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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地区青花菜自交不亲和系种子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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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交不亲和系在十字花科蔬菜杂交育种中有重要作用遥该文总结南方地区青花菜自交不亲和系种子的生产技术袁主要包括播
种育苗尧整地施肥尧定植尧田间管理尧种子采收等方面内容袁以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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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交不亲和系是指经过多代选育而成的自花授粉不
会结籽或者极少结籽的优良品系遥目前袁自交不亲和系在十
字花科蔬菜育种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袁在杂交 1 代制种
上被广泛采用[1]遥自交不亲和系种子的产量尧品质渊发芽率尧
纯度等冤直接关系到大田杂交 1 代采种的原种供应及所采
杂交 1 代种子的纯度问题遥青花菜自交不亲和系种子生产
相对于大田经济栽培而言袁表现为生长势弱尧抗病性差袁而
且周期长袁一般从播种到种子采收要经历 6 个月左右的时

间[2]遥从前期的播种育苗到定植袁中期的植株大小控制尧疏蕾
球整枝到人工蕾期授粉袁直到后期的田间管理尧种子采收袁
均需进行精细管理[3]遥现总结南方地区青花菜自交不亲和系
种子的生产技术袁以为生产提供指导遥
1 播种育苗
1.1 适时播种
南方地区一般都是秋季播种袁翌年春季采收种子遥播种

苗抗性差袁要适当降低农药浓度袁以免产生药害袁以上害虫

均有抗药性袁要经常更换农药轮流防治遥一般假植后约 3
周袁幼苗 4 叶 1 心时即可定植袁定植前 2耀3 d 适当控制水分
锻炼幼苗袁以利于定植后缓苗成活遥
1.4 壮苗标准
青花菜的壮苗标准院叶片大而肥厚袁叶色浓绿袁蜡粉多袁
茎杆粗壮袁节间短袁根系发达袁无病虫遥
2 整地施肥
南方地区多雨潮湿袁青花菜自交不亲和系种子生产要
求在大棚内进行遥大棚为较固定的栽培设施袁容易造成连作
障碍遥因此袁一般前一季作采种结束后可以种水稻袁稻草混
耕入田袁以改善土壤袁增强地力曰也可以种豆类尧田青尧太阳
麻等作为绿肥袁并要利用夏天高温天气进行土壤灭菌袁施用
石灰 1 500 kg/hm2袁浸水约 1 个月袁然后深耕曝晒遥

整地前用大水漫灌袁2耀3 d 后施充分腐熟有机肥 30.0耀

期以 9 月中旬为宜袁早熟耐热品系则可于 8 月底至 9 月初
播种袁晚熟品系则可推迟至 9 月下旬播种遥
1.2 育苗方式

37.5 t/hm2尧复合肥 750 kg/hm2 作基肥袁砂质土壤易缺硼素袁可

以沙盘条播袁然后假植于幼苗床或者穴盘袁此法易于培
育壮苗遥或直接点播于 50 孔穴盘袁每穴 2 粒种子袁待出苗后
每穴选留 1 株幼苗袁此法适用于储藏年代较长尧生活力衰退
严重的种子袁可提高成苗率遥

后即覆盖大棚防虫网袁以减少定植后植株虫害的发生遥

1.3 苗期管理
播种前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或 75%百菌清可湿
性粉剂进行拌种消毒袁同时用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株距 45 cm袁中生品系株距 50 cm袁晚生品系株距 55 cm袁要

均匀撒施硼砂约 30 kg/hm2遥然后深耕袁并做高畦栽培遥采种

株生育期长袁以适当多施有机肥袁少施化肥为宜遥整地结束
3 适时定植
定植最好选晴天下午进行袁定植前苗床要浇透水袁取苗

时尽量带土定植袁少伤根遥一般畦沟宽 1.3耀1.5 m袁早生品系
求适当浅栽袁以利于培土遥定植后结合浇水袁每株幼苗根部

1 000 倍液对沙盘进行消毒袁预防苗期瘁倒病的发生遥待幼
苗子叶展开时从沙盘假植于苗床或穴盘袁假植后喷洒 70%
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消毒袁并使根部与土壤充
分接触以利新根发生遥搭小拱棚备塑料薄膜袁以防雨水冲

