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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家系抗病性评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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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甘蔗杂交组合及亲本的抗病特点，为甘蔗亲本和杂种后代选择提供参考。【方法】对2015年146

个甘蔗家系试验新植实生苗的主要农艺性状、梢腐病、黑穗病、叶片病害和宿根梢腐病进行调查，采用相关、方差、配

合力分析等方法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结果】甘蔗新植实生苗以叶片病害为主，丛发病率极高，主要种类有赤腐病、

环斑病、褐条病、紫斑病和黄点病；宿根蔗梢腐病发病率明显高于新植；相关分析发现新植实生苗黑穗病发生将影响

蔗茎产量；梢腐病与叶片病害存在极显著负相关（P<0.01，下同）。宿根梢腐病发病率、叶片病害发病率和叶片病害可

选率在家系间存在极显著差异，其性状的广义遗传力偏低。梢腐病发病率的加性和非加性效应同时存在，叶片病害

发病率和叶片病害可选率不存在非加性效应。在前20位亲本中，叶片病害病指数的育种值最高，其次是梢腐病情指

数，叶片病害可选率较低；在组合效应中，梢腐病、叶片病害和叶片病害可选率表现相对较好的家系分别有87、74和50

个。【结论】不宜用新植实生苗进行甘蔗黑穗病和梢腐病的抗性评价，评价宿根蔗梢腐病抗性时可根据环境变异大小

选择选病情指数或株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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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ease resistance of sugarcane
parents and hybrid combinations，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parents and hybrid progeny.
【Method】The main agronomic traits and disease data of pokkahboeng，smut，leaf disease of plant seedlings，and pokkah-
boeng data of ratoon sugarcane were investigated from 146 sugarcane families in 2015. Correlation analysis，variance and
combining ability analysis were processed.【Result】Disease of plant seedlings mainly occurred on leaf，including red rot，
ring spot，brown streak，purple spot and yellow spot diseases. Incidence of pokkahboeng in ratoon sugarcane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ew planting sugarcan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mut disease affected sugarcane yield
in planting seedlings. There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cidence of pokkahboeng and leaf
disease（P<0.01，the same below）. There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cidence of pokkahboeng，incidence of
leaf disease and leaf disease among families. The traits contained low broad sense heritability. Both additive and non-addi-
tive effects were present in the incidence of pokkahboeng，but only additive effect were found in incidence of leaf
disease and leaf disease selectable rate. In top 20 parents，leaf disease index had the highest breeding value，followed by
pokkahboeng index，and leaf disease selectable rate had low breeding value. Evaluated by cross effects，families with good
resistance to pokkahboeng，leaf disease and high leaf disease selectable rate were 87，74 and 50 respectively.【Conclusion】
Resistance to smut and pokkahboeng should not be evaluated by new plant seedling. Incidence or index of pokkahboeng can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al variation when evaluating the resistance of ratoon sugarcane to pokkahboeng.

Key words：sugarcane；disease resistance；pokkahboeng；leaf disease

DOI：10.3969/j.issn.2095-1191.2017.10.13
http://www.nfnyxb.com

南方农业学报 Journal of Southern Agriculture 2017，48（10）：1810-1816
ISSN 2095-1191；CODEN NNXAAB



10期 ·1811·

0 引言

【研究意义】抗病育种效率低是制约我国甘蔗

育种取得重大突破面临的主要瓶颈，不但重要亲本

抗病表现信息不明，而且相关的遗传研究也很少，导

致许多育成的高产高糖甘蔗新品种因抗病性达不到

生产要求而不能有效推广应用。因此，加强甘蔗亲

本的抗性评价及其遗传研究，将有助于提高甘蔗抗

病育种的效率。【前人研究进展】目前国内甘蔗生产

中的主要病害有甘蔗黑穗病、梢腐病、赤腐病和锈病

等（霍秀娟等，2013），而甘蔗新品种登记要求评价的

病害是甘蔗黑穗病、花叶病和梢腐病。国外甘蔗育

种水平较高的国家均十分重视甘蔗抗病育种研究，

如美国登记甘蔗新品种的抗病评价多达8种（周会

和李杨瑞，2012），澳大利亚则根据蔗区特点有针对

性地开展抗病育种（Wei et al.，2006）；除对病源微

生物进行相关研究（Lin et al.，2014，2016b；Lin et

al.，2016a）外，还十分重视病害的抗性遗传研究（Wu

et al.，1988；Sood et al.，2016；）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研究（Parmessur and Dookun-Saumtally，2016）。近

