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松海棳李海明棳张树河棳等棶果蔗新品种 暜闽引黄皮果蔗暞的选育 椲斒椵棶福建农业学报棳棽棸棻棾棳棽椄 棬棻棽棭椇棻棽棿椄棴棻棽椀棻棶
斪斦斢灢斎棳斕斏斎灢斖棳斱斎斄斘斍斢灢斎棳斿旚斸旍棶斅旘斿斿斾旈旑旂旓旀斘斿旝 斨斸旘旈斿旚旟暜斖旈旑旟旈旑旇旛斸旑旂旔斿旈斢旛旂斸旘斻斸旑斿暞 椲斒椵棶

棳棽棸棻棾棳棽椄 棬棻棽棭椇棻棽棿椄棴棻棽椀棻棶

果蔗新品种 暜闽引黄皮果蔗暞的选育

吴松海棳李海明棳张树河棳李瑞美棳潘世明棳林一心

棬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棳福建暋漳州暋棾椂棾棸棸椀棭

收稿日期椇棽棸棻棾棴棸椄棴棸棽初稿椈棽棸棻棾棴棸椆棴棻椂修改稿

作者简介椇吴松海 棬棻椆椃椆棴棭棳男棳助理研究员棳主要从事果蔗暍甘蔗遗传育种和栽培技术研究

通讯作者椇林一心 棬棻椆椂棽棴棭棳男棳研究员棳主要从事果蔗暍甘蔗遗传育种和栽培技术研究

基金项目椇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 棬棽棸棸椄斢棸棸棸棾棭

摘暋要椇暜闽引黄皮果蔗暞是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暍福建省种植业技术推广总站从广东引进的果蔗新品

种暎该品种植株高大暍茎粗棳高产稳产棳品质好棳口感好棳经过多年多点试验和生产示范的结果表明棳暜闽引黄

皮果蔗暞的平均蔗茎产量达到棻棿棽椂椀棾灡棾旊旂暏旇旐棴棽棳比果蔗主栽品种黑皮果蔗棻棻椄椀棸椄灡椃旊旂暏旇旐棴棽增产

棽棸灡棾椃棩棳差异达极显著水平暎该品种的部分农艺性状和品质性状优于对照种或与对照种相当棳具有一定的推广

应用前景暎
关键词椇果蔗椈闽引黄皮果蔗椈选育

中图分类号椇斢椀椂椂 文献标识码椇斄
斅旘斿斿斾旈旑旂旓旀斘斿旝斨斸旘旈斿旚旟暜斖旈旑旟旈旑旇旛斸旑旂旔斿旈斢旛旂斸旘斻斸旑斿暞

斪斦斢旓旑旂灢旇斸旈棳斕斏斎斸旈灢旐旈旑旂棳斱斎斄斘斍斢旇旛灢旇斿棳斕斏斠旛旈灢旐斿旈棳斝斄斘斢旇旈灢旐旈旑旂棳斕斏斘斮旈灢旞旈旑
棬 棳 棳 棳 暋棾椂棾棸棸椀棳 棭

斄斺旙旚旘斸斻旚椇棫斖旈旑旟旈旑旇旛斸旑旂旔斿旈旙旛旂斸旘斻斸旑斿棫旈旙斸旑斿旝 旙旛旂斸旘斻斸旑斿旜斸旘旈斿旚旟旈旑旚旘旓斾旛斻斿斾旀旘旓旐 斍旛斸旑旂斾旓旑旂棶斣旇旈旙旜斸旘旈斿旚旟
斻旇斸旘斸斻旚斿旘旈旡斿旙斿旞斻斿旍旍斿旑旚旍旟旈旑旔旍斸旑旚旇斿旈旂旇旚斸旑斾旙旚斿旐 斾旈斸旐斿旚斿旘旝旈旚旇旇旈旂旇旟旈斿旍斾棳旂旓旓斾旈旑旕旛斸旍旈旚旟斸旑斾旚斿旞旚旛旘斿旙棶斅旟
旘斿旔斿斸旚旈旑旂斸旑旑旛斸旍旐旛旍旚旈旔旓旈旑旚旚斿旙旚旀旓旘旚旇斿旜斸旘旈斿旚旟斾斿旐旓旑旙旚旘斸旚旈旓旑旈旑旔旘旓斾旛斻旚旈旓旑棳旈旚旙斸旜斿旘斸旂斿旟旈斿旍斾 旝斸旙棻棿棽椂椀棾灡棾
旊旂暏旇旐棴棽斸旑斾旝斸旙棽棸灡棾椃棩 旇旈旂旇斿旘旚旇斸旑旚旇斿旟旈斿旍斾旓旀斎斿旈旔旈旙旛旂斸旘斻斸旑斿曚旈旑棻棻椄椀棸椄灡椃旊旂暏旐棴棽 棬 椉棸灡棸棻棭棶斢旓旐斿
斸旂旘旓旑旓旐旈斻旔旘旓旔斿旘旚旈斿旙斸旑斾旕旛斸旍旈旚旟旚旘斸旈旚旙旓旀旚旇斿旜斸旘旈斿旚旟旝斿旘斿旙旈旐旈旍斸旘旓旘斺斿旚旚斿旘旚旇斸旑旚旇斿斻旓旑旚旘旓旍旜斸旘旈斿旚旟棳旝旇旈斻旇旈旑斾旈斻斸旚斿斾
斸旔旓旚斿旑旚旈斸旍旓旀旈旚旈旑斿旞旚斿旑斾旈旑旂旀旓旘斻旛旍旚旈旜斸旚旈旓旑棶
斔斿旟旝旓旘斾旙椇旙旛旂斸旘斻斸旑斿椈斖旈旑旟旈旑旇旛斸旑旂旔斿旈旙旛旂斸旘斻斸旑斿椈斺旘斿斿斾旈旑旂

