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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专用小果型西瓜非特异性区域促早熟

栽培技术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温室西瓜栽培领域，具体涉及设

施专用小果型西瓜非特异性区域促早熟栽培技

术。通过“M”形垄可在垄中间凹陷处形成水渠，便

于浇水，且能保证水分下渗到根系周围，提高水

分利用率；定植后至有苗破膜前，黑白间色膜可

有效的减短幼苗缓苗时间；通过二层拱棚可，缩

短瓜蔓营养生长时期；通过V形吊蔓可增加亩种

植苗数，实现合理密植；采用双打顶技术，首次打

顶，促进有效结果侧枝形成；二次打顶在坐果后，

瓜蔓长至吊蔓铁丝处进行，可控制瓜蔓长势；作

为采摘项目时，种植行间铺设无纺布地膜，便于

游客在行间观赏采摘。采用本方法种植特早熟小

果型西瓜，每亩可定植幼苗1500株左右，比传统

种植的小果型西瓜多150株，实现了充分利用空

间，合理密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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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施专用小果型西瓜促早熟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品种选择：选择早熟、品质好、抗病性强、近一年生产的新种子进行种植；

S2、做苗床：在温室中选择温度较高的区域垂直下挖深度为20cm的种植槽，并将种植槽

底面整平，作为苗床；

S3、铺设地热线：在苗床两边各插一排长度为10-20cm的短木棍，同排短木棍间间距为

10-20cm，将地热线以S型顺序缠绕在两排短木棍上，使之紧密贴紧地面并拉直，然后在地热

线上覆盖一层沙土，拔出短木棍，将地热线电性连接于控制器上；

S4、配育苗基质：将园土、草炭、蛭石、珍珠岩按照5:2:1:2的比例进行配比，同时在基质

中放入生根剂和多菌灵；将配好的基质混合均匀后，装在9cm×9cm的黑色育苗钵中，将装好

基质的育苗钵整齐摆放在苗床中；

S5、种子消毒：用浓度为0.2-0.4%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S1中种子20-30min，然后洗净种

