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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以“品味种子人生，服务世界农业”为追求努力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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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完善的育繁推一体化体系。 

在科研育种方面，汉研种苗致力于构建完善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全面推进科研育

种创新。在种子生产加工的各个环节，汉研种苗都苛求高标准，全面构建高品质产品的供应链新体系。在

推广服务方面，我们按照国内外不同地区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进行适应性栽培试验与示范，以求最大范围

为客户提供积极稳妥的种植品种和技术服务。 

汉研种苗秉承“品种优秀、技术规范、服务快捷”的服务理念，根据当前蔬菜种子行业的形式与客户

的需求，创新销售模式： 

（一）种子销售选择渠道销售，与代理商、经销商区域合作销售模式。 

（二）种苗销售选择与种苗生产商进行区域合作生产销售模式。 

汉研种苗通过健全的销售网络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和专业的服务，公司通过举办蔬菜品种与信息技术

交流，加强与客户之间的信息技术交流，我们遵循“产品推广，技术先行”的推广路线。 

汉研种苗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以顾客为中心的基本原则，致力于服务世界农业。 

“汉研”是公司的品牌，致力于打造中国蔬菜种业的优秀品牌，我们敢为人先，开拓进取，不断学习

和借鉴国内外同行业经验。 

以管理升级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坚持商业化育种，坚持自主创新，选择自己创新的产品与服务使

产品增值，以便使农民消费者充分享受科技给我们农业带来的进步，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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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一号黄瓜品种介绍及栽培要点 

 
汉诺一号特征特性 

强雌性品种，节节有瓜，一节多瓜，长势健壮，叶色深绿，

茎蔓节间短，不易徒长，连续座瓜力强，增产潜力大，瓜条浅

绿色，果肉淡绿，口感脆甜，条长 18-20 厘米，采收期长，不

易早衰，耐运输，耐低温弱光。适于早春大棚及露地种植，武

汉地区 1 月下旬至 3 月播种，秋延后 7 月下旬或 8 月初播种，

5-10 节瓜去掉，座果前期培育健壮植株最为重要。 

 

栽培要点 
一、适时播种，培育壮苗   

栽培方式育苗移栽。一般根据当地黄瓜的栽培季节，

适时育苗，首先进行浸种催芽，即用 55℃左右的温

水浸泡 10—20 分钟，此过程要小断搅拌，之后降温

到 28℃～30℃浸种 5～6 小时，在 28℃下催芽 。 

苗期的温度控制一定要把握好。黄瓜生育期要求有一定的昼夜温差。一般白天 25℃～

30℃、夜间 13℃～18℃的温度，有利于抑制植株徒长和防止落花落果。     

二、定植    

   黄瓜应选择在土壤肥沃、保肥、保水、排灌方便的沙壤土中种植。由于其根系浅，

吸收能力较弱，生产快，结果多，因此定植田要施用充足的基肥。一般在前茬作物

收获后应及时适度深耕土壤，整地做畦，以腐熟的有机肥为基肥，亩施 2500～3000

千克。栽培畦作成排水良好的小高畦， 双行种植， 畦上覆盖地膜。    

三、田间管理    

    要根据黄瓜不同生育期的特点，及时采取不同的施肥、灌水与中耕措施，进行

促和控的调节，使营养生产与生殖生长平衡发展，延长生长期，以获高产。主要为：    

    1.肥水管理与中耕：播种和移栽初期重点注意水分管理，确保出苗或成活。抽蔓

期、开花结果期每亩重施磷钾肥 20～25 千克，注意采收一次应追施一次，可喷施 0.1～

0.2%磷酸二氢钾或复合肥液。除施肥外，还要注意浇水促长。进入盛瓜期，一般每

隔 3～4 天浇 1 次水；进入结瓜后期，浇水次数相应减少。 

2.支架、绑蔓、整枝：吊蔓在开始抽蔓后进行，整枝时保留主蔓，并注意打掉下

部老叶、黄叶、病叶。    

    3.病虫害防治：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利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