暋暋 果蔗是一种可供鲜食的甘蔗棳它皮薄暍茎脆暍
汁多暍味甜棳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暍维生素

和矿物质等棳可以解渴暍充饥暍消除疲劳棳在药用

上还有消痰止咳暍健脾解酒的功效棳是一种深受我

国广大消费者喜爱的果品椲棻椵暎中国是果蔗种植大

国棳全国有棽棽个省 棬市暍区棭种植果蔗棳主栽品

种为黑皮果蔗 棬又称拔地拉斺斸斾旈旍斸棭棳面积达到棽椀
万旇旐棽以上棳总产量在棽棸棸棸万旚以上椲棻椵暎福建省

也是全国果蔗种植主产区之一棳棽棸棻棻年福建省果

蔗种植面积已接近棻万 旇旐棽棳黑皮果蔗为主栽品

种棳占全省种植面积的椄棸棩左右椲棽椵棳暜闽引黄皮果

蔗暞占种植面积的棻棸棩棳剩下的棻棸棩为地方果蔗

品种暎福建果蔗主要分布长泰县暍龙海市暍仙游

县暍建瓯市暍宁德蕉城区暍永春县暍龙岩新罗区

等地椲棾棴棿椵暎
棻暋选育经过

果蔗新品种暜闽引黄皮果蔗暞原产于台湾棳棽棸棸棾
年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暍福建省种植业技

术推广总站从广东引进棳并进行扩繁暎棽棸棸棿年申请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中试项目棳棽棸棸棿暙棽棸棸椂年在漳州