年来国内相关研究机构也在病源微生物（李文凤

等，2014；霍秀娟等，2013）、种质的抗性鉴定与选择

（沈万宽等，2014；夏红明等，2015；李毅杰等，2016；

熊国如等，2016）、抗病检测（李文凤等，2016）等方

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国内开展甘蔗抗病育

种提供了有益的信息和技术支持。【本研究切入点】

随着甘蔗育种水平的提高及亲本的更新，新亲本对

病害的抗性信息尚不明晰；同时，许多用于病害的抗

病评价方法过于繁琐，不利用于育种家在甘蔗育种

群体中应用。目前，对甘蔗亲本的抗性表现缺乏系

统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对2015年甘蔗家

系新植、宿根试验病害调查，了解目前甘蔗杂交组合

的抗病表现，明确甘蔗实生苗病害评价时期、调查方

法及亲本的抗病表现，为甘蔗抗病育种的亲本选择、

组合配制及杂交后代选择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中参试家系146个，亲本126个，其中父本

81个、母本74个，同时作父母本29个；以新台糖22号

（ROC22）为对照。

1. 2 试验方法

试验于2015~2016年在广西农业科学院甘蔗研

究所丁当试验农场进行。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小区为单行区，面积7.00 m×1.26 m，每小区种植实

生苗22株，3次重复；2015年5月下旬种植，试验田间

管理按常规育种要求进行。

新植蔗病害调查于2016年1月以丛为单位进

行，每小区调查15丛。其中，梢腐病参照刘梦林等

（1991）的方法进行调查；甘蔗黑穗病参照Magarey等

（2010）的方法进行调查；叶片病害等级调查以每丛

发病最严重的叶片为对象：1级无病害，2级发病较

轻，3级发病中等，4级发病较重，5级发病严重；病害

种类及发病程度抽样调查：随机从第1重复抽取50个

家系，每个家系调查15丛实生苗，用病害发病叶面积

百分比表示发病程度。

宿根蔗梢腐病调查于2016年6月底进行，每小

区调查15丛，丛内的单株进行5级分类调查（刘梦林

等，1991）。按甘蔗育种选择要求，叶片病害和黑穗

病害发病程度在3级及3级以下的为可选植株，梢腐

病发病程度在2级及2级以下的为可选植株，计算其

可选率。

叶片病害可选率（%）=小区叶片病害等级小于

等于3级的植株数/小区

调查植株数×100

黑穗病可选率（%）=小区黑穗病害等级小于等

于3级的植株数/小区调查植

株数×100

梢腐病可选率（%）=小区梢腐病害等级小于等

于2级的植株数/小区调查

植株数×100

病害的病情指数按下述方法进行计算：

病情指数=∑（各级病株数×各级代表值）/（调查

总株数×最高级代表值）×100

宿根蔗梢腐病情指数先计算丛病情指数，再计

算其小区均值，同时计算小区丛发病率和株发病率。

梢腐病情指数（%）=∑丛病情指数/小区调查

丛数×100

梢腐病丛发病率（%）=小区梢腐发病丛数/小区

调查丛数×100

梢腐病株发病率（%）=小区梢腐病发病株数/小

区调查总株数×100

1. 3 统计分析

用小区平均数进行数据分析，病害发病率、病

情指数和锤度进行反正弦转换。用R软件中的psych

程序包进行相关分析和显著性检验；用aov函数进行

方差分析；用Asreml程序包进行方差分解与育种值

计算（Gilmour et al.，1995）。按Atkin等（2009）建议

的方法，线性混合模型分别用亲本模型和个体模型

进行方差分解，其中，个体模型所用的亲缘关系回追

9代；用AAfun程序包对亲本模型中的家系、父本、母

本和个体模型中的加性和非加性效应进行显著性检

验；用遗传方差比率、广义遗传力筛选模型。

杨荣仲等：甘蔗家系抗病性评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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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方差比率（%）=遗传方差/总方差×100

