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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筛选适合广西种植的小豆新品系，为广西发展小豆生产提供优良品种。【方法】以小豆大粒品种京

农6号为对照（CK），对13个小豆新品系进行两年引种试验，综合评价各品系的主要农艺性状、产量及抗性等。【结果】

13个参试品系均表现早中熟，生育天数78.0~83.5�d；株高28.58~46.98�cm，主茎节数11.5~14.1节，主茎分枝1.0~2.0个，

单株荚数20.5~31.2个，荚长7.3~9.8�cm，单荚粒数6.1~7.7粒，百粒重12.96~18.19�g。 各参试品系两年干籽粒平均产量

为1348.60~1992.79�kg/ha， 有6个品系干籽粒产量高于CK， 其中冀红0007-5、 冀红0004-10和品红05203比CK增产

10.00%以上；有7个品系干籽粒平均产量低于CK，其中保200424、唐红2009-73、苏小豆12-1、龙28-324和唐红0809-1

较CK减产超过10.00%。 所有品系均为直立株型，不裂荚；豆粒除保红200624为黄色外，其余均为红色；粒形除龙

27-096为长圆柱形外，其余均为短圆柱形；两年试验中各品系均表现出较好的抗旱性、抗倒伏性及抗花叶病毒病性。

【结论】小豆新品系冀红0007-5、冀红0004-10、冀红0001-15和同红2号产量较高、综合农艺性状优良且抗性较好，适合

在广西南宁及周边生态环境相似的地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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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小豆［Vigna angularis（Willd） Ohwi�&�

Ohashi］是亚洲主要豆类作物之一。我国是小豆的主要

生产国与出口国，也是小豆的起源国，迄今为止，小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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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ive

】

New lines of adzuki bean that were suitable for planting in Guangxi were selected

，

in order to

provide fine varieties for production of adzuki bean in Guangxi.

【

Method

】

Thirteen new lines of adzuki bean were intro鄄

duced

，

and tested in two years

，

so as to evaluate comprehensively their main agronomic traits

，

yield

，

resistance

，

with

large-seed variety Jingnong 6 as control

（

CK

）

.

【

Result

】

Thirteen tested lines showed early or middle mature characteris鄄

tic

，

growth period was 78.0-83.5 d

，

plant height ranged from 28.58 to 46.98 cm

，

nod number and branch number per

main stem were 11.5-14.1 and 1.0-2.0

，

respectively

，

pod number per plant was 20.5-31.2

，

pod length was 7.3-9.8 cm

，

seed number per pod were 6.1-7.7

，

and 100-seed weight was 12.96-18.19 g. Average dry seed yields of tested lines were

1348.60-1992.79 kg/ha in two years

，

and dry seed yields of six tested line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CK

，

especially Jihong

0007-5

，

Jihong 0004-10 and Pinhong 05203 with increment of above 10.00%

，

but dry seed yields of other 7 lines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CK

，

especially Bao 200424

，

Tanghong 2009-73

，

Suxiaodou 12-1

，

Long 28-324

，

Tanghong 0809-1

with decrement of above 10.00%. The tested lin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erect plant

，

indehiscent pod

，

red seed and short

cylindrical seed

，

except Baohong 200624 with yellow seeds and Long 27-096 with long cylindrical seed. And all the tes-

ted lines showed good resistance to drought

，

lodging and bean common mosaic virus

（

BCMV

）

disease in two-year trial .

【

Conclusion

】

Four new adzuki bean lines viz.

