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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分析甘蔗新品种桂糖44号在广西喀斯特蔗区多年、多点的新植蔗和宿根蔗产量及农艺性状表

现，为其在喀斯特地区的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ROC22为对照品种，2015—2017年在广西河池环

江、宜州和都安3个试验点进行桂糖44号试点种植，对其一年新植蔗和两年宿根蔗的农艺性状及经济性状等进行跟踪

调查及分析。【结果】桂糖44号新植蔗和宿根蔗的萌芽率、发株率、分蘖率及产量均高于ROC22，产量在第一年宿根达

最高值（130.16 t/ha）。从11月—次年1月，桂糖44号各时期蔗糖分平均值均高于ROC22，且第二年宿根蔗中，各时期

的蔗糖分均维持在15.50%以上，蔗糖分平均值达最高值（15.64%）。根据各产量因素分析及最终产量结果可知，在3

个试验点中以环江试验点整体表现最好，其产量达115.28 t/ha，含糖量达16.74 t/ha。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株高与单

茎重、有效茎数与含糖量呈显著正相关（P<0.05），有效茎数和含糖量均与产量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结论】甘蔗

新品种桂糖44号在广西喀斯特地区综合表现良好，发株率和分蘖率较高，有效茎数多，宿根性强，产量和蔗糖分均高

于ROC22，达到高产高糖的标准，具有较大推广潜力，适宜在喀斯地区大面积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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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Observing and analyzing the yield and agronomic traits of new variety Guitang 44 new plan-
ting sugarcane and perennial sugarcane at multiple sites and for multiple years in the karst sugarcane area in Guangxi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ts large-scal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the karst area.【Method】Taking ROC22 as the control
variety，the experimental planting of Guitang 44 was carried out at the three test sites in Huanjiang，Yizhou and Du’an of
Hechi from 2015 to 2017，and the agronomic traits and economic traits of the newly planted，two-year-old sugarcane
were analyzed by follow-up surveys.【Result】The germination rate，ratooning rate，tillering rate and yield of the new
planting sugarcane and perennial sugarcane of Guitang 44 were higher than ROC22，and the yield was the highest in the
first year（130.16 t/ha）. From November to January in next year，the average sugar content of Guitang 44 was higher than
ROC22，and in the second year perennial sugarcane，the sugar content in each period was maintained above 15.50%，and
the average sugar value was the highest（15.64%）. Among the three test sites，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various yield
factors and the final yield results，the Huanjiang test site performed the best overall，with a yield of 115.28 t/ha and a su-
gar content of 16.74 t/ha.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lant height
and single stem weight，effective stem number and sugar content（P<0.05）. The effective stem number and sugar content
were both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yield，and reach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level（P<0.01）.【Conclusion】The new plan-
ting sugarcane variety Guitang 44 has a good overall performance in karst area of Hechi，with high ratooning rate and til-
lering rate，more effective stems，stronger perennial roots，higher yield and sugar than ROC22，and reaches the standard of
high yield and high sugar. It has a large promotion potential and suitable to be planted in large scale in karst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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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甘蔗是我国最主要的糖料作物，其

生长具有一定的区域适应性，生态环境和土壤水平

等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甘蔗的各项农艺性状及产

量性状。广西河池市为喀斯特地貌资源分布区，属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光照充足，适合甘蔗

