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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瓠瓜新品种浙蒲６号的选育
汪宝根

吴晓花

李国景‘

鲁忠富

刘永华

徐

沛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２１）

摘要：浙蒲６号是以Ｇ７—４—３—１—２—１为母本，以Ｇ１１—３—５—７—１—１为父本配制而成的保护地早
熟瓠瓜一代杂种。植株粗壮，耐低温弱光和盐碱，坐果性好。嫩瓜黄绿色，光泽度好。瓜条长棒形，瓜蒂部
钝圆，商品瓜长３０一４０ ｃａｌ，横径约５ ｃｍ，单瓜质量约０．４ ｋｇ；品质佳，氨基酸含量高。抗枯萎病，中抗病毒
病和白粉病。适应性广，特别适宜保护地早熟栽培，也适宜露地栽培和秋延后栽培。
关键词：瓠瓜；浙蒲６号；一代杂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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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育过程
母本Ｇ７—４—３—１—２—１是１９９５年从福州引进的地方品种福州芋瓠经５代自交后选择的纯合

自交系，表现为早熟，长棒形，耐低温、弱光能力较强，粗细均匀，商品瓜长５０—６０ ｃｍ，中部
横径约５ ｃｍ，嫩瓜皮色绿，品质优。父本Ｇｌｌ一３—５—７—１一ｌ是１９９５年从武汉引进的地方品种
迟瓠瓜经５代自交后选择的纯合自交系，表现为早熟，短棒形，耐低温、弱光能力强，长势旺，
抗逆性强，商品瓜长３０ ｃｍ左右，中部横径５—７ ｃｍ，嫩瓜皮色黄绿，光泽度好，对枯萎病和病毒
病的抗性较好，质嫩味微甜。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０—０９；接受日期：２００９—１２—１６
基金项目：浙江省重大优先主题项目（２００７Ｃ１２００３）
作者简介：汪宝根，助理研究员，专业方向：蔬菜逆境生理和蔬菜育种，电话：０５７１－８６４０４２２３
·通讯作者（Ｃｏｒｒ∞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李国景，研究员，专业方向：蔬菜育种，
ｇｕｏｊｉｎｇ＿ｌｉ＠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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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２００４年配制杂交组合，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进行品种比较试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进行多点区域试验
和试种示范，试种示范主要集中在浙江、湖北、福建、上海、安徽等省市，示范面积７００

ｈｍ２。

２００９年通过浙江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委员会认定，定名为浙蒲６号。
２

选育结果

２．１早熟性和丰产性
２．１．１品种比较试验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在浙江
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试验基地进行品种比
较试验，小区面积２．５ ｍ２，随机区组排列，４
次莺复。试验结果表明，浙蒲６号两年平均前
期产量为９００．５ ｋｇ·（６６７ ｍ２）一，比对照浙
蒲２号增产５．６％，差异显著；平均总产量为
２ ７７５．０

ｋｇ·６６７ｍ～，比对照浙蒲２号增产

１２．５％，差异显著（表１）。
２．１．２

年份％堂乏Ｋ知堂乏Ｋ
表１浙蒲６号品种比较试验产量结槊

前期产量１’／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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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Ｉ）整个采收期的前１１３产量。·表示与对照差异显著
（ａ＝０．０５），下表同。

区域试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分别在浙江杭州、绍兴、嘉善进行区域试验，随机区组排列，３

次重复，小区面积１８ ｍ２，以浙蒲２号和杭州长瓜为对照。结果表明，浙蒲６号始花期和始收期比
对照浙蒲２号提前２ ｄ（天），比杭州长瓜提前５～６ ｄ（天）。前期产量比浙蒲２号增产７．８％，
总产量比浙蒲２号增产１３．４％（表２）。浙蒲６号平均每株坐瓜７．１条，比浙蒲２号多Ｏ．２条。
表２浙蒲６号区域试验产量结果

２．２

商品性
浙蒲６号嫩瓜油绿色，光泽度好，瓜条长棒形，长短较一致，平均长３６ ｃｍ，且瓜条粗细较一

致。据调查，浙蒲６号商品瓜率比浙蒲２号和杭州长瓜分别提高５％和１０％；浙蒲６号、浙蒲２
号和杭州长瓜的果脐／果柄处粗度系数分别为１．１０、１．１３和１．３４。
２．３抗逆性
２．３．１低温弱光耐受性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调查结果表明，浙蒲６号耐低温弱光性最好，表现为低