化学防治及生态防治相结合的方法，消除病虫害发生的根源，防止蔓延。为害秋黄

瓜的病害主要有霜霉病、疫病、细菌性角斑病等，预防方法是在病害容易发生的时

候，利用广谱性杀菌剂每隔 7～10 天喷雾一次，连续喷 3 次。如果已经发病，可利

用杜邦可露、58%甲霜灵等药剂喷雾，连续防治 3～4 次。虫害主要有蚜虫、红蜘蛛、

蓟马等，可用 10%吡虫啉、40%毒死蜱等防治。黄瓜开摘后不能喷任何农药。    

4.适时采摘：植株基部

第一批瓜宜早采摘，有

利植株进入生殖生长

旺期。当进入生殖生长

旺期，应尽可能采摘嫩

瓜，一般应在品种所特

有的长度和最大的限

度时采摘，这样既可保

证质量又可提高产量，

且上市销售价格好。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南路明泽丽湾  电话：027—87227526  027—87228808  邮箱：hanyanseed@163.com 

 

汉玲系列早熟南瓜栽培要点 

 

一、提早播种。 

用大棚、小拱棚等保护地栽培 汉玲一号、二号的可提前到 12 月至翌年 1 月播种，

蔬菜基地大面积露地栽培于 2 月底至 3 月育苗，秋播 7～8 月育苗或者直播均可。 

二、大棚定植。 

春季低温阴天多，南瓜易出现徒长现象，则应采用大棚塔“人”字架栽培的方法，

一般在 1 月底 2 月初的冷尾暖头定植。在定植前施足基肥，每亩不少于 3000 千克，

三元复合肥每亩 100 千克，采收盛期时每隔 15 天追施一次肥料。 

三、适当密植。 

汉玲一号、二号是以主蔓结瓜为主，特别是大棚栽培时不宜用侧枝结瓜，应适当

密植。爬地栽培 2 米开厢、单行定植、株距 60 厘米，每亩 500 株，塔“人”字架栽

培，按 1.6 米开墒，株距 70 厘米，每亩 1200 株，并要及时摘除侧枝，老叶和畸形果。

如发现植株徒长时，可用 10mg/kg 萘乙酸液挖制植株营养生长，促进植株从营养生

长向生殖生长转化，提高坐果率。 

四、植株调整 

定植后 15～20 天，植株开始匍匐生长，应及时引蔓，真叶长至 6片叶时留 5 片 

叶打顶，双蔓整枝，其余侧蔓全部去除。当瓜蔓长 60 厘米时，开始压蔓，以后每 50

厘米压蔓 1次，以防刮风翻苗，也有利于不定根的形成。在头批瓜采收后，应摘 

除植株基部的老叶。 

五、促进坐果 

一般宜选择第 1 或第 2 朵雌花坐果，可采取人工授粉提高坐果率，一般人工授粉

的坐果率达 90%，尤其是阴雨天自然授粉率不高时要进行人工授粉，效果更显著。人

工授粉多结合清晨采收进行，先采摘雄花，剥去花瓣，再把花蕊插入取出即可。 

六、适时采收 

育苗期间注意防止低温和干旱，留瓜节位应在 10 节以上，以防出现畸形瓜。前

期因低温果实生长速度慢，瓜色深，应在瓜重 150 克左右时及时采收。盛收期每 2

天即可采收 1 次，采收时间应在早晨 

露水干时为佳，并用剪刀剪断瓜柄，尽 

量避免划伤瓜皮，影响商品性，长途运 

输应用塑料袋套好后装入纸箱内运输为 

好。 

七、防治病虫害 

汉玲一号、二号南瓜病虫害少，注意防 

治霜霉病和白粉病及蚜虫等，秋播应重 

点防治病毒病。 

 

