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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防治百香果茎基腐病的

限根栽培方法，属于植物栽培领域。其包括如下

步骤：无病毒种苗的选择、基质的配制、棚架的搭

建、种植器皿的安装、当年栽培管理。本发明通过

选择无病毒的种苗进行种植，配制特制的基质、

特定的种植器皿及合理的两年一种栽培模式从

源头上解决百香果病毒病的发生，解决种植过程

中百香果茎基腐病的发生，起到防治病菌滋生的

作用，来满足百香果种植所需的生长环境。本发

明可控制百香果病毒病蔓延，茎基腐病爆发的趋

势，实现百香果优质高效高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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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治百香果茎基腐病的限根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无病毒种苗的选择：选取无病毒的百香果种苗，苗高60-80cm；

(2)基质的配制：基质包括干燥基质与营养基质，干燥基质主要由粗河沙、煤渣、蛭石、

泥炭土、椰糠按0.5～1：1：1：1：1～2的配比混合，拌匀；营养基质主要由过磷酸钙或钙镁磷

肥、茶麸、花生麸、辣木叶、椰糠、鸡粪、米糠、骨粉、火烧土混合堆制发酵腐熟而成；

(3)棚架的搭建：用钢管按5～6米株间距，3～4米行距插埋于地下，固定；再用钢丝绳按

照钢管的横向、纵向进行牵引拉直拉紧；在距离钢管左右两边50-60cm处，用铁线横向牵引

过去，形成一个“三线形”铁丝网的棚架；

(4)种植器皿的安装：在距三线铁丝网的正中间钢丝绳的1～1.5米处，按2.5～3米的距

离成行布置种植器皿；该种植器皿由上下两个圆柱筒组成，上圆柱筒放置干燥基质，下圆柱

筒放置营养基质，并在下圆柱筒上开设排水孔，同时安装滴管设施，并将各个滴管设施连

接，安装水肥一体设施；

(5)种植：种植前，将种植器皿内的基质用800～1000倍甲基托布津杀菌消毒；然后在上

圆柱筒中间挖出一小洞，将无病毒的百香果种苗种植于内，种植深度在8-15cm，保证种苗的

根部种在营养基质内，回填基质，压实，浇透定根水；

(6)栽培管理包括如下几方面：

①引蔓修剪：种植完成后5-6天，再用800～1000倍甲基托布津喷施将种苗与干燥基质

进行杀菌消毒，同时随时将主蔓的腋芽摘除，只留主蔓的顶芽，然后将百香果植株斜牵引至

钢丝绳上架，当主蔓上棚伸展至8～10节后要进行打顶摘心，留6～8条一级侧蔓；待一级侧

蔓长有8～10叶时又打顶，再长出二级侧蔓，每条一级侧蔓，留6～8个芽长成二级侧蔓作为

结果蔓；每条二级侧蔓，留6～8个芽长成三级侧蔓作为结果蔓；同时要及时修剪多余的不结

果枝蔓，以保持果园通风透光，减少病虫害；

②肥水管理：百香果定植后根据长势和挂果量及时浇水追肥；

水分管理通过安装的水肥一体化设施保证基质土壤含水量保持在60％-70％；百香果

上棚前以氮肥为主，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进行滴灌，每月2～3次，施肥量随植株长大而相应

增加；

百香果上棚打顶后，改施磷钾水溶肥；每月2-3次，并配合0.5％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均匀

喷施植株，植株叶面湿润不滴水即可，满足植株开花前生长需求；百香果开花后，每开一批

花追施1次肥料，按照植株强弱每百朵花追施0.2～0.4kg三元复合肥、0.2～0.4kg硫酸钾与

0.8-1.2kg花生麸沤制肥，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滴灌，期间可辅以叶面喷施钾肥，0.5％的磷

酸二氢钾4～5次，以液面喷湿为准，间隔10～15天，以提高品质；

③田间除草：栽培器皿、田间空地有杂草则及时去除，无需喷施除草剂；

④病虫害防治：注意修剪清园，将病枝、病叶、病果清除出种植器皿和果园，减少病源；

并注意土壤的杀菌消毒，注意驱虫，杀虫；所述病虫害防治过程中，每隔20～30天用95％恶

霉灵原粉2000～3000倍液、50％多菌灵500～600倍液、福美双500～600倍液或甲基托布津

800倍液进行土壤根部杀菌消毒，各种药剂要轮换使用，减低抗药性的发生；同时虫害采用

挂黄板、诱虫灯或性引诱剂的方式进行物理防治，病情相对严重可采用45％或50％的马拉

硫磷乳油500～1000倍液喷雾防治；

⑤果实采收：在落果前10～15天，果色变为紫色且稍有香味时采收，亦可在地下拾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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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百香果茎基腐病的限根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病

