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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长阳被誉为“全国高山蔬

菜第一县”，年产 60 万吨有机蔬

菜。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地处

“八百里画廊”——清江的中下

游，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在

海拔 800~1800 米的山区呈现出一

派高原地貌。受地理条件影响，非

常适合蔬菜种植产业优势。长阳海

拔较高，气候湿润，终日云雾缭绕，

方圆 100 公里内没有现代工业污

染，正是发展反季节高山蔬菜的理

想环境。火烧坪乡位于长阳中西部，

全乡平均海拔 1800 米，年平均气温

7.6C，全年无霜期 200 天，素有“长

阳的西藏”之称。到湖北长阳看的

不仅是风景，还有汉研种苗的优秀

品种。 

 

 

挺进中原 相约郑州 

武汉汉研种苗参加第一届中原地展蔬菜良种科技博览会 

 

 

 

  

银雪 65  

中早熟花椰菜品种，植株健壮生

长势强，抗湿热，稳定高产。花球高

圆形，内叶扣抱，洁白紧实，生食甜

脆唯美，极具商品性；球面耐磨，长

时间存放不易变色，贮运性极好。定

植后 65-70 天 可采收，花球由半球

形转变，不易散球。 

 

银雪 70  

中熟品种 .耐热性强，适应性

广，心叶紧抱花球，花球特别雪白。

花球高型，紧密、脆嫩味美、商品

性好，单球 1000 克左右，定植后

70－75 天始收。 

 

银雪 75  

中熟，耐热耐寒，抗旱抗病，抗

风雨，发育快，根部旺，吸肥力强，

容易栽培，在不良的环境下能正常生

长，花球雪白洁丽，肉质柔软，甜脆

好吃，单球重 1500 克左右，秋植定

植后 70－75 天收成 。 

 

汉松 70  

花球松散、花梗青绿、品质爽脆、营养

超群、市场流行。中生、耐热耐湿、稍耐低

温、抗病耐肥水、生长快、根系发达、容易

栽培，在不良环境下正常生长，花球松大、

花梗青绿、花球白美，单球重 1200 克左右，

定植后 70 天左右可以收获。 

 

汉松 75  

中早生 ，耐热耐寒、抗旱、抗风雨、

发育快、根部旺，吸肥力强，易于栽培，

在不良的环境下能正常生长，花球半松，

雪白，蕾枝青绿色，肉质柔软，爽脆甜

美好吃，单球重 1.5-2.5 公斤，定植后

75 天左右采收。 

 

  

 

2016 年亚太种子大会（APSA)在韩国仁川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此次盛会共有来自 60 多

个国家的 1000 多名代表参加。在“一带一路”

的国家战略引领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种子企业

走出国门，谋求更广阔的发展之路，大力拓展

海外市场也是汉研种苗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

之一。此次参会为汉研种苗拓展国际市场提供

了良好机遇和宝贵平台，将进一步扩大贸易视

野，把握市场动态，主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提升公司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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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到北，随着川菜和麻辣火锅在各地的流行，吃辣椒的人越来越多。辣椒

能够刺激唾液及胃液的分泌，增加食欲，促进肠蠕动，帮助消化。 

本期推荐的汉研辣椒品种，不仅色香味美，而且商品性极佳，

深受种业朋友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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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丰一号  

中熟，植株生长势旺，分枝多，节间较密，连续座果能力强，株高一般 55－

65 厘米，株幅 50－60 厘米，果实细长羊角形， 前期果长 18－20 厘米，果径 1.2

－2.2 厘米，单果重 15－20 克，果实光亮，果型整齐而美观，青熟果深绿色，红

果颜色鲜亮，辣味较强且辣中带甜，口感好，食味极佳,且果实耐储藏运输,商品

性好,种植容易,适应性广,抗病。 

 

