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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6月 7日，中国种子协会国际交流合 

作分会第三次会员、大会在安徽合肥召开。会议 

由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邓光联主持，安徽省种子 

管理站站长熊成国到会致词，中国种子协会副会 

长兼国际交流分会荣誉会长陶承光发表讲话。会 

议审议了上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讨论修改了分会 

工作条例、选举了新一届理事单位和分会领导机 

构、讨论了分会未来三年工作重点，并邀请了农 

业部国际合作司法条处刘志颐博士等做了专题报告。46家会员单位的 72位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会议总结了第二届理事会五年来的工作，选举新一届分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理事，

讨论分会工作条例及工作计划，专题报告，分会下步工作计划。武汉汉研种苗科技有限公司当选为中国种子协会

国际交流合作分会理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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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会 现

场，前来咨询

洽谈的种业

朋友络绎不

绝。 

 

第八届浙江瓜菜种业博览会甜瓜类重点推介品种之一，果实高圆

形，黄皮白肉，单果重 1.5kg 左右，折光糖含量 15-17%。获得专家农

友一致好评。 

 

 

 

 

 

 

  

 

6月 18 日，“2016 武汉种业博览会”在万众瞩目下

如期开幕！会展场面火爆，汉研品种展示更是吸引着客

户、农友朋友们的眼球。 

 

 

 
早熟品种，植株生长旺盛，开展度较大，

丰产性好，采收期长。果实泪滴状，短椭圆形，

果实长 12cm 左右，果实下端粗约 8cm,单果重

约 260g,果实紫黑色，绿把，绿萼，果实整齐

一致，品质好，耐贮运。 

 

早中熟品种，植株生长旺盛，开展度大，丰

产性好，采收期长，果实灯泡形，果长 14cm 左

右，果实直径约 6-8cm,单果重约 280 克，果实紫

黑色，绿把，绿萼，果面光滑油亮漆黑，果实整

齐一致，品质好，货架期长，耐贮运。 

  

 

 

 

2016 第八届中国浙江瓜菜种业博览会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20 日在浙江杭州市萧山区

新农都会展中心举办。在此次

展会上我们收获了许多对于

我们汉研种苗的赞许与好评，             

另外本次参展也为我公司的

市场推广与宣传模式带来了

新的思考与认识，也看 到了

未来发展的方向。最后，感谢

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一

定会保持不断的努力！ 

 

 

上图为汉研种苗展位 

 



 
茬口安排与栽培技术 

  

 

 

苋菜于 1 月下旬播种于大棚内，3 月中、下旬至 5 月上旬采收。生菜于 4 月中

旬播种，5 月上旬定植，6 月中、下旬采收。鸡毛菜于七月上旬播种，8 月上旬采收。

秋黄瓜于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播种育苗，8 月中旬定植，9 月至 11 月采收。青梗菜

于 10 月中旬播种，11 月下旬定植，翌年 1 月中、下旬采收。 

 

 

 

 

 

 

 

（1）品种选择：早熟，适应性广；较耐寒，耐热，耐旱的品种，如楚园大红苋菜、汉园红妃、汉圆红福、汉园红丽。 

（2）整地施肥：栽培苋菜要选择地势平坦，排灌方便，杂草较少的地块。 

（3）播种：早春播种时因气温低，出苗差，种子量要多一些，一般每亩用种量为 3~4 千克，播种后踏实镇压畦面，畦面

覆盖地膜。 

（4）田间管理：播种后 8~12 天出苗，出苗前要保持土壤湿润，出苗后揭去地膜，并及时拔除杂草。幼苗 2 片真叶时进行第一次

追肥，以后隔 7~10 天追肥一次，一般追施 3~4 次。 

（5）采收：苋菜为一次播种，多次采收的叶菜。春季播种的苋菜，播种后 40~45 天第一次采收，一般采 2~3 次。 

 

 

 

