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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涉及西瓜种植领域，具体而言，涉及

一种大棚西瓜施肥、防病、栽培方法。该栽培方

法，包括在大棚西瓜栽培的各个时期，采用科学

的施肥方法进行施肥以及科学的防病方法进行

防病，从而改善了瓜藤徒长、畸形瓜、裂瓜多，商

品果率低的问题，并且降低了化学农药的使用，

降低了农药残留。该方法，结合大棚西瓜不同时

期的营养元素需求特点，通过增施微生物菌肥以

及选用控释肥进行严格控氮，科学补充钾钙镁硼

锌等中微量元素和小分子有机物，减少化学复合

肥用量30％，预防了常规种植模式下的瓜藤徒

长、歪瓜裂瓜等情况，商品果率提高15％以上，中

心糖度平均增加1度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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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棚西瓜施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施底肥：每亩施加微生物菌肥450～550kg、控释肥15～25kg、镁肥8～12公斤、持力硼

380～420克；

移栽定根期：浇施两次定根水；第一次定根水包括丽维沃生450～550倍液；第二次定根

水包括丽维沃生800～1200倍液、丽维素350～450倍液以及农地富150～250倍液；

缓苗打顶期：叶面喷施丽维格450～550倍液、浓滴乐450～550倍液以及丽维花宝稀释

800～1200倍液；

整枝定蔓期：叶面喷施丽维格稀释550～650倍液、丽维优果稀释750～850倍液；

授粉前：每亩用丽维欣3～5斤滴灌，并且叶面喷施丽维格稀释550～650倍液、丽维朋稀

释1800～2200倍液；

授粉后7天：每亩用丽维欣5～7斤滴灌；

果实膨大期：叶面喷施丽维格稀释550～650倍液；并且每亩用米尔萃7～9斤和丽维精

力1.5～2.5斤滴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棚西瓜施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在所述移栽定根期，第一次定根水是在移栽时逐株浇施，每株浇施240～260毫升；第二

次定根水是在间隔7～10天后，逐株浇施，每株浇施500‑600毫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棚西瓜施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在所述缓苗打顶期，所述叶面喷施丽维格450～550倍液和所述浓滴乐450～550倍液是

在缓苗期喷施；所述丽维花宝稀释800～1200倍液是在打顶当天喷施，打顶是在主蔓长至3

～5片时打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棚西瓜施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所述整枝定蔓期，所述丽维格稀释550～650倍液和所述丽维优果稀释750～850倍液是

在整枝定蔓当天喷施，所述整枝定蔓是在打顶后当侧蔓长至4～6片真叶时进行整枝定蔓。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大棚西瓜施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采用3蔓整枝，去除主蔓留3侧蔓，同时去除多余藤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棚西瓜施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所述授粉前：侧蔓5‑7片叶时，用丽维欣滴灌时，滴灌时间8～10分钟。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棚西瓜施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所述授粉后7天：用丽维欣滴灌，滴灌时间10～15分钟。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棚西瓜施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米尔萃和丽维精力滴灌，每次滴灌时间10～15分钟，每间隔5～7天滴灌一次。

9.一种大棚西瓜防病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培育无病壮苗期：喷施普力克水剂以及丽维简稀释700～900倍和益微稀释400～600倍

的混合液；

移栽定根期：喷施丽维简稀释700～900倍和益微稀释400～600倍的混合液；

缓苗打顶期：喷施丽维简稀释700～900倍和益微稀释400～600倍的混合液；

整枝定蔓期：喷施丽维简稀释750～850倍和益微稀释900～1100倍的混合液；

授粉前：投放敌异色瓢虫，每亩投放400～600头；并且喷施丽维简稀释600～700倍和益

微稀释450～550倍的混合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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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膨大期：喷施丽维简稀释600～700倍和益微稀释450～550倍的混合液。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大棚西瓜防病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在所述培育无病壮苗期，所述丽维简稀释700～900倍和益微稀释400～600倍的混合液

是在1片真叶出齐时，喷施。

11.一种大棚西瓜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在所述大棚西瓜栽培的各个时期，采用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大棚西瓜施肥方法

进行施肥；采用权利要求9～10任一项所述的大棚西瓜防病的方法进行防病。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大棚西瓜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大棚西瓜的种子选用特早熟品种强 711。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大棚西瓜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种子清洗干净后，用54～56℃的温水浸种5.5～6.5h，然后将种子置于25～30℃恒

温环境，催芽36h～4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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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西瓜施肥、防病、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西瓜种植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大棚西瓜施肥、防病、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西瓜为葫芦科作物，原产于非洲，其主要食用部分为发达的胎座。西瓜果实外皮光

滑，呈绿色或黄色有花纹；果瓤为红色或黄色，甘甜多汁，清爽解渴，含有大量蔗糖、葡萄糖、

果糖及铁、钙等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不含脂肪和胆固醇，具有降低血压、消除肾脏炎

症等功效。西瓜的栽培方式可以露天也可以大棚栽培。其中大棚西瓜可以提早上市，获得较

好的经济效益，种植的面积有逐年扩大的趋势。

[0003] 大棚西瓜栽培方式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温度较高湿度较大，特别适合一些病

