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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为一项克服西甜瓜低温僵苗的栽培

方法。具体工艺：选择地势高、土壤结构好、有避

风屏障的旱畦暧地建园，采用保暖性能好的大棚

设施，选用耐低温耐弱光的品种；采取嫁接换根

和大孔径穴盘(钵)基质育苗；在育苗阶段，如预

知栽后可能遭遇低温，则搬盘(钵)蹲苗或换钵扩

大营养供体延迟移栽；在定植后若遇短时间低温

连阴雨，则采取封闭大棚降渍等防风保温；若定

植后遇较长时间低温连阴雨(雪)，则临时增温补

光和根外补肥，保瓜根免伤，争取灾后瓜苗尽快

恢复生长。本发明为一项克服西甜瓜低温僵苗栽

培方法，其通过提高避害机率，蹲苗换钵延迟定

植，和局部保温补光，避免冬春严寒危害，确保西

甜瓜在冬春克服低温僵苗实现优质、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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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项克服西甜瓜低温僵苗的栽培方法。其特征是：选择地势高、土壤团粒结构好、至

少近五年内未种过瓜类作物，有避风屏障的干畦暖地建立西甜瓜生产园地；园地在定植一

个月前施足基肥，并耕翻晒垡；每667m2施足爸爱我或底肥动力王等生物菌肥150-200kg，另

加过磷酸钙50-80kg，硫酸钾25-30kg，并使土肥混合均匀；上述生物菌肥要求有效活菌数≥

2亿/g，有机质≥35％；濕配好基肥一半在耕耖前满畦底施，然后整地作畦，一半开沟施于畦

中瓜行下方；畦做成高馒头型，畦宽2m，畦间沟及棚间沟深40cm，在畦中脊预留瓜行，或在栽

培畦中脊再建立小高垄；瓜苗定植前用黑地膜全覆盖地面，建好膜下滴灌系统及高效排水

沟系；选用根系发达、耐低温、多湿、寡照的优质高产西甜瓜品种；采取嫁接换根，并选择京

欣系列等根系发达抗低温能力强的砧木嫁接；选用大孔径塑料穴盘，采用优质育苗基质代

营养土培育早大壮苗；在育苗阶段如遭遇低温寡照无法正常移栽时，可在原来穴盘育苗基

础上，实施蹲苗延迟5至7天移栽；如恶劣天气有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则采取取苗换钵扩大营