子；或用60℃的热水浸泡种子10-20min后不停搅拌，直至室温；

S6、吸胀吸水：将消毒后的种子在温水中浸泡6-8h，保证种子充分吸水；

S7、催芽：将S6中吸胀吸水后的种子用湿纱布或湿毛巾包好，并将种子外包一层塑料

袋，防止水分散失，置于28-30℃的环境中，每隔2小时进行一次观察，翻动种子，并清洗种子

表面和湿布上的粘液，直至种子微微生出白色胚根，完成种子的催芽；

S8、苗床浇水：在种子播种前一天，将苗床内苗钵浇透水，待水下渗以后，用适当宽度的

地膜将苗床全部覆盖，掖好周边；

S9、播种：将S6中催芽完成的种子平放芽尖朝下，放入S8中苗钵内，每个苗钵内播种1-2

粒种子，在已播种的苗钵表面覆盖1cm的湿润细沙土，然后将原有的透明地膜继续覆盖在苗

床表面，当有70%幼苗出土时，将地膜揭除；地膜揭除选择晴天上午较高温度时进行；

S10、苗期管理：出苗前，白天气温保持在25-30℃，夜间气温保持在20-25℃；出苗后，土

温保持在20℃以下，白天气温保持在22-27℃，夜间气温保持在10-20℃；幼苗破心长出真叶

后，控制土温18-20℃，白天气温25-28℃，夜间气温18-23℃；若有子叶带帽出土，则需要在

早晨有露水的时候轻轻将种壳刻开；当幼苗长至2-3片真叶，茎秆粗壮、叶色深绿，根系发

达，主根深而须根多，下胚轴直径0.5cm时，即为早熟高产壮苗；育苗管理期间要严格控制水

分，当大部分秧苗出土后向苗钵内喷一次水；定植前一周夜间气温控制在12-16℃，进行炼

苗；

S11、整地起垄：育苗期间，将土壤深翻0.6m，并将大土块拍碎，南北向起垄呈“M”型，在M

型垄双峰上方南北向分别搭设两条吊蔓铁丝，对准双峰顶端；

S12、定植：定植前一天，将苗钵内浇透水；在晴天的上午，将S10中早熟高产壮苗去苗钵

后，连同苗钵中基质移栽至M型垄中间最低处，每垄定植一行，幼苗株距为0.4m，每定植一行

要及时浇水，当水分完全下渗，将黑白双色膜绷展于垄上，膜中间透明条严格对准此行幼

苗，并在苗之间挖适当大小孔以便透气；当幼苗顶端快要达到膜高度时，应及时挖孔将幼苗

掏出并在幼苗下胚轴周围用碎土压实，将地膜封边；

S13、铺设二层小拱棚：幼苗萌出黑白间色膜后，将铁丝两端分别插于垄两边形成拱形

铁丝，所述拱形铁丝0.5m间隔设置，拱形铁丝上搭设透明地膜形成保温小拱棚；

S14、第一次打顶：当幼苗长至4-5片叶时，选择中午生长点蔫时，将幼苗生长点摘除；

S15、留蔓：保留S14打顶后萌出的、其中两条长势较强且长势相近的侧蔓，当侧蔓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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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小拱棚高度时，及时将小拱棚揭除；当侧蔓生长至30cm时，可将两条蔓缠着吊蔓线顺势吊

起，后将吊蔓线分别固定于垄上方两条铁丝上，吊起后，两枝条呈现“V”形，当小型西瓜处于

伸蔓期，其生长势很旺盛，要及时进行绑蔓；绑蔓在午后进行，且要顺着其生长方向；

S16、田间管理：（1）温度：营养生长期白天温度应保持在22-27℃，夜间保持在15-20℃；

生殖生长期的温度应控制在白天25-30℃，夜间18-23℃；

（2）光照：每天早晨太阳升起后，应及时打开草帘或棉被；下午太阳落山前，及时放下棉

被；适当的延长光照，如遇连阴天，进行补光；

（3）肥水：花期控制肥水，坐瓜后及时浇水追肥，膨瓜期重施肥水；营养生长时期，不需

追肥，每隔6天浇一次水；生殖生长时期，每隔3-5天浇一次小水；及时用饼肥20kg、尿素5kg、

硫酸钾10kg进行追肥；在采收前，应停止浇水，以免裂果，且降低其糖分含量，影响果实品

质；

（4）气体：在上午10时补充二氧化碳以便加强光合作用；当春季中午温室内温度过高

时，应及时开启顶部风口；

S17、授粉：当发现有雌花开放时，在上午7-10点进行授粉；授粉时，将雄花摘下，剔除其

花瓣；并将雄花花粉直接涂抹于雌花柱头上；同时，在标记牌上写清楚授粉日期，挂于雌花

花柄上，以便日后计算授粉天数，便于采摘；

S18、第二次打顶：授粉后，待枝条长至铁丝吊蔓线处且有5片叶来维持幼果发育时，对

两条瓜蔓进行二次打顶，打顶时，将枝条末端生长点扭捏至水渍状即可；

S19、留瓜：一个侧枝上保留一个瓜，且所留瓜的授粉节位基本相近；当果实长至500g

时，将瓜吊起，吊瓜时，重新从垄上方铁丝引出牵引绳将网兜牵引，将瓜装于网兜内，所述网

兜预存有一定的空余；

S20、收瓜：依照授粉日期牌标注的时间计算果实成熟时间，早熟小果型西瓜授粉后25-

30天成熟；果实成熟后，用剪刀将果柄剪断进行采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施专用小果型西瓜促早熟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2中

采用上一年未种植过葫芦科作物的温室，要求其透光性好，土质疏松、土层深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施专用小果型西瓜促早熟栽培技术，其特征在于：所述S4中

苗钵装基质的量应距离育苗钵上边口2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施专用小果型西瓜促早熟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11

在深翻的过程中每亩施腐熟的优质农家肥5000kg、硫酸钾100kg、饼肥100kg、多菌灵1kg。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施专用小果型西瓜促早熟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11

中双峰的高度为0.2m，种植行宽为0.9m，操作行宽为1.1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施专用小果型西瓜促早熟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12

中浇水深度不可没过幼苗生长点。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施专用小果型西瓜促早熟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12

