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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面总结了 1980 --..， 1994 年间，黑龙江省诱变育种的成就与经

验，在这期间，该省利用诱变育种技术共选育推广大豆、小麦、玉米、

谷子、亚麻、白菜、芸豆和大蒜新品种 36 个，占全省同期推广品种

的 20.6% ，累计种植面积 374.6 万 hm2 ，增加经济效益 13.793 亿元，

为本省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获得各种有益实变体72 个，丰

富了种质资源;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例如辐射诱变与远缘杂交、生

物技术结合和应用新的诱变因素和方法〉也进行了不少有价值的工

作，先后在各级刊物上发表论文 91 篇，对提高诱变育种水平起了重

要作用。还对今后诱变育种的发展提出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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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飞，ACES AND PROSPECTS FOR INDUCED
MUTATION BREEDING IN HELONGJIANG PROVINCE

(1n Chinese)

Sun Guangzu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 HARBIN)

ABSTRACT

Induced mutation breeding employed on soybean ,spring wheat ,maize ,mil

let ,fiber flax ,chinese cabbage ,kidney been and garlic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irty-six new varieties had introduced and released from 1980 to 1994 , made

up 20. 6% of total released varieties for the same period , accumulated caltivat

ed area of 3. 746 million hm气 and increased the income of formers to $ 168

million; 72 mutants having specific and utilizable values and traits have also

been bred in the province. Basal researchs such as radiation breeding in combi

nation with distant hybridization , biotechnology , and application new induced

factors , improving selection methods ,have been achieved; 91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These researchs play important role for increasing induced muta

tion breeding. Three items of suggestion to develop induced mutation breeding

are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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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黑龙江省是全国开展农作物诱变育种较早的省份之一。 60-70 年代陆续在大豆和小麦

等上逃出了一批新品种，在提高粮食产量上起了积极作用。大豆品种黑农 26 种植面积达到

100 多万 hm
2

， 1984 年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小麦品种新曙光 1 号年种植面积达 53.3 万 hm2 ，

曾在青海省创造过 11250 kg/hm2 的高产记录。 80 年代以来，黑龙江省的农作物诱变育种得

到更大发展，不仅选育推广了一大批高产、优质和抗病的农作物新品种，创造出显著的经

济效益，而且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在各级刊物上发表论文 91 篇，为诱变育

种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将对近 15 年(1 980-1994) 黑龙江省的农作物诱变工作

作一简要回顾，并提出今后发展的意见。

1 推广了一批农作物新品种，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1980-1994 年，黑龙江省共选育推广小麦、大豆、玉米、谷子、亚麻、白菜和芸豆等

作物新品种 36 个，占同期全省推广品种的 20.6% ，累计种植面积 374.6 万 hm2 ，增加经济

效益 13.793 亿元(见表口，有 7 个品种获得科技进步桨，为发展黑龙江省的经济做出了贡

献。

1. 1 小麦

15 年共推广了 6 个新品种，即龙辐麦 1 号-6 号，累计种植面积 61. 6 万 hm2 ，增加经

济效益 1.190 亿元。这些品种的主要优点是: (1)品质优。龙辐麦 1 号、 2 号、 3 号、 5 号

和 6 号的籽粒蛋白质含量平均为 17.1% ，沉降值平均为 44.0 ml ，稳定时间 6 min 以上，主

要指标达到了优质麦的标准。龙辐麦 1 号曾多次被评为优质品种，龙辐麦 3 号和 5 号己被

列为黑龙江省重点推广的优质小麦。龙牺麦 4 号因蛋白质含量、面筋含量和沉降值均低，

1995 年在全国小麦评优中被评为优质饼干麦。 (2) 熟期早。除龙辐麦 4 号届中熟品种外，其

余 5 个品种生育日数 75 d 左右，后在可复种秋菜和早熟玉米。(3)抗病性好。 6 个品种均

高抗叶锈，对轩锈优势小事It 21c3 、 34c2 和 34c‘免疫，抗根腐病，赤霉病轻。龙牺麦 4 号兼

抗根f何病和白粉11号。

1.2 大豆

15 年共选育推广新品种13 个，累计种植面积195. 6 万 hm2 ，增加经济效益6.468 亿元。

这些品种的主要优点是: (1)产量高。 13 个品种比相应的对照品种增产12.2%-27.5%。

合丰 36 的全省平均产量为2337.3 kg/h时，黑河 9 号最高产量达3750 kg/hm2 ，黑农 37 曾

在较大面积上获得3900 kg/hm2• (2) 品质优。 13 个品种中，蛋白质含量与脂肪含量之和

l回过 60%的有 8 个品种，占 61. 5%。壮丰 6 号蛋白质含量 43.2% ，已成为黑龙江省高蛋白

专用出口品种。黑农 31 脂肪含量 23.1% ，是目前少有的高油品种。 (3) 抗病性强。 13 个

品种巾，有 9 个品种对细菌病害、真菌病害和病毒病都有较高的抗性。合丰 33 经多年接种

鉴定，抗灰斑病 1 、 4 、 7 、 8 和 9 号生理小种，抗病毒病东北 1 号株系，抱囊线虫病轻。黑

河 9 号抗菌核病，田间发病率仅 2% 。黑农 28 抗细菌性斑点病。 (4) 熟期范围宽。最早熟

的大豆品种黑河 12 生育期 95 d 左右，适合黑龙江省北部高寒地区种植，而且可以作为麦在

后作进行复种。黑农 37 生育日数 125 d 左右，需活动积温 2600·C ，适合黑龙江省南部地区

种植.其它品种的生育日数在 110-120 d 左右，广泛适应于黑龙江省中部地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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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谷子

