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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柄芥新品种‘甬高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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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宽柄芥新品种‘甬高 2 号’是从日本‘三池赤缩缅’变异株中经历 6 个世代系统选育而成。

生长期约 190 d；植株较直立，单株质量约 1.5 kg；正面叶脉紫红色。耐寒性和冬性较强，田间表现软腐
病较轻，加工性状好。一般产量 75 t · hm-2，适宜长江流域及华南、西南地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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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Brassica juncea var. integlifolia Cultivar‘Yonggao 2’
WANG Yu-hong*，REN Xi-liang，HE Feng，and YANG Ming-gui
（Institute of Vegetables，Ningbo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Ningbo，Zhejiang 315040，China）

Abstract：‘Yonggao 2’is a new cultivar of Brassica juncea var. integlifolia selected from Japanese
‘Sanchi Chisuomian’. It has gone through 6 generations of selectively breeding from 2002 to 2008. Its
growing period is about 190 days. Its plant is semi-upright type. The plant weight is about 1.5 kg. The
colour of right nervation is amaranth. It is tolerant to cold and immaturity bolting. It has higher resistant to
soft rot disease than‘Sanchi Chisuomian’. The quality of cure is excellent. Its yield is about 75 t · hm-2. It
is suitable for cultiv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south China and sou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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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用芥菜宽柄芥变种（Brassica juncea var. integlifolia）新品种‘甬高 2 号’是从日本品种‘三
池赤缩缅’（杨阿富 等，2004）田间发现的变异株中分离而来。以叶脉紫，耐寒性强，耐抽薹，叶
柄和中肋宽，产量高为选育目标，将符合目标的后代连续 6 代自交进行系统选育，2007 年秋获得表
现优良，整齐一致的株系 NH02-2-13-5-49-1-22，2008 年秋季开始在宁波及周边地区开展多点品种比
较试验，各地反映良好，2008 年定名为‘甬高 2 号’（图 1）。
‘甬高 2 号’较‘三池赤缩缅’叶脉紫，中肋宽，商品性好，耐寒性和耐抽薹性好，产量高。
2009—2010 年进行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2011 年 12 月通过浙江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目前已在浙江省累计推广种植 800 hm2。
品种特征特性
生长势中等，株形较直立，单株质量约 1.5 kg。株高约 52 cm，开展度约 62 cm × 55 cm。叶数
约 22 片；叶全缘，叶面皱褶，有光泽，蜡粉少，无刺毛，正面叶脉紫红色；最大叶叶长约 5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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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约 28 cm，叶柄长约 6 cm，宽约 6 cm，厚约 1 cm；中肋淡绿色，有蜡粉，横断面弧形，长约 32 cm，
宽约 11 cm，厚约 1 cm，软叶率 40%左右。
生长期约 190 d，一般产量 75 t · hm-2。耐寒性和冬性较强，田间表现软腐病较轻，加工性状较
好。
栽培技术要点
适宜长江流域及华南、西南地区种植。播种期一般为 9 月底至 10 月初。播种量 6 000 g · hm-2。
合理密植，行距 40 cm，株距 35 ~ 40 cm（任锡亮 等，2011）
。
少雨时防干旱，多雨时防积水，做好三沟配套。施硫酸钾型三元复合肥（N︰P2O5︰K2O = 15︰
15︰15）600 kg · hm-2, 过磷酸钙 750 kg · hm-2，尿素 112.5 kg · hm-2 做基肥。追肥分 2 次施用，第 1
次在 12 月份，施复合肥 225 kg · hm-2，第 2 次在 2 月下旬至 3 月初，施尿素 225 kg · hm-2、三元复
合肥 150 kg · hm-2。
注意防治蚜虫、菜青虫、小猿叶虫、病毒病、霜霉病、软腐病等（施安辉和吴进标，2007）。4
月上旬，株高 50 ~ 60 cm，薹高在 10 cm 以下时，为采收适期（任锡亮 等，2009）。

图 1
Fig. 1

宽柄芥新品种‘甬高 2 号’

A new cultivar of Brassica juncea var. integlifolia‘Yongga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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