毒种苗，为选取经检测无病毒的百香果嫁接种苗或扦插苗；嫁接种苗选用嫁接口上10cm处

的茎粗0.5cm以上的健壮种苗；扦插苗选用新梢基部上10cm处茎粗达0.5cm以上的健壮种

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百香果茎基腐病的限根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营养

基质由过磷酸钙或钙镁磷肥、茶麸、花生麸、辣木叶、椰糠、鸡粪、米糠、骨粉、火烧土按0.5～

1：1：3～5：1：1：2～3：1：1：10混合堆制发酵成腐熟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百香果茎基腐病的限根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棚架

的搭建，钢管采用200～250cm的钢管，埋于地下50～60cm，保证地面部分钢管高度达150-

200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百香果茎基腐病的限根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每条钢

管顶部锯出3-5cm的十字槽，以便把钢丝绳固定于槽内；同时在距离棚架四角的钢管0.8～1

米的地方挖坑用水泥浇筑一带铁钩的环，以固定钢丝绳。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百香果茎基腐病的限根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种

植器皿是用材料围成的上下两个圆柱筒，上圆柱筒直径80-100cm，高度为5-10cm，下圆柱筒

直径100-120cm，高度为40-50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百香果茎基腐病的限根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滴管

设施是在每个种植器皿的上圆柱与下圆柱之间的地方采用环形滴带，并将各个滴管设施连

接，安装水肥一体设施。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百香果茎基腐病的限根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肥水

管理：百香果上棚前以氮肥为主，用0.5％尿素液+大量元素氨基酸水溶性肥+含腐殖酸的有

机肥按1～2：0.5：0.5比例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进行滴灌；百香果上棚打顶后，改施磷钾水

溶肥，每株施肥0.5-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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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治百香果茎基腐病的限根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物栽培领域，具体涉及百香果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百香果(Passiflora  edulis  Sims)，学名西番莲，西番莲科，西番莲属，为热带、亚

热带多年生常绿藤本浆果类果树，当前百香果病虫害发生严重，表现在：种植后根部腐烂、

成株易受病虫害侵染，造成严重减产。据分析，这与百香果幼苗自身携带病毒有关，百香果

花叶病毒CMV和木质化病毒PWV为危害百香果幼苗的两种最主要病毒。传统的百香果脱毒方

法是：采用药剂病毒灵、黄糖醋等喷洒茎叶，脱毒不完全，环境适合时百香果花叶病毒CMV和

木质化病毒PWV仍发生严重，导致该种植方法植株矮小，茎尖和叶片皱缩，产量低，品质差、

畸形果较多。

[0003] 百香果的种植业与加工业方兴未艾，极具发展潜力，其种植技术特别是选取无病

毒种苗及采用的种植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百香果是粗生贱长的蔓生性植物，只要环境条

件适合，就可以进行很好地生长。百香果对病虫有较强抗害能力，但在规模化种植过程中，

附近病虫迁飞侵袭性害虫以及植株染病的侵染危害，主要有：苗期猝倒病、花叶病、疫病、茎

基腐病、根腐病、和炭疽病、稻绿蝽、蚜虫、小实蝇、蓟马、茶黄螨、果实蝇、介壳虫等，当前生

产上存在最大的威胁是百香果茎基腐病，此病由潜伏于土壤中的镰刀菌引起。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防治百香果茎基腐病的限根栽培方法，通过选择无病毒的

种苗进行种植，配制特制的基质、特定的种植器皿及合理的两年一种栽培模式从源头上解

决百香果病毒病的发生，解决种植过程中百香果茎基腐病的发生，起到防治病菌滋生的作

用，来满足百香果种植所需的生长环境。本发明可控制百香果病毒病蔓延，茎基腐病爆发的

趋势，实现百香果优质高效高产的目的。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防治百香果茎基腐病的限根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无病毒种苗的选择：选取经检测无病毒的百香果种苗，苗高60-80cm。无病毒种

苗，为选取经检测无病毒的百香果嫁接种苗或扦插苗。

[0008] (2)基质的配制：基质包括干燥基质与营养基质。干燥基质的配制：该基质主要由

粗河沙、煤渣、蛭石、泥炭土、椰糠按0.5～1：1：1：1：1～2混合，拌匀；营养基质的配制：该基

质主要由过磷酸钙或钙镁磷肥、茶麸、花生麸、辣木叶、椰糠、鸡粪、米糠、骨粉、火烧土按0.5

～1：1：3～5：1：1：2～3：1：1：10混合堆制发酵腐熟肥。采用常规的堆肥方法即可。

[0009] (3)棚架的搭建：用钢管按5～6米株间距，3～4米行距插埋于地下，固定；再用钢丝

绳按照钢管的横向、纵向进行牵引拉直拉紧；在距离钢管左右两边50-60cm处，用铁线横向

牵引过去，形成一个“三线形”铁丝网的棚架；

[0010] 作为技术方案的优选，钢管采用200～250cm的钢管，埋于地下50～60cm，保证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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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钢管高度达150-200cm。在每条钢管顶部锯出3-5cm的十字槽，以便把钢丝绳固定于槽