15 年共选育推广了5 个谷子新品种，累计神植面积34.0万 hmz，占于是省谷子面积的

85% ，共增加经济效益1.851 亿元。龙谷28 品种综合性状突出，种植面积大，经济效益显

著， 1991 年获得国家"两委一部"授予的重大成果奖。这些谷子品种的主要优点是:(1)产

量高。 5 个品种的籽实平均产量较对照增加14.7%-29.0%，谷草产量较对照增产18.4

23.8%。龙谷 28 于 1989 年在肇东市黎明乡创造了8085 kg/hmz
的高产记录。 (2) 品质好。

这些品种的出米率在75%-77%之间，小米口感滑爽，不回生。龙谷28 籽实蛋白质含量

11. 5% ，脂肪含量 4.4% ，直链淀粉含量 29.9% 。嫩选 14 籽粒蛋白质含量 12.6% ，脂肪含

量 4.9%. (3) 抗病虫能力强。龙谷 27 和龙谷 28 高抗白发病和黑部病，龙谷 29 抗黑榴病

和叶斑病，嫩选 12 抗钻心虫。 (4) 抗早性强。龙谷 28 和嫩选 14 于 1989 年在河北省农科

院谷子所人工创造的干旱条件下进行抗旱性鉴定，结果被定为 1 级高抗早品种。

1.4 王米

1984-1992年共推广新品种3 个即:龙辐玉1 号-3 号，累计种植面积23.3 万 hmz ，增

加经济效益7180 万元。这些品种的主要优点是:(1)熟期罕。龙牺玉1 号和 Z 号生育日数

105-110 d ，龙牺玉 3 号生育日数110-115 d ，适合黑龙江省二、三积温带种植。(2) 产量

高。 3 个品种较对照增产18.3%-20.0%。龙辐玉 3 号 1990 年在巴彦县四合村产量为

9159. 9 kg/hr时，在大庆市大同区产量为 10486.5 kg/hmz ，分别较主载品种增产 11.7%和

17.2%. (3) 品质好。 3 个品种属半齿型，籽垃中硬，出碴率高，适宜食用。(4) 抗病性强。

龙牺玉 1 号和 2 号大斑病0.5 级，龙辐玉2 号黑租病发病率0.2%，黑粉病发病率0.5% 。

1.5 亚麻

80 年代推广的亚麻新品种黑亚4号和黑亚6 号，累计种植面积43.4 万 hmz ，占黑龙江

省亚麻面积的40%以上，共增加经济效益1.627 亿元。这些品种的主要优点是"四高三抗

一耐"。四高: (1)植株高。一般在107.3-138.0em 之间，比一般品种高10-18 em 。

(2) 原茎产量高。 1985 年黑亚 4 号在兰西县兰河乡0.46 hm
z
上产量为 7281 kg/hmz• 1989

~·1991 年黑亚 6 号在兰西县武家村产量为 10890-11025 kg/hm
z
，该村村长连续三年获省

亚麻大王称号。 (3) 种子产量高。两个品种的每 hmz 种子产量比一般品种高 75-150 kg。黑

亚 6 号 1986-1989 年在甘肃、内蒙、新疆等省区平均产量达 1164.0-1254.0 kg/hmz ，比

当地i由用亚麻增产 11.6%-24.0%. (4) 高麻率高。 1985-1987 年黑亚 4 号长麻率平均为

16.0%-18.6% ，黑亚 6 号为 18.6%-21. 0% ，纤维 16-20号，比一般品种分别高3-4

个百分点和 4"'-6 个维号。三抗: (1)苗期抗旱。主要表现在根系发达，叶面有腊质，同样

描盘下每mZ
保苗数较一般品种高20%左右。 (2)轩强抗倒。这两个品种茎忏粗而富于弹性，

抗倒能力强。 1985 年黑亚 6 号在海伦市祥富乡种植18.5 hmz ，收获前暴雨成灾，水深15

20 em ，未发生倒伏。 (3) 抗立枯病和炭瘟病。这两个品种的田间发病率 4.1% 以下，属高

抗型。一耐:耐盐碱。黑龙江省西部 8 个县属盐碱干旱区，土壤 pH 值 8-9 ，碳酸盐含量

0.3%左右，多数亚麻品种不宜种植，单产很低。而黑亚 4 号和黑亚 6 号耐世碱，在这些县

种植，平均产量为 3000-4350 kg/hm z ，较一般品种增产 45.0%-53.9% 。

1.6 白菜

15 年共选育推广新品种5 个，其中 9 号白菜、龙白 1 号和龙辐二牛心属稳定品种，龙

协白 3 号和龙协白 5 号属杂交种。累计种植面积13. 1 万 h时，增加经济效益1.576 亿元。这



些品种的主要优点是: (1)产量高。平均较对照增产 18.8%-3 1. 4% 。龙自 1 号产量稳定

在 60000-75000 kg/hm
z

• 龙协白 5 号平均产量 80216.8 kg/hm2 ，较对照增产 31.4% •

(2) 品质好。这些品种的净菜率在 76%以上，口味精甜，适宜生食、炒食和盹溃。维生素

C 和固形物含量均高于一般品种。 (3) 抗病能力强。在自然发病和人工接种条件下，病毒病、

软腐病和霜霉病的发病率较一般品种低 13%-60%. (4) 耐贮。在窑温 0'C-1'C ，湿度 80%

-90%下，可贮 150-180d ，自然损艳轻傲。

2 获得了一批有益突变体，丰富了种质资源

15 年来，在主要农作物上共获得 72 个有益突变体，其中不少已被作为亲本广泛用于杂

交育种。对一些突变体进行丁迪传性质和生化特性等方面的分析。 72 个有益突变体主要有

以下几类。

2. 1 优质突变

(1)优质高蛋白突变 小麦突变体龙牺 92-0369 蛋白质含量 16.6% ，湿面筋 36.3% ，沉

降值 36.8 ml。龙辐 91B569 蛋白质含量 16.1% ，湿面筋 37.4% ，沉降值 55.0 mI. 经谷化

分析，这两个品系均具有高分子量麦谷蛋白亚基 (HMW) 5+10谱带。大豆突变体龙辐90

3525 和龙辐 90-3527 蛋白质含量分别为4.7. 4.%和 47.5%。

(2) 优质高脂肪突变 大豆突变体哈7578脂肪含量23.1%，龙辐 700-4.和龙辐 572-4.

