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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花茶是山茶科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其花色金黄,誉为“茶族皇后”,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是珍
贵稀有的观赏植物和种质资源。[1]由于繁殖成活率低以及种植技术不成熟,致使金花茶没能大面积推广
种植,没有形成支柱型产业。本文详细介绍金花茶扦插繁殖、幼苗上杯、金花茶定植以及病虫害等技术
介绍,旨在提高金花茶产业种植技术水平。
[关键词] 金花茶；扦插繁殖；栽培技术
中图分类号：S685.14 文献标识码：A

Field management technology of camellia chrysantha
Cunlu Liu, Guangchao Huang
yuanzhiyua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vestment Co., Ltd in Guangxi Province
[Abstract] camellia chrysanthais an evergreen shrub or small tree of Camellia family. Its golden color is known
as the "Queen of Tea Family". It has high ornamental value and is a rare ornamental plant and germplasm
resource. [1] Due to low reproductive survival rate and immature planting technology,has not been widely
promoted and has not formed a pillar industr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lanting technology level of camellia
chrysanthaindustry,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technology of golden camellia cuttage propagation,
seedling cupping, camellia chrysanthacolonization,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Key words] camellia chrysantha; cutting propagation; cultivation technology
引言

阴雨天易积水的地方,易造成扦插苗基

养分的积累,为来年枝条的萌发和花芽

世界各地都开始相继引种金花茶,

部腐烂,不能生根,对后续的茶苗生长易

[2]
的分化提供丰富的物质能量来源 。因

培育很多新品种,让金花茶成为了茶族

发生根腐病,积水还易造成基质透气性

此搭阴棚宜做成阴网活动式的,需遮荫

的新秀。特别是在美国、日本和澳大利
亚,采用嫁接、扦插的形式帮助金花茶更
好地繁殖。

[1]

差,严重影响茶苗的根系生长 。
(2)金花茶虽是喜半阴半阳树种,
但 在 扦 插 繁殖期间,充足的阳光和良

1 金花茶繁殖

好的遮阴条件对茶苗的生长速度有很

1.1扦插时间

大影响。

金花茶扦插时间可以选择在3-9月,
以5-7月为佳,此时金花茶营养生长活力

(3)空气流通可避免高温高湿,减少
扦插苗病害的发生。

时打开,需光照时收起。针对后期金花茶
的扦插,还需再覆盖一层遮阳网。
1.2.3苗床整地
苗床的建立一般以高度为15～20cm,
宽度1.2m的畦面为主,两行之间的水沟
宽度为70～80cm,这样的苗床既适宜茶
苗的生长,实现扦插苗的面积最大化,也

最旺盛,枝条均处于成熟状态,且侧芽比

1.2.2荫棚的搭建

方便工人操作。在扦插之前,需先将苗床

较小,在剪插穗时不容易剪伤芽,扦插后

金花茶为喜阴植物,忌阳光暴晒,因

进行整理,杂草、碎石等杂质清理干净,

可保证成活率以及根系发达能赶上秋梢

此不管是育苗期还是种植期,都应该根

水沟清理顺畅,畦面整平。首先需将畦面

和春梢的萌发。

据节气特性有适当的遮荫。春末至夏、

松土深度为5～10cm,土块较大的要打碎

1.2扦插前

秋季需用75%遮阳网遮荫,晚秋-冬季(12

整平,如有大块石头需捡出。

1.2.1苗地的选择

月-次年2月)可打开遮阳网进行全光培

1.2.4扦插基质准备

(1)苗圃地应选择在排水良好、背风

[2]
育 。低温、低太阳辐射下的全光培育

扦插基质要求具有保温保湿、疏松

向阳、空气流通、水分充足、地势较高、

不会对叶子造成灼伤,而且可提高叶片

透气等特点。因此我们选用了杂质少,

交通便利的地方。如果选择排水不畅,

的温度,促进光合作用的提高,增加树体

泥质中等,PH值在5～6.5的酸性黄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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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椰糠以1:0.3的比例混合拌匀后平

好,适当加点水,放在阴凉处并盖上遮阳

洞破损,若有漏洞及时拿胶布贴补漏洞,

铺在苗床上,覆盖厚度为5～10cm,再用

网,以保证其新鲜度。

以免造成外界空气进入过强而造成苗干

木板将其刮平,避免出现苗床面出现凹

1.3扦插时

凸不平,切记不能压实。

(1)扦插时需使用双层遮阳网。

1.2.5苗床杀菌消毒
在扦插之前,需将苗床用配制的杀

(2)扦插时先将苗床浇透,保证盖薄
膜后有足够的水分。

旱死亡。
1.4.3掀膜前的田间管理
(1)扦插完成后的田间管理是苗生
根发育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前三个月,

