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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黄瓜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棳是世界上栽培面积最

大的蔬菜之一棳中国是国际上黄瓜生产面积最大暍
总产量最高的国家棳据统计棳棽棸棸棿年我国黄瓜栽

培面积高达椆棾万旇旐棽棳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椲棻棴棾椵暎
福建露地黄瓜主要为春秋两季棳且两季一般使用不

同类型品种棳为育成春秋兼用型黄瓜新品种棳三明

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自棻椆椆椄年起陆续征集了福建暍
台湾暍广东暍海南暍山东暍湖北暍江西等地的黄瓜

地方品种资源及 斊棻代品种暎经多年春暍秋季自交

纯化及性状鉴定棳定向选育出耐热性较差的春型亲

本及耐热性强的春秋兼用型亲本棾棸多份并广泛配

制杂交组合棳已先后成功育成黄瓜新品种 暟明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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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性好暍种子货架期长等优点棳适合福建省大部

分地区春暍秋季节种植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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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的棻个春暍秋兼用型黄瓜新品种棳选育过程如

图棻所示暎
母本是由沙县本地黄瓜后代分离的棻个单株棳

经过 代系谱选择而育成的稳定自交系棳早熟暍生

长势中等暍果皮深绿色暍肉色翠绿暍瓜长棒形暍瓜

长棾椄暙棿 斻旐暍瓜粗约棾斻旐暍单瓜重棽棸暙棾棸棸旂暍
黑密刺暍刺瘤大小中等棳可春暍秋季节种植棳为春

秋兼用型亲本材料椈父本是以福州引进 暟台湾耐热

王暠后代分离的棻个单株棳经 代系谱育而育成的

稳定自交系棳早中熟暍生长势中等暍果皮深绿色暍
肉色翠绿暍瓜长棒形暍瓜长棾 暙棿棽斻旐暍瓜粗约棾
斻旐暍单瓜重棽棸暙棽椄棸旂暍黑密刺暍刺瘤较粗暍耐

热性强棳可春暍秋季节种植棳为春秋兼用型亲本材

料暎棽棸棸椂年配组棳棽棸棸椃年在沙县进行品种鉴定试

验棳棽棸棸椄暙棽棸棸椆年进行多年多点品种比较试验棳
棽棸棸椄暙棽棸棻棸 年 进 行 多 点 小 面 积 生 产 试 验 示 范棳
棽棸棻棸年秋通过福建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委员

会认定暎

棽棸棸棾年秋 暟沙县本地黄瓜暠自交棳选出椂
个单株棳均收低节果棻个棳分别编号暎

棽棸棸棾年秋 暟台湾耐热王暠自交棳选椂个单
株棳均收低节果棻个棳分别编号暎

朂 朂
棽棸棸棿年春自交棽代种植椂个株行棳各株行
选棿暙椂套袋单果棳分别编号暎

棽棸棸棿年春自交棽代种植椂个株行棳各株行
选棾暙 个套袋单果棳分别编号暎

朂 朂
棽棸棸棿年秋自交棾代种植棽棸个株行棳选优株
行棻棸个棳各株行收棽暙棾个果棳分别编号暎

棽棸棸棿年秋自交棾代种植棻椂个株行棳选椄个
优良株行棳各收棽暙棾个果棳分别编号暎

朂 朂
棽棸棸 年春自交棿代种植棻棸个株行棳选 个
优良自交系棳各系收棾暙 个果棳分别编号暎

棽棸棸 年春自交棿代种植椄个株行棳选自交
系椂个棳各株系收棾暙 个果棳分别编号暎

朂 朂
棽棸棸 年秋自交 代种种植株系椆个棳选优
良自交系棾个作为亲本利用暎

棽棸棸 年秋自交 代种植株系椂个棳选棿个
优良自交系作为杂交亲本暎

朂 朂
自交系 斎棾灢棽灢棾灢灢棻 棬母本棭 自交系 斎棿椆灢棽灢棿灢棻灢棽 棬父本棭

暋暋炵 炴暋暋
棽棸棸椂年春 棬沙县棭杂交本配成斊棻棳并定名为 暟明研 号暠

朂
棽棸棸椂年秋至棽棸棸椆年秋 棬沙县暍建瓯暍邵武棭暟明研 号暠进行产量鉴定试验

朂
棽棸棸椆年春暍秋 棬三明莘口棭暟明研 号暠进行品种比较试验

朂
棽棸棸棸年秋至棽棸棻棸年春 棬三明暍沙县暍宁化暍将乐暍建瓯暍建阳暍邵武暍广东茂名暍

广州暍湛江暍南昌暍鹰潭棭暟明研 号暠进行生产试验示范

朂
棽棸棻棸年秋通福建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委员会认定

图棻暋 暟明研 号暠黄瓜品种选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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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暋主要特征特性

