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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保山玉米品种联合体区域试验结果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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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综合分析云南省保山市2016年玉米品种联合体区域试验结果，为玉米品种的选育改良和推广应用

提供参考。【方法】利用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对2016年北玉玉米品种联合体国家区域试验（西南春播组）7

个参试品种（含对照种）在保山试点的产量、抗性、果穗性状及农艺性状等进行综合分析。【结果】方差分析结果表明，7

个参试品种中，6个品种的产量均显著高于对照（P<0.05），其中民生5961和周玉0913产量最高。主成分分析结果表

明，对产量和品种综合评判影响较大的主成分有4个，其中第一主成分主要包含穗长、灰斑病、穗粗和株高因子，第二

主成分主要包含双穗率和百粒重因子，第三主成分主要是出籽率因子，第四主成分主要为倒伏率因子。通过聚类分

析可将7个品种聚为四大类：第I类为民生5961，综合表现突出；第II类包括金秋7209和周玉0913，综合表现较优；第III

类为康农玉508，综合表现中等；第IV类细分为2个亚类，第IV-1亚类包含中单888和金白玉2号，综合表现较差；第IV-2

亚类为对照种渝单8号，综合表现最差。【结论】7个参试玉米品种中，民生5961、金秋7209和周玉0913综合表现优良，建

议在保山地区扩大示范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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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analysis for regional trial on maize varieties
consortium in Baoshan，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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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regional trial on maize varieties consortium in Baoshan，Yunnan in 2016 was comprehen-

sively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variety breeding，improvement and application.【Method】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yield，resistance，ear character and agronomic characters of seven tested maize varieties（including one control）

in national regional trial（southwest broup of spring sowing）of Beiyu maize varieties consortium in Baoshan in 2016 were

conducted by means of variance analysis，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Result】The variance analy-

sis indicated that，yields of the six tested varieti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P<0.05），with Minsh-

eng 5961 and Zhouyu 0913 the highest.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mplied that the yield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maize varieties we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four components. The first principal component included factors of ear

length，gray leaf spot，ear diameter and plant height，the second principal component included factors of double spike rate

and 100-grain weight，the third principal component included rate of grain production，and the fourth principal compo-

nent including lodging rate. On the basis of cluster analysis，seven tested maize varieties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

gories: category I included Minsheng 5961 which had an outstanding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category Ⅱ included

Jinqiu 7209 and Zhouyu 0913 which comprehensively performed well；category III contained Kangnongyu 508 which had

medium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category IV consisted of two subgroups，subgroup IV-1 included Zhongdan 888 and

Jinbaiyu 2 which presented poor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while subgroup IV-2 contained the control Yudan 8 which

performed the worst.【Conclusion】It is suggested to expand the demonstration planting of Minsheng 5961，Jinqiu 7209

and Zhouyu 0913 among the seven tested varieties in Baoshan due to their fin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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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云南省保山市属低纬山地亚热带