亚麻酸含量分别比原亲本低7.17%和 10.51%，而亚油酸的含量分别增加1.10%和

2.51% ，说明这两个突变体的脂肪品质显著改善。

(3) 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双高突变 大豆突变体龙辐81-9825 4 年平均蛋白质含量

43.5%，脂肪含量20.1%，总和为 64.3%; 绥辐 89-6003蛋白质含量41.0%，脂肪含量

21. 7% ，总和 62.7% 。

(4.)高纤维突变体 亚麻突变体 γ-7015-4 、 γ82-6-10 和 γ-87-17-21 等的长麻率较原亲

本提高 20.9%-30.1% 。

2.2 抗病突变

小麦抗根腐病突变体龙牺RESOO经多年人工接种鉴定，发病反应指数平均为1.72，被

定为抗病级F 抗赤霉病突变体龙辐92K807经多年接种鉴定，高抗扩展，被定为抗病级。

大豆抗灰斑病突变体克辐86-1043 高抗灰斑病 6 个优势小种;抗病毒病突变体克辐

8351-923抗病毒病 1 号株系。兼抗灰斑病和病毒的突变体还有合牺88-910、龙辐 90-3527 和

龙牺 89-6348 等。

白菜兼抗霜霉病、病毒病和软腐病的突变体78-23-2-5，在多年人工接种下， 3 种病害

的病情指数分别为11.1%、 O 和 0，抗性明显好于原亲本。

2.3 早熟突变

大豆早熟突变体克牺795-831熟期较原亲本提早5-7 d; 早熟突变体龙辐00464 成熟

期较原亲本提早15-18 d; 早熟突变体壮辐86-3012成熟期较原亲本提早5-6 d 。

2.4 高配合力突变

玉米高配合力突变体辐746，早熟、高产、配合力强。用它选育出丁龙辐玉1 号、龙牺

2 号两个杂交种和5 个不同熟期的组合，这些组合正在参加各级试验。

大豆抗病高产突变体合辐86-1043，于 1991-1994年共配制组合26 个，已决选出优良



品系 29 个，正在参加产量鉴定和品种比较试验，增产幅度在 10%-29%之间。抗病高产突

变体合辐 8351-923 共配制杂交组合 63 个，己决选品系 27 个，均表现抗灰斑病和病毒病，在

产量鉴定中一般增产 12%-34% 。

大白菜抗病高产突变体 78-23-2-5 和 P-8 已被作为自交系利用，它们的亲合指数分别

为 5.0 和 3.5。用 78-23-2-5 育成了龙协白 3 号，用 P-8 育成了杂优 3 号。

2.5 特殊性状突变

(1)大豆多小叶突变 壮辐 81-6009 叶柄一般着4-7 片小叶，并与3 片复叶呈复合状

态分布，每个叶柄上小叶的叶展形态基本趋向平行对称，两侧叶片数和每片小叶大小不尽

规则。遗传分析表明，该性状为可遗传的隐性性状。此外，其过氧化同工同酶谱与原亲本

也有明显差异，光合强度也明显高于原亲本。该突变体已作亲本利用，在遗传研究上有实

用价值。

(2) 大豆叶绿素缺失突变 龙辐 82-00464 自真叶出现，叶色明显变黄，叶绿索含量仅

为原亲本的52.9%-65.2%。遗传分析表明，叶绿素缺失为细胞核单基因隐性突变。叶生最

素缺失可作标记性状用于遗传研究。

(3) 特矮突变 大豆矮轩突变体克73 辐 52 株高 50 em，只及原亲本的1/2，节问甚短，

对干旱反应不敏感，已做为矮杆亲本被利用。

(4) 胞质不育突变 大白菜 134 胞质不育系是用红萝卡细胞质不育系为不育源与辐射

选育的品系78-32-2轮回杂交转育而成的。雄蒜转化为花丝、无花粉囊，蜜腺明显，开花正

常。细胞遗传学分析表明，不育性状为细胞质雄性不育，且稳定遗传。134 不育系配合力很

高，用它已选出3 个强优组合。

3 开展了应用基础研究，提高了诱变育种效率

3. 1 辐射与杂交结合

15 年来在小麦、大豆、亚麻和白菜等作物上较系统地研究了照射杂合材料的诱变育种

效果和相应的选育程序。结果表明，照射 Fo-F3 杂交后代种子，由于其遗传背景丰富而稳

定性差，易于诱发变异。辐射与杂交相结合综合了基因突变、重组和染色体畸变的作用，能

扩大变异谐，提高变异率，较快选出新品种。在黑龙江省 15 年内选育推广的 36 个新品种

中，照射杂合材料的有 16 个，占 44.0%; 而照射稳定品系的 13 个，占 36.1%。结果还表

明，照射小麦当代种子，第二代 (F2M2 ) 出现的变异类型在不照射的第二代 (F2 ) 中也存

在，只是变异频率不同，那些由少数基因控制的性状， F2M2 代中出现的频率比 F2 代高。对

由多数基因的累加效应决定的性状 ， F2M2 代的变异频率有时不及 F2。由于杂合材料照射时

所处的世代不同，后代中辐射分离世代和杂交分离世代的吻合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对后

