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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白瓜子全膜覆盖种植技术，

其特征在于：对白瓜子种植区域通过采用全膜覆

盖方式，形成以膜面集雨、垄沟吸纳、覆盖抑蒸和

垄沟种植为一体的地膜覆盖创新技术。其有益效

果在于：通过全膜对白瓜子种植区域的覆盖，实

现白瓜子田有效保湿，减少杂草危害，避免晚霜

冻害，促进全苗壮苗，提高白瓜子产量；操作简

单，方便易行，田间杂草减少，投入成本降低；白

瓜子生长快、植株健壮、葫芦大且含籽量多；本法

适用于干旱少雨地区白瓜子种植，减少白瓜子田

保墒抗旱周期，减少水分蒸发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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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白瓜子全覆盖种植技术，其特征在于，步骤一平衡施肥：前茬收获后，及时深耕

灭茬，耕深25～30cm，播前浅耕耙耱，平整地面，做到疏松平整、上虚下实,每667m2基施优质

腐熟农家肥4000～5000kg，草木灰200kg，尿素8～10kg，普钙40-50kg，硫酸钾10kg或施含

氮、磷、钾三要素的复合肥50kg，同时结合施肥每667m2施辛硫磷毒土100kg，防地下害虫；步

骤二种子处理：选取饱满、粒大、无破损、无病虫害的种子作种，播前晒种2～3d,播前用50%

多菌灵500倍液浸种1h防枯萎病,再将消毒的种子洗净后放在30℃左右的温水中浸泡并保

持4～6h，促早萌发；步骤三划行起垄：用划行器划行，小行宽40cm，大行宽70cm，大小行相

间，总宽110cm,用步犁起垄，小垄高10-15cm，大垄高5～10cm，垄面、垄沟宽窄均匀，垄脊高

低一致；步骤四全膜覆盖：将宽120cm，厚0.008mm的地膜进行全地面覆盖，667m2用膜量  5-6 

kg,膜与膜间不留空隙，两幅膜接茬处设在垄沟内，用土压实，地膜与垄面、垄沟贴紧，每隔2

～3m压一土腰带，覆膜  7  d后，在垄沟内每隔30cm打一直径3～5mm的渗水孔；

步骤五适期播种：陇东干旱山区5月1日至5月5日播种为宜,株距45cm，每667平方米保

苗2694株,

步骤六品种选择；选择产籽量高，适应性强，抗病性好的品种，以籽满满、新瑞丰9号等

品种为宜；

步骤七加强管理:查苗补苗；出苗时，勤到田间地头检查，发现幼芽开始顶土时，覆上一

层细潮土，既可保墒，又可防止种子带帽出土,发现缺苗断垄，及时催芽补种，保证全苗、壮

苗;

间苗定苗：待苗全部出土后，2片真叶展开时间苗，4片真叶展开时定苗，按照间病苗、留

壮苗，间小苗、留大苗，间杂苗、留纯苗的原则按每穴的位置选一株健壮幼苗，作为主苗留下

来，其余的全部拔除;

中耕除草；进行两次，要求头遍浅（5cm左右），二遍深（10～15cm），一遍一遍远离根，第

一次中耕结合间苗定苗进行，第二次中耕适宜在第一次中耕后15～20d进行，如果土层较

干，可灌水后表土不粘时进行;

适时追肥：当第一个瓜坐稳后，于果实膨大期根据土壤墒情和苗情长势每667m2追颗粒

磷肥20～25kg，尿素8～10kg，初花期每隔7d时间667m2叶面喷施0.3%～0.5%的磷酸二氢钾

水溶液50kg，连喷2～3次;

合理灌水：在苗期至第一个瓜坐住前，保持土壤见干见湿，如墒情好，不浇或少浇水；果

实膨大期需水量较多，如天气干旱，适当浇1～2次饱墒水，促果实迅速膨大；成熟期需水较

少，保持土壤空气干燥;

人工授粉：清晨4～6时授粉效果最佳，晴天上午8～9时结束，具体方法是：于清晨采摘

开放旺盛的雄花，用蓬松的毛笔轻轻地将花粉刷入小碟内，然后蘸取混合花粉涂抹在雌花

柱头上，也可直接采摘雄花，剥去花冠，将花粉涂抹于雌花柱头;

步骤八适时采收：8月下旬，当瓜皮老黄，开始出现白霜时，及时分批采收，并将采收的

老瓜放在阴凉干燥处妥善管理，堆放后熟15～20d后，尽快机械或人工采籽，及时掏籽晾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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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北方旱地白瓜子全膜覆盖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农作物种植技术，属于农业种植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北方

旱地白瓜子全膜覆盖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白瓜子为葫芦的籽粒，属葫芦科，为一年生草本植物。在北方干旱山区采用全膜覆