，

Jihong 0007-5

，

Jihong 0004-10

，

Jihong 0001-15 and Tonghong 2 are

characterized by high yield

，

excellent agronomic traits and good resistance

，

so which are suitable for planting in Nanning

，

Guangxi and some regions with similar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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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参试小豆品种（系）名称和选育单位

Table�1� Name�and�breeding�unit�of�new�adzuki�bean�lines

品种（系）名称 选育单位

Variety（line）name Breeding�unit

龙27-096�Long�27-096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研究所

保红200617�Baohong�200617 保定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龙28-324�Long�28-324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研究所

唐红2009-73�Tanghong�2009-73 唐山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冀红0007-5�Jihong�0007-5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

唐红0809-1�Tanghong�0809-1 唐山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保200424�Bao�200424 保定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冀红0001-15�Jihong�0001-15 河北省农业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

保红200624�Baohong�200624 保定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品红05203�Pinhong�05203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苏小豆12-1�Suxiaodou�12-1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冀红0004-10�Jihong�0004-10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

同红2号 Tonghong�2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高寒区作物研究所

京农6号（CK） Jingnong�6 北京农学院

陈燕华等： 13个小豆新品系在广西地区的引种试验

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程须珍和王述民，

2009）。 因小豆具有生育期短、播种适期长、抗旱、耐

瘠、适应性强、可固氮养地及易于种植管理等特点，非

常适宜在生态条件较差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种植，经常

与其他主要作物进行间套种或轮作。 广西地处我国西

南部，坡地、旱地较多，光、温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小豆

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作为小宗作物，小豆在

广西的研究基础较薄弱，生产中一直没有本土的优势

品种。 因此，引进新品种进行种植观察，鉴定与筛选适

宜广西生产的小豆品种，对促进广西小豆产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近年来，已有研究者通

过小豆新品种引种试验，获得了适合其当地种植发展

的新品种。 张芳等（2009）通过3年品种比较试验，从11

个小豆品种（系）中筛选出冀红9218、保红9817-16、西红

1号和唐红1号等4个适宜陕西榆林种植的优良小豆品

种。 段生旺（2012）从全国各地引进9个红小豆品种进

行比较试验，筛选出适合甘肃庆阳种植的优良品种辽

小2号， 该品种较当地主栽品种红宝1号增产29.94%。

刘振兴等（2013）通过对19份红小豆品种的鉴定与评

价，发现保红947、保876-16、品红2000-47和品红2000-�

107等4个品种可在唐山地区优先示范推广。 姜翠棉等

（2014）从生育日数、株高、主茎节数、主茎分枝数、单

株荚数、荚长、荚粒数、百粒重和产量9项主要性状指

标对19份小豆品种资源进行综合评价， 认为保红947

等6个品种适宜在冀北地区大面积种植。 梅丽等

（2015）通过对生育期、经济性状和产量等各项指标进

行分析， 从9个小豆品种中筛选获得了适宜延庆地区

种植的冀红8937、 品红05200和保红947等3个品种。

【本研究切入点】广西具有发展小豆生产的独特条件，

但目前生产中缺乏优良品种， 通过对引进优良品种

（系）的试验观察，能够快速获得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良

小豆品种（系）。【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对参加国家食用

豆产业技术体系品系多点联合鉴定试验的13个小豆

新品系的主要农艺性状及产量进行综合评价，以期筛

选出适合广西种植的小豆新品系，为广西发展小豆生

产提供优良品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参试小豆新品系共13个， 以在广西种植多年、表

