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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繁种株花期主要异常症状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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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制种的花期管理很重要，田间繁种
株经常会因无地膜覆盖、缺水、肥害、激素危
害、病虫害和二茬花危害等导致生长不良或出
现异常症状。相比之下，除草剂残留和矮壮素
的危害具有更强的隐蔽性、
突发性，
黄萎病（疑
似）
、霜霉病、根肿病以及根部线虫亦均已在
制种田发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1 标准繁种株性状特征
标准繁种株应具有以下特点：植株长势旺，叶
色和花色鲜艳、正常，植株没有发生药害、病虫害
等。在盛花期时，一级、二级、三级分枝的花朵相
继盛开，植株因生长旺盛而封垄严实。在田间，很
容易见到蜜蜂等昆虫，昆虫访花频繁。
2 生长不良或受害繁种株症状
2.1

无地膜覆盖的繁种株症状

地膜具有保湿、

增温、抑制杂草等作用，但有些农户没有认识到地
在白菜类蔬菜制种过程中，苗床和定植后的田

膜的重要作用。在春季定植白菜繁种株时不使用地

间管理是两个重要的环节，分别制约着近一半的繁

膜，导致田间繁种株瘦弱、矮小，花期过早、过短，

种产量。有时虽然苗床中的幼苗好，但是移栽到露

严重影响繁种产量（彩色图版 1）
。

地后，制种产量不一定会高；相反，苗床中的幼苗

2.2

不好，移栽到露地后，即使有好的管理技术也很难

水，否则会因缺水导致分枝、花朵数骤少，影响授

达到很高的繁种产量。在白菜（大白菜和普通白菜

粉质量。田间缺水初期，繁种株叶片在晴天的中午

的统称，下同）制种田间管理中，花期阶段的管理

常常萎蔫，早晚恢复正常；如果繁种株缺水严重，

尤为重要。良好的花期管理技术可以获得健康的繁

叶片长时间萎蔫，则早晚很难恢复，不仅提早开花，

种株，不仅减少了不良繁种株的出现，降低了白菜

而且植株分枝、花朵数也会减少，影响繁种产量。

制种的风险，而且保证了繁种株授粉充分、结实饱

2.3 繁种株肥害症状

满，确保了稳产和优质，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本

2.3.1 未腐熟禽粪危害 在白菜制种田中，农民施

文总结了在白菜制种过程中繁种株花期阶段易出现

用鸡鸭棚流淌出来的粪水浇制种地，结果导致繁种

的问题，旨在为农户提供容易识别的参考图片和解

株因禽粪没有经过充分腐熟或施用过多而受到肥

决方案，
从而为繁育高质量白菜种子提供技术服务。

害，严重时繁种株死亡（彩色图版 2-a）
。

繁种株缺水症状

白菜繁种株花期不能缺

2.3.2 劣质肥料危害 农民购买了不合格的劣质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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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含有有害成分等）
，施用后同样会造成繁种株
受害或死亡
（彩色图版 2-b）
。
肥害导致繁种株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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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枝极少，田间缺苗，严重降低制种产量。
2.4 繁种株受激素危害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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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除草剂危害 早先除草剂的危害主要是紧邻

项目

麦地的几行或者使用喷施过除草剂的药具造成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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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受害（彩色图版 3-a）
，但现在除草剂的危害更

