的土壤。否则进行轮作或进行
土壤消毒。

种球腐烂
种球开始腐烂，完全变软并表现为
红褐色。

保持低的相对湿度水平；在储藏和
生长期间的植株之间提供适合的空
气流动。

火焰斑
圆形，深褐色的区域上带有灰色的
孢子。孢子的萌发导致褪色，在叶
片和花上有水浸斑。

植株不要种植的太密。在温室中提
供足够的空气流动。

种球
种球表皮以下褐色、粗糙。

在5°C以下储藏种球。

需要给植株提供最大量的光照。这对于温室生产尤其重要。
光照的不足会导致花发育的不完全，造成花序的品质下降。

唐菖蒲灰霉菌
（真菌性病害）

唐菖蒲简蓟马
（虫害）

种植前将种球在杀菌剂中浸泡。

实际操作要点

在栽培期间每两周打一次杀虫剂。
叶片
有银灰色的斑点和灰褐色的斑点
花
花开放困难。有白色斑点，可以发
现黑色的蓟马成虫或黄-白色的幼
虫。

唐菖蒲切花生产
q
q
q
q

选择用于切花生产的正确品种
生产前的准备
使用正确的生产条件
病虫害的预防的控制

适合的起始材料和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用于切花生产的唐菖蒲种球是由专业的批发商/出口商或种
植者提供的。新鲜的种植材料可以在冷库中长时间储存，这
样就使切花的周年生产成为可能。只要光照足够，种球可以
在不同的时间种植，以确保正常地切花供货。生长所需的时
间取决于栽培期间的温度。

在春季较冷的时候，唐菖蒲可以在加温或未加温的温室中
生产期间的平均温度°C
12
15
20
25

生产所需的天数
110 - 120
90 - 100
70 - 80
60 - 70

生产。当室外的温度上升的时候，唐菖蒲就可以进行露天栽
培（前期可以用塑料薄膜覆盖，以后去除）。
持续开花也可以通过种植不同规格的种球来实现。规格为
12/14厘米的种球比规格为8/10厘米的种球早开花2到3
周。在夏季将种球种植的深一些可以延迟几天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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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温室或露天栽培，光照都是重要的

品种和规格：

正确土壤准备以得到好的质量

前期在温室生产

除了早花期的唐菖蒲品种外，还有常规花期和晚花期的品
种。对于露天栽培来说，晚花期的品种经常在常规花期的品
种之前种植。这是为了确保它们在霜冻来临之前开花。
栽培早花的唐菖蒲品种有限，因为它们需要能够在若光照
下生长并得到好的品质。

好的土壤结构

适宜的栽培材料

唐菖蒲可以在大多数类型的土壤中进行生长。好的土壤结
构可以确保植株得到充足的水分，而且多余的部分可以快
速地排掉。土壤中需保持水分和空气之间适合的比例。土
壤中还含有足够的有机物质。如果需要，在土壤中可以经常
性地加入一些动物粪便、稻草等进行改良。

要生产高品质的唐菖蒲切花，其种球的规格至少应在6/8厘
米。产品的整齐度取决于对起始材料的正确分级。到货后应
立即将种球从包装箱中取出。检查是否含有得病的种球以
及种球的大小是否一致。标注有‘一级’和‘二级’的种球是
经过检疫的，是好的起始材料。

没有病原菌以及正确地施肥

立即种植

无论在温室还是露天栽培，在种植种球之前必须保证土壤
在良好的状态。通过进行轮作或进行土壤消毒以确保土壤
中不含有镰刀菌和干腐座盘菌（该病菌会引起‘唐菖蒲干腐
病’）。
土壤必须翻的比较深，并含有足够的水分。
在种植前进行土壤分析，来检测土壤中营养物质的含量，如
果需要应进行调整。唐菖蒲适宜的土壤pH在6到7之间。土
壤的pH水平高于或低于这个范围，都会导致缺素的症状。

计算好发货的时间。为了提高种球对不同病菌的抵抗性，在
种植前可以将它们前在多种杀菌剂的混合液中浸泡。浸泡
的种球不要超过当天可以种植的量。

唐菖蒲的切花可以在冬末或初春供货。需光量少的品种在
加热的温室中生长的话，可以在4月份出花。在未加热的温
室中生长出花的时间会延迟，但是植株的生长和发育在温
度低于10°C的时候会停止。
在温室中生长会比较容易对温度和相对湿度进行调整。要
使植株良好地发育，最低12°C的温度是需要的。在光照弱
的阶段，建议给植株提供一个较高的温度。在生产期间植
株发育最佳的温度为17到20°C。

后期：露天栽培
大多数的切花都来源于露天栽培。最早的产品是定植后立
即在土壤上覆盖塑料薄膜，在植株萌芽几周后将薄膜移
去。

如果春季比较冷的话，最好是延迟种植。一个良好的开端
是非常重要的，萌芽过程的中断将延迟整个的生产过程。
土壤要无病原菌，而且应含有充足的营养物质并提供足够
的水分，这对生产的开始阶段非常重要。如果预计到会缺
水，应及时地进行灌溉。

表2. 大多数主要品种类别的特征

注意：不要种植的太密，光照越多意味着质
量越好
对于温室栽培来说，应选择与露天栽培相比，可以在光
照量少的情况下生长的品种。当可以看到第三张叶片的
时候为临界点，这时花芽开始形成。如果在这个阶段植
株的生长因为一个或多个原因（尤其是光照少）受到影
响，将来产品的质量会下降。通过增加间距给植株提供
一个好的微环境，使它们能够得到足够的光照。

品种类别

茎长度

花大小

大花型唐菖蒲

至少75厘米

直径至少10厘米

小花型唐菖蒲（蝶型花，和类）

到厘米

大约7厘米

类别类、类和类）

茎短，花序短

5-10厘米

在凉爽的条件下储藏
如果不能够立即种植，种球应储藏在正常工作的冷库中。应
种球放在薄的网袋中，储藏在温度为2°C - 5°C的环境中，
并使空气进行流动。避免相对湿度过高，因为这会导致青
霉菌和灰霉菌带来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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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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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不良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