汉旋三号  

螺丝线椒，长 30cm 左右，

粗 2cm 左右，果皮黄绿色，中

早熟品种，采收青椒。辣味浓，

有香味，口感好。 

 
汉旋七号  

螺丝椒，长 22cm 左右，

粗 2cm，果皮绿色，采收青

椒。中早熟品种。 

 

汉锐一号  

中早熟尖椒品种，耐热耐

湿，果长 20-24 厘米，果宽 2.2

厘米，果形顺直，果色浅黄绿色，

长羊角形，辣味适中，青椒绿色

光亮，熟果鲜红色。 

 
汉锐二号  

早中熟，黄皮大果粗羊角

椒品种，生长势较强，坐果性

好，果长 20-25cm，果肩横径

3.3-3.8cm。品质好，青果浅

绿稍黄色，光泽油亮，果直肉

厚，耐储运，抗病高产。 

 

 

 

 

 

 

 

 

 

 

 

青梗菜是一种原产东亚的蔬菜，俗称小白菜。植株

较矮小，浅根系，须根发达。叶色淡绿至墨绿，叶片倒

卵形或椭圆形，叶片光滑或褶缩，少数有绒毛。叶柄肥

厚，白色或绿色。不结球。花黄色种子近圆形。据测定，

小白菜是蔬菜中含矿物质和维生素最丰富的菜。 

（1）春白菜。播种期 1—3 月，收获期 3—5 月。

宜选用冬性强、抽薹迟的品种。 

（2）夏白菜。播种期 4—8 月，收获期 6—10 月。

宜选用耐热、抗风雨强的品种。 

（3）秋白菜。播种期 9—10 月，收获期 11—12

月。此时气候冷凉，适宜各品种生长，应选择优质、高

产品种。 

（4）冬白菜。播种期 11—12 月，收获期翌年

1—2 月。宜选用冬性强的品种。 

 

 

 

汉绅一号  

早生矮脚种，生长速度

快，栽培容易，耐热性，耐

雨性，耐病性强，叶片光泽

度好，颜色深绿，叶柄肥厚，

株型直立整齐，品质超群，

产量高。 

 

 

汉青一号  

束腰，美

观，品质优，叶

色亮绿，叶柄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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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址 ： www.hanyanseed.com 

茬口安排 
 

 

 

  

 

芥蓝是我国特产菜之一，以广西、福建栽培为多。近年来，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开始引种，并传入日、美、欧洲各国。

芥蓝主要以肥嫩的花薹和嫩叶为食用器官，质脆嫩，清甜鲜美，风味别致。菜薹营养丰富，其中维生素和矿物盐含量很高。 

  
（1）早熟类型。耐热，7—9月播种育苗，9—11月收获。 

（2）中熟类型。9—12月播种育苗，11 月至翌年 2收获。 

（3）晚熟类型。12月至翌年 1月播种育苗，1—4月收获。 

 

 

 

 

 

 

汉翠一号  

杂交一代芥蓝新品种，长势强，株型半开张，生长速度快，

秋季定植后约 45-50天可收获。株高 33cm左右，主茎粗大，叶片

微皱，浅绿色，品质甜脆，适宜采收时重约 150g，商品性好。 

 

汉翠二号  

本品种为白花种，播种后 45 天可收

货，生长强壮，株型半开展，叶片肥厚，

蜡粉少，抗病性强，茎粗，节间长。叶较

少，圆型，深绿色，鲜嫩而美味可口。株

高 32cm，茎长 30cm，茎粗 1.7-2.0cm，主

茎重 100-150g 

 

汉翠三号  

株型半展开，生长整齐，

叶片椭圆形，叶厚深绿色，

腊粉少.株高 32-34 厘米，茎

长 28 厘米，茎粗 2.2-2.8厘

米，苔重 120-180 克，播种

至初收 52-60 天，亩产量

1250-1800公斤。加强肥水管

理，可采收侧苔 3-5次。 

 

