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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利用甘蔗新品种桂辐98-296种茎补种新台糖22号（ROC22）宿根蔗，以解决宿根蔗缺株断垄、产量下

降的问题，为该方法的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选择ROC22缺株断垄较严重的第2年宿根蔗地为试验

地，以ROC22宿根蔗地的自然状态为对照（CK），设桂辐98-296种茎补种ROC22宿根（处理A）和ROC22种茎补种

ROC22宿根（处理B）2个补种处理。调查各处理植株月伸长速度、单位面积有效茎数、株高、茎径及蔗糖分，并进行经

济效益分析。【结果】处理A桂辐98-296补种蔗茎的出苗率（75.13%）和成茎率（91.45%）较高，6~9月平均伸长速度

（56.4 cm）与处理A和B的宿根蔗及CK的平均月伸长速度差异不显著（P>0.05，下同）；其株高（298 cm）与处理B宿根

蔗及CK的株高基本一致；处理A蔗茎产量较CK极显著增产35.17%（P<0.01），经济效益明显。处理B同品种补种的出

苗率（71.25%）和成茎率（16.44%）偏低，6~9月平均生长速度（21.2 cm）缓慢，整体产量与CK无显著差异，经济效益不

明显。【结论】采用桂辐98-296种茎补种ROC22宿根蔗，可显著提高宿根蔗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经济效益，解决宿根

蔗缺蔸断垄、产量下降的问题，宜大面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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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illing in the blank of ROC22 ratoon crop field with
Guifu 98-296 seed cane on sugarcane yield an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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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demonstration study of using Guifu 98-296 seed cane direct reseeding in ROC22 ratoon
were carried out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effective solved the missing rooting rate of ROC22 ratoon in Guangxi.
【Method】The second year ROC22 ratoon serious missing strain rate were chosen as the test area. Three treatments were
set up in the test，namely，using Guifu 98-296 seed cane direct reseeding in ROC22 ratoon（treatment A），using ROC22
seed cane direct reseeding in ROC22 ratoon（treatment B）and not reseeding in ROC22 ratoon as the control（CK）. The
monthly growth rate，effective stem number per plant per unit area，plant height，stem diameter and sucrose content in each
treatment plot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statistically.【Result】Seedling rate（75.13%）and stem rate（91.45%）of
Guifu 98-296 reseeding sugarcanes in treatment A were high，its average extension speed during June-September（56.4 cm)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ratoon sugarcanes in treatment A and B and CK（P>0.05，the same below）.
The plant height（298 cm）of Guifu 98-296 wa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ratoon sugarcane in treatment B and CK. Yield of
sugarcane in treatment A was extremely increased by 35.17% compared with CK（P<0.01），which showed great economic
benefits. The seedling rate（71.25%）and stem rate（16.44%）of reseeding seedlings in treatment B were low，its average
extension speed during June-September（21.2 cm）was slow，and the yield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CK，and
its economic benefits was not obvious.【Conclusion】Using Guifu 98-296 to reseed ROC22 ratoon can significantly in-
crease yield per unit area of ratoon，increase economic benefits，solve the problems of missing seedlings in sugarcane
field. This mehod can be promoted in larg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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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蔗糖是广西重要的支柱产业，糖料

