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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品种选择尧创造适宜的生长环境尧育苗尧瓜苗定植尧田间管理尧病虫害防治尧适时采收尧分级包装等方
面介绍了甜瓜的栽培技术袁以期为甜瓜栽培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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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瓜是葫芦科黄瓜属一年生蔓性草本植物袁原产

减少病虫害的发生遥 棚膜颜色不同袁自然光穿过棚膜

非洲热带沙漠地区遥 甜瓜含有大量人体所需的能量及

的光谱会发生不同改变袁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尧生理

营养元素袁又具有止渴尧清燥的功效袁是夏季的优良果

代谢尧营养品质都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袁应根据地域

品之一[1]遥 目前袁甜瓜在我国各地普遍栽培袁品种丰富袁

环境尧栽培季节选择更有利于作物生长的棚膜颜色[2]遥

华北尧西北产的甜瓜香甜味浓袁潮湿地区产的甜瓜水

3 育苗

分多尧味较淡遥

3.1 播种时间

1 品种选择
果农在品种选择上袁适宜选择抗病性强尧品质优尧
耐寒性强尧较早熟尧产量高尧商品性较好尧耐贮运的厚
皮甜瓜品种遥 目前袁市场上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甜瓜
品种有东方蜜瓜尧网纹蜜瓜尧玉菇甜瓜尧西洲蜜瓜等遥

计算产品上市时间袁合理安排播种时间袁甜瓜育
苗期一般在 1 个月左右遥 若计划 5 月采收上市袁可选
择 1 月初播种遥
3.2 种子处理

种子应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保质期内的种子袁颗

东方蜜 1 号甜瓜外形光洁美观袁裂果率低袁果实

粒饱满无病斑袁晾晒后再进行种子处理遥具体方法院选用

者喜爱遥 网纹蜜瓜有球形尧椭圆形等袁果皮翠绿袁成熟

然后将甜瓜种子放入 55 益左右的温水中浸泡 3~4 h袁

肉质细嫩尧清脆爽口尧甘甜多汁尧风味独特袁深受消费
时表皮带有灰色或黄色条状花纹袁果肉黄绿色尧口感

杀菌药剂如多菌灵等兑水稀释后浸泡甜瓜种子 0.5 h袁

洗净捞出袁擦干种皮上的水分袁用消毒纱布将种子包

甜袁口感香软绵蜜袁汁液丰富袁营养价值高袁含蛋白质尧

好袁置于 25~28 益恒温环境下催芽遥胚芽长度约 0.5 cm

脂肪尧碳水化合物尧多种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袁是一款

发前的代谢过程袁催芽效果较好遥

老少皆宜的甜瓜好品种遥 西洲蜜瓜果实圆球形袁果实

3.3 播种

脆甜爽口尧果香浓郁遥 玉菇甜瓜小巧可爱袁果肉柔嫩香

表皮网纹密集尧深浅不一袁果肉糖度高尧外脆里嫩尧香
甜清脆尧富含多种维生素尧铁含量是鸡肉的 2~3 倍遥

2 创造适宜的生长环境

时袁即可播种遥 温汤浸种可加速种子吸水膨胀袁促进萌

甜瓜不能连作袁适宜选择 3 年以上轮作尧土层深

厚疏松尧方便排灌尧无污染的地块作苗床遥 甜瓜根系
弱袁一般采用营养钵育苗袁营养钵规格为 8 cm伊8 cm遥

甜瓜适宜的种植土壤为土层深厚尧 有机质含量

钵内装能满足甜瓜苗生长需求尧透气性好尧养分充足尧

高尧透气性好的壤土或沙质壤土袁同一地块不宜连作遥

保水保肥性好尧无病虫害的营养土袁然后码放在铺好

一方面袁连作容易造成病原菌积累袁引发病虫害袁导致

地膜的苗床上遥 营养钵需浇透水袁晾晒半天即可播种遥

病虫害防治难度加大曰另一方面袁长期连作会导致土

一个营养钵内放 1 粒已催芽的种子袁播种后覆盖营养

壤中某些营养物质缺乏袁影响甜瓜的生长发育遥
甜瓜一般采用大棚覆膜立架栽培的方式遥 大棚栽
培不仅可以提前上市袁抢占市场先机袁提高果农利润曰
还可以错开雨季袁 降低多雨天气对果实糖度的影响袁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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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袁厚度 1 cm 左右遥 然后覆盖地膜袁保持床土湿润遥 当

幼苗出土时袁揭去地膜袁以利于幼苗出土遥
3.4 苗床管理

苗床管理的关键是控制温度袁一般出苗前白天温
度控制在 28~30 益之间为宜袁晚上温度 20 益左右遥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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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开始出土后袁适当通风尧降温尧降湿尧补充光照袁以利
于培育壮苗遥 当小苗长出 2 片真叶尧苗高约 10 cm 时袁
即可定植在大棚内遥