的种植。目前，广西河池蔗区主栽甘蔗品种以桂糖

系列和新台糖系列为主，主要有桂糖29号、桂糖30

号、桂糖32号、桂糖42号、新台糖22号及柳城05/136

号等。但由于多年种植，目前大部分品种的优良性

状已逐渐退化，出现宿根发株率低、缺株断垄现象严

重、宿根年限变短及单产下降等问题。为解决此类

问题，必须筛选出丰产稳产、高糖、抗逆性强及宿根

性好的甘蔗新品种，以满足蔗区甘蔗新品种更新替

代的需求。桂糖44号（审定编号：桂审蔗2014001号）

是由广西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育成的甘蔗新品

种，其亲本为ROC1×桂糖92-66，具有发芽出苗好，宿

根发株多，分蘖率高，有效茎数多，早熟、高糖、高产，

宿根性强，抗病抗倒性强及适应性广等特性，可在土

壤疏松、中等以上肥力的旱地或水田种植，特别适宜

在广西和云南等地的“双高”（高产、高糖）糖料蔗基

地推广种植（经艳等，2015）。因此，对桂糖44号在喀

斯特地区的产量及相关性状进行分析，并评价其种

性及丰产稳产性，有利于推进蔗区新品种替代旧品

种，推动甘蔗生产向“双高”标准发展。【前人研究进

展】近年来，多采用一年新植两年宿根来评价甘蔗品

种的基本特性，而结合不同的分析方法进行综合评

价有利于提高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程叶诚

和谭美林（2017）采用对照相比法和高稳系数法对金

优990的丰产性和稳产性进行分析，以金优990历年

参加的贵州省杂交水稻区域试验、贵州省杂交生产

试验的产量结果为参考，得出金优990平均单产高、

变异系数低、高稳系数高，是一个高产稳产的杂交水

稻品种。俞华先等（2017）采用变异系数法和高稳

系数法对云南省区试的7个云瑞系列甘蔗新品种

的丰产性及稳产性进行分析，发现云瑞10-476在两

种分析方法中表现较好，优于对照ROC22。邓宇驰

等（2018）采用高稳系数法对桂糖42号的种性及其高

产稳产性进行分析评价，发现高稳系数法可将甘蔗

品种的高产、稳产性能结合起来评价，在产量试验中

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实用性较强。潘世明等（2018）

在漳州蔗区举行的两新一宿甘蔗体系优良品种第五

轮示范试验中对蔗茎产量和蔗糖分进行综合分析，

发现桂糖44号在参试的9个品种中表现较好，可进行

进一步的试验示范。【本研究切入点】目前，桂糖44号

在广西喀斯特地区主要蔗区宜州、金城江、环江、罗

城和都安等县（区）均有种植，但针对该品种的新植

蔗和宿根蔗在喀斯特地区种植的综合表现情况尚未

见详细的研究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观察桂糖

44号甘蔗新品种在广西喀斯特蔗区多年、多点的新

植蔗和宿根蔗产量及农艺性状表现，分析其产量的

稳定性和糖分变化，旨在更科学、更有针对性地评价

桂糖44号在喀斯特蔗区种植的适应性及稳产性，为

其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甘蔗品种桂糖44号（桂糖04-1545）和新台糖

22号（ROC22），由广西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提供。

1. 2 试验方法

试验于2015—2017年在广西河池市宜州区、都

安县和环江县进行，3个试点分别连片种植桂糖

44号2.0 ha，种植ROC22 666.7 m²，下种量均为10万

芽/ha。按当地中等偏上肥力水平蔗田的栽培措施

进行田间管理，用大型拖拉机旋耕两次后开行种植，

种茎以双行品字形排列，适时做好中耕除草、追肥、

病虫害防治和中后期管理。宿根蔗按照开垄松蔸、

早施肥、早管理的要求进行，其他管理措施与新植蔗

相同。各地主要调查新植蔗的表现，在宜州试验点

进行两年的宿根蔗跟踪调查。

1. 3 测定项目及方法

萌芽率：萌芽率（%）=小区基本苗数/小区下种

芽数×100。

分蘖率：分蘖率（%）=（分蘖末期小区总苗数-小
区基本苗数）/小区基本苗数×100。

株高：用塔尺量出从地面到甘蔗最高可见肥厚

带的距离即为株高。

茎径：用游标卡尺测量植株中部节间中间对芽

方向两侧的直径即为茎径。

有效茎数：甘蔗收获前按各小区内株高超过

1.3 m的植株数及小区面积折算公顷有效茎数。

蔗茎产量：以小区实际产量折算公顷产量。

平均甘蔗蔗糖分（%）=各月甘蔗蔗糖分之和/甘

蔗蔗糖分分析次数。

1. 4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07进行计算和整理，以

SPSS 20.0进行差异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高稳系数：HSC（%）=（X-S）/1.1XCK×100。其

中，HSC为参试品种的高稳系数，X为参试品种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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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平均值，S为产量变异标准差，XCK为对照品种多点

平均值，高稳系数越大，表明品种的产量稳定性越好。

变异系数：CV（%）=S/X×100。其中，CV为参试

品种的变异系数，S为参试品种的标准差，X为参试品

种的多点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 1 桂糖44号新植蔗和宿根蔗的萌芽率、发株率和