季风气候，海拔落差大，立体气候明显，生态类型多

样，使得该区玉米品种混杂多样。作为西南山地丘

陵生态区的典型代表之一，保山是国家玉米区域试

验的重要试点之一，多年来都相继承担着国家（西南

组）不同类型的区域试验，其区域试验结果是否准

确，评价方法是否合理，对客观真实地反应参试品种

特性及其在当地的引种示范均显得尤为重要。同

时，联合体试验作为近两年一种新兴的国家区域试

验的重要组成形式和开展方式，是现代种业发展的

必然需求（刘超，2016）。因此，客观公正地分析联合

体试验结果，对科学合理地评价参试品种的综合生

产力和适应区域及保持联合体的可行性和稳定性均

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近年来，不少研究者

采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来说明区域试验和品种评判

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合理性。赵玉环和王晓明

（2002）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广东省1999~2001年

春播玉米区域试验新组合进行定量评价，鉴定出粤

单2号、南玉18 号、登海3 号和华引115号4个综合评

价较高的新组合。范志霞等（2003）利用品种稳定性

分析、联合方差分析和聚类分析对2001年国家西南

组玉米区域试验10个参试品种的产量结果进行综合

分析，结果发现参试品种的稳定性均较差，并通过聚

类分析将10个品种分为四大类。陈洪梅等（2004）运

用灰色综合评判法对云南省2001~2002年玉米区域

试验南部组9个试点共11个品种的生育期、株高、穗

位高等14个性状进行试验精确度分析及品种综合评

判，结果表明，该组区域试验整体水平较高，数据可

靠，并得出灰色评判为1级的3个品种C608、改良892

和靖99-69。邵根成（2009）、郑跃进等（2009）利用灰

色理论分别对2006和2007年河南省玉米区域试验参

试新品种的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等多项相关性状进行

灰色多维关联度分析，确定了各参试品种的综合评

判值，并鉴定出参试新品种的优劣顺序。贾新文等

（2009）专门针对玉米区域试验新品种进行方差分析

与灰色综合评判的比较研究，认为灰色关联度综合

评判法较方差分析有更加严格的标准，考察性状更

多，在玉米新品种综合评价中更有效。刘建新等

（2015）对2013年国家西南组玉米区域试验中11份参

试材料的穗长、穗粗、穗行数等10个产量相关性状进

行主成分分析，筛选出3个综合表现较好的杂交新组

合，为玉米品种区试的综合评价提供了一种新方

法。这些研究方法均有力地推进了区域试验和品种

审定工作，也有利于从中筛选或引进适宜当地种植

的品种进一步应用和推广。【本研究切入点】由于不

同研究者采用的试验材料和分析性状不同，所用分

析方法也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甚至互有矛盾，且目前多是对普通国家区试或省级

区试结果的综合分析，对单一试点区试结果的分析

主要还停留在简单的性状对比分析和品种定性描述

报告，深入的综合分析较少，尤其针对不同试验联合

体单个试点结果的综合分析鲜见报道。【拟解决的关

键问题】运用综合统计分析方法对2016年度保山玉

米品种联合体区域试验结果作进一步的深度分析，

以尽量避免和消除简单定性粗略评价方法带来的弊

端，以期为玉米品种选育改良及本地种质材料的收

集创新和引种推广提供参考，从而进一步带动保山

玉米产业的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参试品种包括渝单8号（对照）、周玉0913、民生

5961、金白玉2号、中单888、金秋7209和康农玉508。

1. 2 试验方法

试验采取随机区组设计，小区面积20 m2，长

4.800 m，宽4.175 m，每小区设5行，每行种植20株，

单株留苗，保苗密度50000株/ha，四周设4行保护行，

3次重复。试验地为缓坡台地，红壤土，中等偏上肥

力，不具灌溉条件，前茬为中药材。

试验于2016年实施，3月中旬开始翻犁，拖拉机

进行碎土，采取拉线开沟式种植，于4月18日透雨后

适时湿墒播种，每公顷施尿素150 kg、普通过磷酸钙

750 kg和硫酸钾150 kg混合作种肥。出苗后，4月30

日用敌杀死喷雾一次，防治地老虎等；5月12日间苗

和定苗，同时每公顷追施尿素225 kg作为苗肥并开

始第一次中耕除草；5月31日以每公顷450 kg用量追

施尿素作为穗肥并进行第二次中耕培土；6月5日喷

施一次溴氰菊酯，防治蚜虫等。

1. 3 测定项目与方法

出苗后及时观察并记载苗情，定期察看田间苗

长势。植株生长期间，适时调查记载各生育期及相关

农艺性状和病虫害发生情况。收获时，实收中间3行

（面积12 m2）及时测定鲜果穗重，同时记录实收果穗

数和株数，取样10穗进行后期室内考种。将果穗样本

风干脱粒后，以14%标准水分的籽粒干重折算出小区

产量，再折合为总产量（以公顷计）。具体调查记载时

间、项目、标准和方法依照试验方案严格进行。

1. 4 统计分析

参照余家林和肖枝洪（2007，2008）的统计模型

和方法，采用Excel 2010进行数据处理，利用SAS 8.1

进行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

孟静娇等：云南保山玉米品种联合体区域试验结果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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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保山玉米品种联合体区域试验结果的方差分析

