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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球甘蓝耐裂球研究进展
曾爱松１’２，刘玉梅１，方智远１，严继勇２
（１中周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１；２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南京２１００１４）

摘要：综述了国内外结球甘蓝裂球性状及鉴定方法的研究进展，从裂球的遗传因素、叶片解剖特征、生理生化特性等方面
分析了结球甘蓝裂球发生的原因。并提出了防治裂球的栽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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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但因甘蓝裂球现象是一种受遗传、生理及环

称甘蓝，是十字花科芸薹属甘蓝种中的一个变种。

境等诸多复杂因子影响的过程，这方面的研究相对

甘蓝营养丰富，适应性和抗逆性均较强，易栽培，产

较为滞后。国内外学者先后从遗传学、生理特性及

量高，耐贮运，是全球广泛栽培的蔬菜作物之一…。

球叶的解剖结构等方面对甘蓝的耐裂球机理进行了

甘蓝的主要食用器官是叶球，在甘蓝叶球接近成熟

一些研究，现对其综述如下，以期为下一步深入开展

或成熟后经常出现叶球开裂现象，尤其是作为早春

耐裂球研究提供参考。

ｏｌｅｒａｃａ Ｌ．ｖａｒ．ｃａｐｉｔａｔａ

主要蔬菜的早熟春甘蓝，裂球现象更为严重，给乍产
者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近年来，由于出口和长途

１甘蓝结球机制

运输的需要，要求生产上的甘蓝叶球必须美观、紧

甘蓝为２年生草本植物，完成一个生长发育周

实、田间搁置期长，这就要求必须降低或避免甘蓝裂

期（从营养生长到生殖生长）需要２年的时间。在

球现象，提高甘蓝品质，使甘蓝生产能够根据巾．场需

适宜的气候条件下，它于第１年生长出根、茎、叶等

求分期上市，提高生产者的种植效益。因此，探讨裂

营养器官，并且在叶球内贮藏大量的同化产物，经过

球机理，寻求防治裂球的措施，选育和生产出优质耐

冬季低温完成春化阶段后，至第２年春季通过长日

裂球的甘蓝，是当前甘蓝育种和生产的重要、突出的

照阶段，然后形成生殖器官而开花结实，完成从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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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收获种子的生长发育过程：２－３］。甘蓝在长期的进

１２卷

是由遗传因素引起，通过常规育种及生物技术辅助

化过程中形成了结球特性，按照其生长时期通常分

育种选育耐裂球亲本材料，应是选育耐裂球品种的

为发芽期、幼苗期、莲座期、结球期和休眠期５个阶

关键所在。

段‘引。甘蓝的结球是指当植株生长到一定阶段（完

３．２形态解剖特征

成莲座期）时，感受了某些环境条件，如温度、光照

对于甘蓝的形态解剖特征与裂球的关系，王丽

等，使体内的物质和激素水平发生变化而引起叶背

娟等‘…、汝学娟等Ｊ２ ｏ用石蜡切片技术，证实甘蓝抗

细胞的加速分裂和伸长，从而迫使叶片直立和向内

裂球品种与易裂球品种在解剖特征方面存在较大差

弯曲，加之内部的叶不断生长和充实进而形成叶

异。其中耐裂球品种叶片表皮细胞壁较厚，叶肉细

球一４－。甘蓝的球叶是一种典型的变态器官，是甘

胞较小，排列整齐、紧凑，细胞间隙小；易裂球品种的

蓝主要的储存营养器官，同时也是区别于其他物种

叶片表皮细胞壁较薄，叶肉细胞较大且形状不规则，

形态上最重要的标志。“。甘蓝叶球的形成从生长

排列疏松，细胞间隙大。耐裂品种的表皮细胞排列

中期开始，初期生长慢，晚期生长快，直到收获时可

紧密、间隙小、有弹性，抵抗细胞迅速膨胀所造成的

食部分的重鼍继续增加，这时约占整个甘蓝重量的

膨压的能力则强，这与果实裂果方面的研究有异曲

一半。叶球开裂发生在结球后期，此时球叶的密度

同工之处¨。“１。

（叶数、叶重）达到充分程度，外部球叶已接近成熟，

近年来，植物叶表皮特征研究日益受到植物学

生长缓慢，如果内层球叶继续快速牛长，外部已充分

家的重视。叶表皮特征的多样性被用在种间、属间的

成熟的叶片便会在机械力的作用下裂开川。

分类及同种植物间耐旱差异等性状的探讨上¨’”１。

２甘蓝裂球发生的时期与症状
甘蓝叶球开裂多发生在叶球生长后期，一些易

曾爱松等【１引运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耐裂球性不同
的甘蓝球叶的叶表面微形态进行了比较观察，研究
表明耐裂材料与易裂材料在球叶表面微形态上差异

