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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地方蔬菜大头矮小白菜栽培技术规程
张永吉 1 张云虹 1 严桂林 2 胡晨曦 1 张 瑛 1 陈以博 1 周如美 1 张永泰 1 *
渊1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袁江苏扬州 225007曰

2

兴化市大邹镇农业服务中心冤

摘要 大头矮小白菜是扬州地方传统蔬菜品种袁植株较矮尧头大尧梗矮袁叶梗绿色袁叶片为深绿色袁粗纤维少袁口感细腻袁高温烹饪不易
褪色袁以秋冬季栽培为主袁深受扬州市民欢迎遥本文以留住野扬州味道冶为出发点袁规范了大头矮小白菜栽培技术袁为提升地方蔬菜品种竞争
力尧规范地方蔬菜品种的保护和利用等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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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菜袁又称不结球白菜尧青菜尧油菜渊北方冤袁原产中

国袁属十字花科芸薹属植物不结球白菜 Brassica campestris L.

1 产地环境
大头矮以秋冬茬栽培为主袁种植地要求地势平坦尧水源

ssp. chinensis Makino 的变种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栽培和消费

充足尧排灌方便尧土层深厚肥沃尧前茬未种植过十字花科蔬

钙尧磷尧铁尧胡萝卜素尧VB 尧VB 尧烟酸尧VC 等营养成分

2 种子来源

的重要蔬菜 [1]遥小白菜含有蛋白质尧脂肪尧糖类尧膳食纤维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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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其中袁

[2-4]

钙的含量几乎等于白菜的 2 倍袁VC 含量约是大白菜的 3 倍袁

菜作物遥
一是购买商品种遥购买科研院所或种子公司提纯复壮

胡萝卜素是大白菜的 74 倍 遥大头矮小白菜是扬州地方蔬

的市售商品种遥二是自留种遥11 月下旬至 12 月中上旬多次

征为植株较矮尧头大尧梗矮袁梗基部向内弯曲呈勺形尧直立尧

60 目纱网封闭的设施内袁网室内放养蜜蜂授粉袁或人工每天

圆形袁叶片数 12耀13 张袁叶梗绿色袁叶片为深绿色袁粗纤维

黄熟时收获留种遥

[5]

菜品种袁以秋冬季栽培为主袁该品种栽培历史悠久[6]遥主要特
束腰袁株高 17 cm 左右袁开展度约 25 cm袁叶片卵圆形或阔卵
少袁口感细腻袁冬季霜后由于糖分积累味道更加鲜美袁可炒尧

观察袁选择符合商品性状尧健壮的大棵植株重新栽植到 40耀

用鸡毛毯子辅助授粉 1耀2 次袁花期结束后去除纱网袁待种夹
3 播种育苗
大头矮小白菜以棵菜消费为主遥为了节约种子用量袁提

烧尧做包子等多种食用方法袁高温不褪色袁深受扬州市民欢

迎遥大头矮单株重 150耀200 g袁产量约 30 t/hm 袁按 2 元/kg 计
2

算袁产值 6 万元/hm 左右遥
2

近年来袁扬州市委尧市政府高度重视野菜篮子冶工程袁

2018 年全市蔬菜产量达 320 万 t袁地产叶菜供给率达 70%袁
保障了群众生活需求袁但目前市场上大头矮由于品种退化尧
产量和经济效益问题袁其种植面积和供应量逐年减少袁部分
本地传统蔬菜的种质资源长期得不到提纯复壮袁品质和口感
大不如前遥大头矮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袁作为一个优良的地