蔗常年种植面积80多万ha，产糖约600万t，占我国总

产糖量的65%左右（李杨瑞等，2014）。原料蔗以甘

蔗茎为收获对象，甘蔗产量主要由单位面积有效茎

数、茎高（茎长）和茎粗（茎径）等因素构成（李杨瑞，

2010）。宿根甘蔗是指上一茬甘蔗收获后，留在土壤

中蔗蔸（或称蔗头）上的侧芽萌发出土生长成为新的

植株，经人工栽培管理而成的新一茬甘蔗。宿根蔗

栽培因能节省蔗种、人工、机耕等种植成本，是甘蔗

生产中重要的种植制度。我国宿根蔗面积常年占总

植蔗面积的50%~70%，但宿根蔗因地下萌动芽少，

如不及时破垄松蔸，或因宿根连作，病虫害发生严

重，发株数少，造成有效茎数少，导致宿根蔗减产严

重（李杨瑞，2010）。广西蔗区长时间推广种植甘蔗

品种新台糖22号（ROC22），以致其种性退化日趋严

重，普遍表现出宿根年限缩短、病虫害加剧、产量下

降等问题（韦昌联，2012）。因此，开展宿根甘蔗丰产

性研究，解决宿根蔗缺株断垄问题，对提高宿根蔗产

量及促进蔗糖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

展】甘蔗宿根性是甘蔗品种的特性之一，不同甘蔗品

种间差异明显。一般中、小茎种甘蔗的宿根性比大

茎种好，分蘖力强品种的宿根性较好（刁操铨，

1996）。宿根蔗要获得丰产，一方面要选择宿根性好

的甘蔗品种，另一方面要从栽培管理措施着手。查

苗补缺可解决宿根蔗缺株断垄导致的苗数不足问

题，是宿根蔗丰产栽培措施之一（李杨瑞，2010）。肖

晶晶和叶征云（1997）总结出了甘蔗催芽优选扦插补

种新技术，补种后出苗率高（90%以上）、补种苗与大

田宿根苗生长基本同步，可提高宿根蔗单产。卢汉

雄（2013）的研究表明，可在3月下旬~4月初宿根蔗萌

芽出土时，对不能发芽的蔗蔸及时进行移蔸补苗；如

缺苗较严重，可就近选择生长旺盛的植株移植后浇

水抚育，以保证补苗成活。李恩艳（2014）研究表明，

宿根蔗查苗补缺的方法是在铲蔸的同时，将铲起的

蔗蔸或种茎砍成双芽进行补植，齐苗后进行移密补

稀，以保证全苗。【本研究切入点】由于糖料蔗90%以

上种植于旱坡地，缺乏水源，利用查苗补缺技术解决

宿根蔗缺株断垄时，移苗补种后不能及时浇水，成活

率极低，且费工费时，劳动强度大，种植成本高，很难

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应用，因此需要探索新的解决

宿根蔗产量下降问题的方法。桂辐98-296是由广西

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选育的甘蔗新品种，具有萌

芽时间短、出土快，分蘖早，抗病、抗逆性强，宿根性

好，拨节伸长快、整个生长期生长旺盛及适应性广等

特点。本课题组前期曾利用该品种进行补种ROC22

宿根蔗的初步试验（梁阗等，2016），达到了预期目

标。为进一步贴近生产实际，实现研究结果的可重

复性与成熟性，需进一步深入探讨桂辐98-296蔗茎

补种ROC22宿根蔗对甘蔗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拟解

决的关键问题】利用桂辐98-296进行蔗茎直接补种

广西主栽甘蔗品种ROC22宿根蔗试验研究，以解决

宿根蔗缺株断垄、产量下降的问题，为该方法的大面

积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甘蔗品种为ROC22和桂辐98-296。

1. 2 试验方法

试验于2016年在广西象州县水晶乡雷安村进

行。选择当地甘蔗主栽品种ROC22缺株断垄较严重

的第2年宿根蔗地为试验地，即蔗畦出现50 cm以上

无蔗蔸或蔗蔸芽坏死无法萌动较多的宿根蔗地。

试验设2个补种处理，处理A为桂辐98-296种茎

补种ROC22宿根，该处理的各小区包含桂辐98-296

种茎补种和ROC22宿根蔗生长的蔗株；处理B为

ROC22种茎补种ROC22宿根，该处理的各小区包含

ROC22种茎补种和ROC22宿根蔗生长的蔗株；以

ROC22宿根蔗地的自然状态，即ROC22宿根蔗（不补

种）为对照（CK）。每处理3次重复。小区面积100 m2

（行距1 m×行长10 m×10行），采用大区对角线排列

法排列。

补种方法：在上茬甘蔗收获后，首先选用无病

虫害、蔗芽饱满完好的桂辐98-296和ROC22蔗茎上

半茎或蔗梢，砍成2~3芽段作为补种种茎备用。当宿

根蔗长出2~3张叶片时，蔗畦缺株断垄明晰，可进行

人工补种。补种时开种植沟深度10~15 cm，下种密

度为14个芽/m，种茎芽向两侧，呈双轨品字形，贴地

平摆于植蔗沟内，下种后连同宿根蔗覆土盖种，盖种

土厚2~5 cm，不盖膜。记录各处理每小区补种的下

种芽数，补种的桂辐98-296和ROC22出苗后用标识

标记，以便调查。田间施肥水平、除草培土等农事活

动及田间管理按当地常规习惯进行。于2016年3月

25日补种，12月25日进行小区田间实产验收。

1. 3 调查项目及方法

上茬甘蔗砍收前，调查每小区的有效茎数。3月

25日补种时记录每小区补种蔗芽数；4月下旬调查补

种的桂辐98-296和ROC22蔗苗数，计算出苗率，出苗

率（%）=蔗苗数/补种蔗芽数×100；每小区标记20株

樊保宁等：桂辐98-296种茎补种新台糖22号宿根蔗对甘蔗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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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自5月下旬~9月下旬，每月分别测量蔗株株高，