温下叶柄仍较直立，叶片平展；商品瓜光泽度好，畸形瓜较少。浙蒲２号较耐寒，叶片偏大，叶
色略黄；叶片下卷比例较高，多数趴地，早期雌花花瓣偏小，畸形瓜略多。杭州长瓜耐低温弱光
性差，表现为叶片大，叶色黄；叶片下卷，叶面皱缩多，多数趴地；雌花畸形率高，商品瓜皮色
淡绿，畸形瓜较多。

２．３．２耐盐碱性２００８年对浙蒲６号和浙蒲２号在连续种植瓠瓜４ ａ（年）的大棚内进行田间耐
盐碱性比较，土壤Ｅｃ值为２．１５ ｍＳ·ｃｍ一。定植后２１ ｄ（天），浙蒲６号平均株高为６１．４

ｃｍ，

平均叶片数１１．８片，最大叶面积为３１２．４３ ｃｍ２；而浙蒲２号株高为４１．５ Ｃｌｌｌ，平均叶片数１０．０
片，最大叶面积为２３９．３６ ｃｍ２。浙蒲６号植株叶、茎和根鲜质量、干质量均高于浙蒲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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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３月（下）

品质
表３浙蒲６号品质鉴定结果

２００８年５月经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杭州）检测（表３），浙蒲６

警是鬻等魏嚣ｔ貅／ｇ酏．ｋｇ．，

品种

号和浙蒲２号商品瓜的粗蛋白、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均高于杭州长瓜；浙蒲６号嫩瓜氨基

酸总量分别比浙蒲２号和杭州长瓜提高
１２．７％、４３．８％，其谷氨酸和天门冬氨酸
含量较高，分别达到Ｏ．９６和０．７５ ｇ·ｋｇ～，比杭州长瓜分别提高５４．８％、３６．４％。
试种示范时进行品尝，浙蒲６号嫩瓜肉质致密，口味佳，质嫩味微甜。
２．５抗病性
２００８年３一１０月经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微生物研究所人工接种抗病性鉴定和田间抗
性调查。浙蒲６号抗枯萎病，中抗病毒病和白粉病，病情指数分别为１９．５５、４２．６７、３８．６４；杭
州长瓜对３种病害分别表现为中抗、中感、中感，病情指数分别为４６．３６、６０．１５、６３．６６。

３品种特征特性
浙蒲６号熟性早，耐低温弱光和盐碱，以侧蔓结瓜为主，侧蔓第ｌ节即可发生雌花。植株粗
壮，叶片深绿色，心脏形，叶厚、较小。瓜皮黄绿色，光泽度好；瓜条长棒形，瓜蒂部钝圆，粗
细均匀，商品瓜长３０～４０ ｃｍ，横径约５ ｃｍ，单瓜质量约０．４ ｋｇ。坐果性好，平均单株坐瓜７．１
条，品质佳，氨基酸含量高。抗枯萎病，中抗病毒病和白粉病；适应性广，特别适宜保护地早熟
栽培，也适宜高山栽培、露地栽培和秋延后栽培。

蓟马、蚜虫、斑潜蝇、白粉虱的克星

卿够

搽茂蹄

黄色、蓝色环保捕虫板

该产品由本公司独立研制和开发，不含有毒物质成分，无污染，安全环保，用于监测和防治蔬菜、花

卉、经济类作物害虫。使用本产品可避免和减少因使用农药及杀虫剂给人类和其他生物及环境带来的
危害，是一种高效环保的防治方法。

鍪辫公镯簸产豢冀色捕虫檄，簧杀蓊翊
●适用场地：Ｂ光温室、塑料丈棚、露地（无风沙）、
果园、花圃、苗房、家畜饲养房、水
果蔬菜贮藏室等。

●产品规格：４０．０ｃｍｘ２５．Ｏｃｍ。２５．０ｃｍｘｌ３．５
ｃｍ。１３．５ｃｍｘｌ０．０ｃｍ

●用量：每６６７ ｍ２（１亩）需用１５￣２０片（４０．０

●重要提示：
１．从苗期和定植期起使用，可有效控制害虫发展。
２．在害虫有可能霹发的地方保持不间断使用。将利
于监测防治害虫。
３．特殊板质。平整不卷曲，高粘度防水胶种．高温不
流淌．抗Ｂ晒雨淋，持久耐用。省时省力。

ｃｍｘ２５．０ｃｍ）

●产品特点：
１．开封即用。简单方便，用途广泛。
２．特殊色谱。双面诱杀效果丑著。控制范圈广。
３．悬挂高度保持与植物顶靖同等水平．并随
植物生长调蔓高度。

４．使用本产品有利于害虫的天敌生长．从而促进生
物防治。
资料免费，样品１０元，３片（２５．０

ｃｍｘｌ３．５

ｃｍ，含邮资１，欢迎来函来电。诚征各地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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