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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团队针对长江上游稻作生态特点及水稻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开展了绿色优质高产新品种的培育

研究。先后发掘出与稻飞虱抗性、产量、品质性状相关的基因 /QTL ；研发了稻米品质、稻瘟病抗性、稻飞

虱抗性、磷高效利用、抗旱性、抗倒伏等绿色性状的改良技术；创制出兼具优质、高配合力、抗稻瘟病、

抗飞虱等优良性状的新材料；培育出适合长江上游生态条件的绿色优质高产新品种并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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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problems in 
rice production, large efforts have been made on the breeding of Green Rice with good grain quality and high yield 
in this study. As a result, several genes/QTLs related to rice brown planthopper resistance, yield and grain quality 
were identified. The technologies for improvement of grain quality, resistance to rice blast and brown planthopper, 
phosphorus-use efficiency, drought and lodging resistance were explored. A large number of new parental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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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水稻育种经历了“矮化育种”、“杂

交优势利用”和“超级稻育种”3 个发展阶段，其

主要目标是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潜力。经过几代育

种家的不懈努力，先后育成了广场矮、桂朝 2 号、

汕优 2 号、汕优 63、岗优 22、两优培九等为代表

的高产良种，为我国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单纯追求高产导致的化肥过量施用、抗病虫

品种缺乏造成的农药大量使用，区域性、季节性干

旱频发以及高产、优质、抗病虫特性难以协调发展

等问题是水稻育种面临的重大挑战。针对这些问题，

张启发院士于 2007 年提出了“绿色超级稻”育种

战略，倡导培育同时兼顾“抗病虫、营养高效利用、

节水抗旱和高产优质”等特性的绿色超级稻
[1]。本

研究团队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注重水稻高

产、优质和抗病相结合的选育方向，提出米质与泰

国米媲美的优质高产杂交水稻育种策略 [2]，并在国

家“863”计划、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等项目支持下

开展绿色优质高产新品种培育工作。

1　长江上游稻作生态特点及水稻品种现状

长江上游稻区包括川、渝、滇、黔及陕南稻作

生态区，水稻生产面积约 479.33 万 hm2。病虫害、

生态条件、自然灾害是影响水稻生产的主要因素。

稻瘟病、稻曲病、纹枯病、白叶枯病、螟虫、飞虱

等病虫害常年发生，但达到抗病级别 (0~3 级 ) 的品

种很少，更缺乏抗螟虫、抗飞虱的新品种。该稻区

生态条件复杂，区域性、季节性干旱时有发生，

2004—2014 年西南四省农作物年受旱面积 286.64 
hm2，占全国受旱面积的 16.59%，其中 2010 年达

到 37.95%[3] ；土壤供肥能力较差，长江流域土壤速

效磷平均为 14.6 mg/kg [4]，显著低于全国水稻主产

区的平均水平 (19.8 mg/kg) [5]。川西平原的寡日照、

小温差、早秋雨，以及重庆、川中、川东北和四川

盆地东南的夏伏旱、高温等自然灾害，严重影响水

稻的高产稳产和品质提升。2001—2017 年，通过国

家审定的水稻品种有 992 个，其中高产类型品种 ( 区
试平均产量较对照增产 5% 及以上 ) 573 个，占审

定品种的 57.76% ；优质品种 ( 稻米品质达到国家标

准《优质稻谷》三级及以上的品种 ) 395 个，占

39.82% ；抗稻瘟病品种 ( 中抗、抗及高抗穗颈瘟的

品种 ) 203 个，占 20.46% ；增产幅度达到或超过

5%，米质达国标优质米标准且抗稻瘟病品种有 45
个，占 4.54%。四川省在同期审定了 284个水稻品种，

其中高产类型品种占 53.52%，略低于国审高产品

种比率；优质品种和抗稻瘟病品种比率分别为

21.13% 和 2.11%，显著低于国审优质和抗病品种比

率；缺少产量较对照增加 5% 及以上，优质且抗稻

瘟病的品种 ( 根据国家水稻数据中心 http://www.
ricedata.cn/ 数据统计 )。因此，在产量水平稳步提

升的基础上，协调改良水稻品种的优质、抗病虫特

性，并进一步实现营养高效、节水抗旱目标已成为

长江上游稻区的重大科技需求。

2　绿色优质高产杂交稻新品种培育

针对长江上游稻作生态特点及水稻生产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本研究组在系谱选育、回交育种及杂

