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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种收集与整理

   

  2021年在省农业厅和省种子站的大力支持下，

在省种子协会的组织下，由在川的科研院所、种业

企业等21个单位提供111个水稻品种参加长江中下

游筛选鉴定比较试验。试验对照品种为丰两优四号。

参试品种全为杂交稻品种。

  分别在湖北枝江、安徽合肥、江西丰城、湖

南长沙设置四个筛选试验点。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一）试验总体情况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二）试验实施方案

    1.试验田选择

   选择具有当地水稻土壤代表性、肥力水平中等偏上、排灌方便、形状规正、

大小合适、肥力均匀的田块。试验田前作应经过匀地种植，秧田不作当季试验

田。

    2.试验设计

    试验设计按照四川省水稻筛选试验设计方案进行。采用间比法设计，不设

重复，小区面积不低于0.02亩，不设保护行，但靠近田边种植的品种要多栽插

不低于4行（株）的相同品种，小区长方形，长:宽=2:1～3:1。

   田间排列时，所有参试品种按照统一编号从小到大顺序排列，在每厢的参

试品种之间的适当位置加设对照品种，对照品种编号按照CK1、CK2…CK10进

行编号，每厢加设对照1-2个，整个试验的对照品种不超过10个（含）。各试验

点需要计产的品种经协会组织专家田间考评后确定。



   3.栽培管理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二）试验实施方案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二）试验实施方案

 4.观察记载和结果报送
 （1)观察记载
 各试验点务必专人负责试验，确保试验过程和试验结果的真实性、科学性、准

确性。本试验不查苗、不考种。按照本试验实施方案、《水稻品种试验观察记载标准》
及《水稻品比试验记载本》的要求进行观察记载、确定计产的品种进行全区收获计产
（在靠近田边的品种要先除去边际效应植株后计产）等。

 (2)结果报送
    承担单位应及时将书面总结《水稻品比试验记载本》在11月20日前以电子邮件方
式报送（邮箱：241335143 @qq.com，swust.rri@163.com），以便进行数据汇总分析，
并将书面总结加盖单位公章后寄至西南科技大学水稻研究所，邮寄地址：四川省绵阳
市涪城区青龙大道中段59号，联系人：陈永军（电话：13980122223），邮编：
621010。

 5.其它事项
 (1)试验期间如发生明显影响试验结果的意外事故，试验点应在7日内电告、10

日内函告试验主持单位，说明事故发生经过、发生原因、采取的措施以及对试验的影
响，并提供相关图片、影像等资料。

 (2)试验期间将组织有关专家对试验实施情况和品种表现进行现场检查考察，对
试验质量和参试品种进行现场评价。



（三）参试单位和品种数量：

一、品种收集与整理

2021年四川省种子协会水稻长江中下游筛选试验供种单位

单位序号 申请（选育）单位
单位序

号
申请（选育）单位

1 内江杂交水稻科技开发中心 12 四川发生种业有限公司

2 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 13 宜宾市农业科学院

3 四川丰大种业有限公司 14 四川国泰香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4 四川奥力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5 西南科技大学水稻所

5 泸州泰丰种业有限公司 16 四川裕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6
泸州泰丰居里隆夫水稻育种有

限公司
17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7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

究所
18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8 成都和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9 乐山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9 四川禾嘉新品地种业有限公司 20 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

10
四川科乐油菜研究开发有限公

司
21 四川智慧高地种业有限公司

11 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一、品种收集与整理

2021年四川省种子协会长江中下游水稻品比试验承试单位及执行人

序号 试验地点 承担单位/个人 执行人 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
编码

1 江西丰城
江西现代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

刘应胜 15679190276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小蓝经济开发区金沙
三路681号

330052

2 安徽合肥
安徽台沃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许传万 13905601572
安徽省合肥市大圩镇
晓南村

230031

3 湖北枝江
枝江市瑞丰农
技服务部

谢曲 15926942838
湖北省枝江市问安镇
万水桥村二组

443202

4 湖南长沙
华智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祝明新 
王永卡

15972723575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芙
蓉区合平路618号

410139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四）试验点设置及执行人情况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播种（2021.安徽合肥）