棽灡棻暋生育期及主要农艺性状

结合新品种比较试验棳对各参试品种的特征特

性进行田间观察鉴定棳结果表明椇 暟明研 号暠春

季栽培从播种到始收椃棸暙椄棸斾棳全生育期约棻棾棸斾椈
秋季栽培从播种到始收棿 暙 棸斾棳全生育期椄棸暙
椄 斾暎主要农艺性状 棬表棻棭为椇植株生长势强棳

分枝性中等棳主蔓第棾暙椃节开始着生雌花棳以主

蔓结瓜为主棳连续座果率高棳瓜条直棳长棒形棳瓜

长棾 暙棿棻斻旐棳瓜径棿暙 斻旐棳瓜把长 暙椂斻旐棳
单瓜重棽椄棸暙 棾棸旂棳瓜色深绿均匀棳有光泽棳黑密

刺棳瘤状粗棳瓜顶尖棳黄白条纹棳果肉翠绿色棳肉

质甜脆棳商品性好棳品质佳棳可生食暍熟食暎丰产

性好棳一般产量椂棿 棸棸暙椄棽 棸棸旊旂暏旇旐棴棽棳种子

千粒重棽椂灡棻旂暎

棿棻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椃卷



表棻暋明研 号与中农椄号主要农艺性状比较

斣斸斺旍斿棻暋斖斸旈旑斄旂旘旓旑旓旐旈斻斣旘斸旈旚旙旓旀斖旈旑旂旟斸旑 斸旑斾斱旇旓旑旂旑旓旑旂椄
品种 果长棷斻旐 果径棷斻旐 果形指数 单果重棷旂 果皮色 果皮性状 果基长度棷斻旐 刺瘤颜色 刺毛

明研 号 棾椆棶棿 棿棶棽 椆棶棿 棾椂椆 深绿 瘤长突起稀 棿棶棿 白 中

中农椄号 棾椂棶棿 棿棶椂 椃棶椆 棾棿棾 深绿 瘤长突起稀 棿棶椂 白 多

棽灡棽暋产量表现

棽灡棽灡棻暋小区产量鉴定试验暋棽棸棸椂年秋至棽棸棸椆年

秋棳暟明研 号暠在三明市农科所试验基地暍沙县柱元

村暍建瓯暍邵武等蔬菜基地进行露地小区杂种优势鉴

定暍试种试验棳小区面积棻棾灡棾旐棽棳每小区种植棿棸
株棳顺序排列棳试验结果棬表棽棭表明棳暟明研 号暠
前期产量棾椆椂椆棿灡 暙棿棻棸棾椃旊旂暏旇旐棴棽棳比对照 暟明
研棾号暠暍暟中农椄号暠增产 灡椃棩暙棻棽灡棸棩椈总产

