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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春甘蓝新品种‘中甘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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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甘 628’是以细胞质雄性不育系 CMSSG643-1-1 为母本，自交亲和系 87-534-2-3 为父本

配制而成的早熟春甘蓝一代杂种。叶球圆球形，绿色，单球质量约 1.0 kg；叶球质地脆嫩，口感好，商品
性佳；适应性强，中抗枯萎病，耐未熟抽薹。华北地区春季露地栽培，从定植到收获约 54 d。适宜在北
京、河北、河南、甘肃、陕西、山东、浙江等地区春季露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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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Early-maturing Spring Cabbage Hybrid‘Zhonggan 628’
LÜ Honghao，ZHUANG Mu*，YANG Limei，FANG Zhiyuan，ZHANG Yangyong，LIU Yumei，LI
Zhansheng，and WANG Yong
（Institute of Vegetables and Flowers，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Zhonggan 628’is an early-maturing spring cabbage hybrid derived from the cytoplasmic
male sterile line CMSSG643-1-1 and the self-compatible inbred line 87-534-2-3. The head is round in
shape and green in color，with the weight of around 1.0 kg. The head tastes crisp and tender，with high
quality. It has broad adaptability，middle resistance to Fusarium wilt and high tolerance to premature
bolting. It takes about 54 days from transplantation to harvest when planted in the open field in northern
China as the spring cabbage. It is suitable for open-field cultivation in spring in Beijing，Hebei，Henan，
Gansu，Shaanxi，Shandong，Zhejiang，etc.
Keywords：cabbage；early-maturing；cytoplasmic male sterile line；hybrid；clutivar
‘中甘 628’
（图 1）是以细胞质雄性不育系 CMSSG643-1-1 为母本，自交亲和系 87-534-2-3 为
父本配 制而 成的适 于春 季露地 栽培 的甘蓝 一代 杂交种 。1988 年从荷兰引进 的甘 蓝杂交 品种
‘Muketeer’经 10 代自交纯化和单株选择而成自交系 SG643-1-1，并经过多代回交转育获得细胞质
雄性不育系 CMSSG643-1-1。该不育系田间表现早熟，生育期约 55 d；外叶深绿色，圆形，蜡粉中
等；叶球中等大小，绿色，圆形，单球质量约 0.6 kg，横径约 13.5 cm，纵径约 13.8 cm，中心柱长
约 5.2 cm，内部较疏松，不易裂球；耐先期抽薹，田间表现中抗枯萎病。父本 87-534-2-3 是由 1987
年从前东德引进的甘蓝杂交品种‘Flstacus’经 10 代自交纯化和单株选择而成的自交亲和系（方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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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等，2012）。该自交系田间表现早熟，生育期约 50 d；外叶绿色，圆形，蜡粉少；叶球中等大小，
绿色，圆形，单球质量约 0.5 kg，横径约 13.1 cm，纵径约 12.6 cm，中心柱短，约 5.5 cm；耐裂性
中等；耐先期抽薹；花期自交亲和。该组合于 2006 年组配；2007—2011 年在北京进行品种比较试
验；2012—2016 年在北京、河北、甘肃、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等地进行区域试验和生产示范，
表现早熟、圆球、球色绿、耐先期抽薹、中抗枯萎病；在 2015—2016 年的品种比较试验中，平均产
量 69.91 t · hm-2，比对照品种‘中甘 11 号’增产 10.5%（方智远 等，1987）；2017 年定名为‘中甘
628’
，2018 年 12 月通过农业农村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
品种特征特性
华北地区春季露地栽培从定植到收获约 54 d。株型开展，开展度小；外叶圆形，绿色，蜡粉少；
叶球圆形，绿色，单球质量约 1.0 kg；中心柱长度中等，约为球高的一半；叶球内部黄色，结构细
密，结球紧实，耐裂性中等。叶球质地脆嫩，口感好，商品性佳。田间表现中抗枯萎病，耐未熟抽
薹。
栽培技术要点
适宜在北京、河北、河南、甘肃、陕西、山东、浙江等地春季露地种植。华北地区早春种植一
般于 1 月中下旬在温室播种育苗，苗床或穴盘播种，出苗后防止幼苗生长过旺、过大，造成幼苗通
过春化条件而发生未熟抽薹。幼苗 6 ~ 7 片叶时定植，密度 67 500 株 · hm-2。定植前应施足底肥，
底肥以有机肥为主；开始包心时注意追肥浇水，浇水 3 ~ 4 次后即可收获；成熟后应及时收获，一
般在 5—6 月上市。

图 1 春甘蓝新品种‘中甘 628’
Fig. 1

A new spring cabbage cultivar‘Zhonggan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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