养供体，集中至育苗大棚局部加温补光，延迟至条件适宜时移栽；在移栽前一周喷药喷肥和

降温炼苗，做到带药带肥移栽，以增强抗逆性能；在定植前一周至一个月内搭建好大棚，筑

好棚内栽培畦，建好膜下滴灌系统，挖好排水沟系，做好大田备栽准备；春节前定植的大田，

要求采用双棚多层覆盖等高效率保温设施，并建好深沟高畦(或高垄)，选晴好天气和干畦

实施浅位定植栽培；定植后如遇短时间低温连阴雨雪，则应采取积极措施防风降渍保温抗

寒；若定植后遇较长时间低温连阴雨雪，则应采取棚内层临时增温补光和根外补肥等措施，

增进瓜苗光合作用，促成瓜根健康生长，花芽正常发育，确保灾后尽快恢复生长。

2.根据权利1所述的一项克服西甜瓜低温僵苗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选择地势高、

土层厚、土壤团粒结构好、至少在近五年内未种过瓜类作物、有避风屏障的干畦暧地，即选

择地势较高，不容易出现积水受渍，因避风正常地温较高的地块建立西甜瓜生产园地，如无

天然避风屏障，则进风一侧采用搭建竹篱笆墙或以2米高铁丝围栏加覆旧农膜方式建立人

造挡风屏障；如地势低而易积水受渍，则采取深耕晒垡，挖深沟形成高畦再在高畦上搭建大

棚；园地在定植前一个月前施足基肥，并耕翻晒垡；要求每667m2施爸爱我或底肥动力王等

生物菌肥150-200kg，另加过磷酸钙50-80kg，硫酸钾25-30kg，并使土肥混合均匀；上述生物

菌肥要求有效活菌数≥2亿/g，有机质≥35％，濕配好基肥一半在耕耖前满畦底施，然后整

地作畦，一半开沟施于畦中瓜行下方，畦做成高馒头型，畦宽2m，畦间沟及棚间沟深40cm，在

畦中脊预留瓜行，或在栽培畦中脊再建立小高垄，垄顶宽15-20cm，垄沟深20-30cm，另注意

瓜苗定植前用黑地膜全覆盖地面，建好膜下滴灌系统及高效排水沟系，特别在排水沟系配

套上做到内外三沟相通，确保雨止畦干。

3.根据权利1所述的一项克服西甜瓜低温僵苗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围绕壮根保

长，在选用耐低温、多湿、寡照的优质高产西甜瓜品种基础上，将嫁接换根作为增强苗期抗

御低温僵苗的主要手段，通过引进筛选根系发达耐低温能力强的砧木，配置克服长期低温

僵苗的优秀嫁接组合，砧木改常规50至72孔塑料穴盘育苗，为36至50孔塑料穴盘育苗，或采

用直径为6-8cm高墩塑料单钵育苗，或先行穴盘砧木育苗嫁接，待醒棵后再脱盘装入直径为

6-8cm高墩塑料单钵育苗；嫁接育苗前后进行严格的防病消毒，防止种传和土传病害传染，

育成嫁接壮苗。

4.根据权利1所述的一项克服西甜瓜低温僵苗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改小钵径(塑

料穴盘72孔)，为大钵径(塑料穴盘50或36孔，或采用直径为6-8cm塑料单钵)育苗，以增加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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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体留足瓜苗延迟移栽的回旋余地；在以传统育苗方式且已正常播种育苗，若出苗后天气