裂品种从结球中后期即开始出现开裂。叶球开裂的

显著。耐裂材料的垂周壁上有明显的波状嵴，平周

发生部位、开裂形状和开裂方式多种多样。最常见

壁上有加厚的条纹状角质层纹饰，保卫细胞四周角

的是叶球顶部开裂，有时侧面也开裂。裂口形状可

质层褶皱较多、起伏较大，表皮上覆盖有大量的粉状

分为纵裂、横裂和Ｔ形裂３种类型，不同品种间沿纵

或颗粒状蜡质。易裂材料的垂周壁呈沟槽状下陷。

横两个方向扩展的速率和比率差异也很大。叶球开

平周壁上角质层光滑，保卫细胞四周角质层较平坦。

裂的程度，轻者仅叶球外面几层叶片开裂，重者可深

以上方法克服了田间调查的粗放、易受环境条

至短缩茎。

３

影响甘蓝裂球的因素

３．１遗传因素
为指导甘蓝耐裂球的抗性品种选育，国内外研
究者陆续开展了甘蓝耐裂球的遗传研究。Ｃｈｉａｎｇ哺’

件影响的缺点，从细胞学的深层次鉴定品种间的耐
裂球差异，为进一步从细胞学水平上研究影响甘蓝
裂球的原因及机理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此方法只能
鉴定细胞学结构差异明显的品种，而且只能进行定
性观察，不能定量检测。
３．３水分条件

早在１９７２年对甘蓝耐裂球遗传效应进行了分析，认

水是植物细胞中的重要组成成分，与植物的生

为甘蓝裂球性至少由３对基因控制，基因作用大半

长发育密切相关；细胞生长的动力膨压就是通过水

是累加的，早开裂为不完全显性，狭义遗传力估算为

分关系的平衡建立起来的。曾爱松等Ⅲ１对耐裂球

０．４７％。２００９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性不同的甘蓝结球过程中球叶水分含量动态进行了

庄木等一３对甘蓝耐裂球性状的配合力及其遗传力

测定，结果表明，整个结球期易裂材料含水量高于耐

又进行了分析，证实基因加性效应和非加性效应对

裂材料。在甘蓝生长后期，外部球叶接近成熟，生长

耐裂球性均起重要作用，且以加性效应为主。此外，

缓慢，而内层球叶继续快速生长；土壤水分不足时，

有关学者对于施肥和采收期等栽培条件对甘蓝裂球

突然降雨或灌大水，易吸水材料内部球叶产生的膨

的影响也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施肥及采收期对

压大于不易吸水材料，从而造成易裂材料裂球能力

甘蓝的裂球性影响都不显著，而甘蓝品种间裂球性

高于耐裂材料。尤其在甘蓝结球后期，叶球组织脆

的差异却达到极显著水平，进一步证实了甘蓝裂球

嫩，细胞柔韧性小，一旦土壤水分供应不均衡，就会

主要受遗传因素影响¨０１。可见，甘蓝的裂球性主要

造成叶球开裂。因此，在甘蓝结球后期要调节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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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期

３０９

水供应，土壤不可过干、过湿。

键构成了细胞壁机械性能的基础物质，也是组织强

３．４矿质营养

度的重要物质基础。其含量以及连接方式决定了细

钙是细胞壁重要的组成成分之一，钙与果胶分

胞壁的组织强度，表现出器官的机械强度。许多研

子上的负电单元形成离子键，参与细胞壁构建和组

究证实：植物细胞肇结构中多糖成分越高，细胞抵抗

织力学性能的形成。２卜“１。对于钙与甘蓝裂球之间

压力的强度也越大‘３０川。曾爱松等。２叫在对耐裂球

的相关性，曾爱松等’２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甘

性不同甘蓝材料粗纤维含量动态的研究中发现，整

蓝结球始期至中后期，耐裂材料总钙含量高于易裂

个结球期，材料问粗纤维含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耐

材料，且总钙含量与裂球指数旱显著负相关，说明甘

裂材料粗纤维含鼍高于易裂材料。以上研究表明，

蓝总钙含量与甘蓝裂球性之间有密切关系。同时，

甘蓝球叶的粗纤维与甘蓝叶球开裂存在显著的相关

对耐裂球性不同甘蓝材料球叶细胞Ｃａ“进行的定

性，这为下一步更为微观的细胞骨架系统的研究提

位研究发现，耐裂材料与易裂材料细胞内Ｃａ“区域

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运动的窄间趋势相同，但是耐裂材料的Ｃａ“区域分
布的空问性变化要比易裂材料慢；从总钙含量及