汉玲一号 

早熟，优质，丰产。全生长期 88-90 天左右，此花开

放至果实成熟 28 天左右。生长势中等，圆形瓜，绿底

条纹，条第清晰，有蜡物。 瓜熟红色，果肉脆嫩，口

感好，甜度高，果实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 12%以

上。单瓜重 6-8kg 左右，适合保护地及露地早熟栽培。  

 

汉玲二号 

是专食嫩瓜的中国南瓜杂交种;耐低温，低温

下果实生长速度快;嫩果瓜皮早绿色，有光泽，

商品性好;适应大棚、露地、搭架或爬地栽培，

植株蔓生;生长势较强，分极长势弱，雌花着

生率高;主侧蔓可同时结瓜，以主蔓结瓜为主。 

 



 

厚德载物 生生不息 

  

 茬口安排 

网址：www.hanyanseed.com    扫描首页二维码即可关注汉研种苗官方微信号 

 

（1）品种选择：选用抗病、优质、高产、耐热、耐雨酸品种。如“汉绅一号”。 

（2）整地施肥：每亩施入商品有机肥 100 千克和蔬菜专用肥 50 千克作基肥，

然后机械耕翻，精耕细耙做畦，畦宽 2 米左右（连沟），每个标准棚做 2~3 畦

均可。 

（3）播种：4 月上旬撒播，每亩用种量 0.5~0.8 千克，播种要匀，播后浅耙畦面，

然后踏实。 

（4）田间管理：当幼苗子叶展开后要及时间苗，保持苗距 3 厘米左右。当苗高 10

厘米左右可间拔上市，并定苗，株行距约 12 厘米见方，拔后追肥，每亩施尿素 5~10

千克。浇水掌握轻浇勤浇，切忌大水漫灌。 

（5）病虫害防治：生长期间注意防治蚜虫、 

小菜蛾、黄曲条跳甲和霜霉病等病虫害。 

（6）采收：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采收，去 

除根及黄叶，整齐排放在塑料箱内，每箱 

10~15 千克。 

（1）品种选择：选用抗病、优质丰产的快 

菜品种，如汉研快菜 1 号、汉研快菜 2 号、 

泰丽 536、泰丽 537、泰丽 538 快菜。 

（2）整地施肥：前茬青菜出地后，每亩施 

腐熟农家肥 1000~1500 千克，或商品有机 

肥 150~200 千克作基肥，然后耕翻做畦， 

畦宽 1.7~1.8 米（连沟），每个标准大棚做 

3 畦。 

（3）播种：播种期 7 月上旬，此时正值盛夏高温干旱阶段，播种前一天播种田浇透

底水，涨一夜，第二天播籽。将种子撒播于平整的畦面上，播后浅耙畦面，然后踏

实，畦面覆盖遮阳网，降温保湿，促进出苗，50%~60%种子出苗后及时揭去遮阳网。 

（4）田间管理：出苗后在过密的地方间苗 1~2 次，去除过密株、劣株等，拔除杂草。

一般出苗后 20 天左右定苗，定苗株行距 6~7 厘米见方，定苗后即可追肥，每亩追施

尿素 8~10 千克。夏季高温干燥，棚内淋不到雨水，要及时浇水，保持土壤湿润。在

30 度以上高温阶段，为促进快菜正常生长，白天应在顶部再过覆盖一层遮阳网，日

盖夜揭。 

（5）病虫害防治：快菜的主要病害有霜霉病、软腐病等：虫害有蚜虫、小菜蛾、菜

青虫、甜菜夜蛾、斜纹夜蛾等。应及时防治，农药应交替使用，并严格掌握农药             

的安全间隔期。 

（6）采收：当快菜株高达 30 厘米左右时即为采收适期，夏季气温高生长 

快，从播种到采收约 45 天。采收后放入塑料箱内运抵室内存放。 

（1）品种选择：秋冬季栽培生菜宜选择耐寒、耐抽苔品种如澳优四季生菜。 

（2）整地施肥：每亩地施有机肥 1000 千克、蔬菜专用肥 50 千克做为基肥， 

整细耙平后做成宽 2 米（连沟）的高畦，每标准棚（30 米×6 米）做 3 畦。 

（3）播种育苗：于 11 月中旬在大棚保护地设施内播种育苗，每 100 平方米苗床用

种 250~300 克。 