代材料的处理方式也应不同。为了充分利用辐射诱变和杂交重组的优势，在后代材料的处

理上应以系谱选择法为主，并辅之于混合群体法等。

在辐射与杂交的结合上还研究了照射小麦雌雄配子及合子的诱变效果。结果指出，合

子对射线最敏感，后代产生的变异最多，而且有益突异率较高，在诱变育种中照射合子较

为适宜。照射雌雄配子，在后代中常出现较多的矮杆突变和早熟突变，也应在诱变育种中

加以利用。

3.2 辐射与远缘杂交结合



十多年来在小麦与其近缘种山羊草 (Aegilo户s) 、提莫菲维 (T. timo户heevn 和小黑麦

(Tr证ticale) 的远缘杂交上，通过射线照射父本花粉、母本子房和杂交当代种子等，研究了

辐射对克服杂交不亲和性，提高旦成活率和可孕性的作用。井且利用辐射与远杂相结合的

方法选出了易位系和代换系。

用六倍体小黑麦黑杂 266 为母本，春小麦品种(系〉龙辐 30138、龙麦 11 和龙辐 10271

为父本进行远缘杂交，杂交前用~OCo Y 射线 6-10 Gy 活体慢照射雄配子或雄配子。通过对

受精过程的切片观察，提粉后 6 h ，照射雄配子处理有 61.70%胚囊解体，照射雌配子处理

有 70.00%胚囊解体，而未照射处理仅 59.38%胚囊解体。胚囊解体表明受精结束。因此，

上述结果说明辐射加速了受精过程。观察还发现， 6 Gy 照射雄配子，有 38.30%的胚胎能

正常发育，照射雕配子时上述数值则为 30.00% .说明照射雄配子使胚胎正常发育的几率比

照射雌配子高。 4 年的试验资料表明，照射雄配子的 FO 平均结实率为 11.42% ，照射雕配子

为 8. ~o% ，未照射则为 3.59% 。照射明显提高了远缘杂交的结实率。此外，辐射处理还明

显改善了杂交种子的质量，照射雌配子或雄配子的杂交种子完好率分别比未照射的对照提

高 26.88%和 22.95% 。利用组织培养技术进行胚挽救，还使有胚无胚乳的杂种种子生长出

正常幼苗。

用六倍体小黑麦黑杂 266 为母本，春小麦品种龙辐麦 3 号和龙辐麦 5 号为父本进行远

缘杂交，杂交前用~OCoγ 射线 8-24 Gy 活体慢照射雄配子。通过对杂种 1 代 (F1M1 ) 花粉

母细胞的观察发现，减数分裂中期二价体平均为 13.65. 最高为 14.55 ，接近理论值，未经

照射的为 12.80. 低于理论值，说明辐射处理改善了染色体配对。射线照射的 F)M) 代平均

结实率为 55.52%. 未经照射的为 6.49% 。辐射处理明显提高了杂种 1 代的结实率。

以黑杂 266 为母本，春小麦品系克巳-392 为凭本进行远缘杂交 .F。种子经 110 Gy 60Co

Y 射线照射，多代自交选择和田间鉴定，决选出了大袖、抗病品系龙辐 82 南 389、龙辐

10946 、龙辐-10877 和龙辐 92072. 经 Giemsa-C 带技术鉴定，龙辐 82 南 389 、龙辐 10946

和龙辐 10877 为易位系，其易位形式分别为 6BS/6RL 、 2AS/2RL 和 7RL/7AL 。龙牺 92072

的根尖细胞具有 6R 染色体，与小麦田交的 F1 花粉母细胞中发现有部分联会形成的顶端二

价体，可以认为龙牺 92072 是 6R6D 代换系。利用聚丙烯酷胶凝肢电泳 (PAGE) 技术分析

了 3 个易位系及其亲本的麦醇溶蛋白组分，进一步明确了它们的亲缘关系和遗传组成。醋

酶同工酶和过氧化物同工酶的分析表明， 3 个易位系和六倍体小黑麦黑杂 266 具有共同的

特征谱带，为辐射选择易位系提供了新的佐证 e

另外，还利用辐射诱发染色体易位的方法，为太谷核不育附加了蓝位基因，即将天蓝

1!fl麦草 4E 染色体上携带的蓝粒基因转移到了太谷核不育小麦具有 i 基因的 4D 染色体上，

使两个基因连锁，为太谷核不育株的鉴定提供了方便。

3.3 辐射与生物技术结合

1986-1995年在小麦上进行了辐射诱变与生物技术相结合的研究，主要工作如下。

(1)离体诱变 研究了辐射对小麦不同外植体离体培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小

剂量(10 Gy 以下) y 射线照射幼租可提高诱导和分化频率，大剂量照射时两者均有降低，

其中分化频率的降低尤为严重。无论照射减数分裂的植株还是离体花药，花药培养的诱导

频率和分化频率大体上随剂量的增加而降低。相同剂量照射减数分裂植株对花药培养的影

响比照射离体花药小。 Y 射线照射幼胚，诱导频率比对照平均降低42.1%.分化频率比对



照平均降低 63.3% 。低剂量 γ 射线对成熟胚愈伤组织的形成无明显影响，但显著地抑制了

幼苗分化。 (2)γ 射线照射不同外植体，离体培养的效果与基因型密切相关。诱导频率和分

化频率可以作为辐射敏感性的一种指标。离体辐射效应与基因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交作

用。 (3) 离体诱变获得的第一代 (SIMI) 植株，其不孕率、多分技小础和双础率等均高于

相应的无性系第一代 (SI) 0 这些形态变异在第二代大多恢复正常。从 S2M2 代和 S2 代重要

农艺性状的变化来看， S2M2 代株高、础长、主部小础数和主拙粒数等性状的变异系数一般

高于相应的 S2 代，说明离体诱变具有较高的变异。从离{本诱变的后代中已选出 RB555 、

92K755 和 91B569 等高产、优病、品质好的突变系，参加了异地鉴定和试验示范。

(2) 抗病突变的离体筛选 将辐射处理外植体产生的愈伤组织，转入含根腐病菌或赤

霉病菌毒素的培养基中进行了抗病性的细胞筛选，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结果。(1)根腐

病菌毒素对愈伤组织的诱导和幼苗分化都有影响，对后者的影响尤为严重。毒素可加在诱

导培养基中，也可以加在继代培养基或分化培养基中。毒素浓度应使离体培养效果降低

40%~50%为宜。通过离体诱变和细胞筛选选出高抗根腐病的高产、优质品系龙辐 83199 ，

现已参加省区试， 1995 年试种面积约 1.3 万 hm2 0 (2)γ 射线照射与赤霉病菌毒素的复合处

理，共同影响愈伤组织的诱导频率、存活组愈率和分化频率。毒素浓度增加和 γ 射线剂量

提高时，诱导频率等下降。阿者的剂量效应方程多为二元多项式。两者的剂量效应还与基

因型的赤霉病抗性和辐射敏感性密切相关。通过离体诱变与细胞筛选，已选出 92K 720 、 92K

803 、 92K 807 和 92K809 等 4 个抗赤霉病突变系，参加丁产量鉴定和试验示范。 (3) 通过

分析防御酶系活性和细胞超微结构的变化，探讨了抗病突变体的抗病机理。研究认为，抗

病突变体在毒素作用下具有较高的防御酶活性，这是其具有较强抗病性的原因。

(3) 体外诱变 以不同剂量的射线照射外源 DNA ，通过花粉管通道导入子房，研究其

辐射外源 DNA 导入小麦的诱变效果。初步结果表明，射线引起 DNA 链断裂和部分碱基破

坏.使 DNA 分子降解。导入受照射的 DNA 提高丁 Do 代的结实率，但 Do 代籽粒变小，饱

满度较差，并随照射剂量的增加而趋于严宜。导入受照射的 DNA 可明显提高异源 DNA 的

整合率和诱变效果。

3.4 诱变因素的拓宽

在作物诱变育种研究方面，除主要利用50Coγ 射线、 X 射线、快中子和热中子外，近几

年来还广泛应用了化学诱变剂、离子注入和卫星搭乘等诱变手段，获得较好的育种效果。

用 0.2%甲烧磺酸乙酣<EMS) 处理大豆稳定品系和杂交低代材料种子，后代籽粒中脂

肪含量发生遗传变异，其方差较未处理对照提高1.2~6 倍，并选出了一些亚麻酸含量下降，

亚油酸含量降低较少甚至增加的优良突变系，如518-1 、 643-3 等。用一定浓度的EMS和叠

氮化铀 (NaNJ ) 处理大豆稳定品系的种子，M2 和 MJ 代籽粒蛋白质含量的平均值、标准差、

变异范围以及变异系数较未处理对照均有提高，并选出了90-3525、 91-3131 和 91-3135 等

蛋白质含量达46%-48%，抗病性和产量性状兼优的新品系。

在两个小麦稳定品系上进行了N+不同注入量诱变效果的试验，并与100 Gyγ射线照

射处理的诱变效果作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高注入盘处理在株高和生育期等上与对照有

