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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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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浙江省林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浙江省林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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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园园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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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栽杜鹃红山茶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杜鹃红山茶（Camellia azalea）盆花栽培生产过程中的术语与定义、扦插及嫁接等苗

木繁殖、栽培环境、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分级与检验、包装与运输和标准化生产模式图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杜鹃红山茶盆栽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8321.9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九） 

GB/T 18247.2  主要花卉产品等级 第2部分：盆花 

GB/T 23617 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调查总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DB33/T 554 山茶花栽培技术规程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杜鹃红山茶 

杜鹃红山茶（C. azalea）为山茶属（Camellia）红山茶组[Sect. Camellia (L.) Dyer]植物，原产于我国

广东省阳春市，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单叶，互生或近轮生，革质，倒卵形或倒披针形，长5.1 cm ～

17.5 cm，宽1.8 cm～4.3 cm，全缘，先端圆，有时微凹，基部楔形，上面深绿色，有光泽，下面绿色

微被白粉。花朵多簇生于枝条顶端或单生枝顶叶腋，直径6 cm～14 cm，花瓣鲜红色；花期为4月～12

月，在适宜的栽培条件下，一年四季都可以开花，尤其夏季和秋季为盛花期。 

4 苗木繁殖 

4.1 扦插  

4.1.1 插穗选择 

应选择无病虫害、生长健壮、芽饱满的半木质化或者木质化枝条。 

4.1.2 扦插时间 

以5月中下旬～6月下旬或8月下旬～9月下旬为宜，随采随插。设施条件下一年四季均可扦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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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扦插基质 

以微酸性红黄壤土、蛭石、珍珠岩等或其配比组成的轻型基质为宜，要求疏松透气，排水良好，pH 

5.5 ～ 6.5。 

4.1.4 扦插技术 

插穗留取一芽一叶或2 芽～3 芽，长度大约为3 cm～5 cm，从节下1 cm左右剪断，基部削平或成楔

形；用200 mg·L-1浓度ABT 2或400 mg·L-1 GGR 6等生根剂处理削口1 h。扦插时苗床应先喷水湿润，扦插

密度以插穗的叶子之间不重叠为宜，扦插深度以插穗长度的1/3插入土中为宜。 

4.1.5 插后管理  

扦插后浇透水，用5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600 倍液或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0倍液等杀菌剂喷

雾苗床；床面上方50 cm处搭小拱棚，四周用薄膜密封；拱棚上方80 cm～100 cm处遮荫度50 %～60 %

的遮荫网，夏季高温时在180 cm～200 cm处搭一层遮荫网。温室或标准钢架大棚内育苗时，搭塑料小拱

棚，大棚棚顶和四周挂上50 %～60 %遮阳网。2个月～3个月养护后，逐渐通风并去除薄膜及遮荫网。 

4.2 嫁接 

4.2.1 接穗 

宜选取杜鹃红山茶生长健壮、芽饱满且无病虫害的半木质化、木质化的枝条。接穗留取1芽～3芽，

剪去叶片的1/3～2/3。 

4.2.2 砧木 

选用长势好、无病虫害、嫁接亲合力高的山茶品种‘红露珍’（C. japonica ‘Hongluzhen’）和‘耐冬’

（C. japonica ‘Naidong’）及毛花连蕊茶（C. fraterna）、茶梅（C. sasanque）和高州油茶（C. gauchowensis）。 

4.2.3 嫁接时间 

设施栽培条件下，一年四季均可嫁接，以2月～3月或5月～9月为宜。 

4.2.4 嫁接方法 

参照DB33/T 554，宜采用劈接、嫩枝嫁接和皮接等嫁接方法。 

4.2.5 接后管理 

嫁接后放入温室或塑料大棚内，控制浇水，用遮荫网遮荫，遮荫度以50 %～80 %为宜。经过45 天～

60 天养护，除去砧木芽点，检查嫁接成活情况，逐渐解除塑料袋。 

5 栽培环境 

5.1 温度 

适生栽培环境温度为15 ℃～25 ℃。气温低于-5 ℃时，可用温室或塑料大棚等保温；高于35 ℃时，

应用遮荫、浇水等措施降温。 

5.2 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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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一般以50 %左右遮荫度为宜，不宜直接暴露在强光之下。春、秋、冬季可在全光条件下生长。 