内；同时在距离棚架四角的钢管0.8～1米的地方挖坑用水泥浇筑一带铁钩的环，以固定钢

丝绳。

[0011] (4)种植器皿的安装：在距三线铁丝网的正中间钢丝绳的1～1.5米处，按2.5～3米

的距离成行布置种植器皿。种植器皿是用材料围成的上下两个圆柱筒，上圆柱筒直径80-

100cm，高度为5-10cm，下圆柱筒直径100-120cm，高度为40-50cm。上圆柱筒放置干燥基质，

下圆柱筒放置营养基质，在下圆柱筒靠近地面的5cm的地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打一个直

径1-2cm的排水孔，以利于排水。然后在每个种植器皿的上圆柱筒与下圆柱筒之间的地方安

放滴管设施，采用环形滴带，将各个滴管设施连接，安装水肥一体设施。

[0012] (5)种植：种植前，将种植器皿内的基质用800～1000倍甲基托布津杀菌消毒；然后

在上圆柱筒中间挖出一小洞，将无病毒的百香果种苗种植于内，种植深度在8-15cm，保证种

苗的根部种在营养基质内，回填基质，压实，浇透定根水；

[0013] (6)当年栽培管理：

[0014] ①引蔓修剪：种植完成后5-6天，再用800～1000倍甲基托布津喷施将种苗与干燥

基质进行杀菌消毒，同时随时将主蔓的腋芽摘除，只留主蔓的顶芽，然后将百香果植株斜牵

引至钢丝绳上架，当主蔓上棚伸展至8～10节后要进行打顶摘心，留6～8条一级侧蔓；待一

级侧蔓长有8～10叶时又打顶，再长出二级侧蔓，每条一级侧蔓，留6～8个芽长成二级侧蔓

作为结果蔓；每条二级侧蔓，留6～8个芽长成三级侧蔓作为结果蔓；同时要及时修剪多余的

不结果枝蔓，以保持果园通风透光，减少病虫害；

[0015] ②肥水管理：百香果定植后根据长势和挂果量及时浇水追肥；

[0016] 水分管理通过安装的水肥一体化设施保证基质土壤含水量保持在60％-70％；百

香果上棚前以氮肥为主，用0.5％尿素液+大量元素氨基酸水溶性肥+含腐殖酸的有机肥1～

2：0.5：0.5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进行滴灌，每月2～3次，施肥量随植株长大而相应增加；

[0017] 百香果上棚打顶后，改施磷钾水溶肥，每株施肥0.5-1kg，每月2-3次，并配合0.5％

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均匀喷施植株，植株叶面湿润不滴水即可，满足植株开花前生长需求；百

香果开花后，每开一批花追施1次肥料，按照植株强弱每百朵花追施0.2～0.4kg三元复合肥

(N、P、K)、0.2～0.4kg硫酸钾与0.8-1.2kg花生麸沤制肥，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滴灌，期间可