害的发生。因此栽培过程中需要喷施各种化学农药，会极大的增加西瓜的农残风险。

[0004] 目前西瓜栽培中仍存在很大的施肥盲目性，施肥量不当、氮磷钾配比不合理等问

题。这些问题影响着西瓜的产量和品质，很容易产生瓜藤徒长、畸形瓜、裂瓜多，商品果率低

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申请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大棚西瓜施肥、防病、栽培方法，其旨在改善现

有的大棚西瓜容易出现瓜藤徒长、畸形瓜、裂瓜多，商品果率低的问题。

[0006] 第一方面，本申请提供一种大棚西瓜施肥方法，包括：

[0007] 施底肥：每亩施加微生物菌肥450～550kg、控释肥15～25kg、镁肥8～12公斤、持力

硼380～420克；

[0008] 移栽定根期：浇施两次定根水；第一次定根水包括丽维沃生450～550倍液；第二次

定根水包括丽维沃生800～1200倍液、丽维素350～450倍液以及农地富150～250倍液；

[0009] 缓苗打顶期：叶面喷施丽维格450～550倍液、浓滴乐450～550倍液以及丽维花宝

稀释800～1200倍液；

[0010] 整枝定蔓期：叶面喷施丽维格稀释550～650倍液、丽维优果稀释750～850倍液；

[0011] 授粉前：每亩用丽维欣3～5斤滴灌，并且叶面喷施丽维格稀释550～650倍液、丽维

朋稀释1800～2200倍液；

[0012] 授粉后7天：每亩用丽维欣5～7斤滴灌；

[0013] 果实膨大期：叶面喷施丽维格稀释550～650倍液；并且每亩用米尔萃7～9斤和丽

维精力1.5～2.5斤滴灌。

[0014] 该施肥方法，通过在底肥中加入控释肥，能够控施，精准释放，保证西瓜全程养分

需求，避免前期氮释放过多，造成瓜藤徒长。该施肥方案通过结合西瓜不同时期的不同需

求，在不同的时期，施加不同的肥料，不仅有效地改善了现有的大棚西瓜容易出现瓜藤徒

长、畸形瓜、裂瓜多，商品果率低的问题。由于采用含氨基酸的丽维格等肥料，使得西瓜糖

度，果实风味、果实品质显著提高。采用本申请的方法亩产2吨西瓜，亩施入纯氮约4.4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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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氧化二磷约2.3公斤，氧化钾约6.64公斤。而常规农户，需施肥纯氮6公斤，五氧化二磷6公

斤，氧化钾7.5公斤。可见，采用本申请的方法，能够大幅降低化学肥料使用，纯氮降低27％；

五氧化二磷降低61％；氧化钾降低11％。

[0015] 第二方面，本申请提供一种大棚西瓜防病的方法，包括：

[0016] 培育无病壮苗期：喷施普力克水剂以及丽维简稀释700～900倍和益微稀释400～

600倍的混合液；

[0017] 移栽定根期：喷施丽维简稀释700～900倍和益微稀释400～600倍的混合液；

[0018] 缓苗打顶期：喷施丽维简稀释700～900倍和益微稀释400～600倍的混合液；

[0019] 整枝定蔓期：喷施丽维简稀释750～850倍和益微稀释900～1100倍的混合液；

[0020] 授粉前：投放敌异色瓢虫，每亩投放400～600头；并且喷施丽维简稀释600～700倍

和益微稀释450～550倍的混合液；

[0021] 果实膨大期：喷施丽维简稀释600～700倍和益微稀释450～550倍的混合液。

[0022] 该防病方法，建立了关键生育节点，在关键生育节点重点进行病虫害防治管，增加

了西瓜免疫力的营养方案和异色瓢虫防治棉蚜的方案，从而不仅有效防治了虫害，而且从

西瓜苗的初期，就增强了抗病能力，保证了后续西瓜苗的成活率。

[0023] 第三方面，本申请提供一种大棚西瓜的栽培方法，包括：

[0024] 在大棚西瓜栽培的各个时期，采用前述的大棚西瓜施肥方法进行施肥；采用前述8

～9的大棚西瓜防病的方法进行防病；

[0025] 可选地，大棚西瓜的种子选用特早熟品种

[0026] 可选地，种子清洗干净后，用54～56℃的温水浸种5.5～6.5h，然后将种子置于25

～30℃恒温环境，催芽36h～48h。

[0027] 该栽培方法，包括在大棚西瓜栽培的各个时期，采用科学的施肥方法进行施肥以

及科学的防病方法进行防病，从而改善了瓜藤徒长、畸形瓜、裂瓜多，商品果率低的问题，并

且降低了化学农药的使用，降低了农药残留。该方法，结合大棚西瓜不同时期的营养元素需

求特点，通过增施微生物菌肥以及选用控释肥进行严格控氮，科学补充钾钙镁硼锌等中微

量元素和小分子有机物，减少化学复合肥用量30％，预防了常规种植模式下的瓜藤徒长、歪

瓜裂瓜等情况，商品果率提高15％以上，中心糖度平均增加1度以上。

附图说明

[002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作简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申请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看作是对

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29] 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采用的德得福肥料释放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申请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描述，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

理解，下列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申请，而不应视为限制本申请的范围。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

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议的条件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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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市售购买获得的常规产品。

[0031] 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区分描述，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