广义遗传力=遗传方差/（遗传方差+试验误差）

2 结果与分析

2. 1 病害调查结果

2. 1. 1 新植蔗病害调查结果 新植蔗实生苗病害

调查结果（表1）表明，供试甘蔗叶片病害发生较重，

梢腐病次之，黑穗病最轻。叶片病害中，病害等级为

5级的植株超过50.00%，低于等于3级的植株可选率

只有17.84%；梢腐病发病程度较低，植株发病率为

4.07%，低于等于2级的植株可选率达98.37%；黑穗

病发病率更低，植株发病率仅为2.04%，低于等于3级

的植株可选率高达99.12%。

调查50个家系750丛实生苗叶片病害种类及发生

程度，结果（表2）发现有12种叶片类病害存在。由表2

可知，发病植株的发病程度变化范围较小，在5.00%~

10.00%；调查植株平均发病程度在0.01%~4.74%；发

病株率变化范围较大，在0.13%~94.13%，发病株率

普遍较低，但某些病害的发病株率极高，其中发病

株率超过50.00%的有赤腐病、环斑病和褐条病。

叶片病害种类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危害甘蔗新

植实生苗叶片的主要病害为赤腐病、环斑病、褐条

病、紫斑病和黄点病等5种病害，其他7种病害虽有发

生，但发病株率较低。

2. 1. 2 宿根蔗梢腐病调查结果 对宿根蔗梢腐病

进行调查，发现其发病率明显高于新植蔗，丛发病

率、株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分别为32.48%、12.68%和

9.69%。3种调查方法中以病情指数最低，丛发病率

最高，其发病率从新植蔗的4.07%上升到宿根蔗的

32.48%，显然用宿根蔗实生苗的发病情况来评价家

系的抗梢腐病表现更适宜。

病害 Disease

褐斑病 Brown spot
黄点病 Yellow spot
嵌斑病 Veneer blotch
环斑病 Ring Spot
褐条病 Brown stripe
眼点病 Eye spot
红条纹病 Red stripe
赤腐病 Red rot
甘蔗花叶病 Sugarcane mosaic diseases
甘蔗黄叶病 Yellow leaf virus
紫斑病 Purple spot
白叶病 White leaf

发病株率（%）
Stalk disease

incidence
0.53
3.60
0.13
59.47
50.40
1.07
0.13
94.13
0.67
0.13
7.60
0.40

发病植株平均发病程度（%）
Average incidence

degree of disease plant
6.25
5.00
5.00
6.07
5.44
5.00
5.00
5.04

10.00
5.00
5.26
5.00

调查植株平均发病程度（%）
Average incidence

degree of sampling plant
0.03
0.18
0.01
3.61
2.74
0.05
0.01
4.74
0.07
0.01
0.40
0.02

病害等级
Disease grade
1
2
3
4
5

黑穗病
Smut
97.96
0.05
1.11
0.77
0.11

梢腐病
Pokkahboeng

95.93
2.44
1.61
0.02

0

叶片病害
Leaf disease

0
2.82

15.02
27.92
54.24

表 1 新植蔗实生苗病害丛发病率（%）
Table 1 Clump disease incidence of planting sugarcane seed-
ling（%）

表 2 新植蔗实生苗叶片病害发生率（%）
Table 2 Leaf disease incidence of planting sugarcane seedling（%）

2. 2 相关分析结果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调查的病害性状与农艺

性状中，只有株高与叶片病害发生率存在显著负相

关（P<0.05，下同），但相关系数很低，仅为-0.0933；而黑

穗病发病率、可选率与蔗茎产量间存在接近于显

著的负相关和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0900和

0.0912；此外，黑穗病情指数与丛有效茎数、行有

效茎数存在接近于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均为

-0.0880。

在不同病害性状间，宿根蔗梢腐病丛发病率、

株发病率与病情指数间存在极显著相关（P<0.01，下

同），相关系数达0.8490和0.9650。在新植蔗与宿根

蔗之间，只有宿根蔗梢腐病丛发病率与新植蔗叶片

病害病情指数存在显著负相关，但相关系数较低，

为-0.0930。在新植蔗病害性状间，梢腐病情指数与

叶片病害病情指数存在极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0.2160（P=3.95E-6）。