汉翠四号  

最新育成的杂交一代芥蓝

新品种，生长强壮，株型直立

粗壮，生长整齐，叶片近圆形，

肥厚微皱，浅绿色，腊粉少，

抗病性强，茎圆粗壮均匀，节

间中长，纤维少，品质优，可

食部位鲜嫩，爽甜可口。株高

30-33cm，茎长 30 cm，茎粗

2.0-2.5cm，苔重 110-160克，

播种至初收 45-50 天，亩产量

1200-1600公斤。如在秋季主苔

采收后，继续加强肥水管理，

采收侧苔产量可达更高。 

 

汉翠五号  

本品种为白花种，播种后

50-60 天可收获。生长强壮，株型

半开型开展，叶片肥厚，腊粉少，

抗病性强。茎粗，节间长，叶较小，

圆型，深绿色，鲜嫩而美味可口。

株高 35㎝，茎长 30㎝，茎粗 1.8～

2.1㎝，主茎重 100～150 克。 

 

汉翠六号                      

最新育成的杂交一代芥蓝新品种，生长强壮，株型直立粗壮，生长

整齐，叶片近圆形，肥厚微皱，浅绿色，腊粉少，抗病性强，茎圆粗壮

均匀，节间中长，纤维少，品质优，可食部位鲜嫩，爽甜可口，株高

33-36 厘米，苔长约 30 厘米，苔粗约 2.0-2.5 厘米，苔重约 160 克，播

种至初收 45-50 天，亩产量约 1600 公斤。如在秋季主苔采收后，继续

加强肥水管理，采收侧苔产量可达更高。 

 

芥蓝栽培技术要点 

1品种选择 

  早秋宜选用汉翠一号、二号，这类品

种生育期相对较短,耐热性好,多以单薹

采收为主。越冬栽培宜选用汉翠三号或汉

翠五号芥蓝等,这类品种生育期较长,低

温下生长良好,品质好,采收单薹后可以

适时采收侧薹。 

2地块选择 

  芥蓝是一种根系好气性较强的蔬菜,

所以栽培芥蓝应选择排灌方便、土层深

厚、富含有机质的中性或微酸性砂壤土或

壤土地块。 

3培育壮苗 

基质：有条件的可用泥炭土或椰糠等

基质作无土育苗,宜采用 72 孔穴盘育苗。

没有无土育苗条件的可以自配营养土,用

6份无菌肥土加 4份充分腐熟的农家肥堆

在一起,加三元复合肥 2kg/m3 充分拌匀

摊平在育苗畦中或装育苗盘。 

播种：育苗畦或育苗盘浇足底水,育

苗盘内采用点播,每穴 1～2 粒,育苗畦中

采用撒播,育苗床用种 10g/m2,1hm2 生产

田需育苗床 300m2,播后覆盖干燥细土

0.3～0.5cm。 

播后管理：播种后用黑纱网覆盖,遮

荫保湿。子叶出土后及时揭掉黑纱网,但

不能浇水,此时要适当降低育苗土的湿

度,防止小苗徒长成高脚苗。及时间苗,

穴盘育苗保证 1 穴 1 株,育苗床育苗保持

苗间距 3cm,多余的用指甲掐掉生长点。

注意苗期预防猝倒病及跳甲、小菜蛾,以

防为害生长点。 

4定植 

定植时间：芥蓝一般苗龄 22～25d即

可定植。 

整地作畦：施充分腐熟的猪粪或鸡粪

37.5～45.0t/hm2、过磷酸钙 750kg/hm2、

硫酸钾复合肥 375kg/hm2,深犁耙平,作成

包沟宽 1.5～2.0m 的深沟高畦。 

定植密度：中早熟品种的株行距为

20cm×25cm,中晚熟品种的株行距为 25cm

×30cm。定植后浇透定植水,初秋时宜盖

黑纱网,有利于缓苗,越冬栽培时宜选择

晴天定植,温度高可以促进缓苗。 

 