（1）品种选择：选择 

耐热性好、抗逆性、抗 

病性强的品种，如汉阳 

青、汉绅一号、二号、 

三号等。 

（2）整地作畦：视土 

壤肥力情况，每亩施商 

品有机肥 300 千克和蔬 

菜专用肥 25 千克作基 

肥，然后进行翻耕，深 

沟高畦，便于排灌。 

（3）播种：鸡毛菜于 7 

月上旬播种。播种前一天，土壤要灌透水，播种后浅

耙畦面，并浇水一次，畦面上用遮阳网覆盖。播种到

出苗前保持畦面湿润，出苗后及时揭去遮阳网。 

（4）田间管理：重点是水分管理。浇水必须在早晨和

傍晚进行，保持土壤经常湿润，可采用沟灌，有条件

可采用微喷。 

（5）采收：此时播种的鸡毛菜，一般播种后 

25 天左右及可采收。一次性采收，采收后及时整理、

上市。 

 

 

 

（1）品种选择：选用抗 

病、优质、丰产、抗逆 

性强、商品性好的品种， 

如澳优四季生菜。 

（2）播种育苗：于 4 月中旬播种，播种后稍镇压，适当

浇水，出苗前保持床土润湿，一般 7 天左右可出苗。。齐

苗后进行间苗，防治徒长，以后根据天气和幼苗生长状况

浇水和施肥 1~2 次。一般待苗有 4 片真叶时定植于大田，

苗龄不超过 25 天。 

（3）整地施肥：每亩施商品有机肥 300 千克及蔬菜专用

复合肥 30 千克作基肥，全耕层深施，然后整细耙平，做

成宽 2 米（连沟）的高畦。 

（4）定植：于 5 月上旬定植，行株距 20 厘米见方，定植

时秧苗多带土，以利成活，定植后随浇定根水，第二天复

水。 

（5）田间管理：活棵后根据天气及土壤情况及时浇灌，

保护土壤湿润。在封行前追一次肥，每亩施尿素 10~15

千克，同时结合浇水。 

（6）病虫害防治：主要有蚜虫、菜青虫和霜霉病等病虫

危害，应及时防治。 

（7）采收：一般定植后 30~35 天可采收。 

 

（1）品种选择：应选择抗热性好、抗逆性、抗病性

强的品种，如汉研 8 号、汉研 9 号、汉研 10 号。 

（2）整地作畦：视土壤肥力情况，每亩施腐熟有机

肥 2000 千克~2500 千克和三元复合肥 40 千克作基肥，然

后进行翻耕，并做成连沟宽 1.5 米的畦，标准大棚做 4 畦，

要求深沟高畦，便于排灌。 

（3）播种育苗：可采用直播或穴盘育苗。 

（4）田间管理：主要分为温度管理、水分管理、肥料管理。 

（5）病虫害防治：主要病害有白粉病、枯萎病等，虫害主

要有蚜虫、烟粉虱、瓜绢螟等，应及时用药防治。 

（6）采收：根据果实生长情况及时采收，尤其是根瓜应及

早采收，以免影响蔓、叶、和后续瓜的生长。 

 

（1）品种选择：选用优质、高产、抗病的品种，如汉荣一号、汉荣二号。 

（2）播种育苗：苗床地要早耕晒白，每亩施 300 千克商品有机肥和 20 千克蔬菜专用复合肥

作基肥。播种后要保持土壤湿润。 

（3）整地施肥：每亩施 1000 千克腐熟有机肥和 30 千克蔬菜专用复合肥作基肥，然后进行翻

耕、做畦。 

（4）定植：移栽前苗床应浇足底水。栽植应深些，可防寒。定植后要及时浇活棵水。 

（5）田间管理：从定植到采收，全期追肥 2~3 次，每次每亩施尿素 10 千克左右。一般从定植后 4~5

天开始，视植株生长情况进行追肥，至采收前 20 天停止追肥。 

（6）病虫害防治：病害主要有病毒病，虫害主要有小菜蛾、菜青虫、蚜虫等，应注意及时防治。 

（7）采收：青菜定植后 45~50 天可开始采收，或根据市场情况进行采收。 

 