性。

[0032] 发明人发现，西瓜枝蔓繁茂、生长迅速、需肥量大，整个生育期对氮、磷、钾的吸收，

以钾最多，氮次之，磷最少。发明人对大棚西瓜生长过程中对于各个营养元素的需求进行分

析：生产l000kg西瓜吸收N  2.47kg、P0.89kg、K3.02kg，N：P2O5：K2O＝1：0.4：1.5。各生育期吸

收N、P、K占总吸收量的百分率，发芽期0.02％，幼苗期0.46％，抽蔓期l5 .59％，退毛期

l0.48％，果实膨大期63.05％，成熟期l0.39％。呈前期少、中后期多、后期少的吸肥特点。西

瓜生育前期吸收N较多，P、K较少，随着生育进程，P、K比例逐渐提高，K吸收量超过了N。

[0033] 基于此，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大棚西瓜的栽培方法，包括在大棚西瓜栽培的各个时

期，采用科学的施肥方法进行施肥以及科学的防病方法进行防病，从而改善了瓜藤徒长、畸

形瓜、裂瓜多，商品果率低的问题，并且降低了化学农药的使用，降低了农药残留。该方法，

结合大棚西瓜不同时期的营养元素需求特点，通过增施微生物菌肥以及选用控释肥进行严

格控氮，科学补充钾钙镁硼锌等中微量元素和小分子有机物，减少化学复合肥用量30％，预

防了常规种植模式下的瓜藤徒长、歪瓜裂瓜等情况，商品果率提高15％以上，中心糖度平均

增加1度以上。

[0034] 进一步地，在本申请一些实施方式中，大棚西瓜的种子选用特早熟品种

[0035] 特早熟品种 是一种抗病性强的特早熟品种，能够抗西瓜枯萎病、炭疽

病。相对于目前常见的大棚西瓜种子8424，抗病能力更强，不容易产生劣果。

[0036] 进一步地，种子清洗干净后，用54～56℃的温水浸种5.5～6.5h，然后将种子置于

25～30℃恒温环境，催芽36h～48h。通过用54～56℃的温水浸种5.5～6.5h，能够起到对种

子消毒的作用，实现钝化种传病毒。

[0037] 进一步地，种子清洗干净后，用55℃的温水浸种6h，然后将种子置于25～30℃恒温

环境，催芽36h～48h。

[0038] 在上述的温度、时间条件下，能够有效地使得西瓜种子发芽。

[0039] 在本申请一些实施方式中，提供一种大棚西瓜施肥方法，包括：

[0040] S1、施底肥：每亩施加微生物菌肥450～550kg、控释肥15～25kg、镁肥8～12公斤、

持力硼380～420克。

[0041] 该施肥方法，通过在底肥中加入控释肥，基本满足大棚西瓜对氮磷钾的需求。控释

肥能够控施，精准释放，保证西瓜全程养分需求。该施肥方案满足西瓜前期对氮肥和磷肥的

需求，后期对钾肥需求，其中钾肥后期通过米尔萃补充。

[0042] 本领域常规方法是底肥采用化学肥料。例如：挪威雅冉(15‑15‑15)或住商(16‑16‑

16)复合肥10‑20公斤；以及硝酸铵钙10公斤、硫酸钾镁10公斤。然而化学肥料溶解快，一般

施肥于土壤后20天内完全溶解。肥料溶解过快导致前期氮肥释放多，西瓜生长前期吸氮量

过多，往往导致瓜藤徒长、造成西瓜对其他养分吸收困难，使得植株抗病力下降，易受到各

种病害浸染。为了防治病害，通常又会使用大量化学农药，这又会导致农药的残留增加。本

申请通过在底肥中使用控释肥，避免了早期氮释放过快，能够根据大棚西瓜不同时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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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需要，精准控制氮的释放量，均匀满足西瓜对氮的需求，预防瓜藤徒长，提高坐果率。