明显差异，并与γ 射线处理的结果相似。从第三代中己选95-0977和 90-0978等两个早熟高

产株系，其中90-0978较原品种增产22.7%。

从 1987 年起，借助于我国返回式卫星，在辣椒、西红柿和小麦上进行了种子卫星搭乘



诱变效果的研究。结果表明，作物种子在宇窗辐射、微重力和强磁场等作用下，能产生各

种生理变异和遗传变异，可为作物育种提供新的变异来源。辣椒从第三代选出了两个高产

抗病品系 Ls 和 L100 1991 年， Ls 平均单产比原亲本增加 1.08 倍， L10平均单产比原亲本增

加 1.23 倍，病情指数分别比原亲本降低 62.5%和 50.0% 。而且这两个品系的丰产性和抗

病性稳定遗传，现已大面积示范 200 余 hmz
0

3.5 诱变方法的扩展

从 1986 年黑龙江省农科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的γ温室启用以后，在大豆、小麦、玉米

和亚麻等作物上进行了活体照射诱变效果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

γ 射线慢照射大豆苗期植株，当代植株的生育和籽粒产量受到明显抑制。不同剂量和不

同剂量率对株高、英数、叶片长宽比等有不同影响，而且出现了照射干种子从未有过的变

化。从苗期慢照射后代中选出籽粒高蛋白突变体，如91-4404的蛋白质含量50.02%，较原

亲本增加 3%。花期慢照射的试验结果表明.15-50Gy 照射花期植株，当代孕性随剂量的

增加而降低。同一剂量下，小剂量率的效应高于大刑量率。Mz 代的不正常株率随剂量增加

而增加，各处理组单株垃重明显高于对照，为选择高产品系提供了较大机率。

用不同剂量的γ 射线分别在苗期、雄础分化期、雄配子四分体期和合子期对玉米植株

进行慢照射，从诱变效果看出，雄租分化期处理的Mz 和 M3 代变异频率较高，但四分体期

和合子期处理的有益变异率则相对较高，苗期辐射处理效果不明显。获得的一些有益突变

系正在进行配合力测定。

小麦在孕础至开花期进行慢照射，提高了后代的变异率，扩大了变异范围，从中选出

了一些早熟、高产、抗病的突变系。如92K713是开花期慢照射克86-230的变异后代，熟

期较原亲本提早4-5 d. 植株变矮8-10 em，且较对照增产5.2% 。

为了提高照射种子的诱变效果，对小麦还进行了γ 射线连续几代照射种子的研究。其

结果表明，连续3 代照射小麦种子，能在株高、分藤数、小棚数、株拉数和千粒直等性状

上扩大变异。随照射次数增加，各性状与对照的差异加大，并达到显著水平。连续照射有

提高和累积数量性状变异的作用。

为了降低γ 射线照射种子引起的当代辐射损伤，扩大遗传变异，增大二代群体和提高

选择概率，在小麦上研究了极低温(一192'C)、低温 (-79'C) 和高温 (50'C) 和纯氮

(99.99%) 下 γ 射线照射种子的诱变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上述几种处理均有减轻辐射损

伤和增加突变频率的作用，其中在液氮(-196'C) 中照射种子效果最佳，其次是纯氮、高

温和干冰(一79'C)。另外，对小麦和玉米还进行了3Zp 内照射诱变效果的研究，研制出"浸

渍法"和"注射法"等处理方法，并选出高产优质小麦突变系龙辐83-10271 (即龙辐麦 5

号〉和抗逆性强、配合力高的玉米突变系2691. 玉米新品种龙牺玉3 号就是由后者组配成

的。

3.6 后代选择方法的改进

在辐射后代的选择上主要用系谱法。但长期的研究表明，系谱法对微突变和多基因控

制的数量性状的选择效果较差。近几年对大豆、辣椒和小麦等作物进行了不同选择法的比

较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如以大豆为试材，进行了系谱法、一英传法和摘优株英法的比

较试验。4 份大豆品系M‘和 Ms 代的株高变异系数，系谱法为7.24%.一英传法为9.86% ，

摘优株英法为8.37%.可见后两种方法对保留变异是有利的。该研究指出，系谱法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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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稳定较快， -英传法和摘优株英法较为省工，而且在后代中可获得更多的变异。

在辣椒诱变后代的处理方面，采取了 Mz~M‘以剂量为单位$1iI和市1 \'羊种植，设重复、小

区实收计产，在 M‘代中选单株， Ms 代决选株系的方法，较快主kιe\二二.\-

2.

4 诱变育种的展望

4.1 诱蛮育种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育种手段，必将为新品种选育和种质创新做出更大贡献

15 年来黑龙江省选育推广了36 个作物新品种，占同期推广品种的20.6%，累计推广

面积 374. G 万 h时，为本省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黑龙江省是我国粮食的后备

战略基地， 2000 年要求增加粮食75 亿 kg ， 2010年再增加粮食225~250亿怡。选育推广

高产、优质、抗病和适应性广的新品种是主要的措施之一。根据本省的自然条件和农作物

育种工作的现状，诱变育种将会发挥重大作用。

就诱变育种而言，除继续利用诱发突变直接选育新品种外，应该加强新种质的创新和

已有突变体开发利用的研究。当前整个作物育种都处在相对"爬坡"阶段，很少选育出突

破性新品种，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突破性的种质。在种质创新方面，诱变育种具有独特作用。

