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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瓜果长廊栽培技术
叶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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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总结了南方瓜果长廊栽培技术袁包括瓜棚搭建尧品种选择尧浸种催芽尧播种育苗尧移栽尧田间管理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建设瓜
果长廊尧发展观光农业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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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收入的增加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袁人们渴望在自然
田园环境中放松身心袁观光农业应运而生遥观光农业是以农
业和农村为载体袁将现代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新型交
叉产业袁其利用现代农业技术开发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作
物品种或利用现代化农业栽培手段向游客展示农业最新成

浸种后袁捞起种子沥干水分袁用湿润尧干净的毛巾或厚布将

种子包裹起来袁置于恒温处渊25~28 益冤催芽遥催芽时袁每天翻
动种子 1 次袁并使用 30 益左右的流动水清洗种子表面的黏
液袁洗净后沥干水分继续催芽遥种子露白即可播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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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育苗

果袁在发挥现代农业生产性功能的同时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袁

根据种子大小选择适宜规格的穴盘遥对于使用过的穴

遥如引进优质

盘袁再次使用时必须进行清洗尧消毒袁推荐使用较安全的季

蔬菜尧绿色食品尧高产瓜果尧观赏花卉作物袁组建多姿多趣的

铵盐类消毒剂或用于灌溉系统的杀菌除藻剂袁除去穴盘中

农业观光园尧自摘水果园尧农俗园尧果蔬品尝中心等遥

的细菌和青苔曰不建议使用漂白粉或氯气消毒袁以防产生有

发挥供人们观光尧休闲尧度假的生活性功能

[1-2]

瓜果长廊是观光种植业的一个侧面袁可以结合地形搭
建瓜棚袁将各类瓜苗种植于棚下袁通过精心管理袁引导瓜苗
爬上瓜棚袁并开花结果袁营造农业景观遥贵港市农业科学院

自 2009 年开始袁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瓜果长廊建设遥现将瓜
果长廊栽培技术总结如下遥
1 瓜棚搭建
选择交通方便尧靠近水源的道路两旁作为瓜果长廊建

设地块袁然后进行道路平整尧硬化袁道路宽 4~6 m袁依地势而
行曰道路两边每隔 4 m 相对的树立 1 根直径 12 cm尧高 2.5 m

的 PVC 管道袁管道内灌注石渣混凝土袁利用直径 2 cm 的铁
水管制成拱棚顶袁将道路两侧的 PVC 管道柱连接起来曰棚顶
顺着道路每隔 50 cm 拉 1 道聚酯线袁共拉 5 道曰瓜棚两边则
每隔 1 m 拉 1 道跨上棚顶的聚酯线袁作为瓜苗的牵引线遥道
路两旁开挖种植沟袁沟宽 1 m尧深 50 cm袁种植沟两侧利用红
砖及水泥浆砌上袁防止水土渊肥冤流失遥沟底铺厚约 30 cm 的
中药材废渣袁然后铺盖肥沃的田土至沟面袁并整理成龟背状遥
2 品种选择
根据本地气候条件选择具有较高观赏价值或高产或
奇趣的瓜类品种袁如砍瓜尧短身蒲瓜尧蛇瓜尧香水水瓜尧特长
丝瓜尧葫芦瓜尧板栗南瓜尧各色玩具南瓜尧黑皮冬瓜尧节瓜尧苦
瓜等[3]遥

3 浸种催芽
浸种的目的是促进种子早发芽尧杀死部分虫卵和病毒遥

毒物质遥播种使用的基质材料主要有泥炭土尧蛭石和珍珠岩

等遥一般将泥炭土和蛭石按 2颐1 比例混合袁过筛后使用曰也可
将泥炭尧有机质和园土以 1颐1颐11 比例混合配制育苗基质遥基
质使用前要充分润湿袁一般以含水量 60%为宜袁即用手握没

有水分挤出尧松开手成团尧轻轻触碰后散开遥将湿润的基质
填入穴盘内袁用玻璃或木板轻轻刮去表面多余的基质袁再用
手指在装好基质的穴盘上轻轻下压袁然后播种袁每穴 2 粒
种子袁然后用基质均匀覆盖遥播种后及时喷水袁用雾化喷头

或喷水细密的喷头袁喷水至穴盘底部有水渗出即可遥喷水
后袁露出种子的地方要补基质覆盖袁避免种子发芽时带壳出
土遥遇到带壳出土的种苗要及时人工去除种壳袁除壳时尽
量避免破坏子叶遥每天注意查看穴盘情况袁穴盘基质要保持
湿润遥种苗 3~4 片真叶时即可移栽遥
5