现优良的大粒品种京农6号为对照（CK）。 13个参试新

品系均由选育单位提供，对照品种由中国农业科学院

作物科学研究所提供。 各参试品种（系）名称和选育单

位见表1。

1.�2� 试验方法

试验于2014~2015年在广西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

所试验地及里建英才基地进行。 试验地地势平坦、排

灌方便、肥力中等，土壤分别为黏土和沙土，前作分别

为水稻和木薯，种前进行两犁两耙。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 起垄种植，每

垄4行，行长5�m，垄宽2�m，小区面积10�m

2

，株距13~15�

cm，行距 50�cm。栽培密度2014年为180000株/ha，2015

年为130000株/ha。 试验田周围设有保护行。

2014年8月1日种植，10月12日开始采收，10月20

日采收第2次（品红0520于10月2日开始采收，10月12

日采收第2次）；2015年8月14日种植，11月13日开始收

获，11月20日采收第2次。所有品系（种）均采收2次。苗

期施1次复合肥（氮 ∶磷∶钾＝16∶16∶16）105� kg/ha，封行

前中耕除草2~3次， 幼苗期和开花结荚期分别用菜宝

（1.8%阿维菌素）和爆虱蚜（10%吡虫啉）防卷叶虫、豆

荚螟和蚜虫，全程进行1~2次浇水灌溉。

1.�3� 测定项目及方法

生育期间记载各品系的生育时期、 生长习性、裂

荚性、粒形、粒色和抗性（抗旱性、抗倒伏性和抗花叶

病毒病性）。 成熟收获时，每小区除去边株随机选取有

代表性的植株10株进行室内考种，测定株高、主茎节

数、主茎分枝数、单株荚数、荚长、单荚粒数；全小区收

获，单收、单脱、单晒，晒干后测定、统计百粒重和籽粒

产量。 各调查项目严格按照《小豆种质资源描述规范

和数据标准》（程须珍等，2006）要求进行测定。

1.�4�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03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与方差分

析，以新复极差法（LSR）对品系间干籽粒产量数据进

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参试小豆新品系生育期及主要农艺性状表现

由表2可知，各参试小豆新品系的生育天数为

78.0~83.5�d，所有品系均表现为早中熟。 参试品系均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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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矮秆品系，但株高变幅较大，为28.58~46.98� cm，其

