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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品种的类型来调整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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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呵护和充足的光照以得到最佳结果

提供适宜的生产条件以避免问题的发生

其它方面

使用新鲜的基质，正确地生产操作以及购买处理过的种球，来减少问题的发生。下表中列出了一些常见的病害和生理病害，它
们的症状以及预防和控制的方法。

品种和它们的温度要求
控制温室的温度和相对湿度

利用温度来控制生长

一旦花盆移入温室，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百合，在起初的2 –
3周保持温室中的温度在10 - 12˚C ，有助于根系的生长。在
剩余的生产时间里，对于不同类型的百合应保持以下的温
度，以得到最佳的生产结果。

研究表明利用倒温差的方法（升高夜间的温度使之达到白
天温度）可以降低茎的长度。如果可能，也可以降低白天的
温度，使之趋同于夜间的温度。在日出后两个小时降低白天
的温度与整个白天平均降温相比，其对茎长度的影响要大
的多。当使用这种方法时，要考虑到环境变化对植株生长的
影响。用冷水（2 - 10˚C）喷淋也可降低亚洲型和铁炮型百
合茎的长度，但是在使用之前建议先做小范围的实验。

亚洲和LA杂交型
这些类型最佳的24小时平均温度为14 - 15°C。在白天，
由于光照的原因温度允许达到20 - 25°C，在夜间可以降
低到8 - 10°C。
东方和OT杂交型
在生根后，保持夜间15°C，白天15 - 17°C。在白天由于
光照的原因温度允许达到20 - 25°C。OT杂交型能够耐受
更高的温度。要避免白天和夜间的温差大于10 - 12°C。

铁炮杂交型
在生根后，该类型百合最佳的温室24小时平均温度为14 16°C。在白天，由于光照的原因，温度允许达到20 22°C。在阴天，温室温度可以下降1到1½°C。为了避免“
花萼”开裂，保持24小时最低平均温度为14°C。
在温室中相对湿度在70 – 80%是最佳的。要避免相对湿
度巨大的波动，否则会导致叶烧而造成品质的下降。

盆中的基质会很快干燥。经常进行检查并保持盆土湿润。
基质过湿会引起叶片发黄。叶片发黄也可能由于光照不足而
引起，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减少每平方米的盆数来防止。在冬
季的时候必须使用人工补光，这取决于当地的光照水平和
所选择的品种。需要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请参阅IBC出版
的“百合切花和盆花生产”一书。

采后处理：影响最终结果的因素
盆栽百合在最低的一个花苞开始着色时就可以销售了（参
照VBA关于各成熟阶段的规定）。整个销售环节应该越短
越好，以避免光照不足而引起的落蕾。在百合还没有发育到

适宜的阶段时就开始发货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们在这个阶
段对光照不足会比较敏感。
为了更好地展示你们的产品，最好在出货前采取以下的步
骤：给植株浇足水，清洁花盆，清除黄叶，插上有养护说明
的标签，并套上漂亮的包装袋。
为了防止落蕾，应尽量避免对盆栽百合进行低温储藏。对于
大多数类型的百合来说，在冷库或运输过程中的温度不要
低于5˚C（亚洲杂交型可以在3˚C储藏）。虽然这种温度不
会阻碍花的发育，但是它对消费者购买回去后花蕾完全的
开放有影响。为了防止落蕾，在零售商处也应给百合提供充
足的光照。

原因
灰霉菌
（感染叶片的真菌）

青霉菌
（感染种球的真菌）

腐霉菌
（土壤真菌）

叶烧
（生理病害）

落蕾
（生理病害）

症状

预防/控制

“火焰斑”。叶片的两面呈现出褐色
斑块，并快速扩大。花苞的外部花
瓣有褐色斑点。

通过以下方法保持叶片干燥：
降低花盆摆放的密度；在早晨浇水；
在温室中提供充足的空气流动。及
时使用迷雾系统。

有青霉菌的菌落。褐色的腐烂斑点
被白色或兰 - 绿色的菌丝和胞子覆
盖。

在低温下储藏种球并防止种球干
燥。被感染的种球应该立即种植，但
是不要种植已经感染根盘的种球。
在种植前湿润基质，并控制在适宜
的湿度水平。

造成根系腐烂。被感染的植株在分
散的区域可以被找到，其表现出生
长停滞，叶片脱落，以及基部叶片发
黄。花蕾脱落、干枯，花苞小，着色
不正常。茎生根呈现浅棕色的腐烂
斑点。