盖种植白瓜子，可充分弥补北方干旱山区降雨量少、蒸发量大的自然缺陷，有效收纳降雨、

提温保墒、提早出苗、保证全苗、促进壮苗、提高单株座瓜率、促进早熟、避免霜冻、防除杂

草，达到安全成熟、丰产丰收的目的。与半膜覆盖相比，全膜覆盖种植白瓜子能将0～10cm土

壤日平均地温提高2.5～3℃，生育前期0～20cm土壤含水量增加3-5个百分点左右，提早出

苗2～3d，提高出苗率10%左右，提早成熟5～10d，一般单株座瓜2～3个，比半膜覆盖种植单

株座瓜1～2个增加50%以上，单瓜重2.8～3.5g，高出半膜覆盖20%左右。

[0003] 白瓜子营养丰富。籽粒蛋白质含量35%以上，脂肪含量40%左右，具有补中益气、解

毒驱虫、抗癌保健等功效。还含有人体所必需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A、维生素C以及大量对

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其种子含油率40%左右，白瓜子食用油中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及人体所必

需的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特别是富含维生素E，经常食用可以防止冠心病和脑动脉硬化。

白瓜子性温，有消炎止痛、消热解毒等功效，对加快肾结石和膀胱结石的溶解有良好的作

用，能预防和治疗动脉硬化。食用籽粒可驱除体内蛔虫、血吸虫，预防前列腺肥大及癌变。同

时，还具有降低血糖和保健美容的作用，是消除皱纹，滋润皮肤的佳品。目前，白瓜子市场前

景极为广阔。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一种北方旱地白瓜子全膜覆盖种植技术，突破

了膜与膜不在垄面、而是在垄沟处接茬（技术创新），极大地吸纳了降雨，降低了土壤蒸发

量，具有良好的增温、保墒、增光、防冻、防除杂草、促进早熟、提高座瓜率等效果。

[0005]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白瓜子全膜覆盖种植技术，其特征在于：对白瓜子种植区域通

过采用全膜覆盖方式，形成以膜面集雨、垄沟吸纳、覆盖抑蒸和垄沟种植为一体的地膜覆盖

创新技术。

[0006] 本发明所述一种白瓜子全覆盖种植技术，其具体实现技术方案为：

1  平衡施肥

前茬收获后，及时深耕灭茬，耕深25～30cm，播前浅耕耙耱，平整地面，做到疏松平整、

上虚下实。每667m2基施优质腐熟农家肥4000～5000kg，草木灰200kg，尿素8～10kg，普钙

40-50kg，硫酸钾10kg或施含氮、磷、钾三要素的复合肥50kg，同时结合施肥每667m2施辛硫

磷毒土100kg，防地下害虫。

[0007] 种子处理

选取饱满、粒大、无破损、无病虫害的种子作种，播前晒种2～3d。播前用50%多菌灵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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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液浸种1h防枯萎病。再将消毒的种子洗净后放在30℃左右的温水中浸泡并保持4～6h，促