种优势利用等传统育种技术的基础上，运用基因组

学和生物信息学的最新成果，发掘绿色性状新基因

/QTL 并充分利用已鉴定出的影响品质、抗病虫性、

产量等性状的基因 (QTL) 创制单一性状表现突出或

聚合多种绿色性状的优异水稻新材料，不断完善绿

色性状改良技术，培育适合长江上游一季中稻种植

的绿色优质高产杂交稻新品种。

2.1　绿色性状基因/QTL的发掘与利用

2.1.1　抗飞虱新基因Bph32的克隆

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和 DNA 测序技术，从水

稻品种 Ptb33 中克隆出一个新的抗褐飞虱基因

LOC_Os06g03240。该基因位于水稻第 6 染色体短

臂 RM19291-RM8072 区段，命名为 Bph32，编码一

个未知的短同源重复序列 (SCR) 蛋白。将该基因导

入感虫水稻品种Kasalath可显著提高其褐飞虱抗性。

表达分析结果显示，Bph32 基因在抽穗期各部位均

有表达，在叶鞘中表达水平最高；接虫 2 h 和 24 h
后表达水平显著提高。这与褐飞虱栖息和进食规律

相吻合 [6]。该基因 ( 原名 Bph28) 及其应用方法已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 (201410441422.2)。

pyramiding the advantageous genes of good grain quality, high combining ability, improved resistance to rice blast 
and brown planthopper were developed. Even better, several new Green Rice with fine quality, high yield and good 
resistance to rice blast were bred, which are more suitable for the ec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rice production.
Key words: green; good grain quality; yield; rice blast; brown planthopper; molecular marker; breeding;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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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水稻抗褐飞虱基因Bph3的等位变异及其功能

标记开发

Shui Daw In (SD) 为引自缅甸的水稻品种。经

过接虫鉴定表明，该品种在全生育期对褐飞虱具有

稳定的抗性。利用 SD 与感虫对照品种 TN1 构建的

F2:3 隐性群体，将 SD 的抗褐飞虱基因定位在第 4 染

色体短臂 SNP 标记 SN8 与 SN11 之间的 2.8 cM 区

段 [7]。进一步将该基因精细定位在 HST3-RM16514
间 677 kb 区段 ( 图 1)，并从 SD 中克隆了抗褐飞虱

基因。序列比对结果表明，该基因为 Bph3 的等位

基因，命名为 Bph3p。根据 Bph3p 的序列特征，设

计了分子标记 In-1 和 In-2，可有效鉴别出抗飞虱基

因 Bph3p ( 图 2)。该基因的分子标记及其应用方法

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01610987022.0)，并应用于

抗褐飞虱水稻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2.1.3　水稻产量性状粒厚主效位点qGT8的发掘