使用新鲜的基质。在生根阶段保持
较低的土壤温度。正确地进行生产
操作。当叶片表现出症状时，使基质
始终保持一定的湿润程度。

上部的叶片开始弯曲并有白色斑
点，这些斑点以后变为褐色。严重
的时候，所有的叶片和花苞脱落。东
方型百合在叶片的边缘会出现褐色
的斑点。

当种植对叶烧敏感的品种时，不要
使用大规格的种球。在定植后的4-6
周，防止温度和相对湿度剧烈的波
动。相对湿度控制在75%左右。在
头4周将温度维持在10 - 12˚C，防
止植株过快生长（对于东方杂交型
百合来说，在头6周温度控制在
15˚C）。确保叶片的蒸腾正常进行，
但是避免过高。

当花苞达到1到2厘米长时，它们开
始变为浅绿并脱落。

在温室中提供适宜的光照。当光照不足
时，降低每平方米摆放的盆数。在光照低
的阶段，对一些敏感的品种进行人工补
光。

盆栽百合的生产
实际操作要点

q
q
q
q

需考虑适合的品种、种球规格和花盆的大小
良好的开端
提供适宜的生产条件以得到最佳的结果
在生产过程中避免问题的发生

品种和种球规格的选择
可供选择的品种
盆栽百合常见的类群有亚洲型、东方型和铁炮型，每种类型
都有它们自身的特点。近来新的类群如LA杂交型（铁炮型
和亚洲型的杂交）和OT杂交型（东方型和喇叭型的杂交）也
开始推广。
亚洲杂交型
与东方杂交型的百合相比，亚洲杂交型百合的颜色范围更
广，抗性多样化，通常每枝的花苞数更多，另外它需要种植
小规格的种球。但是它们的花朵都较小，花形不特别，而且
一些品种容易出现叶烧。
东方和铁炮杂交型
东方杂交型产出的花形漂亮而且大，香味重，需要的光照
低，但是生产所需要的时间长。它们的花色有限，对一些病
菌比较敏感。铁炮杂交型的特点是它们杯形的大花，而且容
易栽培，但是它们的花色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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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正确处理的种球做为开始

表1. 每盆种植1个、3个或5个种球的最佳种球规格

以前矮的切花百合品种也被用来进行盆花的生产。为了控
制这些品种的高度，生长抑制剂被用于对种球进行浸泡、灌
根和喷淋到叶片上。但是种植结果不是很一致，而且还取决
于诸如生产阶段、所使用的基质、生产的温度和品种特性等
因素的影响。这些生长抑制剂在许多国家已经被禁止使用，
而且它们在土壤中的残留会保持很长的时间。现在，有许多
基因型矮化的各色百合品种可以被用于周年生产，这样就没
有必要再使用生长抑制剂了。

每盆

亚洲和LA杂交型

东方和OT杂交型

每盆1球的种球
规格
花苞数

1

14-16,16-18

每盆3球的种球
规格
花苞数

3

铁炮杂交型

16-18,18-20

东方杂交型凝
视星空类型
14-16,16-18

5-7

4-5

3-5

3-4

11-12, 12-14,
14-16
10-20

12-14, 14-16

12-14, 14-16

12-14, 14-16

5-10

6-10

6-10

14-16, 16-18

14-16, 16-18

14-16, 16-18

14-16, 16-18

25-35

10-25

15-25

15-20

在定货过程中与供货商要很好地沟通
14-16,16-18

及时地定货可以确保你知道你的供货商能够根据你的需
要，并对你所需的品种进行正确的处理。最佳的购买时间
是“新球”收获之前。定货时，提供所有相关的信息，特别是
品种名和种球规格、期望的发货时间和开花时间、栽培阶
段的相关气候信息、生产方式、是否有遮荫，以及你们是否
可以在收到种球后进行适合的储藏等。