市龙文区暍长泰县进行品种对比试验椈棽棸棸椃暙棽棸棸椄
年棳在漳州市长泰县暍龙海市暍泉州市洛江区暍莆田市

仙游县同步进行多点试验椈棽棸棸椄暙棽棸棸椆年棳在上述

产区进行大面积生产试验暎棽棸棻棸暙棽棸棻棽年在长泰

县暍仙游县暍宁德市蕉城区进行大面积的生产示范棳

福建农业学报棽椄棬棻棽棭椇棻棽棿椄暙棻棽椀棻棳棽棸棻棾
文章编号椇棻棸棸椄棴棸棾椄棿 棬棽棸棻棾棭棻棽棴棻棽棿椄棴棸棿



棽棸棻棸年通过福建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暎
棽暋选育结果

棽灡棻暋产量表现

棽灡棻灡棻暋多点试验暋棽棸棸棿暙棽棸棸椄年在漳州市龙文

区暍长泰县暍龙海市暍泉州市洛江区暍仙游县等地

进行椀年棻椂点次多点试验棳暜闽引黄皮果蔗暞的平

均蔗茎产量棻棿棽椃棿棻灡棸旊旂暏旇旐棴棽棳比对照种黑皮

果蔗 棬果蔗主栽品种棭增产棽棸灡椄棽棩 棬表棻棭暎

表棻暋棽棸棸棿暙棽棸棸椄年闽引黄皮果蔗多点试验产量表现

斣斸斺旍斿棻暋斮旈斿旍斾旓旀暟斖旈旑旟旈旑旇旛斸旑旂旔斿旈暠旙旛旂斸旘斻斸旑斿旈旑旐旛旍旚旈旔旍斿
旍旓斻斸旚旈旓旑旚斿旙旚旙斾旛旘旈旑旂棽棸棸椃棴棽棸棸椄

年份 点次
闽引黄皮果蔗
棷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

黑皮果蔗棬斆斔棭
棷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

比对照暲
棷棩

棽棸棸棿 棽 棻棿棽椀棸棸灡棸 棻棻椂椆棻椀灡棸 棽棻灡椄椄
棽棸棸椀 棽 棻棿棸棸椄棿灡棸 棻棻椀棽棿椄灡棸 棽棻灡椀椀
棽棸棸椂 棽 棻棿棽棻棾椄灡棸 棻棻椄棾棿棽灡棸 棽棸灡棻棻
棽棸棸椃 椀 棻棿棾椂棾棽灡棸 棻棻椄椃棿棽灡棸 棽棸灡椆椂
棽棸棸椄 椀 棻棿椀棾椀棸灡棸 棻棽棻棿椀棸灡棸 棻椆灡椂椄
平均 棻椂 棻棿棽椃棿棻灡棸 棻棻椄棻棾椆灡棸 棽棸灡椄棽

棽灡棻灡棽暋生产示范暋棽棸棸椄暙棽棸棸椆年棳在长泰县暍龙

海市暍泉州市洛江区暍仙游县 棬棽个点棭等地进行

棽年棻棸点的生产试验棳暜闽引黄皮果蔗暞的平均蔗

茎产量棻棿棽椃椄棾灡棸旊旂暏旇旐棴棽棳比对照种黑皮果蔗

棬果蔗主栽品种棭增产棻椆灡椃椂棩 棬表棽棭暎

表棽暋棽棸棸椄暙棽棸棸椆年闽引黄皮果蔗生产示范产量表现

斣斸斺旍斿棽暋斮旈斿旍斾旓旀暟斖旈旑旟旈旑旇旛斸旑旂旔斿旈暠旙旛旂斸旘斻斸旑斿旈旑旔旘旓斾旛斻旚旈旓旑
斾斿旐旓旑旙旚旘斸旚旈旓旑斾旛旘旈旑旂棽棸棸椄棴棽棸棸椆

年份 点次
闽引黄皮果蔗
棷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

黑皮果蔗棬斆斔棭
棷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

比对照暲
棷棩

棽棸棸椄 椀 棻棿棾椃椀棽灡棸 棻棻椆椃棿棽灡棸 棽棸灡棸椀
棽棸棸椆 椀 棻棿棻椄棻棿灡棸 棻棻椄椂椆椄灡棸 棻椆灡棿椃
平均 棻棸 棻棿棽椃椄棾灡棸 棻棻椆棽棽棸灡棸 棻椆灡椃椂

棽灡棻灡棾暋示范推广暋棽棸棻棸暙棽棸棻棽年棳在长泰县 棬棽
个点棭暍仙游县 棬棽个点棭暍宁德市蕉城区等地进行

棾年棻椀点的生产试验棳暜闽引黄皮果蔗暞平均蔗茎

产量 棻棿棻椃椃棾灡棸旊旂暏旇旐棴棽棳比对照种黑皮果 蔗

棬果蔗主栽品种棭增产棽棸灡椀棸棩 棬表棾棭暎

表棾暋棽棸棻棸暙棽棸棻棽年闽引黄皮果蔗示范推广产量表现

斣斸斺旍斿棾暋斮旈斿旍斾旓旀暟斖旈旑旟旈旑旇旛斸旑旂旔斿旈暠旙旛旂斸旘斻斸旑斿旈旑斾斿旐旓旑旙灢
旚旘斸旚旈旓旑旀旓旘斿旞旚斿旑斾旈旑旂斾旛旘旈旑旂棽棸棻棸棴棽棸棻棽

年份 点次
闽引黄皮果蔗
棷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

黑皮果蔗棬斆斔棭
棷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

比对照暲
棷棩

棽棸棻棸 椀 棻棿棾椂椆棽灡棸 棻棻椄椀椄椂灡棸 棽棻灡棻椃
棽棸棻棻 椀 棻棿棽棸棽棸灡棸 棻棻椃椀棽棸灡棸 棽棸灡椄椀
棽棸棻棽 椀 棻棾椆椂棸椄灡棸 棻棻椂椄棾棽灡棸 棻椆灡椀棸
平均 棻椀 棻棿棻椃椃棾灡棸 棻棻椃椂棿椂灡棸 棽棸灡椀棻