结果

方差分析结果（表1）表明，6个参试玉米品种的

产量均显著高于对照（P<0.05，下同），其中民生5961

产量最高，达9196.5 kg/ha，比对照增产64.1%，其次

为周玉0913，产量为8770.5 kg/ha，比对照增产56.5%，

两品种间产量差异不显著（P>0.05，下同），但均显著

高于其余5个参试种。金秋7209和康农玉508的产量

分别为 8229.0和 8187.0 kg / ha，分别比对照增产

46.9%和46.1%，居参试品种第三位和第四位，两品

种间无显著差异。除对照外，中单888和金白玉2号

的产量相对较低，分别为7545.0和6394.5 kg/ha，均显

著低于其余参试种。

性状
Character

生育期（d）Growth period
株高（cm）Plant height
穗位高（cm）Ear height
倒伏率（%）Lodging rate
灰斑病（级）Gray leaf spot（grade）
穗腐病（级）Ear rot（grade）
穗长（cm）Ear length
穗粗（cm）Ear diameter
秃尖长（cm）Bare tip length
穗行数 Row number per ear
行粒数 Kernels per row
出籽率（%）Kernel production rate
百粒重（g）100-grain weight
双穗率（%）Double ear rate

平均值
Mean

139.40
300.40
130.90
9.76
4.14
3.29
17.86
4.81
0.87
15.03
36.50
84.30
26.39
7.53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1.72
21.38
11.60
11.68
1.95
2.43
2.01
0.28
0.54
1.10
2.14
2.05
4.73
7.45

变异系数
（%）

CV
1.23
7.12
8.86

119.67
47.10
73.86
11.25
5.82
62.07
7.32
5.86
2.43
17.92
98.94

品种
Variety
渝单8号（对照）Yudan 8（control）
周玉0913 Zhouyu 0913
民生5961 Minsheng 5961
金白玉2号 Jinbaiyu 2
中单888 Zhongdan 888
金秋7209 Jinqiu 7209
康农玉508 Kangnongyu 508

单穗粒重（g）
Kernel weight per ear

102.5f
155.3c
183.8a
127.9e
140.0d
140.5d
161.7b

穗数（穗/ha）
Ear（ear/ha）

55027.5b
57529.5a
50001.0c
50001.0c
54193.5b
59196.0a
50581.5c

产量（kg/ha）
Yield

5602.5e
8770.5a
9196.5a
6394.5d
7545.0c
8229.0b
8187.0b

比CK±%
Compared with CK

-
56.5
64.1
14.1
34.7
46.9
46.1

位次
Rank

7
2
1
6
5
3
4

表 1 参试玉米品种的产量及其构成表现
Table 1 Yield and components of tested maize varieties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2. 2 保山玉米品种联合体区域试验结果的主成分

分析

2. 2. 1 各性状简单统计分析 从表2可看出，各性

状的变异系数介于1.23%~119.67%，其中倒伏率、双

穗率、穗腐病、秃尖长和灰斑病的变异系数均在

40.00%以上，属于强等变异；百粒重和穗长的变异系

数分别为17.92%和11.25%，属于中等变异；其余性状

的变异系数均在10.00%以下，属于弱等变异。变异

较大的指标可通过品种和栽培措施的改进而进行改

良，且变异越大的性状其改良余地越大，对不同生态

区域、气候环境和栽培条件有更敏感的选择性和适

应性。由此可见，参试玉米品种的倒伏率、双穗率、

穗腐病、秃尖长和灰斑病具有较大的改良余地，百粒

重和穗长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改良。这几项指

标是决定玉米品种抗性、产量和果穗外观品质的关

键因素，是类似玉米品种在相似生态区域种植改良

后续工作应注意的重点。

2. 2. 2 主成分筛选分析 将14个性状作为自变量

进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累计贡献率大于

90%为标准，入选4个主成分，结果列于表3。由表3

可看出，第一至第四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30.69%、25.91%、22.03%和12.77%，前3个主成分包

含14个指标全部信息的78.63%，再加上第四主成分

可包含原指标信息的91.40%。根据各主成分的特征

向量和因子载荷分析，决定第一主成分大小的主要

是穗长、灰斑病、穗粗和株高因子（因子载荷分别为

0.7965、-0.7796、0.7684、0.7146），穗长和穗粗直接反

映的是果穗品质，间接影响单穗产量从而影响玉米

品种的群体产量，灰斑病反映的是品种抗性，株高则

反映品种农艺性状，4个指标间接影响品种的丰产

性、抗性和适应性，由此第一主成分指向玉米品种的

综合性状；决定第二主成分大小的主要是双穗率和

百粒重（因子载荷分别为0.7236和-0.7157），双穗率

反映农艺性状，影响穗数从而间接影响群体产量，百

粒重反映果穗性状，影响单穗粒重从而间接影响群

体产量，两者均是间接产量构成因子，由此第二主成

分主要指向玉米品种的丰产性；决定第三主成分大

小的主要是出籽率（因子载荷为0.7698），反映的是

果穗性状，指向玉米品种的丰产性；决定第四主成分

大小的主要是倒伏率（因子载荷为0.7010），反映的

表 2 参试玉米品种各性状的简单统计数
Table 2 Statistics of each character for tested maize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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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抗倒性，指向玉米品种的抗性。由此可知，对该玉