5.3 湿度 

喜温湿环境，栽培环境应保持相对较高的湿度，以60 %～80 %为宜。 

5.4 基质 

以微酸性红黄壤土及其与泥炭、蛭石、珍珠岩等组成的配比基质为宜，要求疏松透气，排水良好，

pH 5.5～6.5。 

5.5 容器 

盆栽容器应透气、排水良好，可选用通透性较好的无纺布容器、塑料质容器及陶盆等。 

6 栽培管理 

6.1 上盆与换盆 

根据苗木长势及规格要求，2 年～3 年换盆一次。换盆时修掉部分老根，去掉根团外围和底部部分

原土，装填栽培基质，压实，浇透水。 

6.2 温度调控 

见5.1。 

6.3 光照调控 

见5.2。 

6.4 水分调控  

浇水以见干见湿为原则。春季温度开始上升时，逐渐增加浇水。夏季高温强光环境，宜多浇水，防

止植株因快速、过度失水而落叶。秋冬季节逐渐减少浇水。 

6.5 施肥管理 

6.5.1 施肥宜薄肥勤施，以有机肥、复合肥为宜。幼苗期多施氮肥，壮苗期多施氮磷钾复合肥。刚上

盆及换盆苗木在一个月之内不宜施肥。 

6.5.2 春季施高氮复合肥，夏、秋季多施磷钾肥，冬季施饼肥为宜。开花前应多施磷钾肥，促进开花；

花后可施高氮或比例均衡的复合肥，加快营养生长，恢复长势。施肥量视苗木规格、长势、发育期、肥

料有效成分及季节而定。复合肥每盆每次 5 g～10 g，饼肥等有机肥每盆每次 20 g～50 g。 

6.6 整形修剪 

宜进行适度修剪，剪去病虫枝、枯死枝，徒长枝，维持株型平衡、美观，促进生长发育。 

7 病虫害防治  

参见附录A和附录B进行。农药安全使用按照NY/T 1276执行，农药合理使用按照GB/T 8321.9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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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级与检疫  

8.1 苗木分级 

盆栽苗木分级见GB/T 18247.2。 

8.2  检疫 

苗木检疫参见GB/T 23617 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调查总则。 

9 包装运输  

9.1 标志 

商品盆花应贴上标签，注明名称、习性、繁殖方式、规格、产地、生产单位、通讯地址等，并附有

检疫证明等。 

9.2 包装 

根据盆花规格匹配合适的包装容器，可选用纸箱、塑料或木质运苗筐等。植株摆放紧凑，以不损伤

枝、芽和花蕾为宜。 

9.3 运输 

长途运输工具宜配备防雨、遮风设施。 

10 生产模式图  

参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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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盆栽杜鹃红山茶常见病害防治方法 

盆栽杜鹃红山茶常见病害为害时期、主要症状及防治方法见表A.1。 

表A.1 盆栽杜鹃红山茶常见病害防治方法 

病害名称 为害时期 为害部位及主要症状 防治方法 

枯枝病 4 月~ 9 月 

主要侵染枝条，受害枝条坏死，叶片

由绿变为淡黄，从顶部向下逐渐干枯

脱落，最后整个枝梢干枯死亡。 

（1）及时剪除病枯枝、细弱枝，集中烧毁。 

（2）多施磷、钾肥，少施氮肥。 

（3）植株萌芽抽梢之前或修剪后，喷施 75％百菌清

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800 倍液或 50％喹啉铜可湿

性粉剂 1000 倍液～2000 倍液。 

炭疽病 4 月~ 9 月 

主要侵染成熟叶或老叶，病斑近圆形

或不规则形，水渍状暗绿色，最后变

黄褐色或红褐色。病斑上生有细小的

黑色粒点。病斑大小不一，边缘有黄

褐色隆起线，与健全部分界限明显。 

（1）及时剪除病枝和病梢，集中烧毁。 

（2）发病初期，喷施 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800 倍液或 250 克/升嘧菌酯悬浮剂 1000 

倍液。每周 1 次，连续 3 次～ 4 次。 

（3）植株生长期，每半月喷施 1 次 50％喹啉铜可湿

性粉剂 1000 倍液～2000 倍液。 

 

煤污病 

 

 

4 月~ 7 月 

一般由刺吸式害虫的排泄物诱发，受

害枝叶表面被病菌的菌丝覆盖，呈黑

色煤污状。初期在枝叶表面出现散生

黑色点状或块状层，逐渐扩散连成一

片，覆盖全叶和枝条表面。 

（1）及时防治介壳虫、蚜虫等刺吸式害虫。 

（2）发病初期，喷施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 倍 

液～800 倍液或 250 克/升嘧菌酯悬浮剂 1000 倍液。

每周 1 次，连续 3 次～ 4 次。 

 