新植蔗的病害可选率与其病害病情指数均存

在极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均在-0.8000以下。黑穗

病可选率仅与其病情指数存在极显著负相关，与其

他病害不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下同）。梢腐病

可选率除与其病情指数存在极显著负相关外，与叶

片病害病情指数存在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1720（P=2.45E-4）；与叶片病害可选率存在显著负

相关，相关系数为0.1630（P=5.04E-4）。叶片病害可

选率与其他多种病害性状间存在显著相关；除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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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指数存在极显著负相关外，按概率从低到高，叶

片病害可选率与叶片病害病情指数和梢腐病可选率

存在极显著负相关；与新植蔗梢腐病情指数、宿根蔗

梢腐病丛发病率和株发病率呈极显著正相关。

相关分析表明，新植蔗实生苗发生黑穗病将影

响蔗茎产量；新植与宿根蔗梢腐病情指数不存在显

著相关，但它们均与新植实生苗叶片病害的病情指

数存在显著或极显著负相关。

2. 3 方差分析结果

方差分析结果（表3）表明，对于新植实生苗黑

穗病、梢腐病和叶片病害，家系间只有叶片病害病情

指数存在极显著差异，梢腐病情指数和叶片病害病

情指数则在重复间存在极显著差异，表明其病害发

生极易受微小环境的影响，而黑穗病受到的影响相

对较小。与病情指数相似，病害可选率也只有叶片

病害可选率在家系间存在极显著差异，黑穗病和梢

腐病的可选率在家系间差异不显著（P>0.05，下同），

但可选率在重复间均存在显著或极显著差异，表明

可选率极易受微小环境的影响。

3种调查方法的宿根蔗梢腐病发病率在家系间

均存在极显著差异，从其F概率大小可区分3种方法

有所不同。丛发病率的F概率最高，表明其效果比另

外2种调查方法差。株发病率和病情指数的概率在

同一档次，梢腐病情指数的略高；但比较其家系方差

发现，病情指数的家系方差高于株发病率家系方差，

因其株发病率在不同重复间存在极显著差异，从而

导致F概率低于病情指数；同时说明梢腐病株发病率

极易受环境影响，而病情指数在重复间更稳定，因此

选用病情指数进行后续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黑穗病和梢腐病在新植家

系间差异不显著，不宜用于家系及其亲本的抗病性

评价，叶片病害发病率和叶片病害可选率在家系间

存在极显著差异，可进行后续分析。宿根蔗梢腐病3

种调查方法的结果在家系间均存在显著差异，根据

家系及重复的F值概率，选用病情指数进行评价更

适宜。

植期
Crop season

新植 Planting

宿根 Ratoon

性状
Trait

黑穗病情指数 Smut index
梢腐病情指数 Pokkahboeng index

叶片病害病情指数 Leaf disease index
黑穗病可选率 Smut selection rate

梢腐病可选率 Pokkahboeng selection rate
叶片病害可选率 Leaf disease selection rate

梢腐病丛发病率 Clump incidence of Pokkahboeng
梢腐病株发病率 Stalk incidence of Pokkahboeng

梢腐病情指数 Pokkahboeng index

家系方差
Variance
of family
152.59
145.77
262.40
135.71
149.22
243.74
211.16
204.38
208.96

重复方差
Variance of
replication

5.38
27.34
27.77
9.32

12.41
25.56
3.70
6.03
2.10

家系F概率
F probability

of family
0.307
0.281

2.20E-16
0.732
0.305

2.09E-14
4.41E-8

1.57E-12
7.78E-12

重复F概率
F probability
of replication

0.065
7.21E-7
1.90E-11

0.011
0.002

1.73E-9
0.094
0.008
0.191

性状 Trait

梢腐病情指数 Pokkahboeng index
叶片病害病情指数 Leaf disease index
叶片病害可选率 Leaf disease selection rate