以自育的细长粒型优质籼稻保持系川 106B 与

籽粒宽厚饱满的籼稻保持系川 345B 杂交，构建 F2

分离群体。通过分子标记连锁图谱分析，在第 8 染

色体长臂 RM6070-RM447 区段同时检测到控制稻

谷粒宽和粒厚的主效 QTL (qGW8 和 qGT8)。进一步

测序分析证明控制粒厚的 qGT8 为 GW8 [8] 的等位基

因。对该基因序列分析发现，川 106B 在编码区第

3 外显子插入 2 bp 引起移码突变，且位于 qGT8 的

OsmiR156 结合位点，推测为川 106B 籽粒厚度变薄、

宽度变细的关键位点。进一步比较 qGT8 近等基因

系的稻米外观品质及产量性状，发现 NIL-qGT8C-345B

的垩白粒率、粒厚、粒宽、千粒重、单株产量显著

高于 NIL-qgt8C-106B。在该位点川 106B 的等位基因

降低垩白粒率 35.25%，而川 345B 的等位基因引起

千粒重增加 13.09%、单株产量增加 4.87% [9]。

2.1.4　杂交籼稻骨干保持系岗46B产量及品质性状

的QTL分析

岗 46A 曾为长江流域杂交水稻的主要不育系，

具有产量配合力高、适应性广等突出优点，但因稻

米外观和食味品质较差限制了进一步的推广应用。

本研究利用岗 46B 的低垩白、窄粒导入系 K1075
与岗 46B 构建 F ２和重组自交系 (RIL) 群体，对稻

谷产量及品质性状进行 QTL 分析，在第 5 染色体

RM17990-RM18004-RM18068 区间同时检测到控

制粒宽、粒厚、粒重、垩白粒率和长宽比的主效

QTL，且增加粒宽、粒厚、粒重、垩白粒率的等位

基因均来自岗 46B [10-11]。另有研究也曾报道，增加

垩白粒率的主效 QTL (Chalk5) 与增加产量 ( 粒宽 )
的主效 QTL (qSW5/GW5，GS5) 紧密连锁 [12]。在低

回交世代扩大群体规模，利用重组选择获得目的基

因与紧密连锁标记重组的单株 [13]，以及发掘一些特

定的遗传背景打破连锁 [14] ，都将有助于解决高产

性状与外观品质改良的矛盾。

2.2　优质绿色性状改良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2.2.1　稻米品质相关基因分子标记辅助选择与表型筛选

近年来，本团队在三系杂交稻外观品质、碾米

品质和蒸煮食味品质改良方面取得较好进展，在规

模化育种材料的鉴定与筛选工作中，香味和直链淀

粉含量的选择主要依据分子标记 (A-2-1 和 RA19)
鉴定结果，重点选择有香味的等位基因和中低直链

淀粉含量的基因型。分子标记 A-2-1 系本研究小组

根据香味基因 Os2-AP 第 7 外显子上 8 bp 缺失设计

的 InDel 引物，经 PCR 扩增和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后可清晰区分香型 ( 扩增 211 bp 条带 )、杂合 ( 同
时扩增 211 bp 和 219 bp 条带 ) 和非香型 ( 扩增 219 
bp 条带 ) 基因型 ( 图 3)，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01510577858.9)。分子标记 RA19 为本研究小组依

据Wx等位基因 (CT) n多态性设计的微卫星引物 [15]，

其扩增产率和效率明显高于 Blight 等 [16] 设计的引

物“484/485”，应用 RA19 辅助选择快速培育稻米图1  Bph3p基因精细定位

M: 100 bp DNA Ladder；1~12，15~24: 分离单株；13: SD；14: TN1
图2  分子标记In-1在分离群体中的PCR扩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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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链淀粉含量中等的水稻品系方法已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 (ZL200910058555.0)。稻米粒形、垩白和整精