（五）试验实施

 

播种（2021.湖北枝江）



播种（2021.江西丰城）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播种（2021.湖南长江）  

（五）试验实施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五）试验实施
  

  

秧苗长势（2021.江西丰城）

秧苗长势（2021.湖北枝江）



秧苗长势（2021.安徽合肥）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五）试验实施

秧苗长势（2021.湖南长沙）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5.试验实施
  

移栽（2021.湖北枝江）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五）试验实施
  

移栽（2021.安徽合肥）

移栽（2021.江西丰城）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五）试验实施

 

 

大田灌浆表现（2021.湖南长沙）

 

大田苗期表现（2021.湖北枝江）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六）试验考察

试验点考察（2021.湖北枝江）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六）试验考察

试验点考察（2021.安徽合肥）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六）试验考察

试验点考察（2021.江西丰城）



（六）试验考察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田间考察与鉴定（2021.湖南长沙）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七）合作交流

基地考察与交流（2021.安徽荃银）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七）合作交流

考察交流（2021.湖南长沙.隆平稻作公园）



（七）合作交流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考察交流（2021.湖南长沙.华智生物）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七）合作交流

考察交流（2021.湖南长沙.华智生物）



二、试验实施与考察

（七）合作交流

考察交流（2021.湖南长沙.华智生物）



三、试验结果

（一）试验基本情况

     2021年各试验承担点的承试单位能够按照协会的试验实施方

案，根据各生态区的实际情况及时实施了水稻新品种的筛选试验工

作，试验地经度111°48'-117°17´,试验地纬度28°01′-31°52´，

试验地海拔高度37-60m，播种时间5月3日至5月24日，栽插时间6月

2日至6月18日，秧龄25-31天，栽插规格基本相近

（20cm×26.7cm），小区实栽面积13.35-15.08m2，计产面积13.34 

m2（0.02亩）



   （1）江西点：该点试验由江西现代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刘应胜老师负责。该点品种田间表现基本正

常，经专家现场考察确定29个参试品种进行了计产，对照品种计产8个。

   （2）安徽点：该点试验由安徽台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许传万老师负责。该点因抽穗期间的高温可

能对部分品种的结实有一定的影响，个别外来品种携带白叶枯病菌造成其它品种也感染上病害。该点

参试品种经专家现场考察确定33个参试品种进行了计产，对照品种计产9个。

   （3）湖北点：该点试验由枝江市瑞丰农技服务部谢曲老师负责。该点因腊熟期后持续晴热高温干

旱天气对籽粒充实度、米质及产量有一定影响。该点参试品种经专家现场考察确定29个参试品种进行

了计产，对照品种计产9个。

   （4）湖南点：该点试验由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祝明新和王永卡老师负责。该点由于成熟期

在临近考察前的一场大风导致多数品种倒伏（包括对照），致使参试品种的表现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经专家现场考察确定15个参试品种进行了计产，对照品种计产9个。

三、试验结果
（二）计产品种数量



   