量 椆棻棸椃灡 暙椄棻椄棸椄灡 旊旂暏旇旐棴棽棳比对照增产

棻灡椄棩暙棽椂灡棸棩暎
棽灡棽灡棽暋品种比较试验暋棽棸棸椆年 暟明研 号暠在三

明三元区莘口镇沙阳蔬菜专业村进行春秋两季品种

比较试验暎
棬棻棭棽棸棸椆年春品种比较试验暎参试材料为本

所新育成的黄瓜组合椇棻号棬棽棾暳棽 棭暍棽号棬棾 暳棾椄棭暍
棾号棬棾 暳棾椆棭暍明研 号棬棾 暳棿椆棭暍 号棬棿棸暳棿椆棭暍椂

号棬棿棿暳棻椄棭暍椃号棬棿棿暳棿椆棭暍椄号棬棿椆暳棾 棭及引进品

种台湾极品黄瓜暍中农椄号 棬斆斔棭棳参试品种除棻
号为华南型稀刺组合外棳其余均为华北型刺瓜组

合暎试验在三明三元区莘口镇沙阳村蔬菜基地进

行暎前茬种植大白菜棳土壤肥力较好棳试验小区采

用随机区组排列棳棾次重复棳四周设保护行棳每小

区椂灡椆旐棽棳种植棽棸株棳每个品种 棬组合棭椂棸株棳
株距棸灡棽 旐棳行距棸灡椃 旐棳整畦前全田施撒充分

腐熟鸭粪棽椃棸棸棸旊旂暏旇旐棴棽作基肥棳生育期间视苗

情酌施追肥暎试验于棽棸棸椆年棽月棻 日育苗棳棾月

棻椃日移栽棳棿月棽棸日开始采收棳椂月棻棽日采收结

束棳期间共进行棽棾次采收暎由表棾可知棳暟明研

号暠产量为椃棿棾棽旊旂暏旇旐棴棽棳比对照中农椄号增

产棻椄棽椂棽灡 旊旂棳增产棾棽灡椂棩棳达极显著水平棳位

于所有参试材料第棿位暎

表棽暋明研 号小区产量鉴定

斣斸斺旍斿棽暋斝旍旓旚斮旈斿旍斾斄旔旔旘斸旈旙斸旍斉旞旔斿旘旈旐斿旑旚斠斿旙旛旍旚旙旓旀斖旈旑旂旟斸旑

年份 栽培地点 品种
前期产量 总产量

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 比斆斔暲棷棩 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 比斆斔暲棷棩
棽棸棸椂年秋 三明所 明研 号 棾椄棻椃 椂棶椄 椂椃棾椃棽棶 棽棸棶棽

明研棾号棬斆斔棭 棾椃棾椆 椂棸棾棻
棽棸棸椃年春 柱元村 明研 号 棿棻棸棾椃 棻棽棶棸 椄棻椄棸椄棶 棽椂

明研棾号棬斆斔棭 棾椂椂 棶 椂棿椆棽椃棶
棽棸棸椃年秋 三明所 明研 号 棾椄棽棾棽 棽棶椃 椃棻椄棾 椆棶棸

中农椄号棬斆斔棭 棾椃棽棾棿棶 椂椂椄棽
棽棸棸椄年春 三明所 明研 号 棾椆椂椆棿棶 棶椃 椃椂椆椆椂棶 棻棿棶棾

中农椄号棬斆斔棭 棾椃棿棸棶 椂椃棾棿棽棶
棽棸棸椆年春 建瓯市 明研 号 椂棾棸棽棶 棽棶椆

中农椄号棬斆斔棭 椂棻棽椄棿
棽棸棸椆年秋 邵武市 明研 号 椆棻棸椃棶 棻棶椄

中农椄号棬斆斔棭 椄棸椂椆棶

暋暋 棬棽棭棽棸棸椆年秋品种比较试验暎参试材料为本

所新育成的黄瓜品种 棬组合棭椇棽号 棬棾 暳棾椄棭暍明

研 号 棬棾 暳棿椆棭暍 号 棬棿棸暳棿椆棭暍椂号 棬棿棿暳

棻椄棭暍椃号 棬棿棿暳棿椆棭暍椄号 棬棿椆暳棾 棭暍沙县本地黄

瓜 棬母本棭暍中农椄号 棬斆斔棭暎秋季品比试验去除

华南型组合棻号 棬棽棾暳棽 棭和棾号 棬棾 暳棾椆棭棽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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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棳新增耐热型母本参与品比试验暎试验在三明

