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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优品种

矮小型小白菜新品种——珍奇
王 强 孙菲菲 王 夏
（南京市蔬菜科学研究所，江苏南京 210042）

珍奇生长期短，品质优，株型矮小、美观，
适应市场消费需求，推广种植面积达 500 hm2
（7 500 亩）
。

适应市场消费需求，适宜长江流域秋季栽培和北方
地区秋冬季日光温室栽培。目前该品种已推广至江
苏、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山东、河北等地，
。
推广面积达 500 hm2（7 500 亩）
1 品种特征特性

南京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2005 年以由日本引进

株 型 直 立， 束 腰， 株 高 15 cm， 开 展 度 26

的小白菜一代杂种华冠为母本，以矮抗青小白菜为

cm，叶长椭圆形、绿色，梗茶匙状、宽而短、浅绿

父本进行杂交，杂交后代经自交、分离、提纯，采

色，叶片有光泽，最大叶长 17 cm、宽 10 cm，叶

用常规育种方法，经过 7 代定向选育，培育出矮小

片数 18 片，
单株净质量约 150 g。口感稍甜，
无苦味，

型小白菜新品种珍奇（图 1）
。

纤维较少，品质上等。耐霜霉病。秋季栽培生育期
35 d（天）左右，北方地区秋冬季日光温室栽培生
育期 50～60 d（天）
。耐寒性稍差。每 667 m2 产量
约 2 500 kg。
2 栽培技术要点
2.1

播期

以南京地区为例，秋播适期在 8 月 25

日至 9 月 20 日。长江中下游地区可参照矮抗青的
播期。北方地区秋冬季日光温室栽培 10 月至翌年
2 月均可播种。
图 1 珍奇

该品种生长期短，品质优，株型矮小、美观，
王强，推广研究员，主要从事蔬菜育种研究，电话：025-86165330，
E-mail：85423541@163.com
收稿日期：2013-12-16；接受日期：2014-02-12

号，410100，联系人：刘荣云，电话：0731-82791222（湘妃）
湖南省蔬菜研究所，湖南省长沙市远大二路，410125，联系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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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育苗

苗床应选择排水良好、肥沃的土壤。

整地，做成宽约 1.5 m、长 30～50 m 的畦，然后将
畦面整平耙细，每 667 m2 苗床用种量 0.5 kg，苗床
与种植田的比例约为 1∶8。播种要均匀，出苗后
浇施 0.1% 尿素 +0.1% 磷酸二氢钾水溶液 2～3 次，
以促进幼苗生长。当幼苗 3～4 片真叶时即可定植

塔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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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苗龄 15～20 d（天）
。

磷酸二氢钾水溶液 4 kg。应控制土壤湿度，干湿结

2.3

合。在保证适宜温度的同时尽量早揭晚盖草帘，延

整地施基肥

选用土壤肥沃，3 a（年）未种

过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及早翻耕晒垡。整地前

长光照时间。

2

每 667 m 施叶菜类专用有机无机复混肥（P、N、

2.6

K ≥ 25%）30 kg 作基肥，做宽 2 m 的畦，整平后

蛾和菜青虫等害虫。蚜虫可用 10% 吡虫啉可湿性

即可定植。

粉剂 3 000 倍液喷雾防治；菜螟用 5% 氟虫脲（卡

2.4 定植或直播 定植的株行距约为 20 cm 见方。

死克）乳油 2 000～3 000 倍液，或 5% 氟啶脲（抑

定植后浇定根水，第 2～5 天再复水 1～2 次。北方

太保）乳油 2 000～3 000 倍液喷雾防治；菜青虫和

地区秋冬季日光温室栽培一般采用直播，可条播或

小菜蛾用 0.1% 阿维菌素 + 活芽孢 70 亿个·g-1 苏

撒播，条播行距 20 cm，播种后覆盖地膜，出苗后

云金杆菌（311 菜蛾敌）可湿性粉剂 600～1 000 倍

2

揭除地膜。每 667 m 播种量 70～100 g。
2.5

田间管理

病虫害防治

应注意防治蚜虫、菜螟、小菜

液，
或 1% 甲胺基阿维菌素乳油 2 000倍液喷雾防治。

珍奇由于生长期较短，栽培上必

病害主要是霜霉病和软腐病。霜霉病用 72%

须一促到底。如遇寒流，应保持墒情，减轻冻害。

代森锰锌·霜脲氰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或

2

定植缓苗后追肥 1 次，逢雨天时，每 667 m 撒施

80% 烯酰吗啉可湿性粉剂 2 500 倍液喷雾防治；

尿素 10 kg。如遇天气干旱，要浇水促长；如雨水

软腐病用 72% 链霉素可湿性粉剂 4 000 倍液，或

较多，注意清沟理墒，及时排除积水。北方地区秋

50% 氯溴异氰尿酸可溶性粉剂 1 000 倍液灌根或

冬季日光温室栽培应适时间苗、定苗，撒播定苗的

喷雾防治；发现软腐病病株及时清除，病株周围

株行距为 15 cm 见方，条播的株距为 15 cm。出苗

撒生石灰消毒。

后至四叶一心，浇施 0.1% 尿素 +0.1% 磷酸二氢钾

2.7

水溶液 1～2 次，在四叶一心至采收前 10 d（天）

束腰，采收期比较灵活，小棵大棵均能采收上市，

2

追肥 1～2 次，每次每 667 m 浇施 0.2% 尿素 +0.2%

采收

珍奇为矮小型品种，植株小苗即开始

但要注意：采收不能过迟，否则梗部会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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