中仅保200424株高（28.58� cm）低于CK（31.98� cm）。

主茎节数变幅不大，为11.5~14.1节，多数为12.0~13.0

节。 分枝性在品系间相差不明显，大多为1.0~2.0个分

枝。 单株荚数变幅较大，为20.5~31.2个，大部分品系

单株荚数多于CK（23.6个）。荚长为7.3~9.8�cm，单荚

粒数为6.1~7.7粒，百粒重为12.96~18.19�g，其中有6个

品系达到特大粒标准（百粒重≥16.00�g）（程须珍等，

2006），除唐红2009-73、冀红0007-5、冀红0001-15和保

红200624外，其余9个品系的百粒重均低于CK（17.38�g）。

表 2� 参试小豆新品系生育期及主要农艺性状表现

Table�2� Main�agronomic�traits�of�new�adzuki�bean�lines

龙27-096�Long�27-096 79.0 36.43 12.5 0.8 29.4 8.7 7.0 13.30

保红200617�Baohong�200617 80.0 35.45 12.6 1.2 27.3 7.4 6.3 16.18

龙28-324�Long�28-324 79.0 32.72 12.2 0.6 26.2 8.8 6.8 15.07

唐红2009-73�Tanghong�2009-73 82.0 34.38 12.5 1.3 23.5 9.8 6.9 17.67

冀红0007-5�Jihong�0007-5 80.5 41.28 13.9 1.7 27.3 8.4 6.3 17.82

唐红0809-1�Tanghong�0809-1 80.0 33.22 12.8 0.9 31.2 8.9 7.2 12.96

保200424�Bao�200424 78.0 28.58 11.5 1.0 27.0 7.3 7.3 14.29

冀红0001-15�Jihong�0001-15 83.0 37.60 13.6 1.3 25.6 8.0 6.1 18.19

保红200624�Baohong�200624 82.0 36.27 12.3 1.2 28.6 8.6 6.8 17.45

品红05203�Pinhong�05203 83.5 40.09 14.1 1.2 26.7 8.0 7.0 15.09

苏小豆12-1�Suxiaodou�12-1 81.0 46.98 13.6 1.7 20.5 8.9 7.7 13.73

冀红0004-10�Jihong�0004-10 82.5 36.10 12.9 0.9 22.4 8.2 7.6 16.17

同红2号 Tonghong�2 81.5 37.22 13.1 1.1 26.8 7.8 7.3 15.93

京农6号（CK） Jingnong�6 80.0 31.98 12.3 0.9 23.6 7.8 6.7 17.38

品种（系）名称

Variety（line）name

生育天数

（d）

Growth

days

株高

（cm）

Plant

height

主茎节数（节）

Number�of

nodes�on

main�stem

主茎分枝数（个）

Number�of

branches�on

main�stem

单株荚数（个）

Number

of�pods

per�plant

荚长

（cm）

Pod

length

单荚粒数（粒）

Number�of

seeds�per�pod

百粒重（g）

100-seed

weight

2.�2� 参试小豆新品系产量表现

由表3可知，各参试品系两年干籽粒平均产量为

1348.60~1992.79� kg/ha，平均产量高于CK的品系有6

个（保红200617、 冀红0007-5、 冀红0001-15、 品红

05203、冀红0004-10和同红2号），其中冀红0007-5、

冀红 0004-10和品红05203均比CK增产10.00%以上，

冀红0001-15、保红200617和同红2号平均产量与CK相

当； 有7个品系干籽粒平均产量低于CK， 其中保

200424、唐红2009-73、苏小豆12-1、龙28-324和唐红

0809-1较CK减产超过10.00%。

表 3� 参试小豆新品系的干籽粒产量

Table�3� Grain�yield�of�new�adzuki�bean�lines

品种（系）名称 干籽粒产量（kg/ha）Dry�seed�yield 比CK±% 排名

Variety（line）name 2014 2015 平均 Average Compared�with�CK Rank

龙27-096�Long�27-096 1233.33ab 2011.19b 1622.26ab -4.64 8

保红200617�Baohong�200617 1400.00a 2053.86b 1726.93ab 1.51 5

龙28-324�Long�28-324 851.33b 2076.77b 1464.05b -13.94 11

唐红2009-73�Tanghong�2009-73 940.67b 1803.09b 1371.88b -19.36 13

冀红0007-5�Jihong�0007-5 1161.67ab 2823.91a 1992.79a 17.14 1

唐红0809-1�Tanghong�0809-1 1085.00ab 1957.16b 1521.08b -10.59 10

保200424�Bao�200424 1099.33ab 1597.87b 1348.60b -20.73 14

冀红0001-15�Jihong�0001-15 1120.00ab 2352.39ab 1736.20ab 2.06 4

保红200624�Baohong�200624 1094.00ab 2021.77b 1557.89b -8.43 9

品红05203�Pinhong�05203 1078.33ab 2678.49ab 1878.41ab 10.42 3

苏小豆12-1�Suxiaodou12-1 728.33b 2150.16ab 1439.25b -15.40 12

冀红0004-10�Jihong0004-10 1275.00ab 2557.44ab 1916.22ab 12.64 2

同红2号 Tonghong�2 1213.33ab 2198.19ab 1705.76ab 0.27 6

京农6号（CK） Jingnong�6 1100.97ab 2301.49ab 1701.23ab - 7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lowercase�alphabets�in�the�same�column�represented�significant�difference（P＜0.05）

2.�3� 参试小豆新品系的其他性状与抗性

由表4可知，除苏小豆12-1有少数抽蔓外，其余均

为直立品系，且无裂荚；龙27-096籽粒为长圆柱形，其

余品系籽粒均为短圆柱形；保200424的籽粒为黄色，

其余品系籽粒均为红色。 在两年的引种试验中，各品

系均表现出较好的抗旱性、 抗倒伏性和抗花叶病毒

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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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参试小豆新品系的其他性状及抗性