高商品菜的整齐度袁宜采用育苗移栽的方式播种遥扬州地区
适宜播种期为 8 月中旬至 10 月下旬遥
3.1

苗床育苗

选择前茬非白菜类作物尧排灌方便尧肥沃尧含有机质多

的土壤袁土壤耕深 20 cm袁经耙平尧耙细后开沟尧做畦遥一般苗

床宽 100耀120 cm袁垄沟宽 30 cm袁垄高 18耀20 cm遥用种量
1 500耀2 250 g/hm2袁苗床与大田的面积比例是 1颐8耀10遥将种

子均匀撒播在床面上袁为了提高均匀程度袁种子可与细土尧

方品种资源袁如不加以保护利用袁将会逐渐消失 遥为此袁扬

细沙或复合肥混拌后撒播遥播后轻轻压实或覆盖干细土

了野关于保护地方蔬菜良种尧留住扬州味道的建议冶袁建议加

3.2

[7]

州市政协办公室尧研究室于 2019 年第 3 期叶社情民意曳发布
强对扬州本地优良蔬菜品种进行保护和培育袁并进行规模
化种植袁让更多市民品尝到丰富尧美味尧优质的地方蔬菜袁
让野扬州味道冶流传百世遥为此袁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

究所开展大头矮小白菜品种提纯复壮和高品质栽培技术研
究袁以留住野扬州味道冶为出发点袁为规范大头矮小白菜的栽

0.5耀0.8 cm袁随后浇透水袁以喷灌为佳遥
穴盘育苗

根据育苗时间不同袁可以选择 72耀128 孔的穴盘袁每穴

播种 1 粒渊有条件的可以选用自动或半自动穴盘播种机播

种冤袁穴盘育苗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蔬菜育苗基质袁其质量
应符合叶疏菜育苗基质曳渊NY/T 2118要2012冤的要求遥
4 苗期管理

培技术袁制定了扬州市地方标准叶野大头矮冶小白菜栽培技术

出苗前如果阳光强烈尧温度高袁宜采用遮阳网覆盖进行

规程曳渊DB3210/T 1030要2019冤袁在提升地方蔬菜品种竞争

保水尧降温袁出苗后及时揭除覆盖物遥育苗期间保持苗床见

力尧规范地方品种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等方面提供了技

干见湿状态袁及时拔除杂草尧进行病虫害防治遥为保持幼苗

术支持遥

整齐一致袁防止小苗过密拥挤形成高脚苗袁苗床育苗的小白

基金项目

进行 1 次袁1~2 片真叶时再进行 1 次袁以叶不搭叶为宜遥间苗

江苏现代农业渊蔬菜冤产业技术体系渊JATS也2019页256冤曰扬
州市野菜篮子冶渊SQCLZ也2019页05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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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袁齐苗后应及早间苗遥间苗一般分 2 次进行袁在齐苗后
要求去密留匀尧去弱留壮尧去小留大尧去杂留纯遥当苗木达到