   

 

 

 

 

 

 

 

 

 

  

 

 

一.汉菲西芹介绍 

最新引进美国西芹资源选育而成，中熟品

种，耐低温，抗病性强，产量高，叶柄亮黄绿色，

有光泽，不易糠心，纤维少，商品性极好，株型

紧凑，株高 70-80 厘米，单株重可达 1.5-2.0 公斤，

保护地及露地首选品种。 

二、栽培管理 

1.播种时间：武汉地区秋播分两种形式，一种是七月上旬播种，11-12 月收获，另一种是 8 月上中

旬育苗，10 月中下旬定植于塑料大棚内保温越冬，，第二年 3-4 月采收。 

2.播种育苗：因播种时气温较高，播前需在清水中浸种 12-14 个小时，并将种子置于 5-10 度条件

下催 5-7 天，（可放在冰箱的冷藏箱内），待有 60%种子发芽后即可播种。应播在大棚等保护地设施内，

播种后覆盖两层遮阳网保湿降温，便于芹菜出苗，加强苗期温度和水分管理，幼苗有 5-6 片真叶，苗

高 10cm 以上即可定植，苗龄约 60-70 天。可于 10 月 20 日左右定植于大棚内（棚顶暂不覆盖薄膜）。

定植田应施足基肥，每个大棚作 3 畦，地膜覆盖，每畦栽 5 行，株距 30cm。栽后浇水，促使早活根。 

3.田间管理：在 11 月中下旬开始视天气状况及时覆盖顶棚及棚边裙膜，注意保温。至 12 月份及

时剥除分蘖及老叶，以提高西芹质量。冬季管理主要是西芹发好根发好棵，不使长高。立春后地温升

高，要加强肥水管理，每亩土地尿素 20kg，撒施于根部后浇水溶肥或兑水浇灌，浓度为 1%左右，追

肥后加强通风棚内在较高温高湿情况下，要注意防止烂根及软腐病，2-3 月若天旱可行沟灌，但灌后

应及时放掉多余水分，并注意换气。 

4.病虫害防治：主要病害是叶斑病，可选用 70%多菌灵 500-600 倍液喷雾防治，每 7 天喷一次，

连续喷 3 次，蚜虫可用吡虫啉 3000 倍液喷雾防治。 

5.采收:3 月至 4 月初当西芹株高 65-70cm 时及可采收,单株重可达 1.5-2kg,每亩产量可达 5000kg.   

 

地 址 ： 武 汉 市 洪 山 区 珞 狮 南 路 明 泽 丽 湾  电 话 ： 0 2 7 - 8 7 2 2 7 5 2 6   0 2 7 - 8 7 2 2 8 8 0 8   邮 箱 ： h a ny a n s e e d @ 1 6 3 . c o m  

 



 

 

武汉位于华中腹地，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雨量充沛，日照充分，兼有我国南北地区气候的一些特点。武汉四季分明，非常适

合蔬菜的抗逆育种和品种筛选。在这片兼容并蓄的土地上，孕育了一家专门从事科研育种、生产销售高品质蔬菜种子与种苗的企业——武汉汉研

种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忠怀揣着一个育种工匠的朴实梦想，在品牌建设和蔬菜育种的道路上砥砺前行。长江蔬菜记者近日走进汉研种苗，

与吴总展开了一场关于育种践行者的对话。 

 

 

