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国辣椒产业发展迅速，种植面积基

本稳定在 150�万～160 万�hm2（2�250�万～2�400�万

亩），约占我国蔬菜种植面积的 10%。辣椒生产格

局已从分散性生产向规模化发展转变，形成了六

大重点主产区，主要包括：南方冬季辣椒北运主产

区，北京、山西、内蒙古及东北露地夏秋辣椒主产

区，高海拔地区甘肃、新疆、山西、湖北长阳等夏

延时辣椒主产区，湖南、贵州、四川和重庆嗜辣地

区的小辣椒、高辣度辣椒主产区，北方保护地辣椒

生产区，华中河南、安徽、河北南部、陕西等主产

区；呈现出专业化、精品化和高端化的发展态势。

为适应市场需求，在继续追求高产、抗病、优质的

基础上，培育适宜不同栽培条件下的专用品种，以

及形色多样化、满足特异需求的辣椒品种是未来的

发展趋势。

1　我国辣椒主要类型和分布

我国南北跨度很大，气候差别明显，而且各地

我国辣椒栽培面积约占我国蔬菜栽培总面积的 10%，已经形成六大重点产区，呈现出专业化、精品

化和高端化的发展态势。在品种市场上，不同栽培条件下专用型辣椒品种需求增加，品质优良的耐

贮运辣椒品种将具有市场发展前景，抗逆性、适应性强的优良品种市场占有率将提高，对品种的复

合抗病水平要求更高，优质、抗病、适于机械化采收的干椒品种有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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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嗜辣程度差异很大，传统消费辣椒类型、形状

有别，�各个区域市场需求的主导品种类型不同。现

将我国甜、辣椒主要类型和种植情况大致归纳如下：

（1）甜椒类型品种种植面积 25�万 hm2（375

万亩）左右，包括方灯笼形甜椒（含彩椒）、长方

灯笼形及云南锥形甜椒。主要是北方温室、大棚、

拱棚等设施种植；北方露地及南菜北运基地露地，

以及云南拱棚种植。由于甜椒综合抗性不如辣椒、

种植成本高、食辣人口不断增加等原因，北方及南

菜北运基地灯笼形甜椒种植面积逐渐减少。

（2）线椒类型品种种植面积 30�万 hm2（450

万亩）左右，其中主要是鲜食类线椒，干制型线椒

面积较小。近年来，线椒面积逐年增加，成为单一

果形品种类型种植面积最大的，绿椒和红椒市场需

求量都大。线椒多以露地种植为主，华北及西北地

区开始有拱棚种植。

（3）�鲜食辣椒类型品种种植面积 50�万 hm2

（750�万亩）左右，包括牛角椒、羊角椒、泡椒类、

韩国 404�类型、东北麻辣灯笼椒和鲜食单生朝天椒

等。北方以温室、大棚和拱棚种植为主，部分冷凉

地区也有露地种植；冬季南方露地及拱棚种植。

该类型辣椒在北方设施及南方露地种植面积逐年�

增加。

（4）干椒及加工类型品种种植面积 55�万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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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万亩）左右，主要包括簇生、单生朝天椒干