一直持续低温连阴雨雪，有可能到二叶一心以上苗龄仍无法保证在晴暖天气实施移栽，则

应实施控水控肥遮光喷施助壮素等蹲苗控长措施，延迟5至7天移栽；如预知无法在短期内

定植，且栽后可能出现持续低温连阴时间30天以上的极端天气，且种质珍贵，则应采取换钵

加大营养供体延迟至第二阶段育苗，即先采用常规塑料穴盘轻基质育苗至一叶一心，视天

气演变趋势着手准备在育苗棚内换钵寄栽穴盘苗，拟寄栽钵土可用同样育苗基质，也可用

无菌菜园土与一定量肥料配成，其比例是：用量为1m3床土加尿素0.25kg，过磷酸钙1kg，硫

酸钾0.5kg，或含量45％氮磷钾三元复合肥1.5kg，湿度配置要求至手握成团落地即散的程

度。从育成塑料穴盘中取出瓜苗栽植于较大容积塑料钵(商品塑料钵直径在10cm以上)或塑

料方便袋(可装肥土1kg营养基质) 中，集中至温度光照相对较好的双大棚多层覆盖条件下

共育，后期注意搬钵长时蹲苗，以延迟到条件适宜时移栽。

5.根据权利1所述的一项克服西甜瓜低温僵苗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双大棚内

建中棚+小拱棚+地膜；或三层大棚+小拱棚+地膜；或连栋大棚+双大棚+小拱棚+地膜；或日

光温室(双层棚面覆盖)内建中棚+小拱棚+地膜等设施覆盖模式，提前一周至一个月建立保

护设施和栽培畦并做好备栽准备；要求栽培畦实行黑地膜地面全覆盖，同时建立膜下滴灌，

并保持棚内待栽土壤干燥；定植前三至四天对在床瓜苗选晴天气喷施护根宝等生物菌肥浸

渍处理，选用植物源中草药杀菌剂奥力克一青枯立克按600倍液稀释，以每平米3升栽前苗

床浇灌，通过带药备栽防治苗期病害等以增强抗逆性能；另在拟定植行下滴灌兑300倍美国

普利登(SW)鱼蛋白有机肥活棵水6-8m3造墒；采取立架栽培或爬地栽培，合理密植，以西瓜

为例立架栽培大中果型一般900-1100株，小果型1200-1500株；爬地栽培大中果型一般500-

800株，小果型800-900株。定植后全封闭大棚至活棵。如确因天气低温阴雨定植前土壤湿度

较大，不宜滴灌时，则在定植后出现旱像时滴灌，兑300倍美国普利登(SW)鱼蛋白有机肥活

棵水6-8m3造墒。在预知即将出现长期低温连阴天气，或将栽培畦改成垄型，垄顶宽15-

20cm，垄沟深20-30cm；在棚下土壤湿度大温度低情况下，适龄瓜苗定植时可采取浅位定植

甚至半露钵定植栽培(即定植苗钵下埋宜浅，如高墩塑料钵苗可留一半于地面以上)，待栽

后醒棵后再以周边泥土或商品有机肥料填拥至与周边地面相平。

6.根据权利1所述的一项克服西甜瓜低温僵苗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如西甜瓜定植

后遇短时间突发低温连阴雨雪，则应在突发低温连阴雨雪过后2-8小时内清除棚外积雪和

积水，在定植大棚中夜间加盖无纺布保温抗寒，在瓜行间撤施竹炭或稻糠(麦颖、稻壳碳等)

除渍；同时认真检查大棚四周不能漏风，最好建立挡风屏障；大棚内小棚(或中棚)上临时增

加覆盖无纺布，无纺布需要早揭(上午8-9点揭)，晚盖(下午4-5点盖)，及时透光；阴天无阳

光则日夜全覆盖；天气转晴后再揭除无纺布，必要时适当补充水分或稀淡营养肥液，逐步恢

复正常光照。

7.根据权利1所述的一项克服西甜瓜低温僵苗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西甜瓜苗定植

后已经醒棵，或还未醒棵即遇较长时间低温连阴雨，且持续低温连阴雨可能在较长(可能在

30天以上)，其在定植后10天仍因低温僵苗不发，则应考虑人工增温补光，方法是在极端低

温夜间，在小拱棚内安装AEAA-YK015/A等移动式小空调，每30-50m长拱棚放一只，带电加

温；或采用煤炉放置二道棚中间过道，每20至30m放一炉临时加温(用铁管从中间过道将烟

导出棚外时注意消防安全)；另在二道棚顶每40-50米吊一LE植物补光灯，地温至少三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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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保持在8℃以上，补充光照保持在2  000至10000勒克斯，每日补光时间保证全天日照在8

小时以上。棚外则开掘防寒沟，棚内堆放秸杆以增强保温效果。在连阴天，棚内瓜苗土壤若

偏旱，则每5-7天叶面喷施1000倍永业生命素或1000倍稀葡萄糖水以增强抗逆能力，减轻伤

害，提高生物产量和经济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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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克服西甜瓜低温僵苗的栽培方法