   江西点：共计产29个参试品种（对照除外），较对照增产的品种有8个，增产幅度1.0%-8.9%（增产

3%以上品种共6个），与对照平产的品种1个，较对照减产的品种有20个，减产幅度0.3%-14.1%（减产

3%以上品种共17个）。

   安徽点：共计产33个参试品种（对照除外），较对照增产的品种有8个，增产幅度0.2%-11.5%（增

产3%以上品种共4个），较对照减产的品种有21个，减产幅度0.6%-22.2%（减产3%以上品种共18个）。

   湖北点：共计产29个参试品种（对照除外），较对照增产的品种有13个，增产幅度0.4%-7.4%（增

产3%以上品种共7个），较对照减产的品种有16个，减产幅度0.2%-7.4%（减产3%以上品种共8个）。

    湖南点：共计产15个参试品种（对照除外），较对照增产的品种有11个，增产幅度0.2%-17.8%

（增产3%以上品种共5个），较对照减产的品种有10个，减产幅度1.2%-8.6%（减产3%以上品种共3个）。

三、试验结果

（二）计产品种产量表现



三、试验结果

（三）参试品种生育期表现

    参试品种生育期表现

    111个参试品种均能正常抽穗，四个试验点所有对照品种丰两优四号的平均全生生育期为133.3

天，较对照全生育期早8.1-9.6天（不含对照品种，下同）的品种有7个（占参试品种的6.31%）；较

对照全生育期早5.3-7.6天的品种有19个（占参试品种的17.12%）；较对照全生育期早3.3-4.8天的

品种有19个（占参试品种的17.12%）；较对照全生育期早2.1-2.8天的品种有17个（占参试品种的

15.32%）；较对照全生育期早0.1-1.8天的品种有27个（占参试品种的24.32%）；较对照全生育期长

0.2-1.9天的品种有14个（占参试品种的12.61%）；较对照全生育期长2.2-3.4天的品种有8个（占参

试品种的7.21%）。



三、试验结果

    （1）品种抗倒性

    由于今年湖南点在水稻成熟后期遇到突然的台风天气，造成多数品种倒伏（包括对照），故该点

未作抗 倒性记载。其它三个试验点所有参试品种表现正常，除1个参试品种在1个试验点倒伏外，其余

参试品种整体抗倒性与对照相当（表6）。

   （2）品种抗病性

    白叶枯病：所有参试品种（包括对照品种）在江西点和湖南点未发生白叶枯病；安徽点41个参试

品种未发生白叶枯病（占参试品种的36.94%），24个参试品种轻度发生白叶枯病（占参试品种的

23.42%），22个参试品种中度发生白叶枯病（占参试品种的19.82%），22个参试品种重度发生白叶枯

病（占参试品种的19.28%）；湖北点17个参试品种未发生白叶枯病（占参试品种的14.41%），69个参

试品种轻度发生白叶枯病（占参试品种的12.61%），18个参试品种中度发生白叶枯病（占参试品种的

16.22%），7个参试品种重度发生白叶枯病（占参试品种的6.31%）。

    纹枯病：纹枯病在一个点发病重的参试品种有4个，在一个点中度发病的参试品种有36个.其余品

种表现轻度发生或无。

（四 ）品种田间表现



    (3）品种整齐度

    在1个参试点表现不齐的品种15个， 在2个参试点表现不齐的品种2个， 

在3个参试点表现不齐的品种1个， 其余品种在参试点表现整齐或一般。

   （4）品种杂株率

    有2个参试种在多数点表现杂株严重超标，有2个参试品种在个别参试点

表现杂株超标外，其余参试品种的杂株率均在3%以内。

三、试验结果

（四）品种田间表现



三、试验结果

（五）品种简评

       （1）品香优晟禾（21-6）：计产3个点，全部增产，亩产幅度552.5kg-685.0kg，

较相邻对照增产幅度1.0%-8.9%。全生育期131.3天，较对照短2.1天。田间表现整

齐，抗倒性表现直，纹枯病轻或无，1个点白叶枯病重，1个点白叶枯病轻，熟期转

色好。试验结论：可升级试验或继续试验。

       （2）泰两优5393（21-28）：计产1个点，亩产587.5kg，较相邻对照增产9.3%。

全生育期135.0天，较对照长1.7天。田间表现整齐或一般，抗倒性表现直，纹枯病

轻或无，所有点未发生白叶枯病，熟期转色好。试验结论：可继续试验。