菌剂进行淋湿消毒。可选用50%多菌灵可

(3)扦插时两人一组对坐,用长度为

即在盖膜后到掀膜之前的这段时间,必

湿性粉剂800～10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

1.2～1.3m,宽度为0.5cm的玻璃纤维棒

须保持膜内的密封性,保持湿度均衡。当

湿性粉剂800～900倍液,湿度标准为药

在苗床上压出一条直线后,两人在手持

天晴时,茶苗会在膜内自动形成一个自

液渗透整个苗床,以保证插穗生长期间

插穗上半部从线中间往两头扦插,不可

身的小环境,形成蒸腾的循环作用,这样

减少病菌的产生和有足够的水分使其正

超出畦面,一般空出3～5cm的畦面。插入

的环境有利于茶苗根系的迅速生长。当

常生长,避免因缺水或发病而造成死亡

深度为2cm,顶端部分及腋芽要露出,按

遇到连续的阴雨天气时,无法形成循环,

现象。

照株行距2～3cm×5～10cm进行扦插,过

造成膜内空气湿度过大,易出现茎叶腐

深过浅都不利于茶苗的生长。

[4]
烂现象 。

1.2.6扦插枝条的选择及剪取时间
剪取枝条宜在5月中下旬开始,这

①扦插时要求均匀整齐,叶片朝向

(2)一般正常生长情况下。苗会在15

时的枝条均处于新梢生长停止,处于成

一致,互不拥挤,以保证通风透光和扦插

天左右插穗基部的皮层和形成层会生成

熟木质化状态,即芽体饱满,叶片完整,

面积的最大化,一般一行的苗数以35～

愈伤组织的瘤状,30天后会长出1～2cm

无病虫害,枝干颜色为半黄灰色。这样

42为宜。

的新根,90天后须根逐渐生成20～30条

的枝条内含丰富的生长激素,有利于插
穗愈合生根。枝条剪取,首先以母本的生
长情况及整个冠幅为中心,修剪过高枝、
过密枝、重叠枝。不选有病虫害的枝条,
[3]