汉研徽标深刻解读 高端定位塑造品牌 

迈入武汉汉研种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研），墙上醒目的企

业 LOGO 徽标简洁醒目、动感十足。吴忠向记者解读其背后的深意：

圆形的 C 型轮廓是单词 China（中国）的首字母 C 的变形，象征企业朝

着中国一流企业发展的目标前行；外圆圈代表地球，透视着汉研种苗

全球化的视野；内圆圈像一粒茁 

壮成长、破土而出的种子，也呼 

应企业所从事的种子行业；右上 

角伸出的叶片又像一根竖起的大 

拇指，代表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获 

得客户的交口称赞。 

走出国门深受启迪 开启艰辛育种之路 

汉研走向全球的梦想最初来源于吴忠多年前的国外考察。我国种

业面临着创新能力不足、外国种子占领半壁江山的窘境。作为一个中

国的种子企业家，走出国门的吴忠很受刺激，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种子

的占有率很低，本土企业难以打开国外种子市场。而在国内，全国各

地对武汉种企品牌的评价也不高。城市没有优秀品牌就没有城市名片，

更无法在国际上占得一席之地。为了这份荣誉感和使命感，为了实现

一个种业企业家的强国梦想，汉研开启了艰辛的品牌打造和商业育种

之路。 

 

 

 

 

 

 

 

 

 

汉研若想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打造世界知名品牌，首先需要攻克

的是育种这一难关。相对于科研事业单位，商业育种可以快速和市场

对接，成果可以最大力度的转化。选择走自己的育种之路，不仅承载

着吴忠的个人愿景，更是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随着公司的发展，汉

研每年在育种方面的投入由最初的四五十万增加到如今的上百万。科

研育种的投入、速度、规模逐年递增，汉研在育种方面做出了长达 20

年的艰苦努力。 

扬长避短选育品种 发挥武汉天然优势 

武汉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水充沛，气候南北兼顾，有着天然

的育种优势。品种的选择需要懂得扬长避短，发挥地理优势和企业自

身特点。武汉适合做育种，更适合做十字花科蔬菜的育种，而且十字

花科蔬菜的育种水平更能代表一个企业的育种水平。在开展育种工作    

之前，汉研会根据收集到的资源和市场调查结果进行品种定位，再启

动研发流程。市场定位后再 

给每个品种取名并进行商标 

注册，随后进入商业化育种 

与生产，再进行市场开发。 

汉研如今打造了以十字花科、 

茄果类、瓜类、豆类蔬菜为 

主的科研育种体系。         

 

 

 

 

育种家们多年如一日地培育新品种，不仅解决了“菜篮子”问题，而且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餐桌。多年的辛苦工作和奔波劳累，

使育种家们很容易患上胃病、腰间盘突出等职业病。没有周末和假日，对家里的照顾不周，愧疚之情也时时萦绕在育种家们的心头。

为了当初的梦想，育种家们付出了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 

吴忠细数身上的伤痛和行业的辛酸，但却描绘了这样一幅景象：“育种家和种业人有车有房，怡然自得，品着茶看着品种，业

余时间打球、游泳、散步，到农场去欣赏，到基地去度假，冬天到海南，夏天去西北。在美国有科研农场，在意大利有生意朋友，

走到哪里都有美酒喝，走到哪里都有朋友聊天谈工作，让育种成为一份快乐而高尚的工作。” 

 

种子行业需要默默付出的育种家，中国的种业也需要更多坚持不懈、勇敢追梦的企业家。吴忠描绘的高雅闲适画面是每一个育种家

和种企所盼望的幸福生活，也是未来将带给每一位种业人的幸福回报。 

 

以目前汉研重点研究的十字花科为例，对于青梗菜、大白菜、菜

心、芥蓝、红菜薹、白菜薹这些中国的优势品种，汉研开展了多年的

商品化育种，育成的十字花科产品十分丰富。育成了汉绅、汉王、汉

荣、汉俊等系列青梗菜品种，汉莱、汉霆、汉红、汉秋白等系列萝卜

品种；为了进入国际市场，育成了樱桃萝卜汉晶系列品种；准确把握

大白菜市场特点，育成了汉娃系列微型大白菜品种，汉菘系列半结球

白菜品种，耐热早熟的汉锦夏福、耐寒耐抽薹的汉锦春福大白菜，汉

研快菜系列苗用大白菜；育成了汉翠系列芥蓝杂交品种；红菜薹是湖

北的地方优势品种，育成的紫菘和汉婷这对姐妹花正在为大面积上市

做准备。从众多的品种名称可以看出汉研十字花科蔬菜品种的丰富，

汉研在十字花科育种方面做出的艰苦努力可见一斑。 

 