计算月伸长速度，月伸长速度（cm）=当月平均株高-
上月株高。收获前按照有关规程（杨华等，2013）测

产验收，调查有效茎数、株高（茎长）、茎径及产量，并

测定蔗糖分等。计算成茎率和发株率，成茎率（%）=

有效茎数/蔗苗数×100，发株率（%）=出芽数/上茬有

效茎数×100。其中补种的桂辐98-296和ROC22蔗

茎、宿根蔗蔗茎分别称重。蔗糖分由广西博华食品

有限公司化验室采样分析。

1. 4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07和SPSS 19.0进行统计

分析，多重比较采用LSD法。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处理对甘蔗出苗率、成茎率和发株率的影响

从表1可看出，不同处理的上茬有效茎数差异

不显著（P>0.05，下同），处理A和B的补种蔗芽数差

异显著（P<0.05，下同），出苗率和成茎率则差异极显

著（P<0.01，下同）；各处理宿根蔗的发株率差异不显

著。说明采用ROC22直接补种时，因补种的蔗种萌

芽期较长，蔗芽出苗后株龄较小、生长竞争力弱，难

以成为有效茎，同时验证了桂辐98-296萌芽时间短、

早生快发、拨节伸长快、整个生长期生长旺盛及可作

为种茎直接补种的种性特点。

处理
Treatment

A

B

CK

植期
Planting
period

桂辐98-296补种
ROC22宿根蔗
ROC22补种

ROC22宿根蔗
ROC22宿根蔗

上茬有效茎数（条/ha）
Effective stem number
of last crop（stem/ha）

-
53305

-
52879
53471

补种蔗芽数（芽/ha）
Replant sugarcane buds

（bud/ha）
25390b

-
26915a

-
-

蔗苗数（株/ha）
Seedling number
（seedling/ha）

19076
-

19178
-
-

出苗率（%）
Seedling

rate
75.13aA

-
71.25bB

-
-

成茎率
（%）

Stem rate
91.45aA

-
16.44bB

-
-

发株率
（%）

Tiller rate
-

83.49
-

84.00
83.87

表 1 不同处理对甘蔗出苗率、成茎率和发株率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seedling rate，stem rate and tiller rate of sugarc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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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and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
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2-Table 3

2. 2 不同处理对甘蔗月伸长速度的影响

从表2可看出，处理A桂辐98-296补种蔗6~9月

的平均月伸长速度为56.4 cm，与处理A和B的宿根

蔗及CK的平均月伸长速度差异均不显著；处理B中，

ROC22补种蔗的蔗苗生长较慢，其有效茎的平均月

伸长速度仅为21.2 cm，极显著低于处理A的桂辐98-

296补种蔗及其他宿根蔗。说明桂辐98-296补种后

可早生快发，拨节伸长快，生长旺盛，而ROC22补种

后生长滞后。

表 2 不同处理对甘蔗月伸长速度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monthly growth speed of sugarcane

处理
Treatment

A

B

CK

植期
Planting period

桂辐98-296补种
ROC22宿根蔗
ROC22补种

ROC22宿根蔗
ROC22宿根蔗

月伸长速度（cm）Monthly growth speed
6月 June

45.9
47.8
25.2
48.1
46.9

7月 July
74.1
73.7
28.4
74.3
73.7

8月 August
63.2
62.8
17.7
66.8
65.7

9月 September
42.2
41.9
13.5
38.9
39.6

平均 Average
56.4aA
56.6aA
21.2bB
57.0aA
56.5aA

2. 3 不同处理对甘蔗产量性状的影响

从表3可看出，处理A中桂辐98-296补种蔗的株

高为298 cm，与处理A、B宿根蔗及CK的株高基本一

致，但极显著高于处理B中ROC22补种蔗的株高；处

理A和B中补种蔗的茎径差异不显著，但与各处理

宿根蔗的茎径存在极显著差异。一方面证实了桂辐

98-296品种属中小茎种的特点；另一方面，验证了

ROC22补种蔗出苗后生长较慢，受到宿根蔗茎叶遮

挡，生长势弱，蔗径变小。各处理宿根蔗的有效茎数

差异不明显，但处理A桂辐98-296补种蔗的有效茎数

（17445条/ha）极显著高于处理B中的ROC22补种蔗

的有效茎数（3152条/ha）。从产量表现来看，处理A

蔗茎的合计产量为77.32 t/ha，分别比处理B和CK增

产27.97%和35.17%，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处理B较

CK增产5.63%，差异不显著。

2. 4 不同处理对甘蔗蔗糖分的影响

从表4可知，处理A、B宿根蔗及CK蔗株的蔗

糖分分别为14.43%、14.33%和14.38%，比处理B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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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22补种蔗蔗株的蔗糖分高0.22%~0.32%（绝对