②把叶片较小的插穗插在畦面两边,
防止在盖薄膜时候插穗被薄膜刮倒。

成为根群向四周延伸,长达3～5cm根系
群形成后,插穗会逐渐萌芽抽梢,慢慢长

③插穗若不能当天扦插,需注意保

出新梢嫩叶。一般3～5个月之后,可掀开

湿,可放入桶中置于阴凉通风处,用湿布

薄膜,同时移除一层遮阳网,让幼苗适应
环境,等待新梢的生长和成熟。

以保证扦插苗的质量 。一般可剪取1～

覆盖。插穗放置时间不宜超过3d,3d以上

2茬枝条,复剪时视每茬枝条长短不同来

插穗容易落叶、活力下降,影响成活率和

1.4.4掀膜后的田间管理

剪取。

生长势。

待新芽新叶开始展开,可淋施0.1-

枝条的剪取宜在清晨或傍晚进行,

1.4扦插后

0.2%高氮复合肥或冲施肥(优质品牌),

这样可避免在高温天气剪取时造成枝条

1.4.1药物处理

约每半个月随水淋施一次。注意在薄膜

脱水而影响成活率,用来装枝条的袋子

扦插后一般使用的药物为杀菌剂＋

未打开前,不能撒施固体肥料,固体肥料

必须是湿润状态,剪后须在阴凉遮阳处

植物生长调节剂混合浇灌,如使用850%

(特别是尿素)会因局部浓度高,容易在

进行剪枝。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植物生长

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产生氨气挥发,氨气

1.2.7插穗的修剪

调节剂8000倍液进行配制,浇药原则以

集中在拱膜内,会灼伤小苗新芽、新叶,

(1)按照技术标准要求,插穗的剪取

灌根浇匀为主,浇灌后需撒少量的药物

造成“氨毒”。待第一茬芽老熟之后,即

[3]
以一叶一芽 为标准。剪取时看枝条成

防治地下害虫,同时要检查是否有苗跳

可进行移植上杯了。

熟度是否达到七成熟即半木质化以上,

起,需重新插回。

2 金花茶移植上杯

太嫩的不可选取,芽体饱满均匀合适。一

1.4.2盖膜要求

般枝条节间正常时,一节插穗剪取长度

(1)盖膜时要选用8号铁丝裁剪成长

月)的生长,当原有生长空间不足,不能

度为2.5m的弓形状,两边各自插入苗床

很好的满足苗木生长需求时,采取上杯

为2～3cm,保留一个芽头和一片叶子。

苗木扦插后经过一段时间(8-12个

(2)剪枝时,一手拿枝条一手拿枝剪

边土内,入土深度为15cm,铁线弓顶到苗

方式,以便能为苗木根系生长提供更好

(要锋利),从枝条上端依次往下剪,根据

床高度为50～60cm。每隔1米插入一个,

的空间、养分等,从而更好的促进苗木

节间长短按标准进行剪取,叶柄以下茎

头尾需两根一起,再用丝线从头沿铁线

生长。

干长度为2～2.5cm,叶柄以上的茎干保

弓顶环绕一圈拉紧绑牢,以保证盖膜时

2.1上杯前的准备

留0.5cm,注意不能伤到侧芽。插穗剪口

的牢固性。

2.1.1材料准备

上下必须要平整,不可剪成斜面,剪取过
程中不可撕裂或损伤皮层。

(2)膜的选取需选择规格为2.5m×

要准备好营养杯和基质。一般使用

0.03s的聚乙烯普通薄膜(即有滴薄膜)。

15×13的黑色塑料营养杯。选取地表下

(3)剪取后的枝条要随剪随插,如果

盖膜时需两头拉紧压紧,尽量减少空气

的新鲜黄壤土作为主基质,按比例加入

插不完的枝条要用湿润的塑料薄膜袋装

的流动性。压好膜后检查薄膜是否有漏

其他基质。其他的基质主要有草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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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糠、珍珠岩、羊粪(上杯可适当加入)

金花茶耐贫瘠,但充足的营养供给,

第一次地栽为密植,每亩种植1850

等。按体积比例土+椰糠(1:6)、土+草

更利于培养优质苗木。植株恢复水分平

株,行株距规格为0.6米*0.6米,密植可

炭土+椰糠(1:12:6)、土+椰糠+珍珠岩

衡后,为提高苗木质量,促进植株内养分

以充分利用土地,也方便管理,可以减少

(1:6:2)等几种简单基质的配比方法,

积累,可用0.1~0.2%优质全元素复合肥

成本投入。第二次地栽为密植2年后移栽,

根据种苗生长需求选择适宜的基质进

或花多多全元素冲施肥林施,约每半个

移栽时间不能超过3年,因为地栽3年以

行上杯。

月随水淋施一次,亦可在杯内撒施羊粪

上的金花茶主根太深,移栽不易成活,每

2.1.2种苗起挖

或商业有机肥,使其营养元素逐渐随水

亩种植166株,行株距规格为2米*2米。

起挖后,小苗几乎是裸根状态。植物

淋溶进根部。

3.1土壤管理

的根系吸收水分或营养元素的主要器官

金花茶施肥需注意,金花茶为忌氯

是根毛区的根毛,小苗起挖后,裸根状态

植物,对氯离子特别敏感,应避免施用含

下的根系根毛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它

[4]

氯的肥料 。

土壤是金花茶生长的基础,是养分、
水分供应的主要源泉。在常年管理中必
须加强对土壤的管理,不断提高土壤肥

对水分的吸收功能被大大的削弱。所以

2.4光照管理

起挖后的裸根小苗要适当的修根,根系

金花茶喜阴,忌烈日暴晒,但是晚

力,为根系良好生长和分布创造条件,从
[1]