[0001] 我国江浙沿海一带受北方寒潮和沿海气候的影响，在冬春季节经常出现长期低温

寡照的现象。三天两头大风夹带着雨雪不断侵扰着大棚覆盖下的反季节瓜菜生产，以至元

旦到春分期间瓜菜难长，甚至因长期低温寡照出现滞长死秧(如2014年春苏北出现数百亩

大棚西瓜栽后死苗)；这也是此期瓜菜市场短缺，价格高涨的原因之一。研究表明冬春低温

冷害对西甜瓜造成创伤的部位首先是根部，其生长表现为根部根毛黄化滞长变黑，根生长

点受伤甚至死亡、沤根，以至造成根区出现生长障碍，吸收能力下降；地上部瓜苗叶片出现

叶斑、黄化、僵苗不长、萎蔫，花芽不能正常分化；研究克服冬春长期低温寡照的栽培措施已

成为本地区农业科研工作者多年的追求。

[0002] 本发明提出的一项克服西甜瓜低温僵苗的栽培方法，其特点：以壮根栽培为核心，

一是采用耐低温耐弱光抗逆性较强品种；二是采取嫁接换根，通过嫁接根系发达，抗低温寡

照与连作障碍能力强的砧木，提高西甜瓜壮根生长能力；三是采取大钵径(大孔径穴盘)和

喷施护根宝等微生物菌肥培育早大壮苗；四是改进设施栽培模式，选择自然条件相对较好

的区域和时段种植，变更畦型(改平畦沟栽为高畦垄栽)，和浅位(地上部露半钵)定植；五是

采取双大棚多层覆盖等高效设施栽培模式，创造相适应的保温条件克服可能出现的长期低

温寡照危害；六是蹲苗延期。如在移栽前预知即将出现长期低温寡照不宜移栽时，采取或控

水控温喷药化调等方法蹲苗，或采取换钵(增加营养供体)延迟至第二阶段集中育苗规避不

利气候的影响，并相机选择相对适宜时期移栽定植；七是抢管调节补救。在突发低温连阴雨

雪过后，2-8小时内清除棚外积雪和积水，在定植大棚中夜间加盖无纺布保温抗寒；在西瓜

定植大田尚未醒棵，或虽刚醒棵但不久便陷于长期低温寡照的情况下，则采取外设风障防

寒潮侵扰，尽快清除棚外雨雪和棚外积水；在棚内加强密闭和增加无纺面浮面覆盖保温，选

择适当时机根外适度喷药补肥；在极端天气出现情况下采取临时增加化学等热源和补充人

工光照，从而保证其渡过严寒恢复正常生长。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属于设施栽培领域，涉及一项克服西甜瓜低温僵苗的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4] 我国是世界上西甜瓜生产第一大国，种植面积大，产量高而上市相对集中，但外贸

出口甚至国内中长途转销数量小占比甚微；长期以来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许多西甜瓜生

产主产区，西甜瓜上市过于集中在生产相对容易的晚春早夏季节，导致早春瓜果应市出现

空缺。近年来，不少瓜农积极运用双大棚多层覆盖技术抢早生产春提前西瓜，然冬春尤其是

春节前后是江浙沿海一带一年四季最冷的季节，又是多大风寒潮和低温寡照的天气，经常

出现的持续低温寡照。低温寡照冷害，首先研究表明冬春低温冷害对西甜瓜造成创伤的部

位主要在根部，其生长表现为根部根毛黄化滞长变黑，根生长点受伤甚至死亡，沤根，以至

造成根区出现生长障碍，吸收能力下降；其次地上部瓜苗叶片出现叶斑、黄化、僵苗不长、萎

蔫；再次是瓜苗花芽分化失常，花芽不能正常分化，或表现无雌花或少雄花无花粉；实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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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针对特殊的地理气候，沿用现有国内外一些技术无法解决这一特定生产难题，少数长期

遭遇低温寡照的年份，春节前过早育苗移栽的西瓜往往出现大面积僵苗死苗，造成资金人

工的浪费，和减产减收。

发明内容

[0005] 本项发明，是保持并增进原有西甜瓜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针对冬季因长期低温寡

照对保护栽培西甜瓜造成冷冻创伤致害，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一项克服西甜瓜低

温僵苗的栽培方法。即；选择地势高、土壤团粒构好、至少在近五年内未种过瓜类作物且有

避风屏障干畦暧地建立西甜瓜生产园地；园地在定植一个月前施足基肥，并耕翻晒垡；要求

每667cm2施爸爱我或底肥动力王等生物菌肥150-200kg，另加过磷酸钙50-80kg，硫酸钾25-

30kg，并使土肥混合均匀；上述生物菌肥要求有效活菌数≥2亿/g，有机质≥35％濕配好基

肥一半在耕耖前满畦底施，然后整地作畦，另一半开沟施于畦中瓜行下方，畦做成高馒头

型，畦宽2m，畦间沟及棚间沟深40cm；在畦中脊预留瓜行，

[0006] 或在栽培畦中建立小高垄，垄顶宽15-20cm，垄沟深20-30cm；瓜苗定植前建立黑地

膜地面全覆盖和膜下滴灌及高效排水沟系；选用根系发达、耐低温、多湿、寡照的优质高产

西甜瓜品种；采取嫁接换根，并选择京欣系列等根系发达抗低温能力强的砧木嫁接；选用适

当直径塑料营养钵(或大孔径塑料穴盘)，并采用优质育苗基质代土培育早大壮苗；在育苗

阶段如遭遇低温寡照无法正常移栽时，可在原来穴盘育苗基础上，实施蹲苗延迟5至7天移

栽；如恶劣天气有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则采取取苗换钵扩大营养供体，并集中至育苗大棚局