到货后对种球的处理
种球和花盆的规格
不同的种球规格（它们周长的厘米数）可以用于百合盆花的
生产。下表中列出了不同类群杂交型品种在每盆种植1个、3
个或5个种球时最佳的种球规格。然而，品种的总叶片数应
该要考虑。另外，下表中所建议的每盆花苞数应该为所应达
到的最小值。每盆所种种球的数量（1个、3 个或5个）取决
于特定的品种。

每盆5球的种球
规格
花苞数

5

每盆种球数
1
1
3
3
3
5

生产前的准备
如果种植的时间需延迟，将这些种球可以带箱单层放置在
0 - 2°C的冷库中，相对湿度应为95 – 98%，并有少量的空
气流动，时间不能超过1到2周。种球的芽如果大于5厘米，
应该尽可能立即种植。储藏的温度过高或时间太长将导致
芽过多的生长和种球变干。
种球到货时如果还是冰冻的状态，可以将它们储藏
到-1½°C的冷库中。咨询你们的供货商可以储藏多久。如果
这些种球要立即种植，应将箱子上覆盖的薄膜打开，把箱子
单层放置在10 - 12˚C并有良好通风的地方。由于有冻伤的
危险，在种球解冻后不能再次冷冻。如果一箱冰冻的种球需
要在两个时间段进行种植，可以将这个冰冻块敲碎分开。

基质必须空气含量好和保水性好

温室或冷库设施？

盆栽用的基质应当保水性能好并空气含量丰富。常用的基
质一般为：混合泥炭有时还可以加入珍珠岩（不含氟！）或
消毒过的稻壳、椰糠或园艺土。百合生产中常用的混合泥炭
为：40 – 80%经一年冷冻的黑色泥炭加60 – 20%的白色
泥炭。它们的pH对种植东方型和OT杂交型百合应调整为
5.0 - 6.5，对亚洲型和LA杂交型百合应调整为6.0 - 7.0。提
高基质pH的一个原则是，在每立方米的混合盆栽土中加入1
公斤的碳酸钙，可以提高pH值0.4个单位。在每立方米的混
合盆栽土中可以加入1到1.5公斤的14-14-14的复合肥和1到
2公斤的硫酸钾和硫酸镁。盆载土在种植时应比较湿润。

一旦种球种植后，这些花盆可以立即移入温室或在冷库中
储藏一周到几周。将它们放置到冷库中有多个目的，其中一
个是更有效地使用劳动力：种球可以在劳动力不紧张的时
候进行种植，然后放置到-½ 到2˚C的冷库中可达6 周之久。
这样可以控制芽和根的生产。
储藏后（或立即种植后），最佳的有助于根系生长的温度为
10 - 12˚C。放在冷库中应当维持在这个温度，尤其是在夏
季的时候。一旦茎生根开始发育，一般是在定植后的2 – 3
周，种球可以移入到温室中了。如果还要在冷库中放置，要
注意芽的长度并保持地面的湿润防止花盆中的基质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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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球的种植
种球应种植在盆底加有1厘米左右盆土的花盆中。如果每盆
种植两个以上的种球时，种球的芽眼应当朝向花盆的边缘。
然后在种球上覆盖至少8厘米厚的盆土。应当记住土层越厚
在生产中对水分的缓冲越好。种植后，给花盆浇透水。

表2. 推荐的花盆大小和种球规格
花盆大小
10 cm
12 cm
13 cm
15 cm
17 cm
19 cm

如果你 收到的是未冰冻的种球（无论是否有小芽），可以对
它们立即进行种植或打开塑料膜使种球在包装箱中预生
根。将这些包装箱单层放置并储藏在10 – 12°C的条件下
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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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球规格（厘米）
12-16
12+
12-14
12-16
14+
14+

在下列情况时使用大规格的种球：
• 在夏季和秋季种植铁炮型百合；
• 事业双头的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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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国际种球花卉中心对于因使用或转载本文中的信息而造成
的任何不良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