分蘖率

由表1可看出，新植蔗桂糖44号的萌芽率（52.94%）

高于ROC22（50.16%），但差异不显著（P>0.05，下

同）。两年宿根蔗中，桂糖44号的发株率（164.10%和

185.03%）均极显著高于ROC22（113.11%和107.97%）

（P<0.01，下同）。从分蘖率来看，新植蔗桂糖44号的分

蘖率（160.01%）极显著高于ROC22（63.78%），两年宿

根蔗分蘖率表现为桂糖44号的第二年宿根（56.07%）>

桂糖44号第一年宿根（52.96%）>ROC22第二年宿根

（35.35%）>ROC22第一年宿根（28.14%），桂糖44号两

年宿根的分蘖率均高于ROC22，但差异未达显著水

平。甘蔗分蘖期是群体增加的主要时期，甘蔗分蘖

多且早，即单位面积内的有效茎数就可能越多，对最

终产量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种植年限 Planting year

新植（2015）
New planting

第一年宿根（2016）
First year ratoon

第二年宿根（2017）
Second year ratoon

品种 Variety
桂糖44号
ROC22

桂糖44号
ROC22

桂糖44号
ROC22

萌芽率（%）Germination rate
52.94
50.16

-
-
-
-

发株率（%）Ratooning rate
-
-

164.10aA
113.11bB
185.03aA
107.97bB

分蘖率（%）Tillering rate
160.01aA
63.78bB
52.96bB
28.14bB
56.07bB
35.35bB

表 1 桂糖44号新植蔗和宿根蔗的萌芽率、发株率和分蘖率
Table 1 Germination rate，planting rate and tillering rate of new planting sugarcane and perennial sugarcane of Guitang 44

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或显著（P<0.05）。表2和表4同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and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
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2 and Table 4

2. 2 桂糖44号新植蔗和宿根蔗的产量表现

由表2可看出，新植蔗中，桂糖44号产量比

ROC22增产19.53%，其产量的高稳系数（92.29%）也

高于ROC22产量的高稳系数（73.92%）。桂糖44号

两年宿根蔗的产量均高于ROC22，其中第一年宿根

蔗桂糖44号产量达最高，为130.16 t/ha，显著高于

ROC22（P<0.05，下同），且极显著高于桂糖44号第二

年宿根蔗的产量。第二年宿根蔗产量桂糖44号与

ROC22差异不显著。桂糖44号的产量表现为第一年

宿根（130.16 t/ha）>新植（113.33 t/ha）>第二年宿根

（92.75 t/ha），其产量高稳系数为92.29%~103.63%，

比ROC22高18.37%~37.90%（绝对值）。桂糖44号新

植蔗变异系数较高，为15.07%，而ROC22新植蔗变

异系数仅为2.81%，说明桂糖44号新植蔗产量稳定性

不及ROC22，但两品种宿根蔗变异系数差别缩小。

表 2 桂糖44号新植蔗和宿根蔗的产量表现
Table 2 Production performance of new planting sugarcane and perennial sugarcane of Guitang 44

种植年限
Planting year

新植（2015）
New planting

第一年宿根（2016）
First year ratoon

第二年宿根（2017）
Second year ratoon

品种
Variety

桂糖44号
ROC22

桂糖44号
ROC22

桂糖44号
ROC22

平均产量（t/ha）
Average yield
113.33abAB
94.81bcBC
130.16aA

103.38bABC
92.75bcBC

74.80cC

高稳系数（%）
High stability coefficient

92.29
73.92

103.63
65.73

102.29
70.02

变异系数（%）
Variation coefficient

15.07
2.81
9.46
8.97
8.74
4.49

2. 3 桂糖44号新植蔗和宿根蔗的蔗糖分变化

由表3可看出，从11月—次年1月，桂糖44号各时

期的蔗糖分均高于ROC22。新植蔗中，桂糖44号蔗

糖分平均值为15.06%，含糖量为17.07 t/ha，含糖量较

ROC22高29.81%。第一年宿根蔗中，桂糖44号蔗糖

分平均值为14.62%，仅比ROC22高0.22%（绝对值），

但其含糖量达19.03 t/ha，比ROC22高27.21%。第二

年宿根蔗中，桂糖44号各时期的蔗糖分均维持在

15.50%以上，蔗糖分平均值达最高值，为15.64%，含

糖量为14.51 t/ha，含糖量较ROC22高39.79%。由此

可看出，不论新植蔗还是宿根蔗，桂糖44号的蔗糖分

和含糖量均高于ROC22。

2. 4 桂糖44号新植蔗在不同试验点的综合农艺

性状表现

由表4可看出，桂糖44号各试验点株高排序为

环江试验点（297.0 cm）>都安试验点（251.3 cm）>宜

罗奥柔等：桂糖44号在喀斯特地区的产量表现及其构成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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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试验点（246.3 cm），其中环江试验点甘蔗株高与