部加温补光，通过延迟至第二阶段育苗推延到条件适宜时移栽；在移栽前一周喷药喷肥和

降温练苗，做到带药肥移栽以增强抗逆性能；在定植前一周至一个月内建立大棚和棚内栽

培畦及膜下滴灌系统做好大田备栽准备，春节前定植大田要求采用双棚多层覆盖等高效率

保护设施和建深沟高畦(或高垄)，选晴好天气和干畦实施浅位定植栽培；在定植后遇短时

间低温连阴雨或雪，则应采取积极措施防风降渍保温抗寒；若定植后遇较长时间低温连阴

雨雪，则应采取在棚内层临时增温补光和根外补肥等措施，增进瓜苗光合生长，促成瓜根正

常生长，西甜瓜花芽正常发育，确保灾后能尽快恢复生长。

[0007] 上述方案要求选择选择地势高、土层厚、土壤团粒结构好、至少在近五年内未种过

瓜类作物、有避风屏障的于畦暧地，即选择地势较高，不容易出现积水受渍，因避风正常地

温较高的地块建立西甜瓜生产园地，如无天然避风屏障，则进风一侧采用搭建竹篱笆墙或

以2米高铁丝围栏加覆旧农膜方式建立人造挡风屏障；如地势低而易积水受渍，则采取深耕

晒垡，挖深沟形成高畦再在高畦上搭建大棚；园地在定植前一个月前施足基肥，并耕翻晒

垡；要求每667m2施爸爱我或底肥动力王等生物菌肥150-200kg，另加过磷酸钙50-80kg，硫

酸钾25-30kg，并使土肥混合均匀；上述生物菌肥要求有效活菌数≥2亿/g，有机质≥35％，

濕配好基肥一半在耕耖前满畦底施，然后整地作畦，一半开沟施于畦中瓜行下方，畦做成高

馒头型，畦宽2m，畦间沟及棚间沟深40cm，在畦中脊预留瓜行，或在栽培畦中脊再建立小高

垄，垄顶宽15-20cm，垄沟深20-30cm，另注意瓜苗定植前用黑地膜全覆盖地面，建好膜下滴

灌系统及高效排水沟系，特别在排水沟系配套上做到内外三沟相通，确保雨止畦干。

[0008] 上述方案要求以壮根为目标，是针对沿海地区冬春多连阴雨雪天气，传统栽培受

极端低温影响容易因根受冻僵苗，围绕壮根保长，在选用耐低温、多湿、寡照的优质高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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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瓜品种基础上，将嫁接换壮根作为增强苗期抗御低温僵苗的主要手段，通过引进筛选根