要充分利用突变体种质，要重视u偏材"的选择。对现有的有益突变体，应进一步进行鉴

定，深入研究其迪传特性，并依据育种目标在杂交育种上广泛利用。从黑龙江省诱变育种

的实践来看，一个好的突变体在间接利用上所起的作用，往往比单纯作为一个品种推广要

大得多。大白菜134 胞质不育系就是以突变系78-22-3 为父本，王兆红萝卡胞质不育系为不

育源，经多次回交选出的。而用其古十几份常规材料作父本，进行回交转育，均未成功。近

几年用大豆抗灰斑病和病毒病突变体合辐86-1043共配制 26 组合，已决选出优良品系29

个，参加了产量鉴定和品种比较试验，增产幅度在10%~29%之间。今后应当将种质创新

和突变体的开发利用，作为作物诱变育种的重点。

4.2 诱蛮技术与其它技术的紧密结合，为诱蛮育种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各学科之间的分化愈来愈细，互相间的交流

和渗透也愈来愈广泛深入。这种学科间的分化、渗透和交流又推动了学科自身的发展。近

十几年作物诱变育种也正是广泛股取了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和微电子学等方面的

新成果才获得长足的发展。从更好地促进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头发展"两高一优"多做贡献

总目标出发，作物诱变育种应进一步密切与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先进分析技术等方面

的结合。在生物技术上应深入进行离体诱变、体外诱发和体内诱变等研究，要用peR、 RFLP

技术等进行突变基因检测和分析，并用细胞筛选技术进行各种抗性筛选。利用计算机技术

建立突变种质资源库，研究不同的诱变育种程序和方法以及建立育种专家系统等。另外，要

用先进的分析技术对突变体进行快速无损伤的成分分析，建立DNA和醇溶蛋白等指纹库。

只有广泛吸取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才能提高诱变育种水平，使学科自身永续发展，对农

业生产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大。

4.3 加强应用基础研究，为诱变育种提供雄厚的技术储备

诱变育种的应用基础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诱变手段、诱变对象和诱变效应。近十

几年来国内外在这些领域内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对诱变育种的发展

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有许多方面还不清楚，尤其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生产要求的提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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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尚需尽快解决。应扩大诱变惊的应用研究。近几年离子注入、卫星搭载

和抑癌药物等用于作t.iJ诱变育种有较大进展，但对其处理技术、诱变机理和作用效应等方

面的研究尚不完善，后代的选择方法和程序也有待改进。另外.诱变技术在揭示生命科学

的秘密、解决农业生产的难题等方面，还有巨大潜力，都需深入研究。

目前，由于突出了开发研究，对基础性研究工作有不同程度地放松，这对学科和生产

的发周都是不利的。应该对此引起重视。只有加强应用基础方面的研究工作，才能为诱变

育种提供雄厚的技术储备。

表 1 1980-1994 年黑龙江省诱变育成的农作物品种

作物 品种 育成单位
推广

选育经过 主要特征符住
累计面积

陆奖情况
年代 和效益

出辆麦 1 号 黑龙江省 19B3 1975 年用注量 5X 101l /emZ 超早熟〈生育日数 70-75 14.0 万 hmz 陆科技进

农科院作 快中子照射〈新曙光 3X辽眷 d) ，品质好， 〈蛋白质含量 2500 万元 W四等奖

麦 物育种所 8 号) F，风干种子.系谱法选 17.1%，应面筋含量39.0% ,

择， 1977 年子 F巾1，代诀选品 沉恪值 47 ml>

系，代号龙牺 77-4067

民稿麦 2 号 黑龙江省 1984 1977 年用 180 Gy ··Co "I 射 早熟〈生育日数75-80 d) , 13.3 万 hmz

农科院作 线照射 t龙溪 35X克 250) :它 ，i占百肌-好 c· .日.:;.'含量 17.5% ， 2100 万元

物育种所 风干种子，系谱法选择， 1~l!: :'听筋含量哥，，7.5% ，沉降值

年子 FsM‘代诀选品系，代号 51 ml). '@.迟擂，根腐病径

龙辐 80-7006

民辐麦 3 号 黑龙江省 1985 1978 年用 130 Gy ··Co "I 射 早熟〈生育日数75-80 d). 23.3 万 hmz

农科院作 线照射 t龙牺 77-40.96XS-A-商产〈较对照增产24.5%)，品 4725 万元

物育种所 25)F。风干种子，系谱法选挥，质好〈蛋白质含量18.2%，湿

1981 年子巳M. 代诀选品系，商筋含量 37.4%，沉降值 42

代号龙辐 81-8106 ml)

民稿麦 4 号 黑龙江省 1987 1979 年用 110 Gy ··Co "I 射 产量商{较对照地产5.3 万 hmz

农科院作 线照射〈黑~266X克 392) F. 17.6%)，抗病毒病和白粉病，960 万元

物育种所 风干种子.南繁加代，系谱法耐1tf薄

选择， 1982年子刊M‘代决选

品系，代号82 南 389

龙牺麦 5 号黑龙江省 1992 1980 年用3Zp 浸溃法处理稳 产最高〈较对照地产 3.9 万 hmz

农科院作 定品系九三 B29-4 幼毡，系谱 16.8%). 早熟(较原亲本早熟 870 万元

物育种所 法选择， 1983 年子 M. 代诀选 7 d) ，品质好(蛋白质含量

株系，代号龙辐 83-10271 15.3%，湿丽筋含量34.5% )

且在辐麦 6 号黑龙江省 1994 1978 年用 180 Gy ··Co "I 射 产量高 t较对照地产1.7 万 hmz

农科院作 线照射 (;2辐 2108X海竖) F. 16.2%). 抗根腐病和赤霉病，750 万元

物育种所 风干种子，系谱法选择，1988 品质好 t蛋白质含量l7. 2% ,

年子 M，代诀选品系，代号 湿丽筋含量 39.9%. 沉降值

88K684 40.5 mI).抗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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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作物 品种 育成单位
推广

