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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新品种‘苏梦 7 号’
孙玉东，张朝阳，徐兵划，顾

妍，张兴平*

（江苏徐淮地区淮阴农业科学研究所，淮安市设施蔬菜重点实验室，江苏淮安 223001）

摘

要：
‘苏梦 7 号’西瓜为小果型早熟杂交一代新品种。果实圆形，果皮深绿色，覆墨绿色齿状条

带，皮厚 0.5 cm，果皮韧性好。果肉红色，质地酥脆，中心折光糖含量 12.7%，籽小。平均单果质量 2.45 kg。
早春栽培全生育期 105 d，果实发育期 30 d。产量 33 900 kg · hm-2。适于江苏地区春季保护地栽培。
关键词：西瓜；品种
中图分类号：S 65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0513-353X（2020）01-0197-02

A New Watermelon Cultivar‘Sumeng 7’
SUN Yudong，ZHANG Chaoyang，XU Binghua，GU Yan，and ZHANG Xingping*
（Huai’an Key Laboratory of Greenhouse Vegetables，Huaiyin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 Jiangsu Xuhuai Region，
Huaiʼan，Jiangsu 223001，China）

Abstract：‘Sumeng 7’is a new watermelon hybrid with early maturity and small fruit. The fruit is
globe shaped with dark green skin and black green stripes. The durable rind is only 0.50 cm in thickness.
The red flesh is crisp and the brix at center is 12.7%. The total growing period is about 105 d and the fruit
development period is about 30 d after pollination in early spring. The average fruit weight is 2.45 kg and
the yield is 33 900 kg · hm-2. This cultivar is suitable for protected cultivation in spring in Jiangsu.
Keywords：watermelon；cultivar
当前小果型西瓜品种多存在易裂、抗性差等缺点，缺乏综合性状优良的品种（张勇 等，2018）
。
‘苏梦 7 号’
（图 1）是‘G37’与‘G38’杂交育成的小果型西瓜新品种。母本‘G37’来自 2008
年春季从日本引进的‘Bonbon’经连续 9 代自交选择后获得的稳定自交系，第一雌花 7 ~ 8 节，单
果质量 1.5 ~ 3.0 kg，果实圆形，果皮墨绿色覆深绿色锐齿条带，果皮厚 0.5 cm；瓜瓤红色，中心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 11.5%，坐果性好。父本‘G38’来自 2011 年秋季先正达公司引进的西瓜品种‘嘉
年华 2 号’经连续 8 代自交选择获得的稳定自交系，第一雌花 7 ~ 9 节，每隔 3 ~ 4 节着生 1 雌花，
单瓜质量 1.0 ~ 2.0 kg，果实圆形，果皮绿色覆深绿色锐齿条带，果皮厚 0.3 ~ 0.5 cm；瓜瓤红色，中
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3% 以上；坐果性好。
2014 年春季配制组合，2015 年春季、2016 年秋季均以‘Bonbon’为对照进行品种比较试验。
2015 年，平均产量 31 335 kg · hm-2，比对照增产 9.2%，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2.3%，高于对照；
2016 年，平均产量 36 502.5 kg · hm-2，比对照增产 7.8%，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2.7%，高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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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春季在江苏省淮安市、宿迁市西瓜种植区进行示范推广，长势稳定，产量高，品质好。深受
消费者欢迎。2018 年 5 月通过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
品种特征特性
植株生长势中等，第一雌花节位 6 ~ 8 节。单瓜质量 1.5 ~ 2.5 kg，平均 2.45 kg，果实圆形，果
皮深绿色，覆细墨绿色齿条，果皮厚度 0.5 cm，较硬，韧性好，耐贮运，红瓤，中心折光糖含量 12.7%
左右，边糖含量 10.0%左右。早熟，江苏地区春季保护地栽培全生育期 105 d 左右，果实发育期 30 d
左右，平均产量 33 900 kg · hm-2。
栽培技术要点
适宜江苏地区春季保护地栽培。1 月下旬—3 月上旬育苗，3 月上旬—4 月上旬定植于塑料大棚。
爬地栽培 9 000 ~ 12 000 株 · hm-2，双蔓或三蔓整枝；吊蔓栽培 24 000 ~ 27 000 株 · hm-2，单蔓或双
蔓整枝。伸蔓期合理肥水，调控植株生长，避免生长过旺。授粉期采用人工、蜜蜂授粉，或生长调
节剂辅助坐果。瓜长到直径 6 ~ 8 cm 大小时疏果，爬地栽培每株留 1 ~ 2 个果，吊蔓栽培留 1 个果。
膨瓜期加强肥水管理，采收前 7 ~ 10 d 停止施肥浇水。九成以上成熟时采收。在缺钾的土壤后期增
施钾肥，以提高果实品质。

图 1 西瓜新品种‘苏梦 7 号’
Fig. 1

A new watermelon cultivar‘Sumen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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