[0043] 上述的镁肥可以选择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帅镁酸克。

[0044] 在本申请一些实施方式中上述的控释肥采用的是德得福控释肥(18—9—18)。将

该控释肥用于大棚西瓜的底肥，其肥料释放曲线参见说明书附图1，从附图1可以看出，采用

该控释肥能够使得氮肥均匀释放。尤其是前期释放缓慢，能够有效地避免瓜藤徒长，从而有

利于提高坐果率。

[0045] S2、移栽定根期：浇施两次定根水；第一次定根水包括丽维沃生450～550倍液。第

二次定根水包括丽维沃生800～1200倍液、丽维素350～450倍液以及农地富150～250倍液。

[0046] 进一步可选地，移栽时每株间距40cm移栽，每亩移栽400株苗，并及时浇透定根水。

第一次定根水是在移栽时逐株浇施，每株浇施240～260毫升；第二次定根水是在间隔7～10

天后，逐株浇施，每株浇施500‑600毫升，促进生长。可选地，定植后加盖小拱棚，可提高棚内

温度促进瓜苗生长。

[0047] 丽维沃生其主要包括：有机碳16％、木质磺酸螯合铁1％、锰0.7％、锌0.3％、铜

0.1％以及水溶性钼0.02％。丽维沃生是侧根促进肽、根毛促进肽与木质素磺酸螯合微量元

素复合而成。传统的农户一般用复合肥(15‑15‑15)与磷酸二氢钾浇定根水。相对于本领域

常规的做法，采用丽维沃生液作为定根水，一方面省肥省水(农户传统一株苗需浇施1L水，

只有1/3左右的肥水根系能够吸收到，比较浪费)；另一方面，采用丽维沃生精准施肥，使得

西瓜的生长速度更快，长势更好，更抗逆。

[0048] S3、缓苗打顶期：叶面喷施丽维格450～550倍液、浓滴乐450～550倍液以及丽维花

宝稀释800～1200倍液。

[0049] 进一步可选地，在缓苗打顶期，叶面喷施丽维格450～550倍液和浓滴乐450～550

倍液是在缓苗期喷施；

[0050] 缓苗期，瓜苗根系羸弱，适时叶面喷施丽维格和浓滴乐能够补充能量，预防低温弱

光等不利因素影响(尤其在土壤湿度大沤根时，能够快速恢复植株生长)。

[0051] 浓滴乐是海藻提取物，具有刺激种子萌芽，低温促根作用。其包括：有机质≥20g/

L，P2O5+K2O≥90g/L，B:4g/L‑10g/L；天然生长素：细胞分裂素＝350:1。

[0052] 丽维格是大豆酶水解浓缩液，具有促生根，能够缓解移栽应急，其包括：有机质：

350g/L，有机氮：5％，植物氨基酸和小肽：310g/L。

[0053] 丽维花宝稀释800～1200倍液是在打顶当天喷施促进花芽分化，打顶是在主蔓长

至3～5片时打顶。

[0054] 按照质量分数计，丽维花宝主要包括：(Zn≥6.5％；B≥5％；Fe≥0.5％)。由于主蔓

长至3‑5片叶时打顶后是侧蔓坐果节位雌花的分化期，此时补硼锌能够促进花芽分化。

[0055] 而本领域常规的做法是：喷施化学肥料。传统农户用磷酸二氢钾或高磷的大量元

素水溶肥喷施。相对于本领域的常规做法，本申请缓苗打顶的施肥方法，一方面减少了化学

肥料的使用，另一反面，补充了氨基酸，植物内源激素营养，加速了苗期的缓苗速度，增强了

抗逆性，使得植株更不容易发病。

[0056] S4、整枝定蔓期：叶面喷施丽维格稀释550～650倍液、丽维优果稀释750～850倍

液。

[0057] 进一步地，整枝定蔓期，丽维格稀释550～650倍液和丽维优果稀释750～850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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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整枝定蔓当天喷施，整枝定蔓是在打顶后当侧蔓长至4～6片真叶时进行整枝定蔓；可

选地，采用3蔓整枝，去除主蔓留3侧蔓，同时去除多余藤蔓。

[0058] 上述的丽维优果：主要成分包括Ca≥150g/L，3wt％大豆酶解浓缩液。属于植物源

氨基酸络合钙，纯钙含量高，不含无机氮，含独特助剂，叶面喷施易吸收，不仅能够预防病害

发生，而且补钙减少生理性裂蔓。

[0059] 丽维格和丽维优果均含氨基酸，能够有效提高西瓜的糖度、果实风味。

[0060] 而本领域常规的做法是：喷施化学肥料。传统农户用硝酸铵钙或尿素喷施。本申请

整枝定蔓期的施肥方法，一方面减少了化学肥料，另一反面，补充了氨基酸、钙营养，增加叶

片厚度，提高光合效率，促进西瓜生长更健康，更不易发病。

[0061] S5、授粉前：每亩用丽维欣3～5斤滴灌，并且叶面喷施丽维格稀释550～650倍液、

丽维朋稀释1800～2200倍液。

[0062] 进一步地，授粉前：侧蔓5‑7片叶时，用丽维欣滴灌时，滴灌时间8～10分钟。

[0063] 整枝定蔓后至授粉前，容易出现瓜藤徒长座不住果的情况，严重影响西瓜亩产，此

时应注意大棚温度管理，白天温度不宜过高应维持在30～32℃，夜间温度不可过低应维持

在13～15℃，可通过适时开关大棚口调整棚内温度。同时注意控制氮肥施用量，并增施钙，

通过用丽维欣滴灌，并且叶面喷施丽维格和丽维朋，能够显著减少座果后歪瓜、裂瓜的发生

率，提高座果率。

[0064] S6、授粉后7天：每亩用丽维欣5～7斤滴灌。

[0065] 进一步地，授粉后7天：用丽维欣滴灌，滴灌时间10～15分钟。

[0066] 授粉后7天，西瓜约鸡蛋大小时选瓜。此时滴灌丽维欣能够补充西瓜幼果生长时关

键元素钙。

[0067] 需要注意的是，视土壤湿度和瓜藤长势控制用水量。

[0068] S7、果实膨大期：叶面喷施丽维格稀释550～650倍液；并且每亩用米尔萃7～9斤和

丽维精力1.5～2.5斤滴灌。

[0069] 进一步地，果实膨大期：用米尔萃和丽维精力滴灌，每次滴灌时间10～15分钟，每

间隔5～7天滴灌一次。

[0070] 座果后15天西瓜约碗口大小时，通过滴灌米尔萃和丽维精力，能够提升根系活力，

促进养分吸收，满足西瓜快速膨大期对养分的需求。

[0071] 需要说明的是，该大棚西瓜施肥方法不仅可以适用于特早熟品种 也

可以适用于其他品种，例如8424大棚西瓜品种等。

[0072] 采用本申请的施肥方法，不仅能够有效提高西瓜的糖度、果实风味，而且能够降低

化学肥料的使用。亩产2吨西瓜，亩施入纯氮约4.4公斤，五氧化二磷约2.3公斤，氧化钾约

6.64公斤。而常规农户，需施肥纯氮6公斤，五氧化二磷6公斤，氧化钾7.5公斤。可见，采用本

申请的方法，能够大幅降低化学肥料使用，纯氮降低27％；五氧化二磷降低61％；氧化钾降

低11％。

[0073] 进一步地，在本申请一些实施方式中，该大棚西瓜施肥方法，包括：

[0074] 施底肥：每亩施加微生物菌肥460～540kg、控释肥16～24kg、帅镁酸克9～11公斤、

持力硼390～410克；进一步可选地，每亩施加微生物菌肥500kg、控释肥20kg、帅镁酸克10公

斤、持力硼4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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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移栽定根期：浇施两次定根水；第一次定根水包括丽维沃生460～540倍液；第二次