辅以叶面喷施钾肥，0.5％的磷酸二氢钾4～5次，以液面喷湿为准，间隔10～15天，以提高品

质；

[0018] ③田间除草：栽培器皿、田间空地有杂草则及时去除，无需喷施除草剂。通常栽培

器皿上的杂草不多，如有可采用人工除去；田间空余地方的杂草，采用割草机处理，不需要

喷除草剂，以保证器皿与自然土保持水分，保证生态种植。

[0019] ④病虫害防治：注意修剪清园，将病枝、病叶、病果清除出种植器皿和果园，减少病

源；并注意土壤的杀菌消毒，注意驱虫，杀虫。

[0020] 病虫害防治过程中，每隔20～30天用95％恶霉灵原粉2000～3000倍液、50％多菌

灵500～600倍液、福美双500～600倍液或甲基托布津800倍液进行土壤根部杀菌消毒，各种

药剂要轮换使用，减低抗药性的发生；同时虫害采用挂黄板、诱虫灯或性引诱剂的方式进行

物理防治，病情相对严重可采用45％或50％的马拉硫磷乳油500～1000倍液喷雾防治。

[0021] ⑤果实采收：在落果前10～15天，果色变为紫色且稍有香味时采收，亦可在地下拾

说　明　书 2/8 页

5

CN 107535247 B

5



新鲜落果。为防止棚架过于茂密，每批采摘果后要进行修剪，每个侧蔓留3—4节进行短截，

使其重新长出侧蔓。

[0022] 作为技术方案的优选，嫁接种苗选用嫁接口上10cm处的茎粗0.5cm以上的健壮种

苗；扦插苗选用新梢基部上10cm处茎粗达0.5cm以上的健壮种苗；苗高为60-80cm。采用大苗

种植，可提前使百香果植株上架，提早开花结果。而且使用扦插苗可以节约很大的成本。

[0023] 本发明中的干燥基质：在与百香果植株接触的茎基部，可以保证干燥，不会存在积

水，造成茎基腐病的病源镰刀菌无法大规模繁衍生存，将病源控制在一定数量下，斩断发生

茎基腐病的生存条件。

[0024] 本发明的营养基质由过磷酸钙或钙镁磷肥、茶麸、花生麸、辣木叶、椰糠、鸡粪、米

糠、骨粉、火烧土混合堆制发酵腐熟。这样的营养基质中营养元素丰富，满足了百香果生育

期的生长需求。营养基质中加入了辣木叶，而辣木叶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维生素A、维生素

B和维生素C、钾、钙、铁和蛋白质、20种氨基酸、46种抗氧素、36种自然防炎体和矿物质等，将

其作为肥料提高了传统堆肥的营养元素含量，促进植株的生长，提高营养的吸收均衡。

[0025] 本发明的“三线形”铁丝网的棚架，可以方便工作并且有足够的空间使百香果生

长，保持果园通风透光，减少病虫害。种植器皿布置在两个“三线形”铁丝网的正中间，可使

百香果植株的根茎部暴露于阳光地下，可经常保证干燥，不会存在积水，减少茎基腐病的病

源镰刀菌发生的机率。

[0026] 本发明的上圆柱筒主要放置干燥基质，直径80-100cm，高度为5-10cm，足以保证百

香果茎基部保持干燥。下圆柱筒放置营养基质，直径100-120cm，高度为40-50cm；也完全保

证百香果生育期营养的基本需要。

[0027] 本发明在每个种植器皿的上圆柱筒与下圆柱筒之间的地方采用环形滴带，可使种

植器皿水肥均匀；将各个滴管设施连接，安装水肥一体设施，可保证百香果大量结果后所需

营养快速补充。

[0028] 为了次年百香果的生长，通常要进行采后果园管理：在当年收完最后一批果后，天

气渐冷。此时将棚架上的主蔓剪断，在剪断处涂上杀菌药剂，同时将修建下的所有枝蔓清理

出园，将保留下的主蔓涂上石灰并缠上稻草或者遮阴网，以进行保暖，同时对全园进行杀菌

消毒，减少病虫口来源；同时再用材料将下圆柱筒扩大至140-160cm，用配好的营养基质填

充扩大的空间，增加有机营养。该基质主要由过磷酸钙或钙镁磷肥、茶麸、花生麸、辣木叶、

椰糠、鸡粪、米糠、骨粉、火烧土按1～2：1：5～8：1：1：3～5：1：1：6混合堆制发酵腐熟，上圆柱

筒不变。

[0029] 翌年栽培管理：待春天主蔓顶部抽生枝蔓时，因植株积蓄了一年的养分，根系发

达，生长旺盛，为避免棚架过于茂密遮阴，因此此时仅保留3～4条一级侧蔓；待一级侧蔓长

有8～10叶时又打顶，再长出二级侧蔓，每条一级侧蔓，留6～8个芽长成二级侧蔓作为结果

蔓。每条二级侧蔓，留6～8个芽长成三级侧蔓作为结果蔓。同时要及时修剪多余的不结果枝

蔓，以保持果园通风透光，减少病虫害。栽培管理与(6)基本相同。

[003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1] (1)本发明中选取无病毒的百香果种苗，且苗高为60-80cm。采用这样的大苗种植，

可提前使百香果植株上架，提早开花结果。

[0032] (2)本发明采用干燥基质与营养基质分开放置的模式，既可使干燥基质与百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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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的茎基部接触，保证茎部干燥，不存在积水，使得茎基腐病的病源镰刀菌无法大规模繁

衍生存，将病源控制在一定数量下，斩断发生茎基腐病的生存条件，又保证百香果生育期营

养的基本需要。

[0033] (3)种苗的选择中，若是选择无病毒的百香果扦插苗，一可以起到防治茎基腐病的

发生，同时还大大减少了种苗成本，提高了利润。

[0034] (4)本发明的棚架是“三线形”铁丝网的棚架，可以方便工作并且有足够的空间使

百香果生长，保持果园通风透光，减少病虫害。同时将种植器皿布置在距“三线形”铁丝网的

正中间，而不是“三线”钢丝绳的正底下，避免了由于百香果枝叶繁茂，遮挡住百香果根部的

情况，使得百香果植株的根茎部暴露于阳光地下，可经常保证干燥，不存在积水，减少茎基

腐病的病源镰刀菌发生的机率。

[0035] (5)采用滴管设施，是在每个种植器皿的上圆柱与下圆柱之间的地方采用环形滴

带，可使种植器皿水肥均匀；将各个滴管设施连接，安装水肥一体设施，不仅可以保证百香

果大量结果后所需营养快速补充，又可以避免施肥机械伤害到百香果的茎基根部，造成病

菌感染。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棚架的俯视示意图；

[0037] 图2为棚架的主视示意图。

[0038] 附图标记：1.钢管，2.钢丝绳，3.上圆柱筒，4.下圆柱筒，5.铁线，6.带铁钩的环，7.