不结实。一般在定植繁种株前，需要对苗床内的幼

具有隐蔽性、突发性。除草剂的危害会发生在田间

苗彻底喷施 50% 烯酰吗啉可湿性粉剂 1 500～2 000

各部位，部分或整块地均可以发生。特别是山东、

倍液，以预防霜霉病的发生。

山西等地的农户在种植玉米时，普遍施用除草剂抑

2.7.3 菌核病 菌核病病菌主要以菌核遗留在土壤

制杂草生长，来年再栽种白菜繁种株，大大增加了

或混在种子中越冬或越夏，能存活多年，在温湿度

除草剂残留危害的几率。更多的农户是由于承包土

条件合适时，萌发产生子囊盘和子囊孢子开始侵染

地后，并不了解上茬是否施用过除草剂，以及施用

植株。繁种株的菌核病多在花期结束后发生，近地

何种除草剂，
导致制种田受到除草剂残留的危害（彩

面的衰老叶片边缘和叶柄上先出现水浸状浅褐色病

色图版 3-b）
。

斑，病斑上可生长白色絮状菌丝，并从叶柄向茎部

2.4.2 矮壮素危害 矮壮素的危害也同样具有隐蔽

蔓延。茎部病斑初期呈水浸状，然后微凹陷，颜色

性、突发性。繁种株受到矮壮素危害后，植株矮小、

由褐色转为白色，并着生白色絮状菌丝，最后茎秆

墩实，叶色深，花器官生长不正常（彩色图版 4）
，

组织腐烂成纤维状，中空并伴有黑色鼠粪状菌核。

严重影响制种产量和质量。

病斑可一直蔓延到种荚，在种荚表面形成白色病

2.5

斑，荚内有黑色小颗粒状菌核。在高湿条件下，病

繁种株二茬花症状

二茬花常发生在授粉结

束后的灌浆期。此期因经常下雨导致田间水分大，

株发病严重，最后腐烂死亡（彩色图版 9）
。

原本种子应该开始灌浆，但繁种株却再次开花，花

2.7.4 干枯叶病 繁种株干枯叶病症状：从老叶到

朵稀疏，
零星开放。而此期农民无法进入田间摘花，

嫩叶，由叶片的叶缘开始干枯，逐渐发展，直至整

最终导致繁种株贪青，养分倒流，已经结实的种子

片叶枯死，最后仅存叶脉（彩色图版 10）
。繁种株

干瘪、色泽差（彩色图版 5）
，严重影响制种产量

干枯叶病的发生品种间差异很大，个别品种发病

和质量。

重。一般情况下幼苗在苗床内受冻，
定植到田间后，

2.6

繁种株花期不遇症状

虽然白菜双亲的花期

因为天气忽冷忽热，繁种株更容易发生干枯叶病。

比较容易调节一致，但是晚抽薹的大白菜和小白菜

目前，繁种株干枯叶病的发病原因尚不明确。

花期不遇的情况常有发生。由于双亲之一过早或过

2.7.5 花梗黑点状病斑 白菜繁种株的花梗部有时

晚开花，影响了双亲花期的一致性、有效性，不仅

具有黑点状病斑，严重时黑点处变褐色，花梗干枯

消耗了养分、浪费了花朵，而且常常会导致假杂种

死亡（彩色图版 11）
。目前，导致花梗黑点状病斑

增多，延迟种子收获期，影响制种产量和质量（彩

的发病原因尚不明确。

色图版 6）
。

2.7.6 根部线虫 部分地块的繁种株的根部肿大，

2.7 繁种株受病虫为害的症状

呈瘤状（彩色图版 12-a）
，植株地上部萎蔫，慢慢

2.7.1

白菜制种田疑似黄萎病症状：

死亡（彩色图版 12-b）
，发病植株呈现出不均匀分

先从繁种株主茎一侧开始发病，茎上着生的叶片边

布的特点。但这种症状由哪种线虫引起，还需要进

缘开始变黄（彩色图版 7-a）
，个别花梗干枯（彩

一步镜检验证。

色图版 7-b）
。目前，有关白菜制种田疑似黄萎病

2.7.7 潜叶蝇、蚜虫、菜青虫等症状 白菜繁种株

致病菌的分离、纯化和回接致病等鉴定工作正在进

潜叶蝇的发生速度快，为害越来越严重，不仅要

行中。

提早预防，而且要多次喷施阿维·杀虫丹 1 500～

2.7.2 霜霉病 霜霉病在多雨、光照不足、多露水、

2 000 倍液或阿维·灭蝇胺 2 000～3 000 倍液防治，

多雾的季节或冷凉地块、种植密度过大、通风不良

否则很难控制住。

疑似黄萎病

的白菜繁种株上较容易发生，应加强预防。繁种株

蚜虫、菜青虫等症状容易识别，这类害虫也容

受到病菌侵染后，不仅叶片发病，而且花梗、种荚

易杀灭，可喷施 70% 吡虫啉水分散粒剂 10 000～

也发病，湿度大时发病部位表面出现白霉（彩色图

15 000 倍液防治，但应尽早预防。

版 8）
。发病植株表现为花梗肥肿、弯曲，花器官

2.8

肥大、畸形，种荚呈淡黄色、瘦小且结实不良或

个生长过程中，由于白菜繁种株的地上部和地下部

难以识别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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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外界环境、土壤、人为等多种因素影响，有些