植株健康尧无病虫害尧无黄叶尧无高脚苗尧苗龄 25耀30 d尧株高
10耀12 cm尧5耀6 片真叶的成苗标准时袁即可移栽定植遥

张永吉等院扬州地方蔬菜大头矮小白菜栽培技术规程
5 定植

定植前袁施入腐熟的有机肥 22.5~30.0 t/hm2尧氮磷钾三元

复合肥渊15-15-15冤600~750 kg/hm2袁土壤旋耕 20 cm袁使耕层
与基肥充分混匀遥田块土垡细碎袁平整后开沟尧做平畦袁一般

气状况袁如冬季气温度低于-5 益时袁需要扣棚保温遥

7 病虫害防治
7.1 防治原则

严格控制好田间湿度袁病虫害防治采取预防为主尧综合

畦宽 1.5耀2.0 m袁沟宽 30耀40 cm尧沟深 15 cm 左右遥

防治的方针袁优先采用农业防治尧物理防治尧生物防治袁合理

随起苗随定植袁避免苗长时间在阳光下曝晒遥定植株行距

质生产的目的遥

为方便起苗袁苗床在移栽前 1 d 浇 1 遍起身水袁移栽时

20耀25 cm伊20耀25 cm袁栽植 15 万~18 万株/hm 袁定植深度以叶
2

柄基部与土面相平为宜袁切忌埋没菜心袁定植后及时浇透

使用高效尧低毒尧低残留的化学农药防治袁达到安全生产尧优
7.2 防治方法
一是农业防治遥前茬口收获后及时清理田间残叶袁带出

定植水遥

田间销毁曰冬季深翻后冻垡曰夏季耕翻后闷棚袁也可用水漫

6 田间管理

灌后闷棚曰合理安排茬口袁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曰采用与

生长期视土壤湿度情况浇水袁保持土壤见干见湿袁如遇

葱蒜类尧根茎类或水生蔬菜轮作的方法遥二是物理防治遥使

连续阴雨天气及时清沟排水袁防治渍害发生遥生长期间尽量

用防虫网阻断部分虫源曰利用频振式杀虫灯尧黄板或性诱剂

减少化肥施用量袁如果叶片发黄尧植株长势弱袁可结合浇水

诱杀害虫遥三是生物防治遥利用天敌进行防治袁或在田边种

追施尿素 75~150 kg/hm 袁收获前 10 d 停止施肥遥
2

植蓖麻等植物有效驱除蚜虫袁或利用生物农药进行虫害防

为提高土壤保水保肥能力袁增强土壤透气性袁每次浇水

后待土干时进行浅耙袁结合耙地进行除草作业遥及时关注天

治遥四是药剂防治遥发生病虫害时及时使用农药防治袁具体
用法尧用量见表 1遥

表 1 大头矮小白菜主要病虫害及防治方法
病虫害名称
软腐病
霜霉病
菜青虫

蚜虫
甜菜夜蛾
小菜蛾

农药名称
噻菌铜
代森锰锌
丙森锌
高效氯氟氰菊酯
溴氯菊酯
苏云金杆菌
啶虫脒
吡虫啉
高氯窑甲维盐
虫酰肼
甲氯菊酯
阿维菌素

8 采收

含量及剂型
20%悬浮剂
80%可湿性粉剂
70%可湿性粉剂
5%微乳剂
2.5%乳油
32 000 IU/mg 可湿性粉剂
5%乳油
70%水分散粒剂
4.2%微乳剂
20% 悬浮剂
20%乳油
1.8%乳油

根据市场需求袁大头矮在定植后 40耀60 d 采收袁采收时

切除根部袁去除老叶尧黄叶和病株遥小白菜属于种子春化类
型袁一般情况下在春季 2 月下旬至 3 月上中旬易感受低温
通过春化而抽薹遥因此袁越冬栽培的大头矮须在春季抽薹前
采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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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药物防治袁选择 40%乐果乳剂 1 500 倍液进行喷杀袁整

生与种植温度尧湿度有关袁最有效的防治方法就是化学防治遥

6 采收

73%克螨特 3 000 倍液喷防袁可有效防治红蜘蛛遥此外袁还可

后掉落袁通常需要在 7 d 内完成采收工作遥把采收后的鲜果

红蜘蛛捕食袁可有效降低红蜘蛛的发生率遥

要放在严密的塑料袋内袁收口处要扎紧袁对其进行保存即可遥

会发生此类虫害袁尤其在盛花期的危害性最大遥红蜘蛛的发
每年 4要5 月袁选择 25%杀螨净对其虫卵进行处理袁再选择

以采用生物防治袁选择红蜘蛛的天敌要要
要瓢虫袁利用瓢虫对
5.4

花椒蚜虫
蚜虫对花椒的生长有极大的伤害性袁种植户需要提高重

视度袁如果忽视治理袁会造成花椒树大面积死亡袁给种植户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遥花椒蚜虫最佳防治方法就是生物防
治遥可以选择小麦与花椒树搭配种植袁因为小麦中的七星瓢
虫可以克制蚜虫袁选择生物防治法袁既可对此类病虫害有效
防治袁又不会对花椒树的生长造成不利影响遥此外袁还可以

体的防治效果也非常明显遥

待花椒果实成熟后袁需要立即采收袁避免花椒果实成熟

放在阴凉通风处袁不宜让阳光对其直接曝晒遥晾干后的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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