系发达耐低温能力强的砧木，配置克服长期低温僵苗的优秀嫁接组合，砧木改常规50至72

孔塑料穴盘育苗，为36至50孔塑料穴盘育苗，或采用直径为6-8cm高墩塑料单钵育苗，或先

行穴盘砧木育苗嫁接，待醒棵后再脱盘装入直径为6-8cm高墩塑料单钵育苗；嫁接育苗前后

进行严格的防病消毒，防止种传和土传病害传染，育成嫁接壮苗。

[0009] 针对苏北沿海地区春节前后经常出现低温连阴雨雪等不良天气，围绕壮根保长，

采取改小钵径(塑料穴盘72孔)，为大钵径(塑料穴盘50或36孔，或采用直径为4-8cm塑料单

钵)育苗，以增加营养体增加瓜苗延迟移栽的回旋余地；在以传统育苗方式且已正常播种育

苗，若出苗后天气一直持续低温连阴雨雪，有可能到二叶一心以上苗龄仍无法保证在晴暖

天气实施移栽，则应实施控水控肥遮光喷施助壮素等蹲苗控长延迟5至7天移栽；如预知无

法在短期内定植，且栽后可能出现持续低温连阴时间30天以上极端天气，且种质珍贵，则应

采取换钵加大营养供体延迟至第二阶段育苗，即先采用常规塑料穴盘轻基质育苗，至一叶

一心，视天气演变趋势着手准备在育苗棚内换钵寄栽穴盘苗，拟寄栽钵土可用同样育苗基

质，也可用无菌菜园土与一定量肥料配成，其比例是用量为1m3床土加尿素0.25kg，过磷酸

钙1kg，硫酸钾0.5kg，或含量45％氮磷钾三元复合肥1.5kg，湿度配置要求至手握成团落地

即散的程度。从育成塑料穴盘中取出瓜苗栽植于较大容积塑料钵(商品塑料钵直径在10cm

以上)或塑料方便袋(可装肥土1kg营养基质)中，集中至温度光照相对较好的双大棚多层覆

盖条件下共育，后期注意搬钵长时蹲苗，以延迟到条件适宜时移栽。

[0010] 上述方案中在定植前一周至一个月内建立大棚和棚内栽培畦及膜下滴灌系统做

好大田备栽准备，春节前定植大田要求采用双棚多层覆盖等高效率保护设施和建深沟高畦

(或高垄)，选晴好天气和干畦实施浅位定植栽培；是指春节前定植适逢一年中最冷季节，应

采用双大棚内建中棚+小拱棚+地膜；或三层大棚+小拱棚+地膜；或连栋大棚+双大棚+小拱

棚+地膜；或日光温室(双层棚面覆盖)内建中棚+小拱棚+地膜等设施覆盖模式，提前一周至

一个月建立保护设施和栽培畦并做好备栽准备；要求栽培畦实行黑地膜地面全覆盖，同时

建立膜下滴灌，并保持棚内待栽土壤干燥；定植前三至四天对在床瓜苗选晴天气喷施护根

宝等生物菌肥浸渍处理，选用植物源中草药杀菌剂奥力克-青枯立克按600倍液稀释，以每

平米3升栽前苗床浇灌，通过带药备栽防治苗期病害等以增强抗逆性能；另在拟定植行下滴

灌兑有300倍美国普利登(SW)鱼蛋白有机肥活棵水6-8m3造墒；采取立架栽培或爬地栽培，

合理密植，以西瓜为例立架栽培大中果型一般900-1100株，小果型1200-1500株；爬地栽培

大中果型一般500-800株，小果型800-900株。定植后全封闭大棚至活棵。如确因天多低温阴

雨定植前土壤湿度大不宜滴灌时，则在定植后出现旱像时滴灌兑有300倍美国普利登(SW)

鱼蛋白有机肥活棵水6-8m3。在预知即将出现长期低温连阴天气，或将栽培畦改成垄型，垄

顶宽15-20cm，垄沟深20-30cm；在棚下土壤湿度大温度低情况下，适龄瓜苗定植时可采取浅

位定植甚至半露钵定植栽培(即定植苗钵下埋宜浅，如高墩塑料钵苗可留一半于地面以

上)，待栽后醒棵后再以周边泥土或商品有机肥料填拥至与周边地面相平。

[0011] 上述方案中陈述在定植后遇短时间低温连阴雨，则应采取积极措施防风降渍保温

抗寒，即在突发低温连阴雨雪过后2-8小时内清除棚外积雪和积水，在定植大棚中夜间加盖

无纺布保温抗寒，在瓜行间撤施竹炭或稻糠(麦颖、稻壳碳等)除渍；同时认真检查大棚四

周，不能漏风，最好建立挡风风障；大棚内小棚(或中棚)上临时增加覆盖无纺布，无纺布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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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早揭(上午8-9点揭)，晚盖(下午4-5点盖)，及时透光；阴天无阳光则日夜全覆盖；天气转

晴后再揭除无纺布，必要时适当补充水分或稀淡营养肥液，逐步恢复正常光照.