而促进地上部分的生长。农事操作中为

秋、冬两季(12月-次年2月)阳光柔和 ,

减少水分蒸发,促进土壤养分分解,要经

修根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根

可以在全日照下培育。在柔和的日光下,

常进行中耕除草、深翻改土等工作。中

系可在修剪口进行被动的吸水,同时也

可以促进光合作用,增加树体养分含量,

耕除草一般每年要进行4-5次,每2-3个

可缩短根系水分运输的距离；另一个原

提高树势,对来年的抽梢展叶都可起到

月进行一次,耕作深度为10厘米左右。深

因是植物生根的物质能量来源是树冠和

积极的作用。

耕改土工作1-2年进行一次,一般在秋季

长度保留约5cm。

树身,根系修剪,也可以缩短养分物质的
传输距离,促进生新根。所以需将过长的

3 金花茶下地定植

结合施基肥进行。深翻深度以30-40厘米

苗木上杯后经过一段时间(6-12个

为宜。

月)的生长,当原有容器空间不足,不能

3.2光照管理

起挖修根后,要将小苗集中放置,喷

很好的满足苗木生长需求时,采用换杯

金花茶是一种深根性喜荫树种,主

湿,并用湿布覆盖,确保小苗不脱水,影

或者地栽方式,以便能为苗木根系生长

根发达但侧根须根很少。喜欢透射光照

响成活率。

提供更好的空间、养分等,从而更好的促

射,最忌直射光,成年苗遮荫度为

2.2上杯操作步骤及技术标准

进苗木生长。以下是对地栽的田间管理

65%-70%,小苗遮荫度适当增加,遮荫度

(1)取出营养杯,先在营养杯底部放

技术的介绍。

过低,叶片容易被灼伤。在生殖生长阶段

根系修剪去。

入一层泥(1.5-2cm)摊平充实底部。
(2)放入种苗,注意要把根系舒展开,

金花茶种植时,如果土壤质地过硬,
应先深翻土,翻土面宜宽,不能是根据金

适当加强阳关照射,有利于增加开花数
量以及花朵品质。

加入基质后轻轻拍打营养杯外沿,夯实

花茶苗土球多大,就挖多大的坑。金花茶

3.3水肥分管理

杯泥。

喜疏松、透气性良好的土壤,因此应尽可

金花茶在定植后一个月要保持土壤

能的为金花茶提供良好的种植环境。种

含水量在70%-80%,待新根生长健全后控

植坑的宽度直径最少要比金花茶苗种植

制含水量为60%-65%。一般在高温晴天早

袋直径大30cm以上,种植坑起挖深度比

晚各浇水一次,冬季2-3天浇水一次,并

种植袋高度大20cm以上。种植坑挖好后,

在中午温度相对高时候进行浇水,雨天

先填入腐熟有机肥,也可使用蚯蚓粪(蚯

注意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在金花茶生殖

蚓粪是一种非常良好的有机肥),每个种

生长阶段土壤含水量应下降至55%左右,

(6)上杯完成后,需及时浇定根水,

植坑有机肥填入量为50g~100g,填入有

有利于其开花结果。

以浇透浇匀为主,浇水时一般选用冲力

机肥后,再覆盖一层土,土层适当厚,避

金花茶进入常年生长期后,对肥料

小且出水均匀的花型喷头。

免根系直接接触有机肥。最后放入金花

的需求也增加了。一年通常要追3次肥,

2.3水肥分管理

茶苗,金花茶苗的种植深度为其原种植

时间在每次抽梢生长之前。第一次追肥

上杯后要保持土壤含水量在70%-

袋土球平面离地面约5cm左右。

在2-3月份进行,此次追肥为促春梢肥,

(3)一般杯苗基质以加到八分满为
宜,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
(4)上杯完成后,杯苗须放到指定地
点集中摆放整齐。
(5)有病枝或徒长枝需要进行适当
的修剪。

种植深度也不可一概而论,对于某

可以促使金花茶春梢的抽发。以速效氮

60%-65%。一般在高温晴天每天浇水一次,

些积水的林地,种植深度应根据实际来

肥为主,磷、钾肥搭配。施肥量为每亩

冬季2-3天浇水一次,并在中午温度相对

灵活调整,土球甚至应该抬高于地面,然

施尿素30千克,硫酸钾5千克,过磷酸钙

高时候进行浇水,雨天注意及时排除田

后覆土种植,覆土宽度为土球直径的6到

15千克,施肥方法也采用穴施,即在离

间积水。

8倍。

根 15-20厘 米 的 地 方 刨 深 度 为10厘 米

80%,待新根生长健全后控制含水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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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 坑 ,放 入 肥料 后 要 盖 严 土以 提
高肥效。

倍稀释液进行喷施消毒。
3.5花期管理

4.3物理防治
利用各种物理因子(光、热等)人工

第二次追肥在5月中旬进行,供应夏

金花茶一般在定植5年左右才开花,

梢生长发育需要及对成龄金花茶还有促

通 常 在 每 年 的 5-6 月 份 开 始 花 芽 分

进花芽分化,追肥的种类和数量在第一

化,7-8月份可以除去一些弱枝花蕾、内向

5 结语

次的基础上适当加施磷酸二氢钾；第三

花蕾、过密花蕾以及畸形花蕾,这样可集

金花茶的繁育、幼苗抚育及成年林

次追肥在7-8月份进行,此次追肥以促进

中养分,使花分布合理,开得更大,并延长

抚育,逐渐形成一套成熟的技术后,金

秋梢生长、老熟和地下根系的生长和花

花期。到12月份初金花茶才完全开放,一

花茶就会大面积的铺开种植。不仅能保

蕾的膨大。一般施用硫酸钾型三原复合

直开到第二年的3月,盛花期为1-2个月。

护野生的珍稀金花茶不受破坏,还能够

肥,施放量为每亩30千克。
3.4树冠修剪

或器具防治病虫害,如人工捕杀、灯光诱
杀等。

4 金花茶病虫害管理

形成一个大的产业,给人们带来不菲的

人工栽培的金花茶常见的主要病虫

收入。

有白绢病、赤叶枯病、炭疽病、青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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