排水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更易于被理

解，但是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这些实施例。

[0040] 实施例1

[0041] 一种防治百香果茎基腐病的限根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1)无病毒种苗的选择：选取经检测无病毒的百香果嫁接种苗，苗高60cm，嫁接苗

嫁接口上10cm处茎粗0.5cm以上。

[0043] (2)基质的配制：基质包括干燥基质与营养基质。干燥基质的配制：该基质主要由

粗河沙、煤渣、蛭石、泥炭土、椰糠按0.5：1：1：1：2混合，拌匀；营养基质的配制：该基质主要

由过磷酸钙或钙镁磷肥、茶麸、花生麸、辣木叶、椰糠、鸡粪、米糠、骨粉、火烧土按1：1：5：1：

1：3：1：1：10混合堆制发酵腐熟。

[0044] (3)棚架的搭建：用长250cm的钢管按6米株间距埋于地下，挖坑用水泥浇筑固定钢

管，地下钢管埋于60cm，然后回土，保证地面部分钢管高度达190cm，行距为3米。在距离棚架

四角的钢管0.8～1米的地方挖坑用水泥浇筑一带铁钩的环，以固定钢丝绳。再用直径5mm的

钢丝绳沿钢管顶部成排牵引拉直拉紧，钢管顶部锯出3-5cm的十字槽，以便把钢丝绳固定于

槽内；再从每根钢管处用直径5mm的钢丝绳沿纵向牵引拉直拉紧；靠近成排钢管左右两边

50-60cm处，再用10号铁线拉过去，形成一个高度在190cm的“三线形”铁丝网的棚架。

[0045] (4)种植器皿的安装：在距三线铁丝网的正中间即距离5mm的钢丝绳1.5米处按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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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成行布置种植器皿。该器皿用硬质塑料围成上下两个圆柱筒，上圆柱筒直径80cm，高

度为8cm，下圆柱筒直径100cm，高度为45cm；上圆柱筒主要放置干燥基质，下圆柱筒主要放

置营养基质。在下圆柱筒靠近地面的5cm的地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打一个直径1-2cm的

孔，以利于排水。然后在每个种植器皿的上圆柱筒与下圆柱筒之间的地方安放滴管设施，采

用环形滴带，将各个滴管设施连接，安装水肥一体设施。

[0046] (5)种植：种植前，将种植器皿内的基质用1000倍甲基托布津杀菌消毒；然后在上

圆柱筒正中间干燥基质挖出一小洞，将无病毒的百香果嫁接种苗种植于内，种植深度在

10cm，保证种苗的根部种在营养基质内，回基质稍微压实，浇透定根水。

[0047] (6)栽培管理：

[0048] ①引蔓修剪：种植完成后6天，用1000倍甲基托布津将种苗与干燥基质杀菌消毒。

同时应随时将主蔓的腋芽摘除，只留主蔓的顶芽，然后将百香果植株斜牵引至钢丝绳上架，

当主蔓上棚伸展至10节后要进行打顶摘心，留8条一级侧蔓；待一级侧蔓长有10叶时又打

顶，再长出二级侧蔓，每条一级侧蔓，留8个芽长成二级侧蔓作为结果蔓。每条二级侧蔓，留6

个芽长成三级侧蔓作为结果蔓。同时要及时修剪多余的不结果枝蔓，以保持果园通风透光，

减少病虫害。

[0049] ②肥水管理：百香果定植后根据长势和挂果量及时浇水追肥。

[0050] 水分管理通过安装的水肥一体化系统保证基质土壤含水量保持在60％-70％，保

证百香果植株生育期的最适生长。百香果上棚前以氮肥为主，用0.5％尿素液+大量元素氨

基酸水溶性肥+含腐殖酸的有机肥，配比为1：0.5：0.5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进行滴灌，每月3

次，施肥量随植株长大而相应增加。

[0051] 百香果上棚打顶后，改施磷钾水溶肥，每株施肥1kg，每月2次，并配合0.5％的磷酸

二氢钾溶液均匀喷施植株，植株叶面湿润不滴水即可，满足植株开花前生长需求。百香果开

花后，每开一批花追施1次肥料，按照植株强弱每百朵花追施0.2～0.4kg三元复合肥(N、P、

K)、0.2～0.4kg硫酸钾与0.8-1.2kg花生麸沤制肥，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滴灌，期间辅以叶