三元莘口镇沙阳村蔬菜基地进行棳前茬作物为豇

豆棳土壤肥力较好棳试验小区采用随机排列棳棾次

重复棳四周设保护行棳小区面积棻棻灡棽旐棽棳每小区

种棾椂株棳株距棽棿斻旐棳行距椂 斻旐暎整畦前全田撒

施充分腐熟鸭粪棽椄 棸棸旊旂暏旇旐棴棽作基肥棳生育期

间视长势进行追肥暎试验于棽棸棸椆年椄月棾日育苗棳
椄月棻椄日移栽棳椆月椆月开始采收棳棻棸月棾日采

收结束棳期间共采收棻棽次棳由表棿可知棳暟明研

号暠产量达椂棾棻棽椃灡 旊旂暏旇旐棴棽棳比对照中农椄号

高椂椂棸椃灡 旊旂暏旇旐棴棽棳增产棽棻灡椆棩棳达到极显著

差异棳居参试品种第棽位椈从同一品种春秋季的产

量及与对照产量对比可以看出棳 号暍明研 号暍
沙县本地黄瓜暍椃号及中农椄号为耐热性品种棳椂
号暍椄号及棽号为不耐热品种暎

表棾暋参试黄瓜品种春季全生育期小区产量

斣斸斺旍斿棾暋斪旇旓旍斿斍旘旓旝旚旇斝斿旘旈旓斾旓旀斝旍旓旚斮旈斿旍斾旙旓旀斉旞旔斿旘旈旐斿旑旚斿斾斆旛斻旛旐斺斿旘斨斸旘旈斿旚旈斿旙旈旑斢旔旘旈旑旂

品 种
小区产量棷旊旂

栺 栻 栿 平均

产量棷
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

与对照比暲
棷旊旂

增减幅度暲
棷棩

棽号 椂 椃 椆 椃棶棾 椄棾棸棿椃棶斸斄 棽椂椆椄 棿椄棶棻
椃号 棾 棸 椂 棾 椃椂椄棻斺斄斅 棽棸椃棽 棶 棾椃
棾号 棾 棸 棽棶椃 椃椂棾椄棸斺斄斅 棽棸棽椆棸棶 棾椂棶棽
明研 号 棽 棽 棸 棻棶棾 椃棿棾棽斺斅 棻椄棽椂棽棶 棾棽棶椂
号 棿椆 棻 棻 棸棶棾 椃棽椆棸棻棶斺斅 棻椂椄棻棽 棾棸

椂号 棿椃 棿椆 棿 棸 椃棽棿椂椄斺斅 棻椂棾椃椄棶 棽椆棶棽
椄号 棸 棿椄 棿椆 棿椆 椃棻棸棻椃棶斺斅 棻棿椆棽椄 棽椂棶椂
台湾极品黄瓜 棿棽 棿棻 棿棽 棿棻棶椃 椂棸棿棾椄斻斆 棿棾棿椄棶 椃棶椃
中农椄号棬斆斔棭 棾椄 棾椄 棿棸 棾椄棶椃 椂棸椄椆棶斾斈
棻号 棾棻 棽椄 棽椄 棽椆 棿棽棸棾棸斿斉 棴棻棿棸椆棶 棴棽 棶棻

表棿暋参试黄瓜品种秋季全生育期小区产量

斣斸斺旍斿棿暋斪旇旓旍斿斍旘旓旝旚旇斝斿旘旈旓斾旓旀斝旍旓旚斮旈斿旍斾旙旓旀斉旞旔斿旘旈旐斿旑旚斿斾斆旛斻旛旐斺斿旘斨斸旘旈斿旚旈斿旙旈旑斄旛旚旛旐旑

品 种
小区产量棷旊旂

栺 栻 栿 平均

产量棷
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

与对照比暲棷旊旂
增减幅度暲棷棩

号 椃棽 椃椂 椃棸 椃棽棶椃 椂棿椆棻棿斸斄 棻棾棻棽 棽 棶棾
明研 号 椃棸 椃棿 椂椄 椃棸棶椃 椂棾棻棽椃棶斸斄斅 椂椂棸椃棶 棽棻棶椆
沙县本地黄瓜 椂棿 椂 椂棻 椂棾棶棾 椂棽棸斺斅斆 棿椃棾棽棶 椆棶棻
椃号 椂 椂棾 椄 椂棽 棾椂棸棶斺斅斆 棾椃棻棶 椂棶椆
中农椄号棬斆斔棭 椂棸 椄 椂 椄 棻椃椄椆斺斻斆
椂号 棽 椆 棿 棿椆棻棸椄棶斻斆 棴棽椂椃椆 棴 棶棽
椄号 棿椆 棿 椂棸 棿棶棾 棿椄棿椄棿棶斻斆 棴棾棾棸棾 棴椂棶棿
棽号 棻椄 棻椂 棻椂 棻椂棶椃 棻棿椆棻棻棶斾斈 棴棾椂椄椃椃棶 棴椃棻棶棽