其他试验点达显著差异水平。各试验点茎径均在

2.50 cm左右，差异不显著。宜州试验点有效茎数最

多，达91455条/ha，其次是环江试验点，有效茎数为

85001条/ha，都安试验点有效茎数最少，为75461条/

ha，其中宜州试验点与环江试验点的有效茎数差异

不显著，宜州试验点与都安试验点差异极显著，环江

试验点与都安试验点差异显著。单茎重表现为环江

试验点（1.55 kg）>都安试验点（1.31 kg）>宜州试验

点（1.14 kg），环江试验点与宜州试验点差异显著。3

个试验点的甘蔗糖分为14.50%~15.56%，均无显著

差异。甘蔗产量和含糖量均表现为环江试验点>宜

州试验点>都安试验点，宜州试验点与环江试验点无

显著差异，二者均极显著或显著高于都安试验点。

由表4还可看出，桂糖44号主要经济性状中变

异系数较小的是蔗糖分和茎径，变异系数较大的是

单茎重、产量和含糖量，株高和有效茎数的变异系数

中等。由此可知，蔗糖分和茎径在不同试验点的数

据离散程度小，受地域影响较小，性状较稳定；而茎

重、产量和含糖量较易受地域及栽培措施的调控。

2. 5 桂糖44号主要经济性状的相关分析

由表5可看出，株高与单茎重、有效茎数与含糖

量呈显著正相关，有效茎数和含糖量均与产量呈极

显著正相关，其余指标间的相关性未达显著水平。

说明株高、有效茎数和单茎重对产量影响明显。

试验点
Trial site
宜州 Yizhou
都安 Du’an
环江 Huanjiang
平均值 Average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变异系数（%）Variation coefficient

株高（cm）
Plant height

246.3b
251.3b
297.0a
264.9
28.4

10.71

茎径（cm）
Stem diameter

2.43
2.57
2.56
2.52
0.14
5.52

有效茎数（条/ha）
Effective stem（stem/ha）

91455aA
75461bB

85001aAB
83972
7891
9.40

单茎重（kg）
Single stem weight

1.14b
1.31ab
1.55a
1.33
0.21

15.53

蔗糖分（%）
Sugar
15.07
15.56
14.50
15.04
0.63
4.21

产量（t/ha）
Yield

105.39aA
86.07bB
115.28aA

102.25
13.81
13.51

含糖量（t/ha）
Sugar content

15.87a
13.37b
16.74a
15.33
1.74
11.33

种植年限
Planting year

新植（2015）
New planting

第一年宿根（2016）
First year ratoon

第二年宿根（2017）
Second year ratoon

品种
Variety

桂糖44号
ROC22

桂糖44号
ROC22

桂糖44号
ROC22

蔗糖分（%）Sugar content
11月November

15.07
12.84
14.18
13.96
15.50
12.55

12月December
15.43
14.19
14.62
14.30
15.82
14.92

次年1月 January in next year
14.67
14.58
15.07
14.95
15.59
14.17

平均值 Average
15.06
13.87
14.62
14.40
15.64
13.88

含糖量（t/ha）
Sugar content

17.07
13.15
19.03
14.96
14.51
10.38

表 3 桂糖44号新植蔗和宿根蔗的蔗糖分变化
Table 3 Sugar content change of new planting sugarcane and perennial sugarcane of Guitang 44

性状
Character
株高 Plant height
茎径 Stem diameter
有效茎数 Effective stem
单茎重 Single stem weight
糖分 Sugar
含糖量 Sugar content
产量 Yield

株高
Plant height

1.000

茎径
Stem diameter

0.149
1.000

有效茎数
Effective stem

-0.026
-0.114
1.000

单茎重
Single stem weight

0.798*
0.662
-0.179
1.000

蔗糖分
Sugar
-0.467
0.390
-0.250
-0.204
1.000

含糖量
Sugar content

0.534
-0.019
0.740*
0.353
-0.696
1.000

产量
Yield
0.465
0.109

0.820**
0.336
-0.482

0.964**
1.000

表 4 桂糖44号新植蔗在不同试验点的综合农艺性状表现
Table 4 Comprehensive agronomic traits of new planting sugarcane of Guitang 44 at different test sites

表 5 桂糖44号主要经济性状的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main economic traits of Guitang 44