椒，益都红和金塔类出口型干椒，以及地方品种如

贵州干椒、小米椒、丘北线椒、8819�线椒等。该

类型产品用于加工酱制原料及出口干椒，生产基地

主要局限于个别地区，生产规模相对稳定。

2　我国辣椒品种市场需求变化趋势

2.1　不同栽培条件下专用型辣椒品种需求增加

主要分为设施专用和露地专用，设施专用又

分为温室、大棚、拱棚三个类型；露地专用又分为

北方冷凉地区和南方露地。目前设施长季节栽培专

用型甜椒、辣椒基本上被国外品种所垄断，仅在春

大棚及拱棚秋延后早熟栽培中，国产品种仍主导市

场，但形势不容乐观。北方露地甜椒市场被国外品

种所垄断，金塔类干椒韩国品种占主导市场；露地

牛角形辣椒国产品种占有一定市场。南方露地早熟

甜椒、黄皮和绿皮羊角椒、泡椒、线椒等国产品种

主导市场，单生朝天椒鲜食类型由泰国、韩国品种

主导市场。云南及周边高海拔地区拱棚种植的锥形

甜椒由北京京研益农品种主导市场。设施栽培高附

加值品种被国外公司所垄断，种子价格很高，而拱

棚及露地栽培的国产品种仍处于恶性竞争阶段，种

子价格低位运行。不同栽培条件下，辣椒专用品种

对品种抗病性、抗逆性、适应性、品质佳、丰产性、

商品性等要求较高。

2.2　品质优良的耐贮运辣椒品种将具有市场发展

前景

以前辣椒育种方向一味地追求品种丰产性、

耐贮运性，结果育成的品种肉厚、蜡质层厚，确实

达到了耐贮运指标，但无论生食或是炒食，口感都

较差。忽视了辣椒的口感、色泽度、质脆等外在品

质，忽视了风味、VC�含量等内在营养品质，育种

目标偏离了消费市场需求。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产品的商品性要求越来越高的

同时，对品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例如，过去仅仅

在大西北甘肃、新疆等市场才可以看到的以陇椒系

列辣椒品种为代表的螺丝椒、猪大肠，以及过去也

仅局限于华东市场和东北市场的带有纵褶的辣椒品

种，如江苏育成的苏椒 5�号类型、沈阳育成的沈椒

4�号、东北麻辣灯笼形薄皮椒类型品种，近两年在

全国各地市场均有销售，而且价格明显高于同期其

他厚皮椒，说明消费者已经开始注重口感、风味等

优良品质。从华南冬季南菜北运基地、北方冷凉地

区夏秋露地生产基地、华中及长江流域春季或秋延

后拱棚生产基地看，该类品质较高的品种已经具有

一定的生产规模，并有进一步扩大面积的趋势。因

此，商品性好、口感品质好、风味品质佳、耐贮运

优良品种必将受到欢迎，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2.3　抗逆性、适应性强的优良品种市场占有率将