４甘蓝裂球性鉴定

Ｃａ“定位变化来看，结球期的总钙含鼍及细胞内

在实际的育种及生产实践中，一般都在甘蓝适

Ｃａ“定位分布的空间性变化共同影响着结球甘蓝

收期后，再延长３—５ｄ，调查植株裂球情况，根据此

的生理代谢及裂球程度。

时的裂球率作为甘蓝裂球性的鉴定指标。裂球率虽

钾是植物体内多种酶的生理活化剂，适宜的

然能较为简单、直观地鉴定甘蓝的裂球性，但并不能

Ｋ＋浓度有助于叶片同化产物的增加，以及蛋白质、

全面地表达甘蓝材料的裂球程度及裂球特征。因

类脂、纤维素的形成，从而为果实发育提供充足的结

此，许忠民等‘”１根据甘蓝植株的田问裂球性状，制

构组建物质，增强耐裂能力。曾爱松等瑚１研究表

定了甘蓝植株的裂球分级：０级：叶球表面光亮，球

明，在甘蓝整个结球期，材料问粗纤维及钾含量变化

叶完好，无裂球；１级：裂深０．１～０．５ｃｍ，裂宽０．１—

趋势基本一致，但是耐裂材料钾含量高于易裂材料。

３．０ｅｒａ。裂弧长０．１～１５．０ｃｍ；３级：裂深０．５１～

相关试验表明。增施钾肥，可以减少活性氧的产生，

１．０ｃｍ，裂宽３．１～６．０ｃｍ，裂弧长１５．１—１８．０ｃｍ；５

降低丙二醛（ＭＤＡ）含鼍，从而延缓作物过早衰老死

级：裂深１．１一１．５ｃｍ，裂宽６．１—９．０ｃｍ，裂弧长

亡。低钾条件下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过氧化氢

１８．１～２１．０ｃｍ；７级：裂深１．５１—２．０ｃｍ，裂宽９．１～

酶（ＣＡＴ）、过氧化物酶（ＰＯＤ）等酶的活性显著下

１２．０ｅｒａ．裂弧长２１．１—２４．０ｃｍ；９级：裂深≥２．１ｃｍ．

降，使自由基的产生与清除反应之间的平衡被打破，

裂宽≥１２．１ｅｍ，裂弧长≥２５．１ｅｍ。同时，他们初步

导致膜脂过氧化作用加强，积累大量的ＭＤＡ，造成

提出了甘蓝叶球成熟后晚收１０ｄ作为耐裂性鉴定时

膜的伤害，这说明钾对自由基伤害有保护作用旧引。

期，根据叶球的裂球指数对甘蓝叶球耐裂球性划分

尤其在甘蓝结球后期，如果叶球能保持较高的钾含

成高耐裂球、耐裂球、中耐裂球和易裂球４个不同的

量，则能够增加承受膜损伤所带来伤害的能力，减少

等级标准。

裂球。
３．５

内源激素
内源激素在果实生长发育过程中起着重要调控

５裂球的防治措施
５．１选育耐裂球品种

作用，尤其是ＩＡＡ、ＧＡ，、ＺＲ和ＡＢＡ表现最为明

在育种丁作中，广泛搜集、筛选耐裂球种质资

显Ⅲ删。曾爱松等㈣１研究表明，在甘蓝整个结球

源，选育耐裂品种是解决裂球问题最根本的途径。

期，耐裂材料各个时期的ＩＡＡ、ＧＡ，含量均高于易裂

在实际生产中，一种是品种本身表现抗裂，在甘蓝品

材料。尤其在结球后期，较高的ＩＡＡ、ＧＡ，使耐裂材

种中，一般尖头型和扁球型品种不易裂球，圆头型品

料外部叶球继续保持较高的生活力，能够承受内部

种易裂球，但有些圆球品种表现非常耐裂。除考虑

叶球较大的生长应力，从而降低了裂球潜力。因此，

当地消费者习惯外，还应选择耐裂球品种栽培。另

在甘蓝生长期适超喷施生长素，可减轻裂球发生。

一种是避裂，使其成熟期避开当地的阴雨季节，减少

３．６粗纤维

成熟期裂果。甘蓝的早熟品种在春季生长成熟后，

双子叶植物细胞壁大约含有３０％纤维素、３０％
半纤维素、３５％果胶和５％蛋白质。这些成分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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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早、中熟品种在秋冬栽培时，定植过早，不及时采
收，都可严重引起裂球；晚熟品种则相对不易裂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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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肥水供应。尤其在结球后期不可过干、过湿，土壤
相对含水量应保持在７５％一８５％；避免干旱后大水

的钙素含量，减轻裂球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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