附近撒少量吡虫啉袁以驱灭地下害虫遥定植结束后立即灌

刷袁午间高温则要采取遮阳网遮荫遥
光照差尧夜温高尧湿度大尧假植密度过高等都容易引起
幼苗徒长袁发现幼苗徒长现象时要及时加强管理袁锻炼幼
苗遥苗期发现叶色变黄袁幼苗营养不良时可喷施或根灌叶

以黑腐病尧黑斑病尧霜霉病为主袁湿度大时会加剧这 3 种病

绿精 1 000 倍液或者复合肥 200 倍液袁以补充养分尧促进生
长袁并要及时松土增加土壤透气性袁以利于根系发育遥
保持苗床及周围清洁袁减少病虫害的发生遥可用杀毒矾

600 倍液喷洒或灌根防治苗期猝倒病遥苗期虫害以小菜娥尧
菜青虫尧蚜虫为主袁可用菊酯类或者有机磷类农药防治遥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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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袁以促发新根遥定植后 1 周植株缓苗后浇尿素 200 倍液 1
次袁定植后 2 周株间追施复合肥 1 次遥植株定植成活后要
定期喷药袁以预防病虫害发生袁一般每周要定期喷施杀菌剂

和杀虫剂 1 次袁并视情形补充微量元素如硼素等遥前期病害
害的发生遥因此袁田间灌水要待病情得以有效控制后方可进
行遥虫害以小菜蛾尧菜青虫及蚜虫为主袁需及时进行防治遥
4 田间管理

4.1 植株大小的控制
优良的采种株要求植株大小中等尧叶片肥厚尧叶色浓绿袁
且叶数不宜过多遥如果放任生长袁往往会造成植株叶片宽大
不利于疏蕾球尧整枝尧人工蕾期授粉等操作遥此外袁植株抗逆
性差袁对病虫害的抗性也减弱遥需在植株显蕾前控制水分袁
并结合松土切断部分毛细根袁以促进植株从营养生长向生
殖生长转化袁促进根系向土壤深层发育袁增加植株抗逆性遥

陈金龙等院南方地区青花菜自交不亲和系种子生产技术
一般控水 10耀15 d袁控水期间植株叶片会有一定程度的萎蔫

期过迟引发枝条短而粗的袁可去除枝条底部部分已开花朵

属正常现象袁但以清晨时植株不萎蔫尧植株不掉叶为限遥为

后再进行人工蕾授遥受自交不亲和基因的控制袁一般蕾授前

便于控制植株大小袁要及时覆盖大棚塑料薄膜以防雨水遥待

期结籽能力较差袁至中后期营养生长完全向生殖生长转化袁

至植株结球期袁要严格拔除杂株及变异株 遥

基因控制也相对减弱袁结籽能力较强遥因此袁中后期的蕾授

[4]