值，下同），符合同一品种宿根蔗蔗糖分比新植蔗高

的规律。而处理A桂辐98 - 296补种蔗蔗糖分为

14.60%，高于处理A、B宿根蔗和CK蔗株 0.17%~

0.27%，说明从蔗糖分角度考虑，以桂辐98-296为补

种蔗优于以ROC22为补种蔗。

2. 5 不同处理的经济效益分析

2. 5. 1 农业效益分析 从表5可看出，处理A采用

桂辐98-296进行补种，蔗茎可增产20.56 t/ha，农业产

值增量为9868.8元/ha，扣除蔗种费及补种、砍收人工

费等补种成本后，增加效益为5292.0元/ha；处理B采

用ROC22进行补种后，蔗茎增产较少，导致农业产值

增量低于补种成本。说明利用ROC22本品种补种宿

根蔗亏损明显，而用桂辐98-296补种宿根蔗可提高

甘蔗产量，产生显著效益，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

处理
Treatment
A

B

CK

植期
Planting period
桂辐98-296补种
ROC22宿根蔗
ROC22补种

ROC22宿根蔗
ROC22宿根蔗

锤度（°Bx）
Brix
20.60
20.45
20.15
20.35
20.40

蔗糖分（%）
Sucrose content

14.60
14.43
14.11
14.33
14.38

处理
Treatment

A

B

CK

植期
Planting

period
桂辐98-296补种
ROC22宿根蔗
ROC22补种

ROC22宿根蔗
ROC22宿根蔗

株高（cm）
Plant
height
298aA
297aA
244bB
298aA
297aA

茎径（cm）
Stem

diameter
2.54cB
2.61aA
2.52cB

2.60abA
2.58bA

单茎重（kg/条）
Single stem weight

（kg/stem）
1.19
1.28
1.09
1.29
1.28

有效茎数（条/ha）
Effective stem number

（stem/ha）
17445bB
44502aA
3152cC

44420aA
44846aA

产量
（t/ha）

Yield
20.56bB
56.76aA
3.31cC

57.11aA
57.20aA

合计产量
（t/ha）

Total yield
77.32aA

60.42bB

57.20bB

表 3 不同处理对甘蔗产量性状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yield traits of sugarcane

表 4 不同处理对甘蔗蔗糖分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sucrose content of
sugarcane

表 5 不同处理的农业效益分析结果
Table 5 Agricultural benefit analysi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表 6 不同处理的工业效益分析结果
Table 6 Industrial benefit analysi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表中相关数据计算按2016/2017榨季广西原料蔗价480.0元/t、补种人工900.0元/ha、砍收120.0元/t计
The relevant data in the table wer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price of raw sugarcane 480.0 yuan/t，labor cost of reseeding 900.0 yuan/ha，and labor cost
of harvesting 120.0 yuan/t in the pressing season of 2016/2017 in Guangxi