[0012] 上述方案中陈述定植后遇较长时间低温连阴雨，是指定植后已经醒棵，或还未醒

棵即遇较长时间低温连阴雨，且持续低温连阴雨可能在30天以上，其在定植后15天左右仍

因低温僵苗不发，对此种情况则应考虑人工增温补光，方法是在极端低温夜间，在小拱棚内

安装AEAA-YK015/A等移动式小空调，每30-50m长拱棚放一只，带电加温；或采用煤炉放置二

道棚中间过道，每20至30m放一炉临时加温(用铁管从中间过道将烟导出棚外时注意消防安

全)；另在二道棚顶每40-50米吊一LE植物补光灯，根际地温至少三天以上保持在8℃以上，

补充光照保持在2000至10000勒克斯，每日补光时间保证全天日照在8小时以上。棚外则开

掘防寒沟，棚内堆放秸杆以增强保温效果。在连阴天，棚内瓜苗土壤若偏旱，则每5-7天叶面

喷施1000倍永业生命素或1000倍稀葡萄糖水以增强抗逆能力，减轻伤害，提高生物产量和

经济产量。

[0013] 在江苏苏北沿海地区，常规栽培受冬春长时间低温连阴雨雪影响，越冬大棚西瓜

一般亩产量仅有4000多kg，其中头茬瓜只有1000kg左右，瓜小瓜不甜有白筋。采用本发明可

提高单产一成，其中头茬瓜增产产量三成以上，亩只需增用成本1000元左右，可增加产值

2000元以上，净利润1000元以上，如大面积推广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可观。

附图说明

[0014] 略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1、地势较高，不容易出现积水受渍，因避风正常地温较高的地块建立西甜瓜生产

园地，如无天然避风屏障，则进风一侧采用搭建竹篱笆墙或以2米高铁丝围栏加覆旧农膜方

式建立人造挡风屏障；如地势低而易积水受渍，则采取深耕晒垡，挖深沟形成高畦再在高畦

上搭建大棚；园地在定植前一个月前施足基肥，并耕翻晒垡；要求每667m2施爸爱我或底肥

动力王等生物菌肥150-200kg，另加过磷酸钙50-80kg，硫酸钾25-30kg，并使土肥混合均匀；

上述生物菌肥要求有效活菌数≥2亿/g，有机质≥35％，濕配好基肥一半在耕耖前满畦底

施，然后整地作畦，一半开沟施于畦中瓜行下方，畦做成高馒头型，畦宽2m，畦间沟及棚间沟

深40cm，在畦中脊预留瓜行，或在栽培畦中脊再建立小高垄，垄顶宽15-20cm，垄沟深20-

30cm，另注意瓜苗定植前用黑地膜全覆盖地面，建好膜下滴灌系统及高效排水沟系，特别在

排水沟系配套上做到内外三沟相通，确保雨止畦干。

[0016] 2、在选用耐低温、多湿、寡照的优质高产西甜瓜品种基础上，将嫁接换壮根作为增

强苗期抗御低温僵苗的主要手段，通过引进筛选根系发达耐低温能力强的砧木，配置克服

长期低温僵苗的优秀嫁接组合，砧木改常规50至72孔塑料穴盘育苗，为36至50孔塑料穴盘

育苗，或采用直径为6-8cm高墩塑料单钵育苗，或先行穴盘砧木育苗嫁接，待醒棵后再脱盘

装入直径为6-8cm高墩塑料单钵育苗；嫁接育苗前后进行严格的防病消毒，防止种传和土传

病害传染，育成嫁接壮苗。

[0017] 3、针对沿海地区春节前后为全年温度最低季节且多连阴雨雪，传统育苗围绕壮根

保长，要求采取改小钵径(塑料穴盘72孔)，为大钵径(塑料穴盘50或36孔，或采用直径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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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m塑料单钵)育苗，以增加营养体增加瓜苗延迟移栽的回旋余地；在以传统育苗方式且已