遗传方差比率（%）Genetic variance ratio
亲本模型 Parent model

30.46
23.36
14.69

个体模型 Clone model
33.72
39.77
32.87

广义遗传力 Broad heritability
亲本模型 Parent model

0.30
0.27
0.17

个体模型 Clone model
0.34
0.44
0.36

表 3 性状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3 Variance analysis for traits

2. 4 育种值方差分析结果

不同模型育种值方差分解结果（显著检验数据

未列出）表明，宿根蔗梢腐病情指数在亲本模型中的

父本、母本和组合的方差均极显著，个体模型中的加

性方差和非加性方差极显著。叶片病害病情指数和

叶片病害可选率在亲本模型中的父本、母本方差显

著，组合方差则不显著；个体模型中的加性方差显

著，而非加性方差不显著。因此，对于线性混合模型

中的父本、母本和家系的方差是否显著，亲本模型和

个体模型的效率相同。

通过计算性状遗传方差比率和广义遗传力，发

现3个性状（梢腐病情指数、叶片病害病情指数和叶

片病害可选率）的遗传方差比率和广义遗传力均相

对较低，其遗传方差比率在14.69%~39.77%，广义遗

传力在0.17~0.44（表4）。两种模型的差异在不同性

状间表现不同，叶片病害可选率差异最大，梢腐病情

指数差异最小，病害病情指数居中；从性状广义遗传

力看其值偏低。

在亲本模型和个体模型之间，个体模型的性状

遗传方差比率、广义遗传力分别比亲本模型平均高

表 4 性状遗传方差比率与广义遗传力
Table 4 Genetic variance ratio and broad heritability of traits

杨荣仲等：甘蔗家系抗病性评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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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3和0.14，因此个体模型优于亲本模型。

2. 5 亲本的育种值

表5列出了参与组合杂交的直接亲本前12位、

未参与组合杂交的间接亲本前8位亲本的性状育种

值。从列出亲本性状的平均育种值看，叶片病害病情

指数最高，为-0.39；其次是梢腐病情指数，为-0.27；

叶片病害可选率最低，为0.24。

在抗梢腐病优良亲本中，来自美国的6个、粤糖

（含湛蔗和崖城，下同）5个、云南（包括云蔗和德蔗，

下同）4个、桂糖3个、其他来源2个；在供试的5个新台

糖亲本中没有抗病亲本，表现最好的是ROC23，位于

126个供试亲本中的第83位，而ROC25排位最低（126

位），说明用新台糖亲本进行组合配制，要求另一亲

本的梢腐病抗性较好。在抗叶片病害优良亲本中，

来自美国的11个、新台糖4个、崖城斑茅后代2个、桂

糖1个、其他来源2个，说明国内亲本对叶片病害抗性

表现较差。在叶片病害可选率优良亲本中，来自美

国的9个、台糖5个、粤糖3个、桂糖3个。

亲本名称
Parent
直接亲本
Direct
parent

间接亲本
Indirect
parent

桂糖94-119
粤糖00-236
云瑞05-790
德蔗93-88
桂糖09-1163
CP72-1312
崖城07-71
粤糖93-159
福农95-1702
桂糖02-761
云蔗94-375
云蔗03-103
CP72-1210
崖城71-374
CP65-357
赣糖75-65
HoCP92-631
湛蔗74-141
CP80-1018
CP74-398

梢腐病情指数
Pokkahboeng index

-0.43
-0.37
-0.35
-0.33
-0.28
-0.28
-0.27
-0.26
-0.26
-0.25
-0.24
-0.24
-0.28
-0.28
-0.24
-0.22
-0.19
-0.18
-0.18
-0.18

亲本名称
Parent
直接亲本
Direct
parent

间接亲本
Indirect
parent

CP08-1965
CP01-2390
桂糖03-1403
ROC22
CP07-2547
CP92-1167
CPCL02-8021
云蔗02-2540
CP05-1616
柳城03-1137
CP84-1198
CP07-2317
ROC11
ROC20
CP70-1133
CP67Poly06
CP72-3591
ROC26
YCE05-86
YCE03-133

叶片病害病病情指数
Leaf disease index

-0.85
-0.56
-0.56
-0.54
-0.51
-0.51
-0.51
-0.48
-0.44
-0.37
-0.34
-0.34
-0.37
-0.23
-0.22
-0.22
-0.20
-0.17
-0.15
-0.13