棽灡棻灡棿暋丰产性与稳定性暋 为了统计 暜闽引黄皮果

蔗暞的丰产性与稳定性棳把棽棸棸棿暙棽棸棻棽年 暜闽引

黄皮果蔗暞与黑皮果蔗棿棻点次对比的资料进行

测验与回归分析棳结果列于表棿和图棻暎

图棻暋闽引黄皮果蔗与黑皮果蔗环境指数回归比较

斊旈旂灡棻暋斠斿旂旘斿旙旙旈旓旑旓旀旙旛旂斸旘斻斸旑斿旟旈斿旍斾旚旓斿旑旜旈旘旓旑旐斿旑旚旈旑斾斿旞
旀旓旘暟斖旈旑旟旈旑旇旛斸旑旂旔旈暠斸旑斾暟斎斿旈旔旈暠旙旛旂斸旘斻斸旑斿

表棿暋暟闽引黄皮果蔗暠与黑皮果蔗的平均产量与回归系数

斣斸斺旍斿棿暋斄旜斿旘斸旂斿旟旈斿旍斾斸旑斾旘斿旂旘斿旙旙旈旓旑斻旓斿旀旀旈斻旈斿旑旚旓旀暟斖旈旑旟旈旑旇旛斸旑旂旔斿旈暠斸旑斾暟斎斿旈旔旈暠旙旛旂斸旘斻斸旑斿

品种 点次

平均产量

产量棷
棬旊旂暏旇旐棴棽棭

比对照暲
棷棩

显著性
差异

平均
差数

平均环
境指数

回归
系数斺 回归方程

闽皮黄皮果蔗 棿棻 棻棿棽椂椀棾灡棾 棽棸灡棾椃 斄 棽棿棻棿棿灡椂 棻棾棸椀椄棻灡棸 棻灡棸棾棾棻 椊椃椃棿椀灡椂棾棾椃棲棻灡棸棾棾棻
黑皮果蔗 棻棻椄椀棸椄灡椃 棸灡椆棽椄椄 椊棴椃椃棿椀灡椂椀棽椀棲棸灡椆椂椂椄

椆棿棽棻第棻棽期 吴松海等椇果蔗新品种 暜闽引黄皮果蔗暞的选育



暋暋表棿结果表明棳 暜闽引黄皮果蔗暞与黑皮果蔗

棿棻 点 次 对 比棳 平 均 蔗 茎 产 量 达 到棻棿棽椂椀棾灡棾
旊旂暏旇旐棴棽棳比对照种黑皮果蔗棬棻棻椄椀棸椄灡椃旊旂暏旇旐棴棽棭
增产棽棸灡棾椃棩棳经 测验棬楛楛椊椀椂灡椀椆椂棸 椌 棸灡棸棻椊
棽灡椃棸棿棭棳差异达到极显著标准暎从 暜闽引黄皮果