叶枯病 

 

 

5 月~ 10 月 

主要侵染嫩叶，初为淡褐色圆形渍状

小点。以后病斑蔓延，颜色由淡褐色

变为棕褐色，有时多个病班连合成较

大的斑块或蔓延于整个叶片，引起叶

片的大量枯焦和 脱落。 

（1）及时剪除病枝和病梢，集中烧毁。 

（2）发病初期，喷施 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800 倍液。每周 1 次，连续 3 次～ 4 次。 

 

藻斑病 

 

 

5 月~ 8 月 

主要侵染叶片，受害叶片先出现针头

状灰白色至黄褐色圆点，逐渐呈放射

状向四周扩散，形成稍隆起的圆形毡

状物，灰绿色或黄褐色，表面有纤维

状细纹，边缘不明显。 

（1）改善通风，增加透光。 

（2）发病初期，喷施 50％喹啉铜可湿性粉剂 1000 倍

液～2000 倍液。每周 1 次，连续 3 次~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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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盆栽杜鹃红山茶常见虫害防治方法 

盆栽杜鹃红山茶常见虫害为害时期、主要症状及防治方法见表B.1。 

表B.1 盆栽杜鹃红山茶常见虫害防治方法 

虫害名称 为害时期 为害部位及主要症状 防治方法 

蚧壳虫 3 月~10 月 

主要在叶片、枝条上刺吸汁

液为害，受害叶片先由绿色

变为灰绿色，最后变为黄色。

严重时枝叶上布满介壳虫，

造成全株枯黄死亡。其排泄

物能诱发煤污病。 

（1）剪除带虫枝叶，改善通风条件。 

（2）冬季人工清除越冬虫体，喷施 99%矿物油乳油 100 

倍液～200 倍液。 

（3）若虫孵化初期，喷施 4.5%高效氯氰菊酯水乳剂 2000 倍

液～3000 倍液或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500 倍液～2500 

倍液。每周 1 次，连续 2 次~ 3 次。 

红蜘蛛 4 月~10 月 

主要在叶片上刺吸汁液为

害，受害叶叶绿素受到破坏，

叶片出现失绿小点。严重时

叶片整面发白，逐渐枯黄脱

落，造成全株死亡。 

（1）结合修剪，改善通风条件。 

（2）害虫发生初期，喷施 99%矿物油乳油 100 倍液～200  

倍液或 3%阿维菌素水乳剂 4000 倍液～6000 倍液或 15%哒 

螨灵乳油 2000 倍液～3000 倍液。每周 1 次，连续 2 次~ 4  

次。 

小绿叶蝉 3 月~10 月 

主要在叶片上刺吸汁液为

害，受害叶片先出现黄白色

斑点，后逐渐扩大成片。严

重时全叶苍白早落。 

（1）定期清除杂草，改善通风条件。 

（2）使用黑光灯诱杀成虫。 

（3）害虫发生初期，喷施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500 倍

液～2500 倍液或 5%啶虫脒乳油 2000 倍液～3000 倍液。每

周 1 次，连续 3 次～4 次。 

蚜虫 4 月~ 10 月 

主要在嫩叶、新梢上刺吸汁

液为害，受害植株的芽叶萎

缩，生长受到严重影响。其

排泄物能诱发煤污病。 

（1）剪除带虫枝叶，改善通风条件。 

（2）害虫发生初期，喷施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500 倍

液～2500 倍液或 5%啶虫脒乳油 2000 倍液～3000 倍液。每

周 1 次，连续 2 次～3 次。 

（3）人工释放异色瓢虫等天敌。 

刺蛾 5 月~ 10 月 

主要啃食叶片为害，造成叶

片缺刻或孔洞。严重时，全

株叶片被取食殆尽。 

（1）成虫发生期，使用黑光灯诱杀成虫。 

（2）利用初孵幼虫群集特性，人工剪除带虫枝叶。 

（3）冬季清除树枝、树干以及地下的虫茧。 

（4）幼虫发生初期，喷施 8000IU/微升苏云金杆菌悬浮剂 

100 倍液～200 倍液或 4.5%高效氯氰菊酯水乳剂 1500 倍

液～2000 倍液或 0.5%苦参碱水剂 1000 倍液～1500 倍液。

每周 1 次，连续 2 次~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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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盆栽杜鹃红山茶生产模式图 

盆栽杜鹃红山茶生产模式图见图C.1。 

 

图B.1 盆栽杜鹃红山茶生产模式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