相对湿度为 50%～95%，
低洼地、
温度为 20～25 ℃，

症状，如叶片正反面均着生有连片白斑、叶缘黄化

连作地、
水改旱地发病重。而大白菜属高水肥作物，

和叶柄坏死等症状（彩色图版 13）
，其发生原因不

棵体脆弱，是容易染病的蔬菜品种，所以根肿病是

明确，有待进一步研究。

否会在春季白菜繁种田发生，值得育种人员和繁种

3 小结

单位密切关注。

白菜类蔬菜的繁种工作经常安排在具有水源条

技术人员和繁种户需要细心观察田间繁种株的

件和隔离条件的边远山区，可以部分解决农民工就

生长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解决

业和收入问题，尤其是年长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问题。农户遇到突发病虫害时，多半先是自行用药

因此，
受到制种户的欢迎。但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

或到乡村的售药点，向售药者简单地描述生长不良

农民普遍接受传统的种植方法和观念，繁种田一旦

或受害繁种株症状，然后买回农药再喷施。其实，

出现新病害等问题，他们多半不明白是何种病害，

当农户发现繁种株受害时，病害的发生往往已比较

很难及时进行防治，也无法提前预防。因此，繁种

严重，如果施药不对症，不仅白花钱、浪费人力，

单位和技术人员有责任在第一时间宣传和普及预防

而且达不到防治效果。为此，负责繁种工作的技术

病虫害的知识，同时提供物美价廉、货真价实的农

人员有责任提前研判病情，明确病症，指导农户对

药，并进行实际指导。

症用药。农户更不要因轻易相信农药和化肥销售者

白菜繁种是一项较细致的工作，每个环节都不

夸大的言辞，而施用了假药和化肥，贻误了防治的

能疏忽。如果苗床的幼苗受到冻害，可能会增加花

最佳时机；还有些难以识别的症状，由于发病原因

期时繁种株再次发病的连锁反应，例如干枯叶病，

不明确，尽管喷施过农药，但效果不明显，有待于

先是繁种株在苗床时受冻害，然后繁种株在田间变

病害专家进一步确诊，如根部线虫等。

化的条件下继续受到冻害，随着温度的回升，繁种
株干枯叶病症状逐渐显现出来；相反，如果苗床的
幼苗健康，繁种株已具备了抵抗外界多变环境的潜
能，定植后繁种株的病害也同样会减少；另外，除
草剂残留等的危害具有更强的隐蔽性、突发性。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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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除草剂施用的普及，原先除草剂残留的危害仅发
，而现在
生在紧邻麦地的几行（张德双 等，2013）
除草剂残留的危害会发生在田间的任何角落，一大
部分或整块地均可以发生。近几年，农民普遍反映
2，4-D 丁酯含量越高的除草剂残留对白菜制种株
的危害也越大；另外，虽然白菜制种田疑似黄萎病
的分离、纯化和回接致病等鉴定工作还没有结论，
但是疑似黄萎病确实在白菜制种田已发生了，应该
引起足够的重视；危害大白菜生产的三大病害之一

大白菜标准繁种株

的霜霉病在侵染繁种株后，除叶面症状外，还可以
使花梗肥肿、弯曲，花器官肥大、畸形，被害的种
荚呈淡黄色、覆白霉、瘦小且结实不良或不结实（徐
家炳，1994）
，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2015 年，
因为雨水多，在排水不畅或易涝、低洼的制种田普
遍发生了霜霉病，
危害较为严重。更需要警惕的是，
根肿病已在一些省市的白菜生产田中暴发。根肿病
病菌喜酸性土壤，适宜发病土壤 pH 值为 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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