中地膜采用黑白间色膜，所述S12中地膜的中间透明部分严格对准幼苗种植行铺设，地膜绷

展铺于M型垄两肩的顶端，膜边缘用土压实。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施专用小果型西瓜促早熟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13

中保温小拱棚白天温度过高时可揭除拱棚膜。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施专用小果型西瓜促早熟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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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摘除生长点前用酒精进行对手进行消毒，保确手指上无病害携带。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施专用小果型西瓜促早熟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若小果

型西瓜进行采摘时，可在每垄中间铺设无纺布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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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专用小果型西瓜非特异性区域促早熟栽培技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温室小果型西瓜栽培技术领域，更具体而言，涉及一种设施专用小果

型西瓜非特异性区域促早熟栽培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在夏季，西瓜是一种人们非常喜爱的解暑水果，它是一年生蔓生葫芦科作物。西瓜

喜温暖、强光、干燥的气候，不耐寒，果肉味甜，能降温祛暑。其适应性强，但却以土质疏松，

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砂质土壤为最佳。西瓜果肉富含钾元素，可以和钠盐中和，有明显的

降压作用，并含瓜氨酸、精氨酸，可以利尿；西瓜中所含的番茄红素和β-胡萝卜素较高，可抗

癌、抗氧化，所含的瓜氨酸、丙氨酸、谷氨酸等氨基酸可滋养皮肤、增白。

[0003] 小果型西瓜作为礼品西瓜，以其个头小（1.5-2kg），特早熟，品质好，产量高，周期

短而深受瓜农和消费者的喜爱。另外，小果型西瓜上市时间较大西瓜提前1-2个月，可提高

农户的收益；因其具有观赏性、娱乐性，所以小型西瓜也经常作为城郊农业休闲采摘项目而

使农户获得更大的收益。

[0004] 目前，西瓜的种植技术成熟，例如：专利号为：CN103782757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

种优质小西瓜的种植方法，通过对肥料和种植方法的改进，能生产出一种优质、高产的小西

瓜，但其没有很好地解决了小型西瓜促早熟、密植、城郊型农业中采摘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设施专用小果型西瓜非特异性区域促早熟栽培技术，

通过“M”型起垄；单垄单排种植；两次打顶；黑白间色膜；双重地膜覆盖；行间无纺布膜等技

术的改进，实现早春温室种植小果型西瓜的早熟、优质、采摘。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为：

[0007] 设施专用小果型西瓜非特异性区域促早熟栽培技术，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品种选择：选择早熟、品质好、抗病性强、的近一年生产的新种子进行种植；以

减轻病虫害的发生，减少农药的使用，提高果实品质；

[0009] S2、做苗床：在温室中选择温度较高的区域下垂直挖深度为20cm的种植槽，并将种

植槽底面整平，作为苗床，苗床的长、宽依苗数而定，一般为长方形；

[0010] S3、铺设地热线：在苗床两边各插一排长度为10-20cm的短木棍，同排短木棍间间

距为10-20cm，将地热线以S型顺序缠绕在两排短木棍上，使之紧密贴紧地面并拉直，然后在

地热线上覆盖一层沙土，拔出短木棍，将地热线接电源线于控制器上；

[0011] S4、配育苗基质：将园土、草炭、蛭石、珍珠岩按照5:2:1:2的比例进行配比，同时在

基质中放入生根剂和多菌灵；将配好的基质混合均匀后，装在9cm×9cm的黑色育苗钵中，将

装好基质的育苗钵整齐摆放在苗床中；

[0012] S5、种子消毒：用浓度为0.2-0.4%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S1中种子20-30min，然后洗

净种子；或用60℃的热水浸泡种子10-20min后不停搅拌，直至室温；消毒可以降低种子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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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的发生，尤其减轻其苗期猝倒病的发生；