       （3）泰两优5299 21-33）：2个点计产，亩产分别为552.5kg、612.5kg，分

别较相邻对照增产幅度2.8%、0.2%。全生育期135.8天，较对照长2.4天。田间表现

1个点不齐，3个点整齐或一般，抗倒性表现直，纹枯病轻或无，所有点未发生白叶

枯病，生育期偏长。试验结论：可继续试验。



三、试验结果

（五）品种简评

 （4）品香优2004（21-62）：计产3个点，2个点增产，亩产分别为557.5kg、645.0kg，

分别较相邻对照增产幅度3.5%、4.5%，1个点减产，亩产537.5kg，较相邻对照减产5.4%。

全生育期132.3天，较对照短1.1天。田间表现整齐，抗倒性表现直，纹枯病轻或无，1个点

白叶枯病中，1个点白叶枯病轻，株叶形态好，熟期转色好。试验结论：可升级试验或继续

试验。

 （5）品香优2131（21-70）：4个点全部计产，其中3个点增产，亩产幅度600.0kg-

688.0kg，较相邻对照增产幅度2.4%-11.4%，1个点减产，亩产541.0kg，较相邻对照减产

3.8%。全生育期131.8天，较对照短1.6天。田间表现整齐，抗倒性表现直，纹枯病轻或无，

1个点白叶枯病轻，其余3个点未发生白叶枯病，熟期转色好。试验结论：可升级试验或继续

试验。

 （6）B45优丝苗（21-71）：1个点计产，亩产709.5kg，较相邻对照增产6.1%。全生育

期131.0天，较对照短2.3天。田间表现整齐，抗倒性表现直，纹枯病轻或无，2个点白叶枯

病轻，其余2个点未发生白叶枯病，叶片内卷、挺直。试验结论：可升级试验或继续试验。



     （7）B优4208（21-74）：2个点计产，其中1个点增产，亩产698.5KG，较相邻对照

增产幅度4.4%，1个点平产，亩产552.5KG。全生育期131.8天，较对照短1.6天。田间表

现整齐或一般，抗倒性表现直，纹枯病轻或无，1个点白叶枯病轻，其余3个点未发生白

叶枯病，穗大粒多，熟期转色好。试验结论：可升级试验或继续试验。

   （8）千乡优821（21-77）：2个点计产，其中1个点增产，亩产587.5KG，较相邻对

照增产4.4%，1个点减产，亩产585.0KG，较相邻对照减产5.3%。全生育期125.0天，较

对照短8.3天。田间表现整齐或一般，抗倒性表现直或斜，纹枯病轻或无，所有试点未

发生白叶枯病，熟期转色好。试验结论：可继续试验。

    （9）F两优粤禾丝苗（21-80）：1个点计产，亩产704.0KG，较相邻对照增产5.3%。

全生育期135.5天，较对照长 2.2天。2个点田间整齐度表现不齐，2个点田间表现一般，

抗倒性表现直，纹枯病轻或无，2个点白叶枯病轻，2个点未发生白叶枯病，穗大粒多，

生育期偏长。试验结论：可继续试验。

三、试验结果

（五）品种简评



     （10）国泰香优1号（21-85）：3个点计产，其中2个点增产，亩产分别为

582.5kg、689.0kg，分别较相邻对照增产幅度3.6%、1.8%，1个点减产，亩产

497.5kg，较相邻对照减产5.7%。全生育期136.0天，较对照长2.7天。田间3个点表

现整齐或一般，1个点表现不齐，抗倒性表现直，纹枯病轻或无，所有试点未发生白

叶枯病，穗大粒多，熟期转色好，生育期偏长。试验结论：可升级试验或继续试验。

    （11）清两优178（21-95）：2个点计产，均增产，亩产分别为598.0kg、

700.5kg，分别较相邻对照增产幅度5.1%、3.5%。全生育期132.0天，较对照短1.3天。

田间表现整齐或一般，抗倒性表现直，纹枯病轻或无，1个点白叶枯病轻，其余3个

点未发生白叶枯病，熟期转色好。试验结论：可升级试验或继续试验。

三、试验结果

（五）品种简评



三、试验结果

（五）品种简评

      （12）蓉光优428（21-98）：1个点计产，亩产692.5kg，较相邻对照增产11.5%。

全生育期133.3天，较对照短0.1天。田间整齐度表现整齐或一般，抗倒性表现直，

纹枯病轻，1个点白叶枯病中度发生，1个点白叶枯病轻度发生，2个点未发生白叶枯

病，熟期转色好，抗倒性一般。试验结论：可继续试验。

    （13）品香优428（21-99）：2个点计产，均增产，亩产分别为612.5kg、