米品种综合评价和产量影响最大的主要性状指标依

次是穗长、灰斑病、穗粗、株高、双穗率、百粒重、出籽

率和倒伏率。

表 3 参试玉米品种各性状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Table 3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for each character of tested maize varieties

性状
Character

生育期（d）Growth period
株高（cm）Plant height
穗位高（cm）Ear height
倒伏率（%）Lodging rate
灰斑病（级）Gray leaf spot（grade）
穗腐病（级）Ear rot（grade）
穗长（cm）Ear length
穗粗（cm）Ear diameter
秃尖长（cm）Bare tip length
穗行数 Row number per ear
行粒数 Kernels per row
出籽率（%）Kernel production rate
百粒重（g）100-grain weight
双穗率（%）Double ear rate
特征值 Eigenvalue
方差贡献率（%）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累计贡献率（%）Cumulative contribution rate

第一主成分 Prin I
特征向量

Feature
vector
0.0887
0.3448
0.1644
-0.0349
-0.3761
-0.3207
0.3843
0.3707
0.2792
0.3048
0.2765
0.2051
0.1216
0.1069

4.2961
30.69
30.69

因子载荷
Factor
load

0.1838
0.7146
0.3407
-0.0724
-0.7796
-0.6646
0.7965
0.7684
0.5788
0.6317
0.5731
0.4252
0.2521
0.2215

第二主成分 Prin II
特征向量

Feature
vector

-0.2647
0.2971
0.3407
0.0369
0.3243
0.3427
0.1395
-0.1534
0.3474
0.1768
-0.0637
-0.1304
-0.3758
0.3799

3.6280
25.91
56.60

因子载荷
Factor
load

-0.5043
0.5660
0.6490
0.0702
0.6177
0.6528
0.2658
-0.2922
0.6617
0.3368
-0.1214
-0.2483
-0.7157
0.7236

第三主成分 Prin III
特征向量

Feature
vector
0.3581
0.2308
0.3337
0.2451
0.0221
-0.1533
-0.2722
-0.2152
0.0857
-0.3816
-0.2265
0.4384
0.1821
0.2703

3.0838
22.03
78.63

因子载荷
Factor
load

0.6289
0.4053
0.5861
0.4304
0.0389
-0.2692
-0.4780
-0.3779
0.1504
-0.6701
-0.3978
0.7698
0.3198
0.4746

第四主成分 Prin IV
特征向量

Feature
vector
0.4056
-0.0355
0.0065
0.5243
-0.0389
-0.0836
0.1565
-0.2307
-0.0353
-0.1029
0.4757
-0.2609
-0.3940
-0.1076

1.7875
12.77
91.40

因子载荷
Factor
load

0.5423
-0.0475
0.0088
0.7010
-0.0521
-0.1118
0.2093
-0.3084
-0.0472
-0.1375
0.6360
-0.3489
-0.5268
-0.1438

2. 3 保山玉米品种联合体区域试验结果的聚类

分析结果

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分别计算出7个参试玉

米品种的前4个主成分值（表4），再用4个主成分值作

进一步的系统聚类分析，可将7个玉米品种分为四大

类（图1）。第I类品种为民生5961，综合表现突出；第

II类品种包括金秋7209和周玉0913，综合表现较优；

第III类品种为康农玉508，综合表现中等；第IV类品

种又细分为两个亚类，第IV-1亚类包含中单888和金

白玉2号，综合表现较差；第IV-2亚类为对照种渝单8

号，综合表现最差。

表 4 参试玉米品种的入选主成分值
Table 4 Principal component values of tested maize varieties

品种 Variety
渝单8号 Yudan 8
周玉0913 Zhouyu 0913
民生5961 Minsheng 5961
金白玉2号 Jinbaiyu 2
中单888 Zhongdan 888
金秋7209 Jinqiu 7209
康农玉508 Kangnongyu 508