（4）定植：1 月上旬，当苗长至 4~5 片真叶时定植。种植株距 18~20 厘米，行距

20~25 厘米。在定植时要剔除弱苗、病苗，以提高秧苗成活率。 

（5）田间管理：定植后及时浇水促活棵，并保持一定的墒情（土壤含水量 60%~70%），

不足时补水。活棵后进行第一次追肥，每亩施尿素 5 千克左右，并结合浇水。以后

视植株生长情况，在封行前再追肥 1~2 次，每次每亩施尿素 5~7 千克。 

（6）病虫害防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病害以灰霉

病。菌核病为主，虫害主要有斜纹夜蛾、甜菜夜蛾、

蚜虫等。农药要交替使用，采收前应严格掌握农药安

全间隔期。 

（7）采收：当植株封行半结球，单株长足时及时采收，

一般在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采收时，用刀在根基部

截断，去除老叶、黄叶。 （1）品种选择：一般选用耐热、抗病

的品种如汉研 8 号，汉研 9 号、汉研

10 号黄瓜。（2）整地施肥：在前茬

清理完毕的基础上，每亩施

1000~1500 千克腐熟有 

机肥、蔬菜专用复合肥 50 千克作基

肥，翻耕做畦，畦宽 1.5 米（连沟），

每标准棚（30 米×6 米）做 4 畦。 

（3）播种育苗：播种期为 8 月中旬。苗床整平整细，播种前将种子浸泡 3~4

小时，播后盖遮阳网。2 片子叶展开时定植。 

（4）定植：定植应在阴天或晴天的傍晚进行，行株距 70 厘米×30 厘米，每亩

种植 2400 株左右。定植后即浇定根水，第二天复水，直至活棵。 

（5）田间管理：前期促早发棵，结合松土除草追施尿素，一般每亩施尿素 5~10

千克，结瓜盛期需追肥 2~3 次。5~6 片真叶时及时搭架绑蔓，主蔓长满架时摘

心，促回头瓜。及时摘除病叶、老叶。 

（6）病虫害防治：主要病虫害有霜霉病、白粉病和蚜虫、瓜绢螟等，可选用

高效、低毒、低残留药剂进行防治。农药要交替使用，注意农药安全间 

隔期：合理应用频振式杀虫灯、防虫网、黄板、银灰膜等物理防治技术。 

（7）采收：播后 60 天左右始收，采收期在 10 月中旬至 12 月中旬。 

 

茬口 播种期（月/旬） 定植期（月/旬） 
采收期 始收~终

收（月/旬） 
预期产量（千克/亩） 

生菜 上年 11/中 1/上 2/下~3/上 1500 

青梗菜 4/上 直播 5/下~6/上 3000 

快菜 7/上 直播 8/中、下 2000 

黄瓜 8/中 9/上 10/中~12/中 4000 

 
 

 

 

生菜于上年 11 月中旬播种育苗，一月上旬定植，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采收上市。青梗菜于 4 月上旬直播，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采收。快

菜于 7 月上旬直播，8 月中、下旬采收。黄瓜于 8 月中旬播种育苗，9 月上旬定植，10 月中旬至 12 月中旬采收 

蔬菜周年生产茬口安排:生菜—青梗菜—快菜—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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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种子人生  服务世界农业 

 
品种推荐 

 汉研迷你一号：无刺小果型黄瓜，强雌

型，生长势较强，主侧蔓均可结瓜。瓜长

14-16厘米，瓜色亮绿，肉质脆，风味浓。

抗病性较强，适宜春、秋大棚种植。 

 

 