 

 

 

 

 

 

漫漫艰辛育种之路 上下求索练出真金 

相比于国外种企上百年的育种历史，汉研的漫漫育种之路显然才

刚刚开始。即使是这样，作为湖北省为数不多的科研育种企业，汉研

如此大面积的育种规模在国内也是凤毛麟角。说到育种的艰辛，吴忠

俨然从刚才侃侃而谈的企业家变成了一位饱含深情的育种者。 

从最初选育到品种稳定，选育一个优良的蔬菜品种至少要七八年

的时间。必须对数以万计的亲本材料进行筛选、自交、提纯至性状稳

定，再对亲本自交后代组配、观察……这个不断组合、重复选育的过

程漫长而艰辛，即便如此，成功率也很低。随着人力成本上升，育种

无异于烧钱。但是汉研依然狠下血本，坚守种业人的最初梦想。为了

加快育种速度，汉研在各地设立了研发基地，同时走出国门进行生产。

国内国外同时做生产，既可以加强国际合作，又可以使种子质量提升

到国际水平。 

 

 

 

 

 

 

 

 

 

汉研总经理吴忠（左）与原世界种子大会主席合影 

汉研摸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中小蔬菜种子企业商业化育种之路，

吴忠也乐于跟他人分享自己的心得和感悟。与科研院校相比，企业的

发展需克服许多困难，如缺乏资源、人才和资金等，没有育种经历的

中小企业往往在走重复路。他着力培养自己的育种团队，同时“嫁接”

别人的外脑，并外包一部分商业化育种项目给其他公司和科研机构。

若想超越别人就要从模仿和学习做起，只有不断摸索才能够炼出真

金。由此可见，懂得扬长避短、不断加强学习才是汉研不断发展的秘

诀。 

 

【

后

记

】

 

 

网 址 ： www.hanyanseed.com 

 

 

 

 

来源：长江蔬菜杂志社 陈蓓蓓 

汉研专访 

  

 

 

 

汉莱一号 萝卜 

适合早春保护地和

露地栽培的优秀品种。草

姿开展，生长旺盛，不易

抽苔。根部全白，表皮光

滑，肉质清脆、口感好。

单根重 1.5kg 左右，不易

糠心，极少发生裂根。播

种后 60 天左右可收获早

熟品种。 

汉莹一号 西葫芦 

    中早熟品种，长势旺，株型好，高

耐病毒病和白粉病，耐低温和耐热性

好，商品瓜嫩绿色，有光泽，中长柱形，

商品性好，始位花多，瓜码密，连续结

瓜能力强，膨瓜快，产量高，适应性广。  

 

汉研 84-24  西瓜 

    早熟品种。植株生长稳健，坐

果性好，开花至成熟 28 天左右，

全生育期 90 天左右。果实圆形，

单果重 5-8kg。瓜皮绿色，有青黑

色条纹，果皮厚 1cm 左右，较耐储

运。果肉粉红色，肉质松脆多汁，

中心含糖度 12%，品质佳。耐低温

弱光。 

汉盈五号 番茄 

    无限生长，生长势强，座

果性好，中型果，果色大红，

果形好，果实均匀，硬度高，

耐储运，单果重 200 克左右，

抗性好，产量高，适宜早春保

护地，露地及高山地区越夏栽

培。  

 

 

汉菲 西芹 

    最新引进美国西芹资源选育而

成，中熟品种，耐低温，抗病性强，

产量高，叶柄亮黄绿色，有光泽，

不易糠心，纤维少，商品性极好，

株型紧凑，株高 70-80 厘米，单株

重可达 1.5-2.0 公斤，保护地及露地

首选品种。 

汉绅一号 青梗菜 

    早生矮脚种，生长速度快，栽

培容易，耐热性、耐雨性、耐病性

皆强，叶片光泽度好，颜色绿，叶

柄肥厚，株型直立整齐，品质超群，

产量高。 

 
 