*和**分别表示显著（P<0.05）和极显著（P<0.01）相关
*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5）and **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1）

3 讨论

甘蔗苗期蔗芽萌发率对甘蔗群体的形成有重

要影响（徐建云和陈超君，2009），苗期蔗芽萌发率

高，则单位面积内群体数量大，可为获得高产打下基

础。甘蔗宿根性也是育种家较关注的农艺性状，宿

根蔗可节约蔗种、降低种植成本，从而提高收益（刘

晓燕等，2016），而宿根发株率是保证宿根基本苗量

及产量构成因素的重要基础（施立科等，2016）。在

本研究中，桂糖44号新植蔗和宿根蔗的萌芽率、发株

率和分蘖率均高于对照ROC22，产量也相应较高，尤

其是宿根蔗产量性状表现较好，其中第一年宿根蔗

产量达130.16 t/ha，显著高于ROC22，第二年宿根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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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也达92.75 t/ha。

甘蔗蔗糖分和出糖率是甘蔗的主要质量标准

（方志存等，2015）。同一甘蔗品种的蔗糖分受成熟

期、栽培技术、土壤条件及气候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

响，而不同甘蔗品种的蔗糖分还因品种差异而有所

差别。在本研究中，桂糖44号一年新植两年宿根的

蔗糖分及含糖量的变化表明，新植蔗和第一年宿根

蔗的含糖量均高于第二年宿根蔗，且含糖量与产量

呈极显著正相关，其原因可能是新植蔗和第一年宿

根蔗的平均产量均显著高于第二年宿根蔗。

王兵伟等（2009）、刘帆等（2016）分别采用变异

系数法和高稳系数法对玉米品种和大麦新品系的丰

产性和稳定性进行评价，认为高稳系数法侧重于反

映品种的丰产性，在产量试验中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实用性强，表现的高产可掩盖稳定性劣势；变异系数

法侧重于揭示产量的稳定性信息，结合平均产量的

变异系数法计算简便、直观易懂，但其可靠性较难保

证。在本研究中，桂糖44号新植蔗产量变异系数较

高，为15.07%，而ROC22新植蔗产量变异系数仅为

2.81%，说明桂糖 44 号新植蔗产量稳定性不及

ROC22，但两品种宿根蔗产量变异系数差别缩小，此

外，在3个试点中，产量的变异系数也略高，但蔗糖分

的变异系数较低，且桂糖44号产量的高稳系数远高

于对照ROC22。说明桂糖44号在河池各试验点具有

一定的高产性和稳产性，其蔗糖分也趋于稳定。产

量变异系数较高的原因可能与试验地区的地理气候

差异有关。

甘蔗的农艺性状和生理性状是甘蔗生长状况

的直接体现。在本研究中，桂糖44号新植蔗在3个试

验点的表现存在差异，株高和产量最高的为环江试

验点，有效茎数最多的为宜州试验点，蔗糖分最高的

为都安试验点，总体来看环江试验点的整体表现较

好，而都安试验点产量最低的主要原因是有效茎数

较少，说明甘蔗有效茎数是影响甘蔗产量的重要因

素。谭芳等（2016）在对甘蔗品种桂糖31号的研究中

指出，变异系数较大的性状有产量、含糖量、有效茎

数和单茎重，且变异系数越大，越易受栽培措施的调

控，本研究结果与其相类似。此外，相关性分析结果

表明，甘蔗的株高、有效茎数和单径重等均对甘蔗产

量有显著或极显著影响，与陈声奇和王季槐（2013）

研究得出单茎重和有效茎数与公顷产量正相关性较

强的结论一致。

多年来，我国宿根蔗面积不断增加，但宿根蔗

的栽培方式也有明显缺点，如土壤板结、保水保肥性

差，根系浅易倒伏，最终导致甘蔗产量下降。土壤理

化性质的变化与作物生长密切相关，但本研究未结

合不同试验点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对桂糖44号产量

及蔗糖分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还不够

全面，下一步将结合土壤养分变化与甘蔗生理指标

等进行相关研究，进一步探讨桂糖44号的高产稳

产性。

4 结论

通过多年多点新植和宿根蔗的种植试验观察，

甘蔗新品种桂糖44号在广西喀斯特地区综合表现良

好，发株率和分蘖率较高，有效茎数多，宿根性强，产

量和糖分均高于ROC22，达到高产高糖的标准，具有

较大推广潜力，适宜在喀斯特地区大面积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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