定根水包括丽维沃生900～1100倍液以及丽维素360～430倍液与农地富160～240倍液的混

合溶液；进一步可选地，第一次定根水包括丽维沃生500倍液；第二次定根水包括丽维沃生

1000倍液以及丽维素400倍液与农地富200倍液的混合溶液。

[0076] 缓苗打顶期：叶面喷施丽维格460～540倍液、浓滴乐460～540倍液以及丽维花宝

稀释900～1100倍液；进一步可选地，叶面喷施丽维格500倍液、浓滴乐500倍液以及丽维花

宝稀释1000倍液。

[0077] 整枝定蔓期：叶面喷施丽维格稀释560～640倍液、丽维优果稀释760～840倍液；进

一步可选地，叶面喷施丽维格稀释600倍液、丽维优果稀释800倍液。

[0078] 授粉前：每亩用丽维欣3.5～4.5斤滴灌，并且叶面喷施丽维格稀释550～650倍液、

丽维朋稀释1800～2200倍液。进一步可选地，每亩用丽维欣4斤滴灌，并且叶面喷施丽维格

稀释600倍液、丽维朋稀释2000倍液。

[0079] 授粉后7天：每亩用丽维欣5.5～6.5斤滴灌；进一步可选地，每亩用丽维欣6斤滴

灌。

[0080] 果实膨大期：叶面喷施丽维格稀释560～640倍液；并且每亩用米尔萃7.5～8.5斤

和丽维精力1.6～2.45斤滴灌。进一步可选地，叶面喷施丽维格稀释600倍液；并且每亩用米

尔萃(10‑6‑38)8斤和丽维精力2斤滴灌。

[0081] 进一步地，整枝定蔓期，丽维格稀释550～650倍液和丽维优果稀释750～850倍液

是在整枝定蔓当天喷施，整枝定蔓是在打顶后当侧蔓长至4～6片真叶时进行整枝定蔓。进

一步可选地，采用3蔓整枝，去除主蔓留3侧蔓，同时去除多余藤蔓。

[0082] 进一步地，授粉前：侧蔓5‑7片叶时，用丽维欣滴灌时，滴灌时间8～10分钟。

[0083] 进一步地，授粉后7天：用丽维欣滴灌，滴灌时间10～15分钟。

[0084] 进一步地，果实膨大期：用米尔萃和丽维精力滴灌，每次滴灌时间10～15分钟，每

间隔5～7天滴灌一次。

[0085] 本申请的一些实施方式还提供一种大棚西瓜防病的方法，包括：

[0086] 培育无病壮苗期：喷施普力克水剂以及丽维简稀释700～900倍和益微稀释400～

600倍的混合液。

[0087] 丽维简主要包括：(有机氮3％，P2O5：30％，K2O：15％)。丽维简是植物氨基酸、肽与

亚磷酸钾络合能够促进植物抗毒素的形成，细胞壁的加厚和木质化，促进枝叶老熟，更有效

抵御气候和病原性的不利条件。

[0088] 益微以菌抑菌，能够预防育苗期高湿型的病害。其包括：300亿/g枯草芽孢杆菌。

[0089] 本领域常规做法是，喷施化学农药。传统农户用60％百泰(吡唑醚菌酯.代森联)+

50％扑海因(异菌脲)+2％春雷霉素。本申请培育无病壮苗期叶面喷施普力克水剂、丽维简

和益微稀释液的方法，相对于本领域的常规做法，一方面减少化学农药，另一方面，补充了

磷钾氨基酸营养，增加了苗期的抗病性。

[0090] 移栽前1天：喷施丽维简稀释700～900倍和益微稀释400～600倍的混合液。

[0091] 本领域常规做法是，喷施化学农药。传统农户用60％百泰(吡唑醚菌酯.代森联)+

50％扑海因(异菌脲)+2％春雷霉素。本申请培育无病壮苗期叶面喷施普力克水剂、丽维简

和益微稀释液的方法，相对于本领域的常规做法，一方面减少化学农药，另一方面，补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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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钾氨基酸营养，增加了苗期的抗病性。

[0092] 缓苗打顶期：喷施丽维简稀释700～900倍和益微稀释400～600倍的混合液；

[0093] 本领域常规做法是，喷施化学农药。传统农户用60％百泰(吡唑醚菌酯.代森联)