棽灡棽灡棾暋 生 产 试 验示 范 暋棽棸棸椄暙棽棸棻棸年 暟明研

号暠在三明市沙县暍三元暍永安暍宁化暍将乐棳南

平市建瓯暍建阳暍邵武及省外广东茂名暍广州暍湛

江棳江西南昌暍鹰潭等地进行多点小面积生产试验

示范棳累计示范面积椂椂灡椂椃旇旐棽 以上暎示范中各生

产示范点反馈 暟明研 号暠表现为早中熟棳植株长

势强棳分枝中等棳结瓜率高棳果皮深绿暍果肉翠绿

色棳品质优棳耐热性强棳可春暍秋季栽培棳春季栽

培产量为椂棿 棸棸暙椄棽 棸棸旊旂暏旇旐棴棽棳秋季栽培产

量 椃棸棸棸暙椂椃 棸棸旊旂暏旇旐棴棽暎
棽灡棾暋抗性

棽棸棸椄暙棽棸棻棸年棳经三明市植保植检站采用随

机平行跳跃式五点抽样法对黄瓜主要病害霜霉病暍
角斑病暍疫病进行调查棳结果 棬表 棭表明椇霜霉

病与角斑病在春秋两季的株发病率均相当高棳但对

黄瓜的产量与品质影响不大棳疫病在春季发病率较

椂棻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椃卷



高棳秋季发病较少棳棽棸棻棸年春季雨水多棳疫病发

生严重暎从棾年 季的主要病害统计结果可知棳
暟明研 号暠田间病虫害发病情况与 暟中农椄号暠

相当棳田间病害主要有霜霉病暍角斑病暍疫病等暎
抗逆性中等棳适宜福建省各地区栽培暎

表 暋暟明研 号暠与暟中农椄号暠主要病害发生情况

斣斸斺旍斿 暋斖斸旈旑斾旈旙斿斸旙斿旙旈旑旜斿旙旚旈旂斸旚旈旓旑旓旀斖旈旑旂旟斸旑 斸旑斾斱旇旓旑旂旑旓旑旂椄
年份 品种

霜霉病 角斑病

株发病率棷棩 叶发病率棷棩 株发病率棷棩 叶发病率棷棩
疫病株发病率

棷棩
棽棸棸椄年春 明研 号 椃棽棶椄 棾 棶椃 棻棸棸灡棸 棽椄棶椂 棽棶棻

中农椄号 椃棸棶椆 棾棿棶棾 棻棸棸灡棸 棾棻棶椃 棾棶棿
棽棸棸椄年秋 明研 号 椄棾棶棽 棾椃棶椃 椄椆棶椂 棽 棶椃 棸

中农椄号 椄 棶棻 棾椃棶椆 椆棽棶棻 棽椂棶棽 棻灡棸
棽棸棸椆年春 明研 号 椃椃棶棿 棾棽棶椃 椆棾棶椂 棾 棶椂 棿棶椃

中农椄号 椃椄棶棽 棾棾棶棿 椆棾棶棻 棾棿棶椄 棿棶棿
棽棸棸椆年秋 明研 号 椆棾棶椃 棾棻棶椃 棻棸棸灡棸 棾椂棶棽 棸

中农椄号 椆 棶椃 棾棸棶椆 椆椄棶椃 棾椂棶椃 棸
棽棸棻棸年春 明研 号 椄 棶椂 棽椄棶椄 椆 棶棿 棾棾棶椂 棽棽棶椄

中农椄号 椄椄棶棿 棾棻棶 棻棸棸灡棸 棾棿棶椄 棾棻棶

棾暋结暋论

明研 号是三明农业科学研究所选育而成的杂

一代黄瓜新品种棳该品种植株长势强暍连续座果率

高棳瓜条直暍长棒形暍瓜色深绿均匀暍有光泽暍黑

密刺暍瘤状粗暍瓜顶尖暍黄白条纹暍瓜肉翠绿色暍
肉质甜脆棳商品性好棳品质佳暎该品种适宜福建省

春暍秋季节种植棳三明地区保护地栽培在棽月上中

旬播种棳早春保护地育苗露地栽培在棽月下旬至棾
月上旬播种棳秋季栽培在椃月下旬至椄月上中旬播

种棳其他地区播种可视当地气候条件进行调整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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