 
 2016 产品目录  

 

 

 

 

武汉汉研种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研究、生产、销售高品质蔬菜种子与种苗的高科技现代化企业。公司以“中国研究、服务全球”为目标，充分发挥

科技、人才、信息等资源优势，致力于服务农业、发展农业，并向高效农业、绿色农业的方向发展。不断开拓进取，创新机制，逐步在种质资源创制、科

研育种、生产制种、质量控制、分级加工、仓储物流、市场推广、售后服务、信息管理等方面形成完善的体系。主营产品涵盖茄子、番茄、辣椒、甜椒、

豇豆、菜豆、萝卜、白菜、黄瓜、南瓜、西瓜、甜瓜、西葫芦等多种作物。 

公 司 官 方 网 站 ： w w w. h a ny a n s e e d . c o m  

作物 品种 品种介绍 

茄子 

汉琦一号 

早熟种，耐寒性抗病性较强，果实长条形，果长 30-35cm，横径 4cm 左右，

单果重 140 克左右。果实黑紫色，有光泽。适宜武汉地区春季保护地，拱棚、

露地栽培。也适合秋季栽培 

汉琦三号 
早中熟品种，果实长条形，果长 30-38cm，横径 3.5-4cm,果实紫黑色，有光

泽。适宜春季大棚、露地栽培 

汉旺七号 

早熟品种，植株生长旺盛，开展度较大，丰产性好，采收期长。果实泪滴状，

短椭圆形，果实长 12cm 左右，果实下端粗约 8cm,单果重约 260g,果实紫黑

色，绿把，绿萼，果实整齐一致，品质好，耐贮运。 

汉旺八号 

早中熟品种，植株生长旺盛，开展度大，丰产性好，采收期长，果实灯泡形，

果长 14cm 左右，果实直径约 6-8cm,单果重约 280 克，果实紫黑色，绿把，

绿萼，果面光滑油亮漆黑，果实整齐一致，品质好，货架期长，耐贮运。 

汉旺十号 

植株生长势强，萼片绿色，丰产，采收期长，适合保护地及露地栽培，易坐

果，果紫黑色，质地光滑油亮，绿把，果实棒状，果长 22-28cm，果实横径

5-7cm，单果重约 300g。耐寒，抗逆性强，耐贮运。 

番茄 

汉琪一号 

早中熟品种，无限生长，抗番茄黄化曲叶病毒，叶霉病，叶色浓绿，抗早衰，

果型圆正，成熟果粉红色，单果重 200-300g，果皮硬，果色韧性好，耐裂，

耐运输。 

汉岩一号 

中早熟无限生长型，果实圆形稍扁，大红果，颜色美观，萼片伸展，商品果

率高，果实硬度好，耐贮运性好，单集重 200 克左右，果实均自一致，抗茄

番茄黄化曲叶病毒（TY)，番茄花叶病毒、枯萎病。 

汉岩二号 

早熟，无限生长型，大红果，连续座果能力强，果型圆整稍扁，单果重 220