1500倍+20％噻唑锌600倍喷施。本申请丽维简和益微稀释液的方法，相对于本领域的常规

做法，一方面通过全面替代化学农药，另一方面，补充了磷钾氨基酸营养，增加了抗病性。

[0094] 整枝定蔓期：喷施丽维简稀释750～850倍和益微稀释900～1100倍的混合液。

[0095] 本领域常规做法是，喷施化学农药。传统农户用80％护庄(代森锰锌)500倍喷施。

本申请丽维简和益微稀释液的方法，相对于本领域的常规做法，一方面通过全面替代化学

农药，另一方面，补充了磷钾氨基酸营养，增加了抗病性。

[0096] 授粉前：投放敌异色瓢虫，每亩投放400～600头；并且喷施丽维简稀释600～700倍

和益微稀释450～550倍的混合液；

[0097] 本领域常规做法是，喷施化学农药。传统农户用百泰750倍+凯泽1000倍喷施。本申

请丽维简和益微稀释液的方法，相对于本领域的常规做法，一方面通过全面替代化学农药，

另一方面，补充了磷钾氨基酸营养，增加了抗病性。

[0098] 果实膨大期：喷施丽维简稀释600～700倍和益微稀释450～550倍的混合液。

[0099] 本领域常规做法是，喷施化学农药。传统农户用50％异菌脲1000倍+20％叶枯唑+

70％吡虫啉7000倍+50％苯丁锡2000倍+百泰750倍+5％甲维盐1000倍喷施。本申请丽维简

和益微稀释液的方法，相对于本领域的常规做法，一方面通过全面替代化学农药，另一方

面，补充了磷钾氨基酸营养，增加了抗病性。

[0100] 该防病方法，建立了关键生育节点，在关键生育节点重点进行病虫害防治管，增加

了西瓜免疫力的营养方案和异色瓢虫防治棉蚜、粉虱的方案，从而不仅有效防治了虫害，而

且从西瓜苗的初期，就增强了抗病能力，保证了后续西瓜苗的成活率。

[0101] 需要说明的是，该大棚西瓜防病方法不仅可以适用于特早熟品种 也

可以适用于其他品种，例如8424大棚西瓜品种等。

[0102] 进一步地，在培育无病壮苗期，普力克水剂是在75～85％种子出苗剥壳后喷施；丽

维简稀释700～900倍和益微稀释400～600倍的混合液是在1片真叶出齐时，喷施。进一步可

选地，普力克水剂选用72.2％普力克水剂稀释400～600倍制得。进一步可选地，普力克水剂

选用72.2％普力克水剂稀释500倍制得。进一步地，普力克水剂是在80％种子出苗剥壳后喷

施。进一步可选地，丽维简稀释800倍和益微稀释500倍的混合液是在1片真叶出齐时，喷施。

[0103] 进一步地，在本申请一些具体的实施方式中，在培育无病壮苗期，选用32孔穴盘育

苗，取用无病虫基质培根宝宝作为营养土。同时对营养土浇施促根营养液，充分浇湿营养土

装盘以备播种。

[0104] 上述的无病虫基质培根宝宝采用进口泥碳原料，经过严格灭菌灭虫处理，不带病

虫，与传统农户用泥土作为营养土相比，使用更安全。

[0105] 营养液包括：浓滴乐稀释1000倍+丽维素稀释1000倍+益微稀释500倍。其中，浓滴

乐是海藻提取物，具有刺激种子萌芽，低温促根作用。其包括：有机质≥20g/L，P2O5+K2O≥

90g/L，B:4g/L‑10g/L；天然生长素：细胞分裂素＝350:1。

[0106] 丽维素是磷钙液体肥，能促进主根、茎秆粗壮。其包括：N：40g/L，P2O5：420g/L，K2O：

40g/L，Ca≥15g/L，Zn≥3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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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 益微以菌抑菌，能够预防育苗期高湿型的病害。其包括：300亿/g枯草芽孢杆菌。

[0108] 而本领域常规做法是，采用泥土育苗，浇施多菌灵+复合肥(15‑15‑15)。相对于本

领域常规做法，本申请采用营养土，并且浇施促根营养液，能够使得出苗更整齐，苗更粗壮，

更耐冷害。

[0109] 进一步地，移栽定根期：喷施丽维简稀释800倍和益微稀释500倍的混合液。

[0110] 在本申请一些具体的方案中，当苗出齐至2叶1心至3叶1心时选择天气适宜时移

栽，定植前喷施提升植物免疫力的营养药肥，做到带药肥移栽，起到护苗壮苗的作用。

[0111] 上述的营养药肥包括：丽维简稀释800倍+丽维格稀释600倍+益微稀释500倍。

[0112] 其中，丽维格是大豆酶水解浓缩液，具有促生根，能够缓解移栽应急，其包括：有机

质：350g/L，有机氮：5％，植物氨基酸和小肽：310g/L。

[0113] 进一步地，缓苗打顶期：喷施丽维简稀释800倍、益微稀释500倍和丽维花宝1000倍

的混合液。起到防病并为花芽分化补充必需的微量元素。

[0114] 整枝定蔓期：喷施丽维简稀释800倍、益微稀释1000倍和丽维优果800倍的混合液。

预防病害发生，补钙减少生理性裂蔓。

[0115] 授粉前：投放敌异色瓢虫，每亩投放500头；并且喷施丽维简稀释660倍和益微稀释

500倍的混合液；病害多以预防为主，提高瓜藤抗病性。

[0116] 果实膨大期：喷施丽维简稀释660倍和益微稀释500倍的混合液。补充有益菌进行

伤口占位，以菌抑菌，防病效果更持久。

[0117] 该防病方法，所用的喷雾作业产品中只有出苗期的普力克为化学农药，后期喷施

的均为含亚磷酸钾的有机液和有益微生物菌剂组合进行防病。而常规农户作业后期每次都

使用化学农药，本方案减少化学农药用量90％以上，生产绿色安全优质的西瓜，降低农残风

险。

[0118] 进一步地，大棚西瓜的栽培的方法，还包括完熟采瓜期：采瓜前10天，停水停肥提

高西瓜品质，采瓜前20天停止使用化学农药，确保安全，并于授粉后35天采收。

[0119]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对比例对本申请的特征和性能进行详细描述。

[0120] 实施例1

[0121] 提供一种大棚西瓜的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122] (1)选种：选择抗病性强的特早熟品种