早萌发。

[0008] 划行起垄

用划行器划行，小行宽40cm，大行宽70cm，大小行相间，总宽110cm。用步犁起垄，小垄高

10-15cm，大垄高5～10cm。垄面、垄沟宽窄均匀，垄脊高低一致。

[0009] 全膜覆盖

将宽120cm，厚0.008mm的地膜进行全地面覆盖，667m2用膜量  5-6  kg。膜与膜间不留空

隙，两幅膜接茬处设在垄沟内，用土压实，地膜与垄面、垄沟贴紧，每隔2～3m压一土腰带。覆

膜  7  d后，在垄沟内每隔30cm打一直径3～5mm的渗水孔。

[0010] 适期播种

陇东干旱山区5月1日至5月5日播种为宜。株距45cm，每667平方米保苗2694株。但要根

据不同的小区域气候条件，在适播期内抢墒早播，确保全苗、壮苗。

[0011] 品种选择

选择产籽量高，适应性强，抗病性好的品种。以籽满满、新瑞丰9号等品种为宜。

[0012] 加强管理

7.1 查苗补苗

出苗时，勤到田间地头检查，发现幼芽开始顶土时，覆上一层细潮土，既可保墒，又可防

止种子带帽出土。发现缺苗断垄，及时催芽补种，保证全苗、壮苗。

[0013] 7.2 间苗定苗

待苗全部出土后，2片真叶展开时间苗，4片真叶展开时定苗，按照间病苗、留壮苗，间小

苗、留大苗，间杂苗、留纯苗的原则按每穴的位置选一株健壮幼苗，作为主苗留下来，其余的

全部拔除。

[0014] 7.3 中耕除草

进行两次。要求头遍浅（5cm左右），二遍深（10～15cm），一遍一遍远离根。第一次中耕结

合间苗定苗进行。第二次中耕适宜在第一次中耕后15～20d进行，如果土层较干，可灌水后

表土不粘时进行。

[0015] 7.4 适时追肥

当第一个瓜坐稳后，于果实膨大期根据土壤墒情和苗情长势每667m2追颗粒磷肥20～

25kg，尿素8～10kg，初花期每隔7d时间667m2叶面喷施0.3%～0.5%的磷酸二氢钾水溶液

50kg，连喷2～3次。

[0016] 7.5 合理灌水

在苗期至第一个瓜坐住前，保持土壤见干见湿，如墒情好，不浇或少浇水；果实膨大期

需水量较多，如天气干旱，适当浇1～2次饱墒水，促果实迅速膨大；成熟期需水较少，保持土

壤空气干燥。

[0017] 7.6 人工授粉

清晨4～6时授粉效果最佳，晴天上午8～9时结束。具体方法是：于清晨采摘开放旺盛的

雄花，用蓬松的毛笔轻轻地将花粉刷入小碟内，然后蘸取混合花粉涂抹在雌花柱头上。也可

直接采摘雄花，剥去花冠，将花粉涂抹于雌花柱头。

[0018] 适时采收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9526595 A

4



8月下旬，当瓜皮老黄，开始出现白霜时，及时分批采收，并将采收的老瓜放在阴凉干燥

处妥善管理，堆放后熟15～20d后，尽快机械或人工采籽，及时掏籽晾晒。

[0019] 本发明所述一种白瓜子全膜覆盖种植技术，其有益效果在于：通过全膜对白瓜子

种植区域的覆盖，实现白瓜子田有效保湿，减少杂草危害，避免晚霜冻害，促进全苗壮苗，提

高白瓜子产量；操作简单，方便易行，田间杂草减少，投入成本降低；白瓜子生长快、植株健

壮、葫芦大且含籽量多；本法适用于干旱少雨地区白瓜子种植，减少白瓜子田保墒抗旱周

期，减少水分蒸发流失。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1] 实施例1

选择陇东干旱山区华池县适于白瓜子生长的空地1公顷，进行种植实验。本种植实验采

取以下步骤：

1  前茬收获后，深耕25～30cm；4月底浅耕耙耱。每667m2基施优质腐熟农家肥4000～

5000kg，草木灰200kg，尿素8～10kg，普钙40-50kg，硫酸钾10kg或施含氮、磷、钾三要素的复

合肥50kg，结合施肥每667m2施辛硫磷毒土100kg。

[0022] 选择饱满、粒大、无破损、无病虫害的种子作种，播前晒种2～3d。用50%多菌灵500

倍液浸种1h防枯萎病。将消毒的种子洗净后放在30℃左右的温水中浸泡并保持4～6h，促早

萌发。

[0023] 用齿距为小行宽40厘米、大行宽70厘米的划行器划行，大小行相间，总宽110厘米。

小行宽40cm，大行宽70cm，大小行相间，总宽110cm。用步犁起垄，小垄高10～15cm，大垄高5

～10cm。垄面、垄沟宽窄均匀，垄脊高低一致。

[0024]   将宽120cm，厚0.008mm的地膜进行全地面覆盖，667m2用膜量5-6  kg。覆膜时，膜

与膜间不留空隙，两幅膜接茬处设在垄沟内，用土压实，地膜与垄面、垄沟贴紧，每隔2～3m

压一土腰带。覆膜  7  d后，在垄沟内每隔30cm打一直径3～5mm的渗水孔。

5  于5月初抢墒播种，株距45  cm，每667m2保苗2694株。

[0025]   选择籽满满、新瑞丰9号等优良品种作种。

[0026] 加强田间管理

7.1 查苗补苗

出苗时，勤到田间地头检查，发现幼芽开始顶土时，覆上一层细潮土，既可保墒，又可防

止种子带帽出土。发现缺苗断垄，及时催芽补种，保证全苗、壮苗。

[0027] 7.2 间苗定苗

待苗全部出土后，2片真叶展开时间苗，4片真叶展开时定苗，按照间病苗、留壮苗，间小

苗、留大苗，间杂苗、留纯苗的原则按每株的位置选一株健壮幼苗，作为主苗留下来，其余的

全部拔除。

[0028] 7.3 中耕除草

进行两次。要求头遍浅（5cm左右），二遍深（10～15cm），一遍一遍远离根。第一次中耕结

合间苗定苗进行。第二次中耕适宜在第一次中耕后15～20d进行，如果土层较干，可灌水后

表土不粘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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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7.4 适时追肥

当第一个瓜坐稳后，于果实膨大期根据土壤墒情和苗情长势每667m2追颗粒磷肥20～

25kg，尿素8～10kg，初花期每隔7d667m2叶面喷施0.3%～0.5%的磷酸二氢钾水溶液50kg，连

喷2～3次。

[0030] 7.5 合理灌水

在苗期至第一个瓜坐住前，保持土壤见干见湿，如墒情好，不浇或少浇水；果实膨大期

需水量较多，如天气干旱，适当浇1～2次饱墒水，促果实迅速膨大；成熟期需水较少，保持土

壤空气干燥。

[0031] 7.6 人工授粉

清晨4～6时授粉效果最佳，晴天上午8～9时结束。具体方法是：于清晨采摘开放旺盛的

雄花，用蓬松的毛笔轻轻地将花粉刷入小碟内，然后蘸取混合花粉涂抹在雌花柱头上。也可

直接采摘雄花，剥去花冠，将花粉涂抹于雌花柱头。

[0032] 适时采收

8月下旬，当瓜皮老黄，开始出现白霜时，及时分批采收，并将采收的老瓜放在阴凉干燥

处妥善管理，堆放后熟15～20d后，尽快机械或人工采籽，及时掏籽晾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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