4.2 疏蕾球袁整枝

更应细心操作袁以提高产籽量遥一般授粉期为 25耀35 d遥

时进行袁减少植株养分消耗袁以利于抽枝遥疏蕾球宜在晴天

花粉袁以保证种子纯度遥要尽量保持叶片完整袁注意病虫害

上午进行袁以利于愈合组织形成袁并减少伤口病菌感染遥疏

的防治和硼素的补充袁及时去除病老叶片及小叶片袁清除田

4.2.1 疏蕾球遥在能够操作的情形下袁疏蕾球尽可能在球小

蕾球方式主要有 2 种袁即留主心和留两边遥青花菜采种株疏

蕾球一般采用留两边袁选与畦向一致袁发育良好的左右各一
小花球和花球一小部分主心袁 其余全部切除遥 要求切面平

整个授粉期要保持防虫网完好袁并严格杜绝人为混杂

间杂草袁保持田间卫生遥
4.4 后期管理
授粉结束后摘除未经蕾授的花蕾袁及时补充肥水袁并结

整袁尽量减少伤口面袁一般留长 3耀5 mm 的花茎袁花茎过长授

合喷药喷洒磷酸二氢钾 200 倍液袁以促进种子发育饱满遥采

要及时涂抹硫磺粉袁也可在切口表面先用农用链霉素 2 000

开始喷药防治袁每隔 7耀10 d 喷 1 次袁连喷 2耀3 次遥药剂可选

粉期易堆积花瓣引发病害袁过短则易伤口凹陷遥切球后伤口

倍液消毒袁稍干后用棉球蘸紫药水涂抹切口袁既有杀菌作用袁
又能促进伤口愈合遥切球后 3 d 内勿灌水袁以免伤口腐烂遥

4.2.2 整枝遥疏蕾球后必须及时整枝袁整枝时要分析植株养
分供给走向袁选留发育良好的枝条遥如果播种期过早袁枝条

分化往往不明显袁要经过 2耀3 次整枝才可选留 25耀30 个整

种株终花期如遇冷湿气候极易发生菌核病袁可于发病初期

用 50%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液尧50%甲基托布津可湿
性粉剂 500 倍液尧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尧20%甲
基立枯磷乳油 500 倍液或 50%普海因可湿性粉剂 1 000 倍
液等遥对于已发病的植株袁要及时割除发病枝条袁并用硫磺
粉涂抹伤口遥种荚膨大期易发生黑斑病尧菌核病袁并伴有软

齐尧粗壮的枝条遥如果播种期偏晚袁植株过早开始感受低温袁

腐病的发生[6]遥同时袁小菜蛾也有可能大量发生袁其剥食幼嫩

枝条分化明显袁但枝条短而粗袁易停心袁一次整枝即可袁要适

的种荚而进一步引发病害遥这些都对种子的产量和品质影

右侧花球各留 10耀15 个袁主心部分留 3耀5 个袁且要求枝条空

促进种子成熟袁并可避免成熟种子在荚内发芽遥

当多留枝条袁一般以留 30耀35 个为宜遥选留枝条时袁一般左
间分布较均匀遥整枝后伤口要涂抹硫磺粉消毒遥为促进提早

开花袁可用开花精 1 000 倍液喷洒袁同时要补充硼素遥如果硼

素不足袁则会引起花粉量减少袁花粉活力减退袁花蕾黄化尧空
洞袁花柱变短或者畸形等现象袁影响授粉受精袁不利结籽遥整
枝也包括整个生育期摘除植株腋芽遥及时摘除小腋芽可减
少养分损耗袁并增加通风透气性袁减少病虫害的发生遥
4.3 蕾期人工授粉

待植株枝条底部开花 7耀10 朵后即可进行人工蕾授遥根

据该品系自交不亲和性的强弱来确定可授花蕾的大小袁有
些品系自交不亲和性很强袁要小花蕾授粉才利于结籽遥剥蕾
授粉枝条顺序依后左中右前依次进行袁动作要轻柔袁注意勿
折断枝条袁勿碰伤枝条生长点袁每剥蕾 1 个枝条即授以邻株

的新鲜花粉袁花粉量要充足袁且涂抹均匀[5]遥有的品系因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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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蚜虫遥用敌百虫灌 根或敌敌畏 于傍晚 喷施袁 或用 敌杀

死等防治地老虎遥用杀灭菌酯尧Bt 乳剂 200 倍液或敌杀死
2 000 倍液喷雾防治棉铃虫遥用代森锰锌 1 500 g/hm2 喷雾防
治早疫病遥以后每隔 7耀10 d袁用甲霜灵一锰锌和百菌清进行

交叉喷雾防治遥用甲基托布津 800 倍液和甲霜灵 600 倍液

混合喷施防治灰霉病袁每隔7耀10 d 喷 1 次袁连续 2耀3 次遥初
花期用 0.3豫氯化钙或 1豫过磷酸钙每隔 15 d 喷施 1 次防治
脐腐病袁连续 2耀3 次遥
7 采收

当第一花序的果实已有红熟时即可分期尧分批进行采
收遥前期采收要严禁田间乱翻尧扯尧踩主茎与侧枝袁保护番茄
植株与青果正常生长袁减少病害侵染遥

响很大袁要及时防治遥授粉结束后 45 d袁要适当控制水分袁以
5 种子采收
待植株种荚大部分黄熟袁种子由绿色转为浅褐色或者

褐色时袁选晴朗天气及时收割袁倒挂于通风阴凉处后熟 7耀10

d袁然后脱粒尧晒干尧精选遥一般授粉结束后 50耀60 d 可收割种

子袁如果种子膨大成熟期光照不足尧温度偏低袁种荚不易黄
熟袁种子成熟时间则会延长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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