提高

我国南北方地区气候差异大，近几年，气候反

常现象时有发生，南方地区冬季、春季气温普遍偏

低，北方地区秋季气温反而偏高，给南方露地、拱

棚以及北方设施的辣椒生产带来了很大影响，坐果

率低、畸形果率高、病害普遍发生等现象严重，给

种植户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并时常出现因品种抗

逆性差造成的种子纠纷。

北方温室一年一大茬栽培的牛角椒或甜椒，前

期要求耐热，春节前后要求耐低温弱光，后期又要

耐热。该类型品种已被国外品种垄断，主要表现为

抗逆性强，持续坐果能力强，畸形果率很低，产量

能达到 6�500�kg�以上。而国产品种的耐低温弱光能

力、持续坐果能力、生长势等与国外品种有一定差

距，在设施长季节栽培中普遍表现出易早衰、坐果

易断层等特点。

近年来，长江流域及北方秋延后大棚或拱棚种

植基地规模不断扩大，如安徽阜阳、山东潍坊、辽

宁北镇等年种植面积均在 0.67�万 hm2（10�万亩）以

上，均属于反季节栽培，对品种的抗逆性要求高，

前期要耐高温，中后期要耐低温。安徽秋延后栽培

多为红椒上市，对品种的抗逆性要求更高。华南

及西南北运基地以露地栽培为主，多为春节前后上

市，主供北方寒冷冬春季市场，近两年该地区冬春

季持续较长时间的低温，导致辣椒植株坐果性差或

坐果后不膨大，部分不育系育成的品种不坐果、单

性结实现象严重，说明当地生产上选用的品种，不

论是常规育成还是不育系育成，品种的耐低温能力

差，尤其是所用的不育系对低温敏感，给当地辣椒

生产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新品种在大面

积推广之前必须先进行多点、多年区域试验和生产

试验，来检验品种的抗逆性和适应性，以及不育系

育成品种的稳定性。总之，选育抗逆性强、适应性

—��2��—

新优品种
栽培管理

本期视点

产业市场
病虫防控

—��2��—

产业广角 中 国 蔬 菜     CHINA VEGETABLES

《中国蔬菜》学术论文下载 www.cnveg.org



广的品种，市场占有率才能提高。

2.4　目前市场上对辣椒的抗病水平要求更高

由于当前我国规模化辣椒生产基地呈现了专业

化、精品化和高端化的发展态势，亟须培育抗多种

病害、适宜不同栽培条件的专用品种，以满足市场

需求。我国南北方地区气候差异很大，近几年反常

气候频繁发生，导致辣椒新病害不断出现，并逐渐

上升为主要病害，给生产带来较大损失。

北方保护地栽培品种要求抗 TMV、中抗（耐）

CMV，由于多年连作造成土壤盐碱化、过量使用氮

肥造成土壤酸化等连作障碍问题也日趋严重，在高

温条件下植株常发生 TXWV、青枯病、枯萎病、根

腐病、疫病、根结线虫等病害。温度变化剧烈和水

分忽大忽小条件下，果实常发生 XTIP�生理性斑点

病、疮痂病和炭疽病，也会出现缺素症状，如缺钙

引起的脐腐病、缺锌和铁引起的黄果病，主要是由

于高温下果实的养分转移到叶片，植物进行自我保

护造成的。果实发病尤其是红椒或彩椒果实发病，

对生产是致命的。冬季、早春季节保护地栽培，早

晨棚内常出现雾气，低温寡照、湿度大，常发生细

菌性软腐病和菌核病，造成烂秆或坏生长点，根部

病害茎基腐病、根腐病等病害也常出现。南方露地

栽培在高温条件下，易发生 TMV、青枯病、根腐病、

枯萎病、疫病和根结线虫，在持续低温条件下，露

水和雨水易引起 CMV、叶斑病、角斑病、软腐病、

菌核病、青枯病、根腐病和疫病等病害。果实易发

生疮痂病、炭疽病和缺素引起的黄果病、脐腐病

等病害，尤其是华南种植的绿皮椒极容易发生黄果

病，生产中应及时喷洒富含锌铁的药剂。总之，针

对生产实际，只有抗两种以上病害（细菌性、病毒

性和真菌性）的保护地或露地专用辣椒品种，才能

适应市场需求，扩大推广应用面积。

2.5　优质、抗病干椒品种有市场空间

我国干椒种植面积较大，产品主要用于加工专

用和出口专用。加工干椒基地主要分布在西南和华

中地区，如四川、贵州、重庆、湖南及河南、陕西、

山东等省份，杂交种极少，国产的常规品种主导产

区市场，如益都红、天鹰椒、8819�线椒、丘北线

椒、贵州子弹头等干椒品种，作为我国特有类型加

工酱制原料或部分干椒产品直接出口。出口专用干

椒基地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云南

等省份，该类型为杂交种，由韩国干椒品种主导市

场。因此根据市场需求，亟须育成抗病性强、优质、

丰产的干椒品种，并且保持地方常规品种特有的香

味、易风干等特点，用于初加工产业。亟须育成高

辣椒红素、高辣椒素（辣度高）、抗病优良品种用

于深加工产业。出口干椒品种要求具有优质、抗病、

丰产、色价高、易脱水等特点，要优于韩国金塔类

品种，才有望替代国外品种。另外，随着我国干椒

基地规模化、专业化发展，以及人工成本的大幅上

涨，对适宜机械化采收的品种需求越来越迫切，如

新疆部分基地目前已开始机械化采收。适宜机械化

采收的品种，要求植株属半自封顶类型，具有一定

的直立性，果实成熟期一致且大小适中，红椒易脱

水、椒皮较厚且有韧性，果柄不易脱落等独特性状。

因为机械采收前，需要喷洒脱叶剂使整株所有叶片

脱落，所以要求叶片易脱落但红椒不能脱落。采用

机械采收干椒对促进干椒产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选育适宜机械化采收的专用品种必将

是我国干椒重要的育种方向。

3　育种对策

3.1　育种目标应与市场紧密结合，要具有前瞻性

和多样性

育种者应充分了解我国辣椒生产实际情况及存

在的问题，把握市场动态，较准确地预测未来市场

变化，以市场为导向，制定切实可行的育种目标，

未来育成的品种才能主导市场。从未来发展方向

看，辣椒育种应以不同栽培模式的专用品种选育为

主攻方向，重点突出品种的复合抗病性、抗逆性、

适应性和丰产性，强调口感风味品质、营养品质、

商品品质，并兼顾耐贮运性，最终育成适应消费市

场和生产需求的品种。

3.2　丰富种质资源，加强种质创新

由于我国传统辣椒育种科研对种业技术需求预

估不足，对设施专用品种和南方露地品种的基础种

质资源重视不足，尽管近年来国内优势育种科研单

位已经收集整理了大量相关种质资源，但由于尚未

建立完善的种质资源规模化鉴定平台，缺乏与品种

关键性状紧密连锁的分子标记，分子设计和 DH�规

模化育种关键技术体系尚不够完善，导致该类型专

用蔬菜品种研发进展缓慢，目前已经被国外品种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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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先机。