选育经过 主要符征符性
累计商积

获奖情况
年代 和效益

大 黑河 8 号 黑龙江省 1989 1977 年用注量 2.27X10"/ 早熟〈生育日数 105 d) ，高 8.8 万 hm! 1995 年

农科院黑 em! 快中子网射稳定品系 75- 产〈较对照增产 12. 2~O ，品质 2692.2 万元 获黑河

豆 洞农科研 327 风干种子.系谱法选择，好〈蛋白质含量 44. 6 i1a， 脂肪 市科技

1980 年子 M. 代诀选晶系，代含量 2r 7%) 进步-

号黑辐 80-123 等奖

黑i"'号 黑龙江省 1990 1980 年用注量 1.3 X 101°/ 早熟〈生育日数115 d) ，商 65.1 万 hmz 1995 年

农科院黑 emZ 快中子照射黑交7710Fz 产〈校对照地产19.8%)，抗病 24800万元 获省科

河农科研 风干种子，系谱法选择，1984 〈灰斑病。-1 级，商核病'/J:.病 技进步

年子 M，代诀选品系，代号黑 率 2%) 二等奖

辐 84-265

黑河 12 号 黑龙江省 1995 1986 年用注量 5 X 10tl /emz 超早熟〈生育目数 95 d) ，丰 0.13 万 hmz

农科院黑 快中子照射黑交 8305Fz 风干 产性好〈较对照增产 18.3%) ， 77 万元

河农科所 种子，系谱法选择， 1988 年于 事F强，结英部位高，迢于机械

M，代诀选品系，代号黑辐 88- 收获

341

丰收 22 黑龙江省 1992 1983 年 160 Gy .0C。 γ 射线 早熟〈生育日数 116 d ，较原 42.5 万 hmz

农科院克 照射稳定品系合交 77-153 风 品系早 4-7 d) ，抗灰斑病(~ 3933.4 万元

山小麦所 干种子，系诣法选择 I 1986 年 病缀。.3 级) ，细菌斑点病经.

子 M‘代诀选品系，代号克领

8305-2

合丰 33 黑龙江省 1992 1983 年用注量 4.9X10"/ 抗灰斑病〈抗 6 个生理小 22.9 万 hm z 1995 年

农科院合 emZ 快中子照射稳定晶系合交 种 ) ，抗病毒病.丰产性好〈平 9270 万元 获省农

江农科研 8069 风于种子，系谱法选择， 均地产 10.0%-27.5%) ，植 业科技

1986 年子 M，代决选品系，代 株繁茂，喜水肥 进步二

号合街 86-1043 等奖

合丰 36 黑龙江省 1995 1985 年用 80 Gy "Co "f 射 早熟〈生育日数118 心，丰 0.13 万 hmz

农科院合 线照射(合丰26X公交 7407) 产也好(3-4 桂英多)，适应性 70 万元

江农科所 FI 风干种子，系谱法选弹，强

1988年于 M. 代诀选品系，代

号合交 88-851

社丰 6 号 黑龙江省 1989 1988 年用 160 Gy 的 .0Co "1 品质好〈蛋白质含量 3.3;;j hmz 1991 年

农科院牡 射线照射〈铁怜短叶柄×克拉 43.2% ，脂肪含量19.8%)，植 1750万元 获省农

丹江农科 3'l )Fz 风干种子，系谱法选择，株繁茂，喜水肥，高抗灰斑病 业科学

所 1981 年子 M. 代决选品系，代 技术赴

号仕牺 81-4219 步三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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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

作物 品种 育成单位
推广

选育经过 主要将征将性
累计西双

获奖情况
年代 和效益

懊农 28 黑龙江省 1986 1976 年用注量 5X lOll/em' 早熟(生育日数115 d) ，籽 4.1 万 hm'

农科院大 热中子照射(黑农16X十胜t主 强抗倒，抗细菌性m:点病 1860万元

豆所 叶)Fs 风子种子，系谱法选择，

1990年于 Ms 代决选品系.代

号哈 77-7594

黑农 31 黑龙江省 1987 1974 年用注量 5 X lOll/em' 中早熟(生育日敷118 d) , 13.5 万 hm'

农科院大 热中子照射〈哈 70-5072 X 晗 品质好(蛋白质含量 41.4% , 5075 万元

豆所 53)F. 风子种子，系谱法选择， BllllO含量 23.1 %)，耐病毒病，

1977 年于 Ms 代决选品系 节问短，结英密

黑农 32 黑龙江省 1987 1974 年用注量 5X lOll/em' 产量高(校对照地产8 万 hm'

农科院大 热中子照射(晗70-5072X 晗 12.6%)，抗病毒梢，抗食心3000万元

豆所 53)F. 风干种子，系谱法选择，虫，品质好(蛋白质含量

1978年决选晶系，代号晗78- 40.8%，脂肪含量22.9%)

6303

黑农 37 黑龙江省 1992 1979 年用注量 5X lOll/em' 产量高(佼对照槽产17.3 万 hm'

农科院大 热中子照射(黑农28X哈 78- 15.4%) ，中抗灰斑病，抗病毒7800 万元

豆所 8391>的后代风干种子，系谱位

法选择， 1985 年子 M，代决逃

品系，代号哈85-6437

黑农 38 黑龙江省 1992 1979 年用注量 5XIOII/em' 产量高(校对照地产 9.0 万 hm'

农科院大 热中子照射(晗 77-7594 X 晗 17.4%) ，茎杆姐、结英瞥，抗 4050 万元

豆所 78-839 1>后代绚风干种子，系 倒伏，耐灰斑病，中抗病毒病

谱法选择， 1985 年于 M，代诀

选品系，代号哈 85-6439

黑农小控豆 黑龙江省 1989 1980 年用注重 5 X 10" /em' 小控〈百位重11-12g)，选 0.67 万 hm'

1 号 称:科院大 快中子处理(7626-0-2X 7634- 定出口做纳豆，汗较强，高抗 300 万元

豆所 01 7) F，风子种子，系谱法选灰斑病

择， 1984 年子 F，Ms 代决选品

系，代号哈84-1596

谷 出谷 27 黑龙江省 1988 1980 年用注量 1 X 10"/em' 早熟(生育日敷120 们，喜 1.4 万 hm'

农科院作 快中子照射稳定品系商繁风水肥，秤强抗倒，高抗白发病640.5 万元

子 物育种所 干种子，系谱法选择，经商繁和黑穗病

加代， 1982年子 Ms 代决选品

系，代号龙牺9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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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品种 育成单位
推广

选育经过 主要待征符性
累计面织

除奖情况作物
年代 和专t益

龙谷 28 黑龙江省 1989 1980 年用注量 7 X lOll/em' 产量高〈较对照地产9.8 万 hm' 1991 年

农科院作 快中子照射稳定品系原1246 23.8%). 抗旱，抗倒，抗白发5392.5 万元 获省科

物育种所 风干种子.系谱法选择，商繁娟和黑槐病，米质好〈蛋白含 技进步

加代. 1983年子 M，代目毛远品 量 1 1. 5%. 脂肪含量 4.4%. 四等奖

系，代号龙辐92170 淀粉含量76.0% .直链淀粉为

29.9% )