克左右，果色亮丽，果实硬，耐贮运，货架期长，抗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TY)，

番茄花叶病毒、枯萎病。 

汉粉三号 

早熟，无限生长类型，幼果无绿果肩，成熟果粉红色，单果重 250g 左右， 大

小均匀，着色一致，果形圆形， 商品性好，硬度高，耐裂果，耐贮运，适

应性广。 

汉盈五号 

无限生长，生长势强，叶色深绿的杂交一代品种。座果性好，中型果，果色

大红，果型好，果实均匀耐储运，单果重 200 克左右，抗性好，产量高，适

宜早春露地及高山区越夏栽培。 

辣椒 

汉秀七号 

大果长灯笼品种，早熟，果面翠绿，外观亮丽，辣味中等，一般果长 16-20cm，

横径 5.0cm，单果重 80g，连续座果能力强，膨果快，早春耐低温弱光，果

型一致，产量高。 

汉秀八号 

早熟大果型，抗病，连续座果力强，果实膨大速度快，挂果集中，产量高，

果色浅绿，果面光滑，果长 18-22cm 左右，横径 5cm 左右，单果重 120-150

克左右，辣味适中，绿果光滑，红熟鲜红，果型大且美观，商品性好，耐贮

运性好。 

汉旋二号 

早熟粗长螺丝椒品种，植株生长势较强，直立性好；果实粗长、螺旋形，果

长 19-26 厘米，果宽约 3。8-4 厘米；青果绿色，老熟果亮红色，单果重 60-80

克，皮薄，质脆，味辣，有香味；耐湿热和干旱能力强，坐果性好，连续挂

果能力强，综合抗性好。 

瓠瓜 

汉蒲一号 

早熟性好，耐低温弱光，生长势旺，叶色绿。侧蔓第 1-2 节即可发生雌花，

瓜条长棒形，上下端粗细较均匀，商品瓜长 30-40cm，横径 5-6cm。瓜皮绿

色，肉质致密，质嫩，味微甜，品质极好。前期产量高，商品性好，适合保

护地及露地栽培。 

汉蒲二号 
早熟，耐寒耐热，瓜长 35-40cm,上下端粗细均匀，瓜色绿，品质好，肉质致

密，前期中期产量都高，适合大棚及露地栽培。 

汉蒲三号 

早熟性突出，耐低温、弱光能力特强，适于保护地栽培，也可露地栽培，瓜

呈长棒形，瓜色绿，上下均匀一致，商品瓜长 38-50cm，横径约 5.0cm,单瓜

重约 700 克，品质极好，口感佳，肉质致密，质嫩味微甜。 

汉蒲四号 

果实圆筒形，皮色绿色，瓜形均匀，瓜长 30 厘米左右，单瓜重约 500 克，

品质好，肉质嫩滑。早中熟品种，春季播种至始收约 55 天，秋季播种至始

收约 42 天左右。子蔓或孙蔓结瓜为主，武汉地区春季 1-3 月适播，秋季 7-8

月适播。抗病和抗逆性强 

 