亲本名称
Parent
直接亲本
Direct
parent

间接亲本
Indirect
parent

CP06-2664
CP09-1512
崖城97-47
桂糖92-66
CP07-2547
粤糖05-541
CP08-1965
桂糖03-8
桂糖03-1403
CPCL02-8021
CP09-4256
CP07-2317
ROC20
ROC11
CP72-3591
CP67Poly06
F51-213
F64-19
YCE05-86
ROC26

叶片病害可选率
Leaf disease selection rate

0.59
0.52
0.42
0.36
0.30
0.24
0.21
0.19
0.18
0.16
0.15
0.15
0.42
0.23
0.16
0.15
0.12
0.12
0.11
0.10

表 5 直接亲本前12位和间接亲本前8位亲本的性状育种值
Table 5 Traits breeding values of top 12 direct parents and top 8 indirect parents

抗梢腐病、抗叶片病害（育种值小于0）和叶片

病害可选率（育种值大于0）相对较好的亲本分别有

63、34和28个。在抗梢腐病相对较好的亲本中，来自

美国的11个、粤糖19个、桂糖14个、云南10个、国内其

他来源9个；在抗叶片病害相对较好的亲本中，来自

美国的13个、桂糖8个、粤糖5个、福农3个、新台糖2

个、云蔗1个、国内其他来源2个；在叶片病害可选率

较好的亲本中，来自国外的12个、桂糖5个、粤糖3个、

福农2个、台糖1个、国内其他来源3个。

由于梢腐病情指数与叶片病害病情指数呈极

显著负相关，在表5的20个亲本中没有相同亲本出

现。在其抗性表现相对较好的亲本中，有15个亲本

同时出现。

虽然叶片病害病情指数与其可选率呈高度负

相关，但其因优异亲本的育种值方向相反，它们之间

应该较一致，但在表5的20个亲本中只有11个亲本同

时出现，在表现相对较好的亲本中只有14个亲本同

时出现，表明在亲本间两个性状仍呈现明显差异。

2. 6 非加性效应

梢腐病情指数的非加性效应显著。试验家系

中非加性效应较好的家系（效应小于0）有81个，其中

前5位的家系为粤糖91-976×桂糖02-208、粤糖03-

373×桂糖02-761、粤糖05-541×云瑞10-1182、福农02-

6427×崖城06-61和桂糖09-1163×桂糖03-1411。

2. 7 优良家系

甘蔗杂交组合的抗病表现不仅受亲本加性效

应的影响，还受到非加性效应的影响。在试验家系

中，梢腐病情指数家系效应较好（效应小于0）的有87

个，前5位的家系为粤糖91-976×桂糖02-208、桂糖09-

1163×桂糖03-1411、粤糖03-373×桂糖02-761、CP72-

1312×云瑞05-790和桂糖03-1403×桂糖09-12。叶片

病害病情指数家系效应较好（效应小于0）的有73个，

前5位的家系为CP08-1965×CPCL02-8021、CP84-

1198×CP01-2390、CP92-1167×CP07-2547、云蔗02-

2540×ROC22和CP08-1965×CP07-2317。叶片病害

可选率家系效应较好（效应大于0）的有50个，前5位



10期 ·1815·

的家系为CP08-1965×CPCL02-8021、CP92-1167×

CP07-2547、CP84-1198×CP01-2390、粤糖03-373×桂

糖02-208和云蔗02-2540×ROC22。

无论叶片病害病情指数还是其可选率，这些优

良家系的效应值均低于对照ROC22。

3 讨论

3. 1 病害调查时期

甘蔗病害发生受病害种类、环境及植株生长状

态等多种因素影响。在自然条件下，新植蔗黑穗病

发病较宿根蔗轻（李毅杰等，2016），而梢腐病没有明

显差异（王泽平等，2016）。本研究发现无论是黑穗

病还是梢腐病，新植实生苗不但发病率低，而且家系