4 瓜苗定植

定植前 7 d 扣棚袁提高棚内温度袁有利于提高成活

涂抹在雌花柱头上袁 一般一朵雄花可涂抹 2耀3 朵雌

花遥 为提高坐果率袁可在植株开花时将坐瓜灵喷在花
柱上即可袁坐果率可达 90%遥

6 病虫害防治

甜瓜主要病害有枯萎病尧蔓枯病尧灰霉病尧病毒病

率遥 种植前土壤要深翻袁并施用兔粪尧菜籽饼等有机肥

等袁虫害主要有蚜虫尧瓜绢螟尧烟粉虱等遥 栽培中袁应优

15 t/hm 左右遥 大棚立架栽培袁单蔓整枝袁大果型品种

先采用农业防治和生物防治袁必要时采用化学防治遥

2

定植密度约 2.4 万株/hm 袁 小果型品种定植密度约

6.1 农业防治

改善植株光照条件遥 架型以单面立架为宜袁操作方便袁

培袁培育健壮植株袁以此来提高植株的抗病性曰剪除病

可选用长度约 2 m 的竹竿或木棍插入地面袁架高 1.7 m

虫枝袁并移出果园焚毁袁减少病虫源[4]遥

2

2.85 万株/hm 遥 立架栽培有利于充分利用大棚内空间袁
2

左右遥

5 田间管理

采用水旱轮作种植袁 选用优质壮苗进行健康栽

6.2 生物防治

维护果园生态平衡袁科学用药袁保护天敌袁以虫治

5.1 大棚内温度和湿度管理
甜瓜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对温度的要求不同袁最适

虫袁以菌治病袁以菌治虫遥 利用害虫天敌防治害虫袁如
利用七星瓢虫尧龟纹瓢虫等消灭蚜虫遥

宜的生长温度是 25 益左右遥 定植后袁白天大棚保持气

6.3 物理防治

降温遥 适宜的空气相对湿度为 50%左右遥 坐果后袁尤其

振式杀虫灯尧粘虫板等有效防治害虫遥

温 28 益左右袁夜间一般不低于 20 益袁缓苗后注意通风

在甜瓜快速生长期袁对空气湿度较敏感袁空气湿度过

高袁会造成茎叶徒长袁容易发生病害袁应注意通风降
湿遥 前期棚外气温低袁以大棚中部通风为好曰后期气温
较高袁以大棚两端和两侧通风为主遥
5.2 水肥管理

大棚覆盖防虫网袁阻隔害虫进入大棚曰并利用频
6.4 药剂防治

可用 80%代森锰锌 600 倍液防治枯萎病袁用腐霉

利 1.5 kg/hm2 防治灰霉病袁 用苦参碱水剂 675 mL/hm2

防除蚜虫尧烟粉虱袁用苏云金杆菌 1 500 mL/hm2 防除

鳞翅目害虫遥

瓜苗在长蔓前需水量少袁叶面蒸发量小袁此时应

7 适时采收

控制浇水量袁以利于根系生长曰长蔓期可适当追肥和

果实的成熟度决定了甜瓜的品质与口感袁成熟度

浇水袁开花前后不浇水曰当幼瓜长到鸡蛋大小时袁水分

低的甜瓜含糖量低尧果香味淡袁成熟过度则口感差尧不

供应须充足袁同时可少量追施肥料曰成熟期停止浇水袁

耐贮藏与运输遥 从结果到成熟 40 d 左右袁可以通过结

以减少裂果袁提高果实品质遥 甜瓜在生长中需要大量

果时间进行计算袁或者通过果实外观进行判断遥 成熟

元素钾袁用于形成同化物尧合成单糖和双糖曰同时需要

的甜瓜表皮富有光泽尧纹理分明袁具有独特香味遥 具体

氮素来促进植物的营养生长遥 因此袁施用控释尿素和

采收标准如下遥 淤果实形状遥 采收时袁选择果形端正尧

硫酸钾能够促进甜瓜对氮尧磷尧钾养分的吸收和利用袁
提高糖分和 VC 含量 遥
[3]

5.3 整枝

表皮光洁尧成熟度 8 成尧具有特定品种外观特征的果

实袁筛除畸形果遥 于果皮颜色遥 果皮颜色均匀尧纹理清

晰袁无病虫害导致的明显斑点遥 盂果实糖度及口感遥 果

为了使甜瓜结果整齐袁需对其摘心尧整枝遥 大棚甜

肉应具有特定品种成熟时应有的颜色袁 成熟度适中袁

瓜多采用单蔓整枝遥植株长到 25耀30 叶时摘心袁主蔓从

无生瓜及过熟瓜遥 不同品种的甜瓜糖度相差很大袁同

基部开始数袁第 1耀10 节位的子蔓要全部摘除袁第 13 节
左右位置上的子蔓作为结果蔓袁结果蔓留 3 条袁每条

一品种甜瓜在不同成熟时期糖度也不一样袁可借助测
糖仪来确定甜瓜糖度遥

留 2 片叶摘心袁其他子蔓全部摘除遥 结果后袁若主蔓基

8 分级包装

照和通风遥

个大尧纹路清晰的可作为一等果遥一等果每箱装 2~4 个袁

部老叶偏多袁可剪掉 3耀5 片叶袁防止叶片过密袁影响光
5.4 人工授粉

甜瓜采摘后袁可根据果实大小尧外观分级包装袁果
二等果每箱装 6~8 个袁三等果每箱装 8~12 个遥 为防止

甜瓜可以通过昆虫或人工授粉袁 大棚内昆虫较

压坏果实袁宜使用耐抗压性专用包装箱包装袁并采用

少袁可以采用人工授粉遥 人工授粉一般在上午进行袁授

独立泡沫网或无纺布袋包装果实遥 甜瓜在包装及运输

粉时将当天盛开的雄花摘下袁摘掉花瓣袁将花粉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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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a 为花序和花苞曰b 为成熟果实遥

图 4 伯克利蓝莓的花序尧花苞和成熟果实

2 在南京地区的适应性及栽培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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