第一主成分 Prin I
-2.98
0.95
2.76
-1.30
-0.38
2.22
-1.26

第二主成分 Prin II
1.33
2.18
-1.47
0.14
0.44
0.87
-3.48

第三主成分 Prin III
-1.30
0.25
-2.85
0.06
-0.16
2.52
1.48

第四主成分 Prin IV
0.16
-2.41
0.22
1.34
0.56
1.23
-1.11

0.000 0.025 0.050 0.075 0.100 0.125 0.150 0.175 0.200 0.225 0.250 0.275 0.300

Semi-Partial R-Squared

渝单8号 Yudan 8

周玉0913 Zhouyu 0913

民生5961 Minsheng 5961

金白玉2号 Jinbaiyu 2

中单888 Zhongdan 888

金秋7209 Jinqiu 7209

康农玉508 Kangnongyu 508

图 1 参试玉米品种的聚类分析结果
Fig.1 Cluster analysis for tested maize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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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高产是衡量品种优劣的重要指标，在现代作物

育种目标中处于核心地位（陈洪梅等，2004），同时作

物品种的抗性和适应性不仅是品种优劣的直接评价

因素，还会间接影响其产量和品质。因而在有效范

围内，品种区域试验结果在以丰产性为主的同时应

结合抗性和适应性等进行综合评判才更加合理。本

研究结合实际情况需要，对2016年北玉玉米品种联

合体区试结果进行深入的综合分析，以期更加真实

可靠地评价各参试品种。

3. 1 方差分析和聚类分析对品种综合评判的影响

仅从产量的方差分析比较结果来看，7个参试

玉米品种的优劣很容易被评判为民生5961和周玉

0913表现优异，其次为金秋7209和康农玉508表现中

等，然后依次为中单888、金白玉2号和对照渝单8

号。若以此结果作简单归类，会把民生5961和周玉

0913归为另一类，金秋7209和康农玉508归为第二

类，其余品种划为一类。然而进一步的聚类分析结

果表明，除对照渝单8号确实表现最差，与表面分析

基本吻合外，其余品种的深层定量分析与表面分析

明显不同。从聚类分析结果不难看出，民生5961确

实综合表现突出可自成一类，周玉0913虽产量较高

且与民生5961无显著性差异，却不能与其归成一类，

甚至在聚类中次于金秋7209，同时金秋7209产量虽

显著低于周玉0913，且与康农玉508差异不显著，却

在聚类中仅次于民生5961被优先选出，说明周玉

0913和金秋7209两个品种的其余性状存有明显的劣

势或优势而较大程度影响其综合表现。中单888和

金白玉2号的产量虽有显著差异，然而可归为一类，

说明两品种综合性状相当，甚至对照渝单8号产量虽

显著低于中单888和金白玉2号，综合来看也可与之

归为一大类，说明这3个品种各自的优劣互补，实际

的综合表现差别不明显。由此说明，聚类分析可摒

除一些品种性状优劣带来的潜在影响，从而极大提

高品种认知和分析的科学性及合理性。

3. 2 主成分分析对品种综合评判的影响

聚类分析结果是依据参试品种各性状的主成

分值而得出，而主成分便是对所有具体性状指标信

息的有效归纳、筛选和过滤，既可具体又可统筹地分

析样品，能更全面地剖析参试品种，作出进一步的指

示和判断。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该区试中玉米品

种的优劣是综合丰产性、抗性和适应性进行评判的，

主要影响因素是丰产性，而影响丰产性的主要因素

是果穗品质，其中主要是穗长、穗粗、百粒重和出籽

率，与铁双贵等（2000）研究得出的在穗部性状与产

量的相关程度上，最高的多为穗长，其次为穗粗和百

粒重的结果基本一致；同时，本研究主成分分析结果

表明，与产量密切相关的其他性状指标还有株高、出

籽率和倒伏率，也与前人研究结果（敖君，1997；郑祖

平，1997；陈洪梅等，2004）基本相似。尽管研究者所

用分析方法存在差异，所得结论中各性状的重要位

次也不尽相同，但在选取性状的分析结果中，几乎均

得出以上性状指标对产量和品种综合评判有重要影

响和高度相关性的结论。在抗性分析中，本研究结