面喷施钾宝2次，0.5％的磷酸二氢钾3次，间隔15天，以提高品质。

[0052] ③田间除草：采用限根栽培器皿栽培的百香果，器皿上的杂草不多，如有可采用人

工除去；田间空余地方的杂草，采用割草机处理，不需要喷除草剂，以保证器皿与自然土保

持水分，保证生态种植。

[0053] ④病虫害防治：防治病害的主要措施主要进行修剪清园，将病枝、病叶、病果清出

园外烧掉，减少病源。同时每隔20天用95％恶霉灵原粉2000倍液、50％多菌灵500～600倍

液、福美双500～600倍液或甲基托布津800倍液等杀菌药剂进行土壤根部杀菌，各种药剂要

轮换使用。虫害采用挂黄板、诱虫灯、性引诱剂等物理防治，病情相对严重可采用50％的马

拉硫磷乳油1000倍液喷雾防治。

[0054] ⑤果实采收：一般在落果前10天，果色变为紫色且稍有香味时采收，亦可在地下拾

新鲜落果。为防止棚架过于茂密，每批采摘果后要进行修剪，每个侧蔓留4节进行短截，使其

重新长出侧蔓。

[0055] 采用本发明的方法，不仅实现了百香果茎基腐病零发生，推迟了百香果病毒病的

发生，同时百香果产量相比于传统种植方法提高了26％，商品果率提高了35％。

[0056]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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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一种防治百香果茎基腐病的限根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8] (1)无病毒种苗的选择：选取经检测无病毒的百香果扦插苗，苗高80cm，新梢基部

上10cm处茎粗达0.5cm以上。

[0059] (2)基质的配制：基质包括干燥基质与营养基质。干燥基质的配制：该基质主要由

粗河沙、煤渣、蛭石、泥炭土、椰糠按0.5：1：1：1：1.5混合，拌匀；营养基质的配制：该基质主

要由过磷酸钙或钙镁磷肥、茶麸、花生麸、辣木叶、椰糠、鸡粪、米糠、骨粉、火烧土按0.5：1：

4：1：1：2：1：1：10混合堆制发酵腐熟。

[0060] (3)棚架的搭建：用长200cm的钢管按5米株间距埋于地下，挖坑用水泥浇筑固定钢

管，地下钢管埋于50cm，然后回土，保证地面部分钢管高度达150cm，行距为4米。在距离棚架

四角的钢管0.8米的地方挖坑用水泥浇筑一带铁钩的环，以固定钢丝绳。再用直径5mm的钢

丝绳沿钢管顶部成排牵引拉直拉紧，钢管顶部锯出3-5cm的十字槽，以便把钢丝绳固定于槽

内；再从每根钢管处用直径5mm的钢丝绳沿纵向牵引拉直拉紧；靠近成排钢管左右两边60cm

处，再用10号铁线拉过去，形成一个高度在150cm的“三线形”铁丝网的棚架。

[0061] (4)种植器皿的安装：在距三线铁丝网的正中间即距离5mm的钢丝绳1米处按2.5米

的距离成行布置种植器皿。该器皿用硬质塑料围成上下两个圆柱筒，上圆柱筒直径100cm，

高度为10cm，下圆柱筒直径120cm，高度为50cm；上圆柱筒主要放置干燥基质，下圆柱筒主要

放置营养基质。在下圆柱筒靠近地面的5cm的地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打一个直径1-2cm的

排水孔，以利于排水。然后在每个种植器皿的上圆柱筒与下圆柱筒之间的地方安放滴管设

施，采用环形滴带，将各个滴管设施连接，安装水肥一体设施。

[0062] (5)种植：种植前，将种植器皿内的基质用800倍甲基托布津杀菌消毒；然后在上圆

柱筒正中间干燥基质挖出一小洞，将无病毒的百香果嫁接种苗或扦插苗种植于内，种植深

度在8cm，保证种苗的根部种在营养基质内，回基质稍微压实，浇透定根水。

[0063] (6)栽培管理：

[0064] ①引蔓修剪：种植完成后5天，用800倍甲基托布津将种苗与干燥基质杀菌消毒。同

时随时将主蔓的腋芽摘除，只留主蔓的顶芽，然后将百香果植株斜牵引至钢丝绳上架，当主

蔓上棚伸展至8节后要进行打顶摘心，留8条一级侧蔓；待一级侧蔓长有8叶时又打顶，再长

出二级侧蔓，每条一级侧蔓，留8个芽长成二级侧蔓作为结果蔓。每条二级侧蔓，留8个芽长

成三级侧蔓作为结果蔓。同时要及时修剪多余的不结果枝蔓，以保持果园通风透光，减少病

虫害。

[0065] ②肥水管理：百香果定植后根据长势和挂果量及时浇水追肥。

[0066] 水分管理通过安装的水肥一体化系统保证基质土壤含水量保持在60％-70％，保

证百香果植株生育期的最适生长。百香果上棚前以氮肥为主，用0.5％尿素液+大量元素氨

基酸水溶性肥+含腐殖酸的有机肥2：0.5：0.5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进行滴灌，每月2次，施肥