Table�4� Other�agronomic�traits�and�resistance�of�new�adzuki�bean�lines

品种（系）名称 株型 裂荚性 粒形 粒色 抗旱性 抗倒伏性 花叶病毒病发病率（%）

Variety（line）name Growth Pod Seed Seed Drought Lodging Incidence�of

type dehiscence shape color resistance resistance� BCMV�disease

龙27-096�Long�27-096 直立 无 长圆柱形 红 中 强 0.73

保红200617�Baohong�200617 直立 无 短圆柱形 红 中 强 1.49

龙28-324�Long�28-324 直立 无 短圆柱形 红 强 强 2.09

唐红2009-73�Tanghong�2009-73 直立 无 短圆柱形 红 强 强 1.77

冀红0007-5�Jihong�0007-5 直立 无 短圆柱形 红 强 强 1.03

唐红0809-1�Tanghong�0809-1 直立 无 短圆柱形 红 强 强 0.59

保200424�Bao�200424 直立 无 短圆柱形 黄 中 强 1.88

冀红0001-15�Jihong�0001-15 直立 无 短圆柱形 红 中 强 0.39

保红200624�Baohong�200624 直立 无 短圆柱形 红 中 强 0.24

品红05203�Pinhong�05203 直立 无 短圆柱形 红 强 强 0

苏小豆12-1�Suxiaodou�12-1 直立（少数抽蔓） 无 短圆柱形 红 强 强 1.84

冀红0004-10�Jihong�0004-10 直立 无 短圆柱形 红 强 强 0

同红2号 Tonghong�2 直立 无 短圆柱形 红 中 强 0.59

京农6号（CK） Jingnong�6 直立 无 短圆柱形 红 强 强 0

2.�4� 优良小豆新品系综合特性评价

通过两年的引种试验观察及综合评价，筛选出冀

红0007-5、冀红0004-10、冀红0001-15和同红2号4个综

合性状表现良好的小豆品系，这4个品系均具有早熟、

矮秆、植株直立、结荚较多、长荚、每荚粒数较多、大

粒、不裂荚、抗性好等特性，适宜在广西南宁及周边生

态环境相同的地区种植。 其中，冀红0007-5两年平均

产量在所有参试品系中排第1位， 比CK增产17.14%；

冀红0004-10两年平均产量排第2位， 比对照增产

12.64%；冀红0001-15和同红2号两年平均产量分别排

第4位和第6位，与CK相当。

3� 讨论

引种是一种简单易行且迅速有效的育种方法（牟

致远和赖仲铭，2009），可在短时间内获得适宜当地种

植的新品种。 但小豆属光温敏感性较强的作物，在不

同生态区域间引种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 王丽侠等

（2013）分析了166份小豆核心种质的农艺性状在不同

生态环境下的变异情况，结果表明，所有种质在广西

南宁地区均能正常开花结荚，但有25份种质在河北唐

山地区不能进入生殖生长期，且不同种质对不同环境

的敏感度也存在差异。 本研究中引进了13个小豆新品

系在广西南宁地区种植，结果表明，参试品系在主要

农艺性状，如生育期、株高、单株荚数和百粒重等方面

存在明显差异，在主茎节数、主茎分枝、荚长和单荚粒

数等方面则相差不明显，各品系在两年试验中的产量

也有明显差异。 说明引自不同地区的小豆品系对广西

南宁环境的敏感度不同，其适应性表现就不同。 从产

量方面来看，综合两年试验结果，与CK相比，获得了6

个增产品系， 其中有4个来自河北，1个来自北京，1个

来自山西，说明从河北和北京地区引种至广西较易成

功。 在其他豆类的引种试验中，也发现从河北、北京等

地引种至广西易获得较好的品种， 如罗高玲等

（2013）、谢金兰等（2013）和李经成等（2015）研究发

现，从河北、北京等地引种的绿豆品种，在广西可获得

较好的产量表现，其适应性也比引自其他区域的品种

相对较强，与本研究结果相似。 可能是这两个地区的

一些品种对环境的敏感度较小，而适应性较强；按生

态区域相近引种易成功的原则来说，江苏在地理位置

上更接近于广西，引自江苏的品系应该在广西的表现

较好，但事实发现引自河北、北京和山西的品种更适

应广西，可能是这3个地方的6个品系属于光温钝感型

品系，因此具有更广的适应性。

优良品种除了应具有优良的农艺性状及高产特

性外，还应具有优良的品质性状。 本研究只考察了农

艺性状及其产量表现，参试小豆品系的品质性状有待

后续分析。 此外，为使品种的优良性状得以充分表现，

下一步还应探索与品系相适应的配套栽培技术。

4� 结论

引进的13个小豆新品系中， 冀红0007-5、 冀红

0004-10、冀红0001-15和同红2号产量较高，且具有早

熟、矮秆、植株直立、结荚较多、长荚、每荚粒数较多、

大粒、不裂荚、抗性好等特性，适宜在广西南宁及周边

生态环境相似的地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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