移栽

移栽前 1 d 将种植沟淋透水袁按指定位置挖种植穴袁从

穴盘中取出瓜苗放入种植穴内袁回填泥土袁在瓜苗根部围成
直径约 40 cm 的凹形遥取苗时袁轻拿轻放袁以保证种苗根部

基质保持完好的杯型遥移栽后浇定根水袁以后每天早尧晚各
浇水 1 次遥
6

田间管理

缓苗后追施清粪水 1 次袁瓜蔓开始伸长时进行第 2 次

追肥袁初花期和初果期应各追肥 1 次遥追肥应前轻后重尧先
淡后浓遥注意大雨前后不宜追肥袁不宜偏施速效氮肥遥为了

瓜类种子一般采用温汤渊热水冤浸种袁即借助一定温度在恒

营造长廊袁瓜苗生长前期要注意打杈袁人工帮助瓜苗主蔓攀

温或变温的条件下袁杀死潜伏或沾附在种子内外的病菌袁是

爬上架曰主蔓爬上顶棚后停止打杈袁同时注意引蔓袁使瓜蔓

一种物理消毒方法袁也是种子消毒处理的常用方法之一袁简

均匀分布于棚顶遥对于病虫害防治袁必须做到治早尧治小尧治

易尧经济尧有效[4]遥具体方法院先将种子放入瓦盆内袁再缓缓倒

入 50~55 益渊2 份开水尧1 份凉水冤的水袁边倒边搅拌袁持续浸
种遥实际操作中袁常采取温汤渊热水冤结合药物渊0.1%高锰酸
钾冤浸种遥不同的瓜类种子浸种时间不同袁一般为 6~12 h遥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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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袁防重于治袁有效控制病虫的发生和蔓延[5-6]遥为了保证瓜
苗生长一致和预防缺苗袁穴盘育苗时袁瓜苗总数应比长廊种
植穴多 20%曰并且在移栽瓜苗时袁将穴盘内剩余的瓜苗同时
移栽到直径 20 cm 以上的营养杯中袁集中摆放袁小心管理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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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鉴定袁操作简单直观袁是植物种质资源鉴定及品种选育的
常用基础方法[7-8]遥本研究对潮州地区的 8 个柿品种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调查测定袁包括 154 个表型性状袁涉及叶片尧枝
条尧花尧果实和种子等组织器官遥

本研究通过分析对比获得的数据发现袁潮州柿资源表
型变异类型多袁变异程度高袁变异幅度大袁存在丰富的多样
性遥127 个描述性表型性状中袁大多数性状分为多个类型遥

27 个数量性状变异系数在 0.04~0.53 之间袁 除心室数外袁其
他性状的变异系数均超过 0.1遥其中袁核数平均为 2.37 个袁变
异系数最大渊0.53冤袁极差为 3.40 个袁遗传变异程度较高遥通
过分析 12 个果实性状尧5 个叶片性状和 7 个花性状的变异
系数发现袁果实性状的平均变异系数为 0.24袁叶片性状和
花性状的平均变异系数均为 0.17袁由此可以说明袁果实的
变异程度高于叶片和花的变异程度袁而叶片变异程度和花
变异程度相当遥说明在进行潮州地区柿资源种质鉴定时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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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染病尧死亡遥
9 采收

刺嫩芽在 4 月萌芽袁一般在 4 月中旬至 5 月下旬刺嫩芽

的嫩芽长到 10~15 cm 时即可进行采收遥先采收顶端嫩芽袁可
促进侧芽发育袁然后再采收侧芽袁一般可采收 2~3 次[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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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袁更好地促进桃树生长遥
2.4.3

果实管理遥为了进一步提高桃树果实品质袁应针对不

同品种和不同生长期适时合理地进行疏果尧套袋袁同时也要
注意适时采收袁以提高桃树果实品质[4]遥
2.5

病虫害防治
桃树主要病虫害有桃缩叶病尧溃疡病尧蚜虫尧桃蛀螟等遥

在防治过程中应遵循野预防为主尧科学防控冶的防治原则[5-6]袁
坚持生物防治尧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袁根据桃树病
虫害发生时期尧类型袁适时对症用药尧规范用药 [7-8]遥常用药
剂有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3 000 倍液尧10%氯氰菊酯乳油

2 000 倍液尧80%敌敌畏乳油 1 500 倍液尧50%抗蚜威可湿性
粉剂 2 000 倍液袁或 2.5%敌杀死乳油 8 000 倍液袁最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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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在长廊的瓜苗出现死苗或生长不良现象时袁有健壮的
同龄瓜苗进行替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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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1 500 倍液尧50%扑海因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防治葡萄

灰霉病袁以科博尧大生尧喷克等药剂为主防治葡萄霜霉病袁开
花及幼果期施美果露尧高效钙等叶面肥遥对于虫害袁开花前
后主要防治葡萄透翅蛾袁秋季防治斜纹夜蛾袁以广谱性高效
低毒杀虫剂为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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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状可能起到关键作用遥这些形态指标的差异为潮州地
区柿资源品种多样性及变异程度分析提供了更科学尧更合
理的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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