[0123] (2)种子处理：先用清水清洗种子，去除种子表面的杂质和粘液，然后用55℃的温

水浸种6h进行消毒，最后将种子置于25～30℃恒温箱中催芽36h～48h，即可发芽。

[0124] (3)培育无病壮苗：选用32孔穴盘育苗，取用无病虫基质培根宝宝作为营养土，并

用促根营养方案：浓滴乐稀释1000倍+丽维素稀释1000倍+益微稀释500倍配制的母液浇施

营养土，补充苗期根系生长所需养分，充分浇湿营养土装盘以备播种。育苗期时保持营养土

湿度，择时浇水；待种子约80％出苗剥壳后用72.2％普力克水剂稀释500倍喷雾打药；待1片

真叶基本出齐时，用提升植物免疫力的营养方案：丽维简稀释800倍+益微稀释500倍喷雾打

药。

[0125] (4)整地施底肥：选择平旦有给排水条件的地块，亩用益生元微生物菌肥500kg和

德得福控释肥(18—9—18)20kg+帅镁酸克10公斤+持力硼400克，机器翻耕，改良土壤，补充

基础矿质营养，施肥后搭建大棚，棚长40～45米，宽7.6米，大棚间距约1米，深挖沟(深60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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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宽40厘米)作为排水沟。