[0013] S6、吸胀吸水：将消毒后的种子在温水中浸泡6-8h，保证种子充分吸水；

[0014] S7、催芽：将S6中吸胀吸水后的种子用湿纱布或湿毛巾包好，并将种子外包一层塑

料袋，防止水分散失，置于28-30℃的环境中，每隔2小时左右进行一次观察，翻动种子，清洗

种子表面和湿布上的粘液，以便换入新鲜空气，并防止细菌滋生，在清洗过程中，应小心翻

动，不可将初生胚根弄断，直至种子微微生出白色胚根，完成种子的催芽；胚芽不可太长，露

白色尖即可，以便种子播种后有较强的长势，且方便播种，不易折断胚根；

[0015] S8、苗床浇水：在播种前一天，将苗床内苗钵浇透水，待水下渗以后，用适当宽度的

地膜将苗床全部覆盖，掖好周边；有利于提高苗床温度和湿度，促进幼苗生长；

[0016] S9、播种：将S6中催芽完成的种子放入S8中苗钵内，平放芽朝下，每个苗钵内播种

1-2粒种子，注意要轻拿轻放，以免将胚根弄断，在已播种的苗钵表面覆盖1cm左右的湿润细

沙土，然后将原有的透明地膜继续覆盖在苗床表面，以利提高苗床温度，密切观察出苗情

况，当有70%幼苗出土时，及时将地膜揭除；地膜揭除选择晴天上午较高温度时进行，以免闪

苗；

[0017] S10、苗期管理：出苗前，白天气温保持在25-30℃，夜间气温保持在20-25℃；出苗

后，土温保持在20℃以下，白天气温保持在22-27℃，夜间气温保持在10-20℃；幼苗破心长

出真叶后，控制土温18-20℃，白天气温25-28℃，夜间气温18-23℃，以利幼苗生长发育；若

有子叶带帽出土，则需要在早晨有露水的时候轻轻将种壳刻开；当幼苗长至2-3片真叶，茎

秆粗壮、叶色深绿，根系发达，主根深而须根多下胚轴直径0.5cm时，即为早熟高产壮苗；育

苗管理期间要严格控制水分，当大部分秧苗出土后向苗钵内喷一次水；定植前一周夜间气

温12-16℃进行炼苗；

[0018] S11、整地起垄：育苗期间，将土壤深翻0.6m，并将大土块拍碎，南北向起垄呈“M”

型，在M型垄双峰上方南北向分别搭两条设吊蔓铁丝，对准双峰顶端；

[0019] S12、定植：定植前一天，将苗钵内浇透水，在晴天的上午，将S10中早熟高产壮苗去

苗钵后，连同苗钵中基质移栽至M型垄中间最低处，每垄定植一行，幼苗株距为0.4m，每定植

一行要及时进行浇水，当水分完全下渗，将黑白双色膜绷展于垄上，膜中间透明条严格对准

此行幼苗，并在苗之间挖孔以便透气；当幼苗顶端快要达到膜高度时，应及时在地膜挖适当

大小孔将幼苗苗叶掏出并在幼苗下胚轴周围用碎土压实，将地膜封边；

[0020] S13、铺设二层小拱棚：幼苗萌出黑白间色膜后，将铁丝两端分别插于垄两边形成

拱形，所述铁丝拱0.5m间隔设置，铁丝拱上搭设透明地膜形成保温小拱棚；拱形铁丝形成的

平面可垂直于M型垄或斜30-60°；小拱棚可有效的提高幼苗周围环境的气温和地温，促进幼

苗迅速发根及地上部的营养生长；这套双层膜覆盖系统可减短幼苗缓苗时间，促进幼苗迅

速生长，缩短其营养生长期，促进其早开花早结果；

[0021] S14、第一次打顶：当幼苗长至4-5片叶时，选择中午生长点蔫时，将幼苗生长点摘

除；促进西瓜侧枝形成，并成长为有效瓜蔓，为后期坐果结瓜做好准备；

[0022] S15、留蔓：保留S14打顶后萌出的、其中两条长势较强且长势相近的侧蔓，当侧蔓

生长至小拱棚高度时，及时将拱棚揭除；当侧蔓生长至30cm左右，可将两条蔓缠着吊蔓线顺

势吊起，后将吊蔓线分别固定于垄上方两条铁丝上，吊起后，两枝条呈现“V”形，当小型西瓜

处于伸蔓期，其生长势很旺盛，要及时进行绑蔓；绑蔓在午后生长点打焉时进行，且要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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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长方向，以免将其生长点折断；