687.5kg，分别较相邻对照增产幅度17.8%、10.7%。全生育期134.5天，较对照长1.2

天。田间整齐度3个点表现整齐，1个点表现不齐，抗倒性表现直，纹枯病轻或无，1

个点白叶枯病中度发生，其余3个点未发生白叶枯病，穗大粒多。试验结论：可升级

试验或继续试验。



三、试验结果

（五）品种简评

      （12）蓉光优428（21-98）：1个点计产，亩产692.5kg，较相邻对照增产11.5%。

全生育期133.3天，较对照短0.1天。田间整齐度表现整齐或一般，抗倒性表现直，

纹枯病轻，1个点白叶枯病中度发生，1个点白叶枯病轻度发生，2个点未发生白叶枯

病，熟期转色好，抗倒性一般。试验结论：可继续试验。

    （13）品香优428（21-99）：2个点计产，均增产，亩产分别为612.5kg、

687.5kg，分别较相邻对照增产幅度17.8%、10.7%。全生育期134.5天，较对照长1.2

天。田间整齐度3个点表现整齐，1个点表现不齐，抗倒性表现直，纹枯病轻或无，1

个点白叶枯病中度发生，其余3个点未发生白叶枯病，穗大粒多。试验结论：可升级

试验或继续试验。



四、问题与建议 

（一）存在问题

    1.品种质量问题

  从近几年由选育（供种）单位提供的试验品种情况来看，有部

分参试品种的田间纯度差，主要体现在田间一致性差，生长不整

齐，植株高、矮不齐，植株间熟期相差较大等，这可能是品种在

生产过程中由于隔离、混杂等原因造成的不良后果，但这将会严

重影响试验品种的正常表达，同时浪费了试验资源。



四、问题与建议 

（一）存在问题

      2.株叶形态和抗逆性问题

      由于长江中下游普通存在肥力水平较高，特别是氮肥的施用量较大或土壤本身的

氮肥积累较高，因此，各选育（供种）单位需要注意品种株型的适应性问题，需要提

供适应该区域的生态环境条件生长的品种，特别是株型非常重要，尽量不提供叶片长、

大和植株高大的品种，同时对品种的耐肥性、耐热性、抗白叶枯病等方面要有所预判，

建议在品种配组时最后好有一个亲本是中下游的亲本或是有中下游背景来源的亲本，

尽量提高品种的适应性和丰产性，以免造成品种表现不理想，继而浪费了试验资源。



四、问题与建议 

（二）建议

      1. 专家、老总们积极参与

      两个方面：一是积极提供品种进行参试，二是在省种子协会安排进行考察的时间段积极参加，大家的

积极参与一方面体现了对本筛选试验工作的支持和肯定，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自己育成品种的重视。

       2. 提供适量的参试品种

       由于经费的限制，参试品种的数量不能太多。一方面，提倡尽量多的在川水稻选育单位积极参与长江

中下游水稻筛选试验工作，另一方面，建议选育单位的每个单元育种课题组尽量提供不超过 5 个品种参加

试验，这样可提高筛选试验鉴定工作的效率，同时也可让更多育种单位能够参与到此项工作来。



四、问题与建议 

     3. 加强合作和交流

    通过近几年的长江中下游水稻新品种的试验筛选，从田间表现和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在川的育种家们通

过不断努力，在材料改良和材料创新上有了显著进步和较大的提高，适应长江中下游的水稻品种将越来越多，

这是好的开端，也是川种走向长江中下游的希望。

    建议在川的科研院所和种业企业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水稻品种改良和材料创新力度，不

断加强上游与长江中下游相关兄弟单位的紧密合作与交流，为川种走向长江中下游积极献言献策；同时，继

续积极、主动地向省种子协会提供具有种子质量好、农艺综合性状优良、生育期适中、抗逆性好等优点的杂

交（或常规)水稻新品种，通过下游筛选试验平台为长江中下游提供优良的试验审定品种资源。

（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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