[0126] (5)定植：当苗出齐至2叶1心至3叶1心时选择天气适宜时移栽，定植前用提升植物

免疫力的营养方案：丽维简稀释800倍+丽维格稀释600倍+益微稀释500倍，喷施，做到带药

肥移栽，起到护苗壮苗的作用。移栽时每株间距40cm移栽，每亩移栽400株苗，并及时浇透定

根水，用培根抗逆营养方案：第一次定根水包括丽维沃生500倍液，每株浇施250毫升；第二

次定根水包括丽维沃生1000倍液以及丽维素400倍液与农地富200倍液的混合溶液，每株浇

施500毫升；定植后加盖小拱棚，可提高棚内温度促进瓜苗生长。

[0127] (6)缓苗打顶：缓苗期，瓜苗根系羸弱，应适时叶面喷施丽维格500倍液+浓滴乐500

倍液，补充能量，预防低温弱光等不利因素影响。当主蔓长至3～5片时打顶，打顶后出现物

理伤口易感病，故打顶后当天用提升植物免疫力的营养方案：丽维简稀释800倍+丽维格稀

释600倍+丽维花宝稀释1000倍+益微稀释500倍喷施，起到防病并为花芽分化补充必需的微

量元素。

[0128] (7)整枝定蔓：打顶后当侧蔓长至4～6片真叶时进行整枝定蔓，采用3蔓整枝，去除

主蔓留3侧蔓，同时去除多余藤蔓。整枝定蔓时瓜藤物理伤口较多，易导致病害发生，故于整

枝定蔓当天，用提升植物免疫力的营养方案：丽维简稀释800倍+丽维格稀释600倍+益微稀

释1000倍+丽维优果稀释800倍喷施，预防病害发生。

[0129] (8)授粉前：整枝定蔓后至授粉前，容易出现瓜藤徒长座不住果的情况，严重影响

西瓜亩产，此时应注意大棚温度管理，白天温度不宜过高应维持在30～32℃，夜间温度不可

过低应维持在13～15℃，可通过适时开关大棚口调整棚内温度；同时注意控制氮肥施用量，

并增施钙，每亩用丽维欣4斤，时间约8～10分钟，视土壤湿度和瓜藤长势控制用水量。可显

著减少座果后歪瓜、裂瓜的发生率，提高座果率；同时随着地温回升虫卵孵化，需注意棚内

病虫害发生情况。前期以蚜虫和低龄幼虫为主，选用天敌异色瓢虫进行投放，亩投放500头；

病害多以预防为主，选用提升植物免疫力的营养方案：丽维格稀释600倍+丽维朋稀释2000

倍+丽维简稀释660倍+益微稀释500倍喷施，提高瓜藤抗病性。

[0130] (9)授粉后：于授粉后7天，当西瓜约鸡蛋大小时选瓜。随后补充西瓜生殖生长时所

必需的营养元素，滴灌方案如下：每亩用丽维欣6斤滴灌，滴灌时间约10—15分钟，视土壤湿

度和瓜藤长势控制用水量。

[0131] (10)果实膨大期：座果后15天西瓜约碗口大小时，选用提升植物免疫力的营养方

案：丽维格稀释600倍+丽维简稀释660倍+益微稀释500倍喷施预防病害；滴灌浇施方案如

下：每亩用米尔萃(10‑6‑38)8斤+丽维精力2斤滴灌，滴灌时间约10—15分钟，视土壤湿度和

瓜藤长势控制用水量，间隔5‑7天，再用上述方案滴灌1次。

[0132] (11)完熟采瓜：采瓜前10天，停水停肥提高西瓜品质，采瓜前20天停止使用化学农

药，确保安全，并于授粉后35天采收。

[0133] 对比例1

[0134] 提供一种农户常规栽培大棚西瓜的方法。

[0135] 与实施例1的步骤内容基本相同，所不同之处在于：

[0136] 施肥时，全程使用化学复合肥。

[0137] 底肥：挪威雅冉(15‑15‑15)或住商(16‑16‑16)复合肥10‑20公斤+硝酸铵钙10公斤

+硫酸钾镁1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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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8] 营养钵浇施：磷酸二氢钾1000倍浇施；

[0139] 育苗期叶面营养：高磷水溶肥喷施；

[0140] 幼果期：西瓜鸡蛋大小时亩用雅冉(15‑15‑15)5‑10公斤滴灌；

[0141] 膨果期：西瓜碗口大小时亩用雅冉(15‑15‑15)10‑15公斤+翠培(10‑6‑38)大量元

素水溶肥1‑2公斤滴灌1次。

[0142] 防病时，喷雾打药：

[0143] 营养钵浇施消毒用50％多菌灵1000倍；

[0144] 出苗期采用普力克；

[0145] 一片真叶长成时：50％扑海因1000倍喷施；

[0146] 移栽前：60％百泰(吡唑醚菌酯.代森联)+2％春雷霉素400倍喷施；

[0147] 移栽后10天：用60％百泰(吡唑醚菌酯.代森联)1500倍喷施；

[0148] 打顶后：60％百泰(吡唑醚菌酯.代森联)1500倍+20％噻唑锌600倍喷施；

[0149] 伸蔓期：用80％护庄(代森锰锌)500倍喷施；

[0150] 开花前：用百泰750倍+凯泽1000倍喷施；

[0151] 幼果期：用拿敌稳5000倍喷施；

[0152] 膨大期：用50％异菌脲1000倍+20％叶枯唑+70％吡虫啉7000倍+50％苯丁锡2000

倍+百泰750倍+5％甲维盐1000倍喷施。

[0153] 对实施例1以及对比例1提供的大棚西瓜的栽培方法进行实验验证。

[0154] 实验例1

[0155] 按照实施例1和对比例1的方法分别种植10组大棚西瓜，移栽定根期，浇两次定根

水后12天数据调查结果见表1：

[0156] 表1：浇两次定根水后12天数据调查结果

[0157]

[0158]

[0159] 从上述表格中的实验数据可以看出，采用本申请实施例1的方法，移栽定根期，浇

两次定根水后12天。10组西瓜苗的苗长、杆粗、叶片厚度、叶片长度、叶片宽度、叶片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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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明显优于比对比例中10组西瓜苗的数据。由此说明，采用本申请实施例的方法能够

促进大棚西瓜的生长。

[0160] 实验例2

[0161] 为了对比2018年‑2019年台农试验基地大棚西瓜与常规栽培方法大棚西瓜的裂瓜

比例，特调查了2018年‑2019年期间大棚西瓜的裂瓜情况调查。实验组(A1‑A9)为按照本实

施例1方法栽培西瓜组，对照组(B1‑B9)为随机调查的9户农户(按照对比例1方法栽培)。每

组调查400株苗，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调查9组，调查结果如下：

[0162] 表2：2018‑2019年裂瓜情况调查表(/400株)

[0163] 实验组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总计

2018年 3 2 6 3 1 4 0 2 3 24

2019年 10 7 9 5 3 5 4 7 2 52

对照组 B1 B2 B2 B4 B5 B6 B7 B8 B9 总计

2018年 37 53 66 47 65 28 42 63 76 477

2019年 78 90 69 110 73 55 91 103 59 728

[0164] 从表2试验数据可以看出，2018年，实验组裂瓜率为0.06％，对照组为13.25，实验

组比对照组商品果率提高12.09％；2019年实验组裂瓜率为1.44％。实验组商品果率比对照

组提高18.78％。这是由于本申请方法中，前期控氮控藤的施肥方案能减少歪瓜比例，从而

减少裂瓜的数量。并且本申请方法中加入西瓜的幼果期钙元素，钙能增加细胞壁厚度，从而

减少裂果率。

[0165] 实验例3

[0166] 西瓜糖度实验检验。本实验在台农试验基地，于2019年5月进行。实验组随机选择

使用实施例1方法栽培的头批瓜10个，对照组随机选择目前其他农户栽培方案(对比例1方

法)栽培的头批瓜10个。实验数据见表3：

[0167] 表3：西瓜中心糖度调查表

[0168]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

实验组 12.8 13.5 12.2 13.5 12.0 13.6 11.8 13.5 12.9 11.5 12.73

对照组 11.2 10.8 12.8 11.6 12.5 11.9 10.5 11.8 12.3 10.7 11.61

[0169] 由上述表格可以看出，实验组平均糖度比对照组高了1度以上。这是由于本申请方

案中，底肥用益微元生物有机肥，全程减少复合肥的使用，并且在后期营养管理方案中加入

了含氨基酸水溶肥丽维格，该方案能明显提高西瓜糖度，提高果实风味。

[0170]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申请，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申请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申请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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