[0023] S16、田间管理：（1）温度：营养生长期白天温度应保持在22-27℃，夜间保持在15-

20℃；生殖生长期的温度应控制在白天25-30℃，夜间18-23℃；

[0024] （2）光照：每天早晨太阳升起后，应及时打开草帘或棉被；下午太阳落山前，及时放

下棉被；适当的延长光照，如遇连阴天，必要时进行补光；

[0025] （3）肥水：花期控制肥水，坐瓜后及时浇水追肥，膨瓜期重施肥水；营养生长时期，

基本不需要施肥，每隔6天左右浇一次水；生殖生长时期，每隔3-5天浇一次小水；及时用饼

肥20kg、尿素5kg、硫酸钾10kg进行追肥；在采收前，应停止浇水，以免裂果，且降低其糖分含

量，影响果实品质；

[0026] （4）气体：必要时在上午10时左右补充二氧化碳以便加强光合作用；当春季中午温

室内温度过高时，应及时开启顶部风口，略微降温；

[0027] S17、授粉：当发现有雌花开放时，在上午7-10点进行授粉，授粉时，将雄花摘下，剔

除其花瓣；并将雄花花粉直接涂抹于雌花柱头上；同时，在标记牌上写清楚授粉日期，挂于

雌花花柄上，以便日后计算授粉天数，看是否成熟，便于采摘；授粉后3-5日内，当发现雌花

的子房朝下，并有明显膨大的现象，即可确认果实已坐住；

[0028] S18、第二次打顶：授粉后，待枝条长至铁丝吊蔓线处且有5片叶来维持幼果发育

时，选择适当的时间对两条瓜蔓进行二次打顶，打顶时，将枝条末端生长点扭捏至水渍状即

可；

[0029] S19、留瓜：一个侧枝上保留一个瓜，且所留瓜的授粉节位基本相近；当果实长至

500g时，将瓜吊起，吊瓜时，重新从垄上方铁丝引出牵引绳将网兜牵引，将瓜装于网兜内，所

述网兜预有一定的空余处以便瓜不停生长；

[0030] S20、收瓜：依照授粉日期牌标注的时间计算果实成熟时间，早熟小果型西瓜25-30

天成熟；果实成熟后，用剪刀将果柄剪断进行采收；果实采收后，应用泡沫塑料网对其进行

套装，以免在运送运输过程中有磕碰。

[0031] 进一步地，所述S2中温室采用上一年未种植过葫芦科作物的温室，要求其透光性

好，土质疏松、土层深厚。

[0032] 进一步地，所述S4中苗钵装基质的量应距离育苗钵上边口2cm左右。

[0033] 进一步地，所述S11在深翻的过程中每亩施腐熟的优质农家肥5000kg、硫酸钾

100kg、饼肥100kg、多菌灵1kg。

[0034] 进一步地，所述S11中双峰的高度为0.2m，种植行宽为0.9m，操作行宽为1.1m。

[0035] 进一步地，所述S12中浇水深度不可没过幼苗生长点。

[0036] 进一步地，所述S12中地膜采用黑白间色膜，所述地膜的中间条带为透明，两边为

黑色，中间透明部分严格对准幼苗种植行铺设，地膜绷展铺于M型垄两肩的顶端，膜边缘用

土压实。黑白间色膜可有效的提高膜下幼苗周围和根系的温度，缩短幼苗缓苗时间；且能够

便于操作人员及时观察幼苗生长状态。当幼苗顶端快要达到膜高度时，应及时挖孔将幼苗

掏出并在幼苗下胚轴周围用碎土压实，将地膜封边。

[0037] 进一步地，所述S13中保温小拱棚白天温度过高时可揭除拱棚膜。

[0038] 进一步地，所述S14中摘除生长点前用酒精进行对手进行消毒，保确保手指上无病

害携带。

说　明　书 3/8 页

7

CN 109699407 B

7



[0039] 进一步地，若小果型西瓜进行采摘时，可在操作行间铺设无纺布膜。可以保持行间

卫生干净，便于游客在行间进出，采摘西瓜；另外，无纺布具有一定的保温、增温、吸湿的作

用，以利提高地温，减小棚内湿度；最后，无纺布膜可选择各种颜色，彩色膜的铺设能够提高

温室内采摘的观赏性和趣味性。