幽谷 29 黑龙江省 1992 1982 年用注量 7 X lO ll/em' 产量高〈较对照地产9.4 万 hm'

农科院作 快中子照射稳定晶系吉1246- 14.7%). 抗黑穗病和叶斑病，6777.6 万元

物育种所 2 风干种子.系谱法选择.1985 茎手手韧性强，抗倒伏，抗风，不

年子 M‘代诀滔品系，代号龙易~位

辐 94099

陈选 12 黑龙江省 1986 1972 年用注量 5X 10"/em' 抗旱，抗钻心虫，活汗成熟3.3 万 hm'

农科院败 快中子照射稳定品系小-九 800 万元

江农科所 风干种子，系谱法选择.1977

年子 M. 代诀选晶系，代号 77-

9038

除选 14 黑龙江省 1992 1977 年用 250 Gy ··Co'Y射 秤强抗倒，抗早性强，米质 10 万 hm'

农科院数 线照射[ (败 9012 X 搬 70- 好〈蛋白质含量 12.6% .脂肪 4900 万元

江农科所 3127) X搬 70-312JF1 风干种 含量 4.9%)

子，系谐法选择.1982年子 M.

代决选品系，代号82-9004

玉 龙牺玉 1 号黑龙江省 1984 1978 年以自交系甸骨 11 与 产量高{较对照地产 13.4 万 hrn'

农科院原 辐射选育的突变系辐 746 配 19.0% 】.抗病〈大斑病。 .5 4020 万元

米 子1出所 制组合. 1979-1980 年鉴定 级，黑穗病$0.5-1.5% 】，活

手乎成熟.品质好(蛋白质含量

12.8% )

龙辐玉 2 号黑龙江省 1987 1980 年以自交系 564-7 与 植株繁茂.抗倒伏，抗病 9.3 万 hm'

农科院原 辐射选育的突变系牺 746 配 〈大斑病 0.5 级，黑粉刷率 2800 万元

子能所 制组合. 1981-198:1年鉴定 0.5%.黑穗病率。.2%)

龙稻玉 3 号黑龙江省 1992 1986 年以辐射选育的突变 产最高〈较对照地产 0.53 万 hm'

农科院原 系牺 2691 与自交系配制组 18.3% 】，叶片收敛 360 万元

子能所 合. 1987-1988 年鉴定

亚 黑亚 4 号 黑龙江省 1981 1970 年以辐射选育的'Y 67- 产量高(原茎较对照增产 16.3 万 hm'

农科院经 1-681 为母本与优系 6409-640 12.9%. *麻率校对P.U J1t加 9766 万元

麻 作所 杂交，南繁加代，系谱法选择，18.3%】，耐盐碱，秤强抗倒

1972年子 F，代诀选品系，代

号 17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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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品种 育成单位
推广

选育经过 主要特征特性
累汁面积

获奖情况
年代 和~益

阔亚 6 号 黑龙江省 1984 1976 年以优良品系 7107-2- 产量高{原茎和*=麻率分别 10.9 万 hm' 省农业

农科院经 4 为-Ill:本与辐射选育的突变系 较对照地产 14.2% 和 6510.4 万元 科技进

作所 'Y7005-21-6-7 杂交，系谱法选 20.5%)，品质好{原茎等级 步二等

择， 1978年子且代决选品系，寓， -I主麻率高.纤维强度大), 奖

代号 7607-9-1 抗旱性强，抗锈，耐立枯病和

炭瘟病

大 宁蒜 1 号 黑龙江省 1990 1973 年用 150 Gy ··Co'Y射 产量高〈校原品种精产0.21 万 hm'

宁安县农 线照射当地品种紫皮蒜，系滑21.9%). *=势强，品质好，辣22.4万元

蒜 科所 法选挥， 1979年决选品系，代味浓，耐贮耐运，抗病住强

号宁f1 M79-1

自 9 号白菜 黑龙江省 1980 1973 年用 800 Gy ··Co'Y射 产量高，耐贮，品质好 7.3 万 hm'

农科院园 线照射〈科二×肥城*=叶)F1 8800 万元

菜 艺所 风干种子·自交系选择， 1976

年子 M. 代诀选品系

龙自 1 号 黑龙江省 1984 1975 年用 700 Gy ··Co'Y射 产量高，抗霜霉病、病毒病3.0 万 hm'

农科院园 线照射〈胶二叶×通化)F‘风 和软腐病，耐贮 3600 万元

艺所 干种子，经自交系统选择和集

团交母系选择. 1978 年于 M.

代诀选品系，代号78-22-8

龙牺二牛心黑龙江省 1992 1977 年用 700 Gy ··Co'Y射 产量高〈较原亲本增产2.1 万 hm'

农科院园 线照射纯合品种二牛心风干18.8%】，品质好{含糟量、VC 2560 万元

艺所 种子，单株自交选系.集团授含量、固形物均高于原亲本),

粉采神， 1979 年于 M. 代决选 抗病{对病毒病、软腐病和1冒

品系，代号 79-21-2 霉病抗tt均强于原亲本

龙协白 3 号黑龙江省 1993 1986 年以辐射育成的自交 产量高，高抗病霉病和软 I~ 。.33 万 hm'

农科院园 系 70-23-2-5 与自交系 P-20-2 病.耐贮 400 万元

艺所 杂交，配制组合， 1987-1988

年鉴定

龙协白 5 号黑龙江省 1994 1987 年以辐射育成的 P-8 产量高〈较对照精产 。.33 万 hm'

农科院园 自交系与二牛心选育的 P-1 31.4%). 早熟〈生育日敷 75- 400 万元

艺所 自交系杂交，配制组合，代号 80 d). 抗病性强

为 87-2 ， 1988-1990 年鉴定

写#写 |龙芸豆 4 号黑龙江省 1994 1983 年用 200 Gy ··Co'Y射 产量高〈较对照捕产3.3 万 hm'

农科院作 线照射农家品种黑芸豆风干22.0%)，轩强抗倒，不炸奖，3600万元

豆 物育种所 种子，系谱法选择. 1987 年于 品质好〈蛋白质含量25.0%.

Ms 代决选品系，代号 87- 脂肪含量2.6%)

9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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