我国甜椒、辣椒育种水平与荷兰、法国、美

国、以色列、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差距较大。我国

辣椒种质资源有限，种质资源遗传背景狭窄，抗病

基因较为单一，优异资源贫乏，很大程度上制约了

我国辣椒品种的更新换代。我国资源库的辣椒品种

资源有 3�000 余份，�其中必定蕴含着大量的优质和

抗病基因，�如何通过有效的方法进行鉴别并加以利

用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应加强新种质资源的搜

集、引进、鉴定、评价等育种基础研究；对现有资

源进行表现型和基因型精准鉴定，利用近缘或远缘

杂交、多材料复合杂交、DH�育种、优异性状聚合、

现代分子技术等手段，发掘辣椒抗性特异种质材料

和优异基因资源、创新优异种质；加强辣椒新型胞

质雄性不育系 CMS�转育和恢复系筛选。急需突破

性辣椒高效育种关键技术，创新一批新种质，为培

育适应市场需求的自主品种奠定基础。

3.3　加强育种技术方法研究，提高辣椒育种水平

我国辣椒杂交种的种子生产，目前仍多采用

人工去雄、人工授粉配制一代杂种，制种成本高，

种子纯度难以保证。利用辣椒核雄性不育系 MS�

（50% 不育）作为母本配制 F1�的种子生产中，尽

管可以省去人工去雄环节，但母本的不育株和可育

株分辨必须到开花期才能进行，拔掉可育株后造成

制种田母本株稀疏不一，浪费田地且栽培中不易管

理，并且授粉坐果后果实容易出现日灼现象，种子

单产较低。在我国劳动力十分缺乏和劳动力成本逐

年增高的状况下，利用辣椒胞质雄性不育 CMS�生

产一代杂种种子可节省 50%�以上人工成本，而且

可以保证 F1�杂交种的纯度达到 100%，并且能保护

亲本不易丢失，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

义，在与国外品种抗衡中具有很大的市场竞争优

势。我国辣椒杂交种每年制种面积约为 0.27�万 hm2

（4�万亩），如果能有 50%�的品种实现雄性不育化

制种，将节省去雄成本 1.2�亿元，同时可为农民提

供高质量的杂交种子，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CMS�生产的杂交种子在大面积利用之前，需