[004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具有的有益效果为：

[0041] 本发明提供了设施专用小果型西瓜非特异性区域促早熟栽培技术，通过“M”形垄

可在垄中间凹陷处形成水渠，便于浇水，且能保证水分下渗到根系周围，提高水分利用率；

定植后至有苗破膜前，黑白间色膜可在短时间内形成类似于拱棚的效果，可极大程度的提

高幼苗周边气温和地温，有效的减短幼苗缓苗时间，促进根系及时发育；通过二层拱棚可在

幼苗破膜后起到加温保的作用，促进植株快速生长，缩短瓜蔓营养生长时期，有利于及早结

瓜；通过V形吊蔓可增加亩种植苗数，实现合理密植，有效的利用温室土壤与空间，提高产

量；采用双打顶技术，首次打顶，促进两条有效结果侧枝形成；二次打顶在坐果后，瓜蔓长至

吊蔓铁丝处进行，可控制瓜蔓长势，促进更多的营养成分流入瓜内，促进果实迅速膨大发

育；作为采摘项目时，种植行间铺设无纺布地膜，便于游客在行间观赏采摘，不但做到干净

卫生，而且能提高游园的观赏性和趣味性。

附图说明

[0042]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设施专用小果型西瓜非特异性区域促早熟栽培技术的温室栽

培示意图；

[0043] 图2为苗床与地热线铺设示意图。

[0044] 图中：1为M型垄、2为吊蔓线、3为黑白间色膜、4为小拱棚、5为两条侧蔓、6苗床、7为

木棍、8为地热线、9为控制器、10为苗钵。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6] 在本实施例中，播种时间为公历1月15日，2月26日定植，3月30日授粉。4月30日开

始，果实分批次成熟。5月上旬可进行小西瓜的采摘或采收。

[0047] 设施专用小果型西瓜非特异性区域促早熟栽培技术，包括以下步骤：

[0048] S1、品种选择：选择早熟、品质好、抗病性强、近一年生产的新种子进行种植；以减

轻病虫害的发生，减少农药的使用，提高果实品质；选用红小玉、京阑、黄晶一号、金帅四个

特优品种，品种及样式如表1所示：

[0049] 表1  种植西瓜品种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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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0051] S2、做苗床：在温室中选择温度较为恒定的区域垂直开挖长5m、宽2m、深0.2m的种

植槽，如图2所示，并将种植槽底面整平，作为苗床6；

[0052] S3、铺设地热线：在苗床5m长的两边各插一排长度为15cm的短木棍7，同排短木棍7

间间距为10-20cm，如图2所示，将地热线8以S型顺序缠绕在两排短木棍7上，使之紧密贴紧

地面并拉直，在地热线8上覆盖一层沙土，然后拔出短木棍7，将地热线电性连接于控制器9

上，确保电源安全稳定；

[0053] S4、配育苗基质：将园土、草炭、蛭石、珍珠岩按照5:2:1:2的比例进行配比，同时在

基质中放入生根剂和多菌灵；将配好的基质混合均匀后，装在9cm×9cm的黑色育苗钵10中，

将装好基质的育苗钵10整齐摆放在苗床6中，如图2所示，苗钵的高度应低于苗床6，苗钵10

装基质的量应距离育苗钵10上边口2cm；

[0054] S5、种子消毒：用浓度为0.2-0.4%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S1中种子20-30min，然后洗