量随植株长大而相应增加。

[0067] 百香果上棚打顶后，改施磷钾水溶肥，每株施肥0.5kg，每月3次，并配合0.5％的磷

酸二氢钾溶液均匀喷施植株，植株叶面湿润不滴水即可，满足植株开花前生长需求；百香果

开花后，每开一批花追施1次肥料，按照植株强弱每百朵花追施0.2～0.4kg三元复合肥(N、

P、K)、0.2～0.4kg硫酸钾与1.0-1.2kg花生麸沤制肥，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滴灌，期间辅以

叶面喷施钾宝4次，0.5％的磷酸二氢钾1次，间隔10天，以提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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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③田间除草：采用根栽培器皿栽培的百香果，器皿上的杂草不多，如有可采用人工

除去；田间空余地方的杂草，采用割草机处理，不需要喷除草剂，以保证器皿与自然土保持

水分，保证生态种植。

[0069] ④病虫害防治：防治病害的主要措施主要进行修剪清园，将病枝、病叶、病果清出

园外烧掉，减少病源。同时每隔20天用95％恶霉灵原粉2000倍液、50％多菌灵500～600倍

液、福美双500～600倍液等杀菌药剂进行土壤根部杀菌，各种药剂要轮换使用。虫害采用挂

黄板、诱虫灯、性引诱剂等物理防治，病情相对严重可采用45％的马拉硫磷乳油500倍液喷

雾防治。

[0070] ⑤果实采收：一般在落果前10天，果色变为紫色且稍有香味时采收，亦可在地下拾

新鲜落果。为防止棚架过于茂密，每批采摘果后要进行修剪，每个侧蔓留3节进行短截，使其

重新长出侧蔓。

[0071] (7)采后果园管理：在当年收完最后一批果后，天气渐冷。此时将棚架上的主蔓剪

断，在剪断处涂上杀菌药剂，同时将修建下的所有枝蔓清理出园，将保留下的主蔓涂上石灰

并缠上稻草或者遮阴网，以进行保暖，同时对全园进行杀菌消毒，减少病虫口来源；同时再

用硬质塑料将下圆柱筒扩大至140cm，用配好的营养基质填充扩大的空间，增加有机营养。

该基质主要由过磷酸钙或钙镁磷肥、茶麸、花生麸、辣木叶、椰糠、鸡粪、米糠、骨粉、火烧土

按1：1：5：1：1：5：1：1：6混合堆制发酵腐熟，上圆柱筒不变。

[0072] (8)翌年栽培管理：待春天主蔓顶部抽生枝蔓时，因植株积蓄了一年的养分，根系

发达，生长旺盛，为避免棚架过于茂密遮阴，因此此时仅保留4条一级侧蔓；待一级侧蔓长有

8叶时又打顶，再长出二级侧蔓，每条一级侧蔓，留6个芽长成二级侧蔓作为结果蔓。每条二

级侧蔓，留8个芽长成三级侧蔓作为结果蔓。同时要及时修剪多余的不结果枝蔓，以保持果

园通风透光，减少病虫害。栽培管理与(6)基本相同。

[0073] 采用本发明的方法，不仅实现了百香果茎基腐病零发生，推迟了百香果病毒病的

发生，同时百香果产量相比于传统种植方法提高了28％，商品果率提高了32％。

[0074] 实施例3

[0075] 一种防治百香果茎基腐病的限根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6] (1)无病毒种苗的选择：选取经检测无病毒的百香果扦插苗，苗高75cm，新梢基部