蔗暞与黑皮果蔗的成对资料求得回归系数 棳 暜闽
引黄皮果蔗暞 椊棻灡棸棾棾棻灡非常接近于棻棳表明 暜闽
引黄皮果蔗暞丰产稳定性较好棳适应性较广暎

图棻显示棳 暜闽引黄皮果蔗暞的回归直线在黑

皮果蔗的上方棳且与黑皮果蔗的回归直线斜率差异

不大棳表明 暜闽引黄皮果蔗暞产量明显高于黑皮果

蔗棳稳定性好暎综上所述棳 暜闽引黄皮果蔗暞是一

个高产暍稳产暍适应性广的优良品种暎
棽灡棽暋农艺性状分析

根据棽棸棸椃暙棽棸棸椄年多点试验和棽棸棸椄暙棽棸棸椆年

生产示范的试验结果棳对棽个品种进行农艺性状比

较棳包括出苗率暍分蘖率暍株高暍茎粗和条数等暎
结果表明棳 暜闽引黄皮果蔗暞株高平均达棽椃椄斻旐棳
茎粗平均达到棾灡棿棻斻旐棳明显优于对照种黑皮果

蔗棳商品外观性较好棳而在出苗率暍分蘖率和条数

相差无几 棬表椀棭暎

表椀暋暜闽引黄皮果蔗暞农艺性状表现

斣斸斺旍斿椀暋斄旂旘旓旑旓旐旈斻旔斿旘旀旓旘旐斸旑斻斿旓旀暟斖旈旑旟旈旑旇旛斸旑旂旔斿旈暠旙旛旂斸旘斻斸旑斿

品种
出苗率
棷棩

分蘖率
棷棩

株高
棷斻旐

茎粗
棷斻旐

条数棷
棬条暏旇旐棴棽棭

闽引黄皮果蔗 椃棾灡棸 椄棿灡椀 棽椃椄 棾灡棿棻 椀椂棻椄椄
黑皮果蔗 椃棻灡椀 椄椂灡棸 棽棿椂 棾灡棾棸 椀椂棽椆椂

棽灡棾暋品质性状分析

根据棽棸棸椄暙棽棸棸椆年生产示范的试验结果棳对

棽个品种进行品质性状分析棳包括蔗糖暍纤维量和

水分等暎蔗糖测定采用 斍斅棷斣椀棸棸椆灡椄灢棽棸棸椄酸水解

法棳在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进行测定椲椀椵椈

纤维和水分测量在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蔗

糖化验室进行测定暎表椂结果表明棳 暜闽引黄皮果

蔗暞在蔗糖含量低于对照种黑皮果蔗棳水分略高于

对照种棳而氨基酸含量和纤维含量与对照种相当暎

表椂暋暟闽引黄皮果蔗暠品质性状表现

斣斸斺旍斿椂暋斞旛斸旍旈旚旟旚旘斸旈旚旙旓旀暟斖旈旑旟旈旑旇旛斸旑旂旔斿旈暠旙旛旂斸旘斻斸旑斿

品种
蔗糖含量棷

棬旂暏棻棸棸旐斕棴棻棭
氨基酸总量棷

棬旐旂暏棻棸棸旐斕棴棻棭
纤维含量

棷棩
水分
棷棩

闽引黄皮果蔗 棻棻灡椃椂 棾棾椂灡棻 椃灡椄棸 椃椃灡棽椄
黑皮果蔗 棻棿灡椄棾 棾棿椃灡棸 椃灡椃棸 椃棾灡棽棾

棽灡棿暋抗病性

棽棸棸椄年和棽棸棸椆年经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病害调查鉴定棳 暜闽引黄皮果蔗暞植株上

发生的病害有花叶病暍赤腐病和白条病棳其中花叶

病发生较普遍暎发生的害虫蓟马暍蔗螟和蚜虫暎发

生病虫害总体较轻棳与对照种黑皮果蔗相似暎
棽灡椀暋耐贮性

自然条件下棳 暜闽引黄皮果蔗暞贮藏期比黑皮

果蔗略短棳可以用窖藏方式延长贮藏期暎窖藏后的

果蔗棳水分保留如初棳多汁而鲜甜棳品质更佳暎
棽灡椂暋特征特性

暜闽引黄皮果蔗暞植株高大棳中大茎棳节间圆

筒形棳节间较长棳蔗茎遮光时为黄绿色棳曝光后呈

黄色棳有光泽椈芽沟浅棳不明显椈芽倒卵形棳较

大棳芽尖略超过生长带椈叶片较紧凑棳叶尖弯曲棳
叶色青绿棳叶耳退化棳自然条件下不孕穗开花椈萌

芽率中等棳椃棸棩左右椈分蘖率一般棳达椄棸棩以上椈
成茎率较高棳达椄椀棩以上椈较高产稳产棳具有蔗

皮薄暍蔗肉脆暍清甜暍适口性好的特点椲椂椵暎
棽灡椃暋栽培要点

栽培要点椇栙选地椇宜选择在排灌方便暍土层

深厚暍中等肥力的田地种植椈栚播种椇该品种棻棽
月到翌年棾月底均可播种棳冬植暍早春植要覆盖塑

料薄膜椈栛下种椇下种量棽椀棸棸段双芽苗左右棳深

开植 蔗 沟棳行 距 棻灡棿暙棻灡椀 旐棳保 证 每 椂椂椃 旐棽

棾椀棸棸暙棿棸棸棸个基本苗椈栜施肥椇施足基肥棳早施

重施追肥棳满足前期生长需要椈栞水分管理椇苗期

和中后期保持田间湿润棳生产旺期要保持畦沟内有

棸椀棽棻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椄卷



水椈栟病虫防治椇早防虫棳特别要防治好螟虫和蚜

虫椈栠培土椇因植株高大棳应及时培土棳提高培土

质量棳高培土棳防止倒伏椈栢剥叶椇及时剥叶棳增

加田间通风透光性棳减少病虫为害棳提高果蔗外观

品质椲椃椵暎
棾暋结暋论

棾灡棻暋经过多年多点试验和生产示范试验结果表明棳
暜闽引黄皮果蔗暞株高暍茎粗和产量优于对照种黑

皮果蔗棳产量比对照种增加棽棸灡棾椃棩棳表现出较好

的商标外观性和高产稳产的特性棳具有较好的推广

前景暎
棾灡棽暋 暜闽引黄皮果蔗暞含糖量适宜棳水分较多棳
清甜棳更适合消费者的口味暎而黑皮果蔗蔗糖含量

偏高棳口感较差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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