净种子；或用60℃的热水浸泡种子15min左右，并不停搅拌，直至室温；

[0055] S6、吸胀吸水：将消毒后的种子在温水中浸泡6-8h，保证种子充分吸水；

[0056] S7、催芽：将S6中吸胀吸水后的种子用湿纱布或湿毛巾包好，并将种子外包一层塑

料袋，防止水分散失，置于28-30℃的环境中，每隔2小时左右进行一次观察，翻动种子，并清

洗种子表面和湿布上的粘液，以便换入新鲜空气，直至种子微微生出白色胚根，完成种子的

催芽；

[0057] S8、苗床浇水：在播种前一天，将苗床内苗钵浇透水，待水下渗以后，用适当宽度的

地膜将苗床全部覆盖，掖好周边；

[0058] S9、播种：用镊子将S6中催芽完成的种子轻轻取出并放入S8中苗钵内，每个苗钵内

播种1-2粒种子，平放芽向下，在已播种的苗钵表面覆盖1cm左右的湿润细沙，地热线温度为

20℃左右，然后将原有的透明地膜继续覆盖在苗床表面，密切观察出苗情况，当有70%幼苗

出土时，及时将地膜揭除；地膜揭除选择晴天上午较高温度时进行；

[0059] S10、苗期管理：出苗前，白天气温保持在25-30℃，夜间气温保持在20-25℃；出苗

后，土温保持在20℃以下，白天气温保持在22-27℃，夜间气温保持在18-20℃；幼苗破心长

出真叶后，控制土温18-20℃，白天气温25-28℃，夜间气温18-23℃；若有子叶带帽出土，则

需要在早晨有露水的时候轻轻将种壳刻开；当幼苗长至2-3片真叶，茎秆粗壮、叶色深绿，根

系发达，主根深而须根多，下胚轴直径0.5cm左右时，即为早熟高产壮苗；育苗管理期间要严

格控制水分，当大部分秧苗出土后向苗钵内喷一次水；必要时喷300-500倍液的百菌清溶

液，防幼苗猝倒病、炭疽病等病害；定植前一周夜间气温12-16℃进行炼苗；在本实施例中苗

期管理温度控制如表2所示：

[0060] 表2 苗期管理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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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0062] S11、整地起垄：将土壤深翻0.6m，并将大土块拍碎，普施基肥，如图1所示，南北向