要进行多点生产试验，鉴定利用不育系育成新品种

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因此，需要加强我国辣椒 CMS�

雄性不育制种技术研究，提高良种繁育效率，防止

亲本丢失，保护自主知识产权，缩短与世界种业强

国的差距。

3.4　加强抗病性、抗逆性与适应性有效鉴定方法

研究

抗病育种在辣椒育种中至关重要，衡量一个品

种好坏的首要指标就是抗病性。我国辣椒生产面积

大、分布广，而且反季节种植面积不断增加，由于

气候变化异常、多年连作障碍凸显、田地污染增加

等原因，辣椒一些新病害已经发生，并日趋严重，

如保护地发生的辣椒 TXWV、XTIP�生理性斑点病、

细菌性软腐病、菌核病，根腐病、脐腐病、黄果病、

根结线虫等病害。南方露地发生的辣椒叶斑病、

角斑病、软腐病、菌核病、根腐病、疮痂病、黄

果病和根结线虫等病害。而一些老病害如 TMV、

CMV、疫病、青枯病、枯萎病、疮痂病、炭疽病、

根结线虫等病害，随着生理小种分化而危害程度不

断加剧。北方保护地品种选育，在保持抗 TMV、

中抗（耐）CMV 的前提下，应加强土传病害根腐病、

枯萎病、疫病和根结线虫等发病规律及抗病机理研

究。南方露地品种选育，在保持抗 TMV、中抗（耐）

CMV 的前提下，应加强因雨水、露水引起的叶斑

病、角斑病、青枯病、疮痂病等发病规律及抗病机

理研究。首先从发病严重地区分离、鉴定病原菌，

筛选获得高致病力菌株；经过人工接种鉴定筛选出

高抗病材料；利用抗、感材料构建分离群体，进行

抗性遗传分析和基因定位，获得抗病连锁分子标

记。应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培育高抗的育种

中间材料，并选育辣椒抗病品种。

目前，国内外抗逆相关基础理论和种质创新技

术研究基础薄弱，因此建立高效、准确、可操作性

强的抗逆性评价筛选指标体系难度较大。在抗逆性

评价技术方面，国内对适应我国设施条件的专用品

种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虽然已经有一些研究人员开

展了辣椒耐低温弱光评价和鉴定以及 QTL�等工作，

但尚未形成系统的可大规模应用的种质资源抗逆性

快速评价和筛选体系。因此应在冬季设施大量种植

育种材料时，测定材料在低温下冷害生理生化指标

变化，结合田间调查生长势、坐果性等性状，筛选

耐低温育种材料。耐热也是目前辣椒抗逆育种的一

个重要指标，鉴定辣椒耐热性最可靠的方法是调查

在高温下的坐果情况，但费时费力。因此，从长远看，

建立辣椒抗逆种质资源的筛选和有效评价方法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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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酒泉市土地耕种面积 16 万 hm2，可灌

溉的非耕地面积逾 13 万 hm2。为了节约土地资源，

在盐碱、砂石地等非耕地发展日光温室，有效地解决了粮菜争地矛盾，通过集成、推广有机生态型无土栽

培等实用技术，可以根本性解决土壤连作障碍、病虫害严重等问题，不仅提高了蔬菜产量和品质，效益显

著，而且促进了废旧资源再生利用，改善了生态环境，实现了生态良性循环，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同 

时，还带动了运输、旅游观光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酒泉市非耕地日光温室的效益及
发展前景

殷学云　张国森 *　蒋　宏　崔海成　葛　亮　毛德新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甘肃酒泉�735000）

重要，有必要通过构建高效、可操作性强的辣椒种

质资源耐低温（或耐高温）、抗早衰持续结果能力、

抗土壤连作障碍能力等重要性状抗逆性评价技术平

台，筛选出具有良好抗逆性与适应性的优良自交系。

3.5　加强传统育种与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相结

合，提高育种效率

制约我国辣椒种业进步和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在于育种技术手段落后，育种难以实现规模化、精

确化、流程化。世界种业已从传统的农业产业演化

成高科技行业。随着辣椒基因组测序完成和标记检

测技术的发展，高通量分子辅助育种技术将成为辣

椒商业育种的重要手段；作为育种技术的“黑马”，

DH�育种呈现规模化、流程化发展趋势。国外蔬菜

种业巨头如孟山都、瑞克斯旺、安莎公司等已经实

现了育种材料大规模、高通量、全自动基因型分析

鉴定和筛选，其规模之大、装备水平之高，是我国

任何一个种业公司或国家级专业研究院所都无法比

拟的。高通量分子检测技术的发展使得跨国公司的

育种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但却是目前我国种业研

发技术与跨国公司相比最大的短板。

为了提高辣椒育种效率，亟须在高通量分子标

记辅助育种和规模化 DH�育种等共性关键技术上集

成创新，创建高通量辣椒育种技术体系及其服务平

台，建立抗病性状和抗逆性状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

体系，提高辣椒资源在育种上的利用效率，提高育

种水平，创制一批优异种质，培育出复合抗病性强、

抗逆性好、适应性强，稳产高产、商品性好、耐贮运、

品质佳的辣椒新品种，快速缩短与跨国公司的差距。

提高土地利用率，从 2007 年开始，酒泉市肃州区

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科技力量和

研究开发的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技术，积极发展非

耕地日光温室蔬菜产业。经过多年的探索，成功开

发出适合本地气候、地势特点的盐碱、砂石地类型

的日光温室新结构和种植新技术，并建成银达、总

寨、西洞等多个示范基地，生产效益显著。通过辐

射带动，目前酒泉市非耕地日光温室推广面积达

825�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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