大棚春番茄 11 月上、中旬用电加温线育苗。翌年 2月上、中旬定植，五月上旬开始采收，6月中、

下旬出地。前茬施基肥较足，鸡毛菜施复合肥作基肥即可，7 月中、下旬采收，注意防治虫害和安全用

药，防止农药残留超标。生菜 6 月下旬播种，秧龄不超过 25 天定植，8 月中、下旬采收。西芹 6 月上、

中旬遮阳网遮阳育苗，8月中、下旬定植，采收期 11月下旬至翌年 2 月。 

 

5田间管理 

5.1浇水 

  芥蓝喜欢湿润的土壤条件,但不耐

涝,定植时必须浇透定根水,促生新根使

幼苗迅速恢复生长,平常田间土壤相对

湿度应经常保持在饱水持水量的 80%～

90%。叶色鲜绿,油润,蜡质较少,是水分

充足生长良好的标志,若叶小、颜色暗

淡、蜡粉多,则是缺水的表现,要及时浇

水。 

5.2追肥 

  前期主要以速效氮肥为主,采用随

水淋施或根部穴施的方法,注意少量多

次,采收前 15d多以磷钾肥为主,辅以追

施叶面有机生态肥料。每次追肥后都要

及时浇水。 

5.3中耕及培土 

  芥蓝的栽培最忌土壤板结,保持根

部的通透性非常重要,因此应及时中耕。

为了保证在中耕时不伤及芥蓝的根系,

可以在中耕时适当向根部培土。 

6病虫害防治 

6.1病害 

芥蓝很少发生病害,但在老菜区芥

蓝的主要病害是霜霉病,个别地方还会

发生菌核病。 

6.2虫害 

常见的虫害有跳甲、菜青虫、小菜蛾、

潜叶蝇和蚜虫。尤其以跳甲的防治最为

重要,宜采用综合防治,老菜区或大面积

的叶菜成片种植区,定植前一定要将大

部分的跳甲成虫杀死,可以采用跳甲绝、

甲先决、甲好清等药喷雾。不能使用高

毒、高残留农药,采收期内使用农药要注

意安全间隔期。 

7采收 

  芥蓝的菜薹包括薹叶和菜薹。在菜

薹的形成过程中,前期以薹叶生长为主,

后期以薹生长占优势。薹茎较粗大,节间

较疏,薹叶少而细嫩,为优质菜薹。为保

证质量,必须适时采收。采收的标准是齐

口期,即芥蓝的花茎与基部叶片大致在

同一高度,花蕾欲开而又未开的时候采

收,质量最佳。 

 

（1）番茄品种选择：选用优质、丰产、抗性强、

早熟性好的品种，如汉粉三号、四号，汉盈五号、

八号，汉岩二号。 

（2）播种育苗：11月上、中旬在大棚内播种育苗。

播种前进行种子处理，剔除杂质，劣籽后，用 55

度温水浸种 15 分钟，并不断搅拌，然后放在清水

中浸种 3~8 小时，捞出用纱布包好，在 25~30 度

的环境中催芽，50%以上种子露白即可播种。 

（3）整地施肥：番茄是耐肥作物，且采收期长，

必须给与充足的肥料，所以土地应及时早耕和施

足基肥，一般每亩施腐熟有机肥 4000kg 和蔬菜专

用复合肥 50 千克，或商品有机肥 1000 千克和氮

磷钾复合肥 50 千克。定植前在畦面覆盖地膜。 

（4）定植：大棚在定植前 15 天盖好农用薄膜。

在 1 月中、下旬选择晴好无风的天气进行定植，

每畦种 2 行，株距 30 厘米，每亩栽 2400 棵左右。 

 