上10cm处茎粗达0.5cm以上。

[0077] (2)基质的配制：基质包括干燥基质与营养基质。干燥基质的配制：该基质主要由

粗河沙、煤渣、蛭石、泥炭土、椰糠按1：1：1：1：1：2混合，拌匀；营养基质的配制：该基质主要

由过磷酸钙或钙镁磷肥、茶麸、花生麸、辣木叶、椰糠、鸡粪、米糠、骨粉、火烧土按1：1：3：1：

1：3：1：1：10混合堆制发酵腐熟。

[0078] (3)棚架的搭建：用长250cm的钢管按5.5米株间距埋于地下，挖坑用水泥浇筑固定

钢管，地下钢管埋于60cm，然后回土，保证地面部分钢管高度达190cm，行距为3.5米。在距离

棚架四角的钢管1.0米的地方挖坑用水泥浇筑一带铁钩的环，以固定钢丝绳。再用直径5mm

的钢丝绳沿钢管顶部成排牵引拉直拉紧，钢管顶部锯出3-5cm的十字槽，以便把钢丝绳固定

于槽内；再从每根钢管处用直径5mm的钢丝绳沿纵向牵引拉直拉紧；靠近成排钢管左右两边

500cm处，再用10号铁线拉过去，形成一个高度在190cm的“三线形”铁丝网的棚架。

[0079] (4)种植器皿的安装：在距三线铁丝网的正中间即距离5mm的钢丝绳1.5米处按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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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成行布置种植器皿。该器皿用硬质塑料围成上下两个圆柱筒，上圆柱筒直径90cm，高

度为5cm，下圆柱筒直径110cm，高度为40cm；上圆柱筒主要放置干燥基质，下圆柱筒主要放

置营养基质。在下圆柱筒靠近地面的5cm的地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打一个直径1-2cm的

孔，以利于排水。然后在每个种植器皿的上圆柱筒与下圆柱筒之间的地方安放滴管设施，采

用环形滴带，将各个滴管设施连接，安装水肥一体设施。

[0080] (5)种植：种植前，将种植器皿内的基质用800倍甲基托布津杀菌消毒；然后在上圆

柱筒正中间干燥基质挖出一小洞，将无病毒的百香果扦插苗种植于内，种植深度在10cm，保

证种苗的根部种在营养基质内，回基质稍微压实，浇透定根水。

[0081] (6)栽培管理：

[0082] ①引蔓修剪：种植完成后6天，用800倍甲基托布津将种苗与干燥基质杀菌消毒。同

时随时将主蔓的腋芽摘除，只留主蔓的顶芽，然后将百香果植株斜牵引至钢丝绳上架，当主

蔓上棚伸展至10节后要进行打顶摘心，留6条一级侧蔓；待一级侧蔓长有10叶时又打顶，再

长出二级侧蔓，每条一级侧蔓，留8个芽长成二级侧蔓作为结果蔓。每条二级侧蔓，留6个芽

长成三级侧蔓作为结果蔓。同时要及时修剪多余的不结果枝蔓，以保持果园通风透光，减少

病虫害。

[0083] ②肥水管理：百香果定植后根据长势和挂果量及时浇水追肥。水分管理通过安装

的水肥一体化系统保证基质土壤含水量保持在60％-70％，保证百香果植株生育期的最适

生长。百香果上棚前以氮肥为主，用0.5％尿素液+大量元素氨基酸水溶性肥+含腐殖酸的有

机肥1.5：0.5：0.5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进行滴灌，每月3次，施肥量随植株长大而相应增加。

[0084] 百香果上棚打顶后，改施磷钾水溶肥，每株施肥0.8kg，每月2次，并配合0.5％的磷

酸二氢钾溶液均匀喷施植株，植株叶面湿润不滴水即可，满足植株开花前生长需求；百香果

开花后，每开一批花追施1次肥料，按照植株强弱每百朵花追施0.2～0.4kg三元复合肥(N、

P、K)、0.2～0.4kg硫酸钾与0.8-1.0kg花生麸沤制肥，通过水肥一体化设施滴灌，期间可辅

以叶面喷施钾宝2次，0.5％的磷酸二氢钾2次，间隔15天，以提高品质。

[0085] ③田间除草：采用限根栽培器皿栽培的百香果，器皿上的杂草不多，如有可采用人

工除去；田间空余地方的杂草，采用割草机处理，不需要喷除草剂，以保证器皿与自然土保

持水分，保证生态种植。

[0086] ④病虫害防治：防治病害的主要措施主要进行修剪清园，将病枝、病叶、病果清出

园外烧掉，减少病源。

[0087] 同时每隔30天用95％恶霉灵原粉3000倍液、50％多菌灵600倍液、福美双600倍液

或甲基托布津800倍液进行土壤根部杀菌消毒，各种药剂要轮换使用。虫害采用挂黄板、诱

虫灯、性引诱剂等物理防治，病情相对严重可采用45％或50％的马拉硫磷乳油500～1000倍

液喷雾防治。

[0088] ⑤果实采收：一般在落果前10天，果色变为紫色且稍有香味时采收，亦可在地下拾

新鲜落果。为防止棚架过于茂密，每批采摘果后要进行修剪，每个侧蔓留3—4节进行短截，

使其重新长出侧蔓。

[0089] 采用本发明的方法，不仅实现了百香果茎基腐病零发生，推迟了百香果病毒病的

发生，同时百香果产量相比于传统种植方法提高了22％，商品果率提高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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