处理
Treatment

A
B
CK

蔗茎增产（t/ha）
Increase of
sugarcane
stalk yield

20.56
3.31

0

农业产值增量
（元/ha）

Increase of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yuan/ha）

9868.8
1588.8

0

用种量
（t/ha）

Seed
quantity

2.52
2.93

0

补种成本（元/ha）Cost of replant（yuan/ha）
蔗种费

Seed cost

1209.6
1406.4

0

补种人工
Labor cost

of reseeding
900.0
900.0

0

砍收人工
Labor cost of

harvesting
2467.2
397.2

0

合计
Total

4576.8
2703.6

0

增加效益
（元/ha）

Increase efficiency
（yuan/ha）

5292.0
-1114.8

0

处理
Treatment
A

B

CK

植期
Planting period
桂辐98-296补种
ROC22宿根蔗
ROC22补种

ROC22宿根蔗
ROC22宿根蔗

蔗茎单产（t/ha）
Yield of single sugarcane stalk

20.56
56.76
3.31
57.11
57.20

产糖量（t/ha）
Sugar yield

2.55
6.96
0.40
6.96
6.99

产糖量合计（t/ha）
Total sugar yield

9.51

7.36

6.99

工业产值（元/ha）
Industrial output value（yuan/ha）

59913.0

46368.0

44037.0

2. 5. 2 工业效益分析 从表6可看出，各处理的产

糖量和工业产值均表现为处理A>处理B>CK，其中

处理A的工业产值较处理B和CK分别增加13545.0和

15876.0元/ha，处理B较CK增加2331.0元/ha。可见，

利用桂辐98-296补种ROC22宿根蔗可获得良好的经

济效益。

3 讨论

一直以来，宿根蔗缺株断垄问题主要通过查苗

补缺的办法来解决，即把生长较多较密处的宿根蔗

产糖量按蔗糖回收率85%计算，即产糖量=单产×蔗糖分×85%；工业产值按2016/2017榨季广西蔗糖市场价6300.0元/t计
Sugar yield was calculated by sucrose recovery rate of 85%，that was，sugar yield=yield of single sugarcane stalk×sucrose content×85%；industrial
output value was calculated by Guangxi white sugar market price of 6300.0 yuan/t in 2016/2017 pressing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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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移栽到缺株断垄的地方；或在田间地头，用蔗茎

育苗后，进行移苗补缺。但旱坡蔗地缺乏水源，移苗

后难以浇水定根，极大降低了移栽蔗苗的成活率；且

育苗移苗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由于原料蔗属低价

值作物，导致种植成本增加，因此育苗移栽补缺很难

在大田生产中广泛应用。

在甘蔗大田生产实践中也尝试利用相同品种

的种茎直接补种宿根蔗，但收效甚微。本研究中，以

同品种ROC22补种其宿根蔗，补种蔗茎出苗后生长

较慢，受到出苗早的宿根蔗茎叶遮挡，在光、肥、水的

利用与吸收竞争方面始终处于劣势，蔗苗、植株弱小

或不同程度地自然消亡，成茎率较低，且蔗株平均伸

长速度缓慢，生长滞后。其原因在于：种茎蔗芽萌发

包括蔗芽和种根的萌发生长过程，在蔗芽明发过程

中，种茎内部发生一系列的生物化学变化，蔗芽由休

眠状态进入萌发阶段，并逐渐长出叶片、新组织、新

器官。一般种茎在2~3月播种，月平均气温为15~

18 ℃，甘蔗发芽期为40~70 d，种茎芽的萌发出土需

经历较长时间。而宿根蔗由于蔗芽出土早，根系发

达，各生长期一般均比以种茎进行春植的甘蔗提早

15~30 d。因此，采用同品种种茎补种宿根蔗，补种

的蔗种萌芽期较长，蔗芽出苗后因株龄较小、生长竞

争力弱而难以成为有效茎（李杨瑞，2010）。

甘蔗是多年生禾本科植物，其生长周期历经发

芽期、幼苗期、分蘖期、伸长期和成熟期等生长期，不

同品种的生长时间、特点各不相同。酶活性强弱、生

长激素含量与甘蔗生长的速度有关，是由品种的遗

传特性所决定。本研究结果表明，采用桂辐98-296

补种ROC22宿根蔗，6~9月的平均月伸长速度为54.4

cm，与处理A和B的宿根蔗及CK的平均月生长速度

基本持平，说明桂辐98-296具有萌芽时间短、早生快

发、拨节伸长快及整个生长期生长旺盛的种性特点。

补种的桂辐98-296成茎率达91.45%、有效茎数达

17445条/ha、株高与ROC22宿根蔗基本一致，蔗茎产

量较CK极显著增产35.17%，且蔗糖分较高。说明利

用桂辐98-296补种ROC22宿根蔗，两者的工艺成熟

基本一致，对收割开榨无影响，且桂辐98-296虽为新

植蔗，但其蔗茎产量和蔗糖分均较高，利用其补种

ROC22宿根蔗可获得良好的农业、工业经济效益。

但本研究仅从田间调查数据分析蔗茎直接补种宿根

蔗对甘蔗产量和品质的影响，今后应深入探讨种茎

直接补种宿根蔗对甘蔗生长发育的各项生化指标，

如酶活性强弱、生长激素含量等的影响。

4 结论

采用桂辐98-296种茎补种ROC22宿根蔗，可显

著提高宿根蔗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经济效益，是目

前解决广西甘蔗生产中主栽品种ROC22宿根蔗缺蔸

断垄、产量下降问题及有效延长宿根年限行之有效

的方法，宜大面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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