定植前打好定植孔，定植后立即浇搭根水，用

土封严定植孔，防止热气溢出损伤秧苗叶片；

同时搭好小拱棚，上覆无纺布和薄膜。 

（5）田间管理：大棚春番茄的管理原则是以

促为主。促早发棵、早开花、早坐果、早上市、

后期防早衰。定植后闷棚（不揭膜）2~4 天。

肥水管理掌握“前轻后重”的原则。定植初期，

外界气温低，地温也低，不利于根系生长，一

般不需要补充水分；第一花序坐果后，结合追

肥进行浇灌，此时大棚内温度上升，植株生长

迅速，并进入结果期，需要大量的水分。 

（6）病虫害防治：主要病害有灰霉病、早疫

病、叶霉病等。主要虫害有蚜虫、粉虱、潜叶

蝇等。要重视综合防治技术的运用，如应用防

虫网、黄板、银灰膜等。 

    （鸡毛菜、生菜、西芹栽培要点见上期） 

 



 

 

 品种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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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津一号小松菜 

叶片卵圆形，浓绿色。株型直立，叶柄粗壮，不易折

断，收获方便。对枯萎病抗性强，荣易栽培。春播、秋播

20-25天可以收获。 

 

 

 

 

 

 

 

 

 

 

 

 

 

 

 

 

汉珍一号油菜心  

株型直立，生长强健快速。叶形椭圆绿色，叶面

光滑，叶柄圆厚青绿色，株重约 180克。品质清香脆

嫩，适于炒食，抽苔晚，播种至采收约 30 天，栽培

适温，18~22 度。播种适期 4月至 9月。 

 

汉鸿一号  
中晚熟品种，生长旺盛，植株紧凑，适宜密植，亩

植 800-1000 株，适应性广，对青枯病及褐纹病有比较

强的抗性。果实长条形，盛收期果长 32-34 厘米，粗

4.5-5.0 厘米，平均单果重 250-300克。果色深紫红，

高温不易变色，果面光滑亮丽，果肉白色，肉质细嫩，

果肉硬，耐运输。果型整齐度好，商品率高。本品种开

花结果期适宜温度 20-30度，在气候正常和良好的栽培

条件下，亩产可达 5000 公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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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琦一号  

早熟，丰产，抗病，黑长茄。植株生长势强，

果实长条形。果长 30-35cm，果实横径 3.5-4cm。果

皮紫黑色，有光泽，果肉浅绿白色，肉质细脆。品

质佳，耐寒耐热。适合大棚和露地栽培。 

 
汉琦三号  

早熟，植株直立，分枝性较强，果实长条形，

果长 32-38cm，横径 4cm-4.5cm左右，单果重 180

克左右，果面紫黑色，有光泽，适宜保护地、早

春露地栽培. 

 
汉娃  

生长期 50 天，球高 20cm，球直径 11cm，

球重约 10kg。耐热，耐湿、抗病、优质、适应

性广，适合夏、秋季密植。 

 

汉锦春福  

耐低温，耐抽苔，结球紧实，商品

性好，定植后 55-60 天采收，单球重

2-3kg，抗病性好。 

 

汉锦夏福  

叶球矮桩，叠抱，一般球高 24cm，横径

18cm，净重 1-1.5kg，早熟，生长期 55天左右，

抗病性好。 

 

汉锦秋福  

中晚熟，生育期 85 天。植株较批张，外叶

绿色。叶柄薄，浅绿色，叶球叠抱，短圆筒形。

综合抗病能力强，风味鲜美，品质较佳。耐贮藏，

适合长途运输，产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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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中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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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型圆形，商品性好，硬度高，耐

裂果，耐储运，适应性广。 

 

汉樱红珠   

长势强健，单果重 16-20g，果实圆形，果实一致性

好，成熟果红亮，果味酸甜浓郁，口感好。 

 

 

汉樱紫晶  

长势强健，紫

红色果，成熟果为

棕紫色，果型为短

椭圆形，果重 20

克，风味奇特甜

美。 

 

汉粉四号  

早熟，无限生长型，大粉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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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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