起垄呈“M”型，双峰的高度为0.2m，种植行宽为0.9cm，操作行宽为1.1cm，图1中a为种植行，b

为操作行，在M型垄1双峰上方南北向分别搭设两条吊蔓铁丝2，对准双峰顶端；在深翻的过

程中每亩施腐熟的优质农家肥5000kg、硫酸钾100kg、饼肥100kg、多菌灵1kg；

[0063] S12、定植：定植前一天在苗钵内浇透水，在晴天的上午，将S10中早熟高产壮苗去

苗钵后，连同苗钵中基质移栽至M型垄1中间最低处，每垄定植一行，幼苗株距为0.4m，每定

植一行要及时进行浇水，浇水深度不可没过幼苗生长点；当水分完全下渗，及时对此行铺设

地膜；当幼苗顶端快要达到膜高度时，应及时挖孔将幼苗掏出并在幼苗下胚轴周围用碎土

压实，将地膜3封边；地膜3采用黑白相间膜，所述地膜3的中间透明部分严格对准幼苗种植

行铺设，地膜3绷展铺于M型垄1两肩的顶端，如图1所示，膜边缘用土压实；当幼苗顶端快要

达到膜高度时，应及时挖孔将幼苗掏出并在幼苗下胚轴周围用碎土压实，将地膜封边；

[0064] S13、铺设二层小拱棚：幼苗萌出黑白间色膜后，将8号铁丝两端分别插于垄两边形

成拱形，所述铁丝拱0.5m间隔设置，铁丝拱上搭设透明地膜形成保温小拱棚4；白天温度过

高时可将二层拱膜揭除；

[0065] S14、第一次打顶：当幼苗长至4-5片叶时，选择中午生长点蔫时，将幼苗生长点摘

除；摘除生长点前用酒精进行消毒，保确保手指上无病害携带；

[0066] S15、留蔓：保留S14打顶后萌出的，其中两条长势较强且长势相近的侧蔓，当侧蔓

生长至小拱棚高度时，及时将拱棚揭除；当侧蔓生长至30cm左右，可将两条蔓5缠着吊蔓线

顺势吊起后将吊蔓线分别固定于垄上方两条铁丝上，吊起后，两条蔓呈现“V”形，“V”形面垂

直横切于M形垄1，如图1所示；当小型西瓜处于伸蔓期，其生长势很旺盛，要及时进行绑蔓；

绑蔓在午后生长点打焉时进行，且要顺着其生长方向；

[0067] S16、田间管理：（1）温度：营养生长期白天温度应保持在22-27℃，夜间保持在15-

20℃；生殖生长期的温度应控制在白天25-30℃，夜间18-23℃；

[0068] （2）光照：每天早晨太阳升起后，应及时打开草帘或棉被；下午太阳落山前，及时放

下棉被；适当的延长光照，如遇连阴天，必要时进行补光；

[0069] （3）肥水：花期控制肥水，坐瓜后及时浇水追肥，膨瓜期重施肥水；营养生长时期，

基本不需肥，每隔6天左右浇一次水；生殖生长时期（坐果后），每隔3-5天浇一次小水；及时

用饼肥20kg、尿素5kg、硫酸钾10kg进行追肥；在采收前，应停止浇水，以免裂果，且降低其糖

分含量，影响果实品质；

[0070] （4）气体：必要时在上午10时左右补充二氧化碳以便加强光合作用；当春季中午温

室内温度过高时，应及时开启顶部风口，略微降温；

[0071] S17、授粉：当发现有雌花开放时，在上午7-10点进行授粉，授粉时，将雄花摘下，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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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花瓣；并将雄花花粉直接涂抹于雌花柱头上。同时，在标记牌上写清楚授粉日期，挂于

雌花花柄上，以便日后计算授粉天数，便于采摘；

[0072] S18、第二次打顶：授粉后，待枝条长至铁丝吊蔓线处且有5叶片来维持幼果发育

时，选择适当的时间对两条瓜蔓进行二次打顶，打顶时，将枝条末端生长点扭捏至水渍状即

可；

[0073] S19、留瓜：一个侧枝上保留一个瓜，且所留瓜的授粉节位基本相近；当果实长至

500g时，将瓜吊起；吊瓜时，重新从垄上方铁丝引出牵引绳将网兜牵引，将瓜装于网兜内，所

述网兜预有一定的空余；

[0074] S20、收瓜：当果实长至25-30天时，应及时核对瓜柄处的时间吊牌，并观察果实生

长状况；在本实施例中的早熟小果型西瓜授粉到成熟时间为28天左右；果实成熟后，用剪刀

将果柄剪断进行采收。

[0075] 在本实施例中，采用上一年未种植过葫芦科作物的温室，要求其透光性好，土质疏

松、土层深厚。

[0076] 在本实施例中，若小果型西瓜进行采摘时，可在每垄中间铺设无纺布膜。可以保持

行间卫生干净，便于游客在行间进出，采摘西瓜；另外，无纺布具有一定的保温、增温、吸湿

的作用，以利提高地温，减小棚内湿度；最后，无纺布膜可选择各种颜色，彩色膜的铺设能够

提高温室内采摘的观赏性和趣味性。

[0077] 在本实施例中，试验分为A、B、C、D四个组：

[0078] A、B、C、D四组试验面积均为1亩，A、B、为日光温室，一半作为游客采摘，一半作为农

户自行采收后出售。C、D为露地大田，全部用于农户自行采收出售。A、B、C、D四组试验地相

邻，种植条件相近，肥水条件相同。

[0079] A：特早熟小果型西瓜，采用上述实施例中方法种植管理；

[0080] B：传统小果型西瓜，以传统方法种植温室吊蔓小果型西瓜，即：①采用农户一般方

式起垄，实行单垄双行种植；②不打顶，只摘除多余侧枝；③留主蔓和侧枝两条蔓，两条蔓均

吊于垄顶端一条铁丝上，人工授粉，自然留瓜，主蔓和侧蔓各留一个瓜；④只覆盖黑色地膜；

[0081] C：早熟大西瓜，早春在温室内育苗，种植于大田，爬蔓栽培；

[0082] D：传统大西瓜，直接播种于大田，爬蔓栽培。

[0083] 种植品种如表3所示，产量对比如表4所示，经济收益对比如表5所示：

[0084] 表3  种植品种

[0085]

[0086] 表4  产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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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0088] 表5 不同种植模式经济收益对比

[0089]

[0090] 上面仅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例，

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作出各

种变化，各种变化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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