汉瑞二号黄瓜：早中熟品种，叶色深绿，长势强，耐

寒，耐热，稀刺型，适应性强，果长 20-22 厘米左右，

整齐度好，果皮浓绿色，光泽度好，白刺。 

汉诺一号黄瓜：强雌性品种，节节有瓜，一节

多瓜，长势健壮，叶色深绿，茎蔓节间短，不易

徒长，连续座瓜力强，增产潜力大，瓜条浅绿色，

果肉淡绿，口感脆甜，条长 18-20 厘米，采收期

长，不易早衰，耐运输，耐低温弱光 

 

 

汉研十号黄瓜：早熟品种，瓜条一般 30-35

公分左右，瓜色深绿色，瓜肉浅绿色，瓜把

短、粗，瓜条整齐，坐果率高，产量高，抗

病性好。 

汉蒲五号瓠瓜：果实短圆形，皮色绿，瓜形匀称，

瓜长 25 厘米左右，单瓜重约 500 克，品质好，肉质嫩

滑，肉白色。抗病，抗逆性强，抗白粉病及病毒病。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南路明泽丽湾  电话：027—87227526  027—87228808  邮箱：hanyanseed@163.com 

 

汉吉一号黄瓜：早中熟，耐热抗病，生长势强，侧

枝多，结瓜率高。瓜圆筒形，长 20 厘米左右，横径 4.5

厘米，端直丰满，瓜皮淡绿色，光滑无棱，瓜顶钝圆，

无瓜把，肉厚质脆，耐储运。 

汉樱红丽樱桃番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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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盈五号番茄：无限生长，生长势强，早中熟品种。

座果性好，中型果，果色大红，果实均匀，硬度高，耐

储运，单果重 200 克左右。 

 

 

汉岩二号番茄：中熟，无限生长类型，大红

果，连续坐果力强，果实圆整稍扁，单果重 220

克左右，果色亮丽，果实硬，耐储运，货架期

长，抗 TY,番茄花叶病毒，枯萎病。 

汉玲一号南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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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kg，

品质优良，嫩瓜谢花后 25 天可采收，老瓜熟需

30-40 天 

 

汉本二号南瓜：早中熟，连续坐果

能力强，易栽培，平均单果重 3-4kg

嫩果灰绿覆盖不规则花斑，转色快，

成熟果青黄色有少量蜡粉，果肉橙色，

口感细腻，味甜，耐储运。 

 

汉福黑锦南瓜：早熟，全生育期 85 天左右，易

坐果，耐运输，果实扁球形，墨绿色，肉色橙黄，

粉质，味甜，品种极佳。单株坐果 2-4 个，平均单

果重 2kg 左右。适合保护地和露地栽培。 

 

汉旺十号茄子：萼片绿色，果黑紫色，质地光滑油

亮墨，绿把，果实棒状，果长 20 厘米，果实横径 5-7

厘米，单果重约 300 克。耐寒，抗逆性强，耐储运。 

 

 

汉琦一号茄子：早熟、丰产、抗病、黑长茄。植株生

长势强，果实长条形，果长 30-35 厘米，果实横径 3.5-4

厘米。果皮紫黑色，有光泽，果肉浅绿白色，肉质细脆。

耐旱耐热。 

 

 

汉荣一号青梗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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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福红丽南瓜：红皮、蔓生。瓜高

扁圆形，皮色橙红，表面光滑光泽。

肉色深橘黄色，肉厚腔小，口感面甜。

平均单果重 1-2 公斤，适合露地及保

护地栽培。 

汉绅一号青梗菜：早生、矮脚种，生长速

度快，耐暑性，耐病性，耐雨性皆强，叶片

光泽度好，颜色深绿，叶柄肥厚。 

汉墨祥龙冬瓜：黑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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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kg

左右，横径约 20 厘米，瓜长 80 厘米左右。无棱沟，

肉质致密，空腔小，田间表现抗枯萎病，中抗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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