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不宜用于抗病性评价。梢

腐病发病率低可能与实生苗种植时间较迟有关，国

内甘蔗实生苗一般在5月中下旬~6月中下旬种植，错

过了高温季节发病时期，秋冬季的低温季虽然发病，

但发病率也相对较低；宿根蔗在夏季则易于发病，家

系间的发病率存在极显著差异，因此选择宿根调查

较适宜。甘蔗叶片病害在夏秋季发病率也相对较

低，在秋季后期特别是干旱降雨后容易发生，因此选

择冬季调查较适宜。

3. 2 叶片病害与选择

目前国内甘蔗抗病育种面临多种病害，其中最

重要的是黑穗病和梢腐病，但由于甘蔗叶片病害长

期被育种家忽视，许多通过鉴定或审定的品种因其

叶片病害抗性表现欠佳而难以推广应用。生产上有

一定种植面积的甘蔗品种抗叶片病害能力均较强，

表明生产上对甘蔗品种叶片病害抗性有需求。出现

生产有需求而育种重视不够的原因可能是即使在生

产上种植的抗病品种在田间也有一定的发病率，因

此育种者认为用此标准选择具有有效性，但选用这

种标准易忽略一个事实，即对病原菌而言育种过程

中的甘蔗寄主是多样性极高的群体，而生产中的甘

蔗寄主是多样性很低或限制性多样群体，生产中甘

蔗面临病原菌入侵的压力明显较育种选择过程中高

（Yang et al.，2013）。

本研究调查数据证实甘蔗叶片病害发病率极

高，按病害4级以上淘汰，其可选率仅为17.84%，明显

影响育种效率。另一方面，虽然通过计算组合效应

得到不少优良的抗性组合，但无论是病情指数还是

可选率其效应值均不及对照ROC22号，表明试验组

合的抗性表现与目前的甘蔗生产要求仍有一定差

距。虽然甘蔗叶片病害种类多，但发病株率超过

1.00%的仅有6种，超过3.00%的有5种。因此，在未

来的甘蔗抗病育种研究中应加强对上述病害的研

究，同时提高其选择强度，将有助于甘蔗新品种叶片

病害抗性的改进。

3. 3 梢腐病调查方法

对宿根蔗梢腐病的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丛发

病率、株发病率还是病情指数，其家系间的差异均极

显著。虽然丛发病率调查简单，但因其评价效率较

低，建议不选用；株发病率调查易行且效率与病情指

数相当，但易受微小环境的影响；按病情指数方法调

查费工费时，工作效率低。因此，如果试验规模小、

环境变异较小，可考虑用株发病率替代病情指数，以

减少病害调查工作量；如果试验规模较大、环境变异

较难控制，则选用病情指数更适宜。

此外，宿根梢腐病发病率与新植梢腐病发病率

之间无相关性，虽然高温季与低温季梢腐病发病后

的症状相似，但有可能是不同的病源菌侵染引起

（Lin et al.，2014，2016b），因此其抗病基因也可能有

所不同。

3. 4 梢腐病与叶片病害

性状相关分析发现甘蔗新植、宿根梢腐病发病

率与叶片病害存在显著负相关。本研究育种值分析

列出前20位优异亲本中未出现相同的亲本；在梢腐

病和叶片病害育种值表现较好的82个亲本中也只有

15个亲本同时出现；测试的5个新台糖亲本对叶片病

害的抗性表现均很好，而对梢腐病抗性较差，抗性最

好的ROC23位居83位。说明在目前甘蔗育种所用的

亲本群体中，同时改进甘蔗梢腐病和叶片病害抗性

的工作难度较大，需在将来的工作中明确在赤腐病、

环斑病、褐条病、紫斑病和黄点病等5种甘蔗主要叶

片病害中哪些病害与梢腐病的关系更密切，从而作

出更有针对性的亲本与杂交后代选择策略。

4 结论

不宜用新植蔗实生苗进行甘蔗黑穗病和梢腐

病抗性评价；使用宿根蔗实生苗评价甘蔗梢腐病抗

性时选用病情指数为宜，当环境变异较小时亦可选

用株发病率。在目前所用的甘蔗亲本群体中，同时

改进甘蔗梢腐病和叶片病害抗性的工作难度较大，

需在明确与梢腐病关系更密切的叶片病害种类的基

础上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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