果发现灰斑病和倒伏比穗腐病对玉米产量和品种综

合评判的影响更大，与陈洪梅等（2004）的研究结果

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本研究得出是灰斑病的影响程

度最大，陈洪梅等（2004）的研究结果为大斑病影响

最大。在植株农艺性状分析中，本研究结果发现，除

株高外，双穗率对玉米品种产量和综合评判的影响

较大，而前人研究中较少涉及双穗率的影响，其原因

可能是不同研究者的试验地点和材料不同，结合采

用的分析对象和分析方法存在差异。灰斑病是保山

普遍发生流行且为害较重的一种玉米病害，在该地

区种植的绝大多数玉米品种均有发病，而大、小斑病

及其余病害发病较轻甚至罕见，且在品种间表现较

一致，同时双穗率在本区试玉米品种中表现明显，且

品种间参差有别。

依据第一主成分的组成进行分析，穗长、穗粗、

株高和穗行数的特征向量较大且为正值，灰斑病和

穗腐病的特征向量较大但为负值，由此可知，在实际

玉米育种与改良中，第一主成分中各组分的贡献若

能发挥恰当，可达到较理想的群体与个体、植株与果

穗的最佳协调状态。第二主成分的组分中，双穗率

和百粒重的特征向量较大，二者符号相反。优良的

果穗性状是现代玉米品种高产潜力的重要影响因

素，大穗重穗型育种策略将是今后玉米高产育种的

重要方向和发展趋势（汤华等，2004）。因此，百粒重

的重要程度远大于双穗率，且根据其余各项指标特

征向量的符号可看出，过分追求双穗率以增加总穗

数的同时，不仅极大影响百粒重的提高，还可能伴随

有较高的穗位、较重的灰斑病和穗腐病及较长的秃

尖（其特征向量也较大且符号与双穗率一致均为

正），反而不利于群体产量的提高。此外，双穗率、灰

斑病、穗腐病和秃尖长的变异系数较大，而百粒重的

变异相对较小，均说明应优先重视百粒重因子。第

三主成分中，出籽率、生育期、穗位高和穗行数的特

征向量较大，同样从符号看，较高的出籽率可能同时

伴有较长的生育期及较高的穗位且不利于穗行数的

增加，也不符合优良品种的需求，因此不宜片面强调

过高的出籽率。此外，因出籽率、穗行数和百粒重3

个性状的广义遗传力较高（汤华等，2004），而穗长和

百粒重的变异系数于果穗性状中相对较大，根据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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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成分的组成分析，在玉米自交系选育和组配杂

交种时，应该在稳定出籽率和穗行数的基础上，更加

重视对百粒重的进一步改良，同时加强对穗长及穗

粗的选择并进一步稳定。第四主成分中，倒伏率的

特征向量值最大，其次是行粒数且二者符号相同，但

由于倒伏率变异系数高，遗传力低，在不同环境中的

表现不稳定，可能对群体产量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因而对品种群体产量的提高和抗性而言，第四主成

分的贡献率总体还是越小越好。

综上所述，在保山及相似生态区域要获得高产

的玉米品种，应在优先选择果穗长而粗、粒大粒重、

轴细粒深、出籽率高的穗部性状基础上，加强对株高

适中、灰斑病轻、双穗率高、不易倒伏的品种的选择

和改良，达到几项综合指标的最适协调状态。综合

几种分析结果可知，民生5961品种总体表现最优，对

照渝单8号综合表现最差，在很大程度上是基因型和

环境互作的结果，符合品种适应性特点。但保山市

玉米生态环境复杂，立体气候、立体农业特点明显，所

布试验点是否能代表整个保山地区，参试品种是否单

一等问题还有思考余地。因此，参试品种的稳产性、

丰产性、抗性、适应性及其品质和推广利用价值还有

待继续试验和进一步研究分析加以证实和评价。

4 结论

联合运用统计方法对玉米区域试验结果的综

合分析更加合理，品种评判更为可靠。在以产量为

主的同时，玉米的穗长、穗粗、百粒重、出籽率等果穗

性状，灰斑病、倒伏率等抗性及株高、双穗率等农艺

性状均是玉米产量和品种优劣的主要影响因子和重

要评价指标。7个参试玉米品种中，民生5961综合表

现突出，建议在保山地区扩大示范推广；金秋7209和

周玉0913综合表现较优，可在保山相应区域内扩大

示范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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