正常播种育苗，但出苗后天气一直持续低温连阴雨雪，有可能到二叶一心以上苗龄仍无法

保证在晴暖天气实施移栽，则应实施控水控肥遮光喷施助壮素等蹲苗控长延迟5至7天移

栽；如预知无法在短期内定植，且栽后可能出现持续低温连阴时间30天以上极端天气，且种

质珍贵，则应采取换钵加大营养供体延迟至第二阶段育苗，即先采用常规塑料穴盘轻基质

育苗，至一叶一心，视天气演变趋势着手准备在育苗棚内换钵寄栽穴盘苗，拟寄栽钵土可用

同样育苗基质，也可用无菌菜园土与一定量肥料配成，其比例是用量为1m3床土加尿素

0.25kg，过磷酸钙1kg，硫酸钾0.5kg，或含量45％氮磷钾三元复合肥1.5kg，湿度配置要求至

手握成团落地即散的程度。从育成塑料穴盘中取出瓜苗栽植于较大容积塑料钵(商品塑料

钵直径在10cm以上)或塑料方便袋(可装肥土1kg营养基质)中，集中至温度光照相对较好的

双大棚多层覆盖条件下共育，后期注意搬钵长时蹲苗，以延迟到条件适宜时移栽。

[0018] 4、采用双大棚内建中棚+小拱棚+地膜；或三层大棚+小拱棚+地膜；或连栋大棚+双

大棚+小拱棚+地膜；或日光温室(双层棚面覆盖)内建中棚+小拱棚+地膜等设施覆盖模式，

提前一周至一个月建立保护设施和栽培畦并做好备栽准备；要求栽培畦实行黑地膜地面全

覆盖，同时建立膜下滴灌，并保持棚内待栽土壤干燥；定植前三至四天对在床瓜苗选晴天气

喷施护根宝等生物菌肥浸渍处理，选用植物源中草药杀菌剂奥力克-青枯立克按600倍液稀

释，以每平米3升栽前苗床浇灌，通过带药备栽防治苗期病害等以增强抗逆性能；另在拟定

植行下滴灌兑有300倍美国普利登(SW)鱼蛋白有机肥活棵水6-8m3造墒；采取立架栽培或爬

地栽培，合理密植，以西瓜为例立架栽培大中果型一般900-1100株，小果型1200-1500株；爬

地栽培大中果型一般500-800株，小果型800-900株。定植后全封闭大棚至活棵。如确因天多

低温阴雨定植前土壤湿度大不宜滴灌时，则在定植后出现旱像时滴灌兑有300倍美国普利

登(SW)鱼蛋白有机肥活棵水6-8m3。在预知即将出现长期低温连阴天气，或将栽培畦改成垄

型，垄顶宽15-20cm，垄沟深20-30cm；在棚下土壤湿度大温度低情况下，适龄瓜苗定植时可

采取浅位定植甚至半露钵定植栽培(即定植苗钵下埋宜浅，如高墩塑料钵苗可留一半于地

面以上)，待栽后醒棵后再以周边泥土或商品有机肥料填拥至与周边地面相平。

[0019] 5、如西(甜)瓜定植后遇短时间突发低温连阴雨雪，则应在突发低温连阴雨雪过

后，2-8小时内清除棚外积雪和积水，在定植大棚中夜间加盖无纺布保温抗寒，在瓜行间撤

施竹炭或稻糠(麦颖、稻壳碳等)除渍；同时认真检查大棚四周，不能漏风，最好建立挡风风

障；大棚内小棚(或中棚)上临时增加覆盖无纺布，无纺布采取早揭(上午8-9点揭)，晚盖(下

午4-5点盖)，及时透光；阴天无阳光则日夜全覆盖；天气转晴后再揭除无纺布，必要时适当

补充水分或稀淡营养肥液，逐步恢复正常光照。

[0020] 6、若西(甜)瓜苗定植后已经醒棵，或还未醒棵即遇较长时间低温连阴雨，且持续

低温连阴雨可能在较长(可能在30天以上)，其在定植后10天仍因低温僵苗不发，则应考虑

人工增温补光，方法是在极端低温夜间，在小拱棚内安装AEAA-YK015/A等移动式小空调，每

30-50m长拱棚放一只，带电加温；或采用煤炉放置二道棚中间过道，每20至30m放一炉临时

加温(用铁管从中间过道将烟导出棚外时注意消防安全)；另在二道棚顶每40-50米吊一LE

植物补光灯，根际地温至少三天以上保持在8℃以上，补充光照保持在2000至10000勒克斯，

每日补光时间保证全天日照在8小时以上。棚外则开掘防寒沟，棚内堆放秸杆以增强保温效

果。在连阴天，棚内瓜苗土壤若偏旱，则每5-7天叶面喷施1000倍永业生命素或1000倍稀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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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糖水以增强抗逆能力，减轻伤害，提高生物产量和经济产量.。

[0021] 其它措施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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