作物 品种 品种介绍 

甜瓜 

汉甜美玉 
果实短卵圆形，成熟果绿黄色，果肉白绿色。单瓜重 0.3-0.6kg。高糖，折光糖

含量 12-16%。肉质细嫩，香甜爽口。早熟，易座果，不易倒瓤，较耐储运。 

汉甜白玉 
果实短卵圆形，白皮白肉，单瓜重 0.2-0.6kg。折光糖含量 12-15%，肉质嫩脆爽

口，风味香甜。早熟，生长势旺，熟后不倒瓤。货架期长，较耐贮运。 

汉甜花蕾 

植株生长势强，果实生育期约 26-30 天左右。 平均单瓜重约 0.5kg，成熟果黄色，

覆暗绿色板块。果肉绿色，肉质脆爽，香味浓郁，风味品质极好。坐果性好，

一般单株可留瓜 4-6 个。抗性好，耐贮运。 

汉甜绿宝 
果实扁卵圆形，果面光滑，果皮深绿色，果肉淡绿色。 折光糖含量 11-15%。单

果重 0.3-0.4kg。 子蔓易坐果，早熟，比同类产品早期产量高，抗逆性佳。 

樱桃番

茄 

汉樱紫晶 
长势强健，无限型，紫红色果，成熟果为棕紫色，果型为短椭圆形，果重 20 克

左右，风味奇特甜美。 

汉樱粉丽 
无限生长，中熟，生长势强，产量高，适应性好，果实椭圆形，色泽粉红，耐

裂，硬度适中，含糖约 10%，品质好。 

汉樱红丽 早熟品种，无限生长，果红色，短椭圆形，重约 18g 左右，糖度高，耐储运。 

汉樱红珠 
植株高性，生长强健，着果性良好，产量丰高，单果重约 15 克，国色红色，果

实近圆形，糖度高，风味甜美。 

汉樱金妃 
无限生长型番茄，中熟，果实橘黄色，长椭圆形，单果重约 20 克左右，果肉紧

实，口感浓郁，商品性好。 

节瓜 

汉乐一号 

早中熟，播种至初收春播约 65-70 天，秋播约 40-45 天。生长势强，耐热性强，

产量高。毛节瓜采收瓜长 17-18 厘米，横径 6 厘米左右。皮色青绿有光泽，无棱

沟。单瓜重 350 克左右，亩产 3500 公斤左右。 

汉乐二号 

单瓜重 350 克，瓜长 19-22 厘米，横径 6 厘米左右，肉厚，皮色深绿有星点，品

质好，武汉地区适播期为 1-4 月，7-8 月上旬，播种至初收春播 60 天，秋播 45

天，亩产 4000 公斤。 

丝瓜 汉雅一号 

植株生长势强，座果节位较低，成果率高，瓜长 35-48 厘米，横径 4-5 厘米，瓜

条直，呈圆柱形，头尾匀称，皮色绿色有光泽，味甜，质嫩滑，品质佳，耐热，

耐湿，耐肥，适应性强，单瓜重约 350 克，亩产 3500 公斤。 

冬瓜 汉墨祥龙 

最新育成的黑皮冬瓜一代杂交种，植株生长旺盛，叶色深绿，果实炮弹型，瓜

形瘦长，皮墨绿色。单瓜重 15-20 公斤左右，横径约 20 厘米，瓜长 80 厘米左右，

或无棱沟，肉厚，肉质致密，空腔小，田间表现抗枯萎病，中抗疫病。 

韭葱 汉旗韭葱 

生长势强，株高约 70 厘米，假茎洁白如葱，叶深扁平似蒜，叶片长披针形，单

叶互生，外稍有蜡粉、圆形叶鞘套生成假茎，外皮膜质、白色、花苔实心。耐

寒，适应性广。根系分布较浅，不耐干旱，也不耐涝，生产上必须及时灌水和

排涝。 

西芹 汉菲西芹 

最新引进美国西芹资源选育而成，中熟品种，耐低温，抗病性强，产量高，叶

柄亮黄绿色，有光泽，不易糠心，纤维少，商品性极好，株型紧凑，株高 70-80

厘米，单株重可达 1.5-2.0 公斤，保护地及露地首选品种。 

架豆 

汉育 304 
早熟，丰产，优质，抗锈病和枯萎病，植株蔓生，嫩荚淡绿色，荚长 20-22 厘米，

种籽肾形，种皮白色，从播种到嫩荚始收期秋季 55 天，春季 60 天。 

汉育 305 
早熟，丰产，嫩荚绿色，荚长 18-22 厘米，品质优，种子黑色，连续座荚性强，

适应性广。 

青梗菜 

汉绅一号 
早生矮脚种，生长速度快，栽培容易，耐热性、耐雨性、耐病性皆强，叶片光

泽度好，颜色绿，叶柄肥厚，株型直立整齐，品质超群，产量高。 

汉荣一号 
早生，生育快速，矮脚种。耐暑性，耐病性，耐雨性强、株型整齐优美，叶柄

绿，肥厚，品质柔嫩。 

南瓜 

汉玲一号 
植株生长旺，抗逆性强，适应性广，雌花率高，早熟性好，单瓜重约 1.5-2 公斤，

品质优良，嫩瓜谢花后 25 天可采收，老熟瓜需 30-40 天。 

汉玲二号 
果形为椭圆形，果实肥大较快，果色为绿色。生长势旺盛，产量高。 肉质致密，

口感好。 

芫荽 汉香一号 

耐寒、耐热、耐抽苔，生长迅速的芫荽菜品种。叶片鲜绿有光泽，单株重 15-17

克。香味浓郁，纤维少，商品性佳。抗病性强，萌发力好，适应性广，易栽培。 

高温季节播种需低温催芽，早春种植注意棚温控制。整个生长期要求肥水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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