米率的选择通过目测并结合 SC-E 型 ( 杭州万深检

测科技有限公司 ) 种子外观品质检测分析系统，筛

选外观、碾米品质优良的材料，同时结合已经克隆

或精细定位的相关基因 /QTL 的分子标记 (GW8、
Chalk5、GS3、SW5 等 )[9,12,17-18] 进行辅助选择，提

高育种效率。

2.2.2　稻瘟病抗性基因分子标记辅助选择与病圃诱

发鉴定抗病材料

根据成恢 177、IR65482-4-136-2-2B 等供体亲

本的稻瘟病抗性基因来源，利用 Pikm、Pi40、Pi9
和 Pi54 基因的功能标记或紧密连锁分子标记 [19-22]，

对回交构建的导入系材料进行基因型选择，同时结

合病圃自然诱发鉴定，培育持久抗稻瘟病材料。在

四川省蒲江县稻瘟病常发区直播导入系材料，以岗

优 725 等作为诱发品种，参照国际水稻研究所 (IRRI)
的调查方法 [23] 鉴定叶瘟和穗颈瘟级别，先后选育

出抗稻瘟病恢复系材料 1 200 多份，保持系材料和

两用核不育材料 300 多份。

2.2.3　褐飞虱抗性基因分子标记辅助选择与网室接

虫筛选抗虫材料

已报道的抗褐飞虱基因位点超过 30 个，其中

Bph3、Bph14+15、Bph18/Bph26 等抗性基因已用于

抗飞虱水稻新材料创制及新品种培育 [24-28]。本研究

主要以 Ptb33、IR78525-150、Shui Daw In、B5 等材

料为抗源，与本团队现有优良亲本材料杂交并回交，

结合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培育带有一个或多个抗性

基因 (Bph3、Bph14+15、Bph32、Bph18/Bph26 等 )
的水稻材料，同时在苗期开展规模化接虫鉴定。目

前，已筛选出一批抗飞虱的保持系、两用核不育系

和恢复系材料。

2.2.4　简易抗旱性筛选方法与抗旱品种评价

建立了一套简易的抗旱性筛选方法。在温室大

棚中采用盆栽方法，移栽成活后自然落干，土壤水

分保持在田间持水量的 50% 左右，以全生育期保

持 3 cm 水层作为充分灌溉对照，50% 田间持水量

条件下相对于充分灌溉的性状相对值 ( 株高、播始

历期、相对分蘖、生物干重 ) 作为评价水稻材料抗

旱性的有效指标。自行研制了水稻试验盆栽自动加

水系统 (ZL 201520431038.4)、自动灌溉系统及其控

制方法 (201630576079.2)、电子称 ( 自动灌溉称重 )
(ZL201630576079.2) 等申请或获得国家专利，实现

了盆栽试验中称重和加水的自动化，提高了鉴定筛

选效率，有利于扩大盆栽试验规模。

以四川区试对照品种岗优 725 及其恢复系绵恢

725 为对照，利用简易筛选方法鉴定部分自育恢复

系及所配杂交组合的抗旱性，结果表明，本团队育

成的抗病恢复系成恢 727 的抗旱能力较强，其有

效分蘖、株高和生物干重相对值分别为 54.90%、

94.56%、61.41%，均高于对照绵恢 725，生育期较

充分灌溉条件提前 5~7 d ；利用成恢 727 与抗旱能

力不同的不育系配组，杂交 F1 的抗旱表现有较大

差异，其中由抗旱不育系沪旱 7A 与成恢 727 配制

的 F1 综合表现最好，其有效分蘖、株高、生物干

重的相对值均超过 70%，生育期接近充分灌溉对照。

这一结果表明，要获得抗旱能力较强的杂交组合，

双亲均应具有较好的抗旱特性。

2.2.5　耐低磷水稻材料筛选

首先在缺磷的大田条件下进行磷高效利用规模

化筛选，对初选表现良好的材料进一步水培复筛。

本研究以国际水稻所 (IRRI) 报道的营养液为基础，

磷含量仅为基础培养液的 20%，以低磷培养液与正

常营养液条件下的分蘖数、根长和叶色相对值作为

鉴定指标，现已从成恢 727 与老红谷、培 C122 等

资源材料构建的导入系中筛选获得磷利用效率较高

的材料。

2.2.6　抗倒伏性状评价及资源筛选

倒伏是影响水稻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倒伏指

数 (LI，弯曲力矩 / 折断弯矩 *100) 可以作为一个综

合指标大致评估水稻材料的抗倒伏能力 [29-31]。本研

究组在 3 个不同播期条件下对来自国内、国际水稻

图3  利用引物A-2-1的PCR扩增鉴别香味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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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IRRI)、印度、美国等不同地区的 33 份水稻材料

进行了抗倒伏性状调查与评价。结果表明，Kasalath
等倒伏指数大于 200 的材料成熟期均发生倒伏，本

团队培育的川 106B、成恢 177、川 345B 等材料在

3 次不同播期的倒伏指数均低于 100。评价抗倒伏

能力应结合株高、地上部分生物学产量、基部第二

节间长度等性状综合判别，建议选择倒伏指数在

100 左右，株高适中、有较高生物学产量、基部第

二节间较短等性状协同改良抗倒性和丰产性 [32]。

2.3　优质绿色性状的聚合与骨干种质创新

2.3.1　优质不育系的创制

采用细长粒型香稻保持系 IR58025B 与早熟香

稻保持系宜香 1B 杂交，育成了中低直链淀粉含量、

垩白少、香气浓、产量配合力较好的长粒型不育系

川 106A。该不育系经武汉国家稻米制品检验检测

中心分析，精米长宽比 4.7，整精米率 62.2%，垩

白粒率 2%，垩白度 0.1%，透明度 1 级，直链淀粉

含量 16.4%，胶稠度 83 mm，碱消值 6.5，达国标

一级优质米标准 [33]。川 106A 含有抗稻瘟病基因

Pi-54，对稻瘟病具有一定抗性。

为进一步改良川 106B 的籽粒饱满度和异交习

性，本团队从川 106B/ 川 345B 的后代中，注重优

良株型、柱头粗大、充实度好和香气较浓等性状的

聚合，育成优异保持系及其不育系川康 606B、A，

川 608B、A 和川 609B、A。这些新不育系及其组

合的米质优良、制种产量高。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

利用川康 606A 已配制出 11 个米质达部颁优质米新

标准的杂交组合。

2.3.2　抗病、高配合力新恢复系的创制

20 世纪 90 年代，本研究团队利用带有持久抗

稻瘟病基因 Pi-km 的广亲和、高光效美国爪哇稻

Lemont 育成抗稻瘟病、高配合力水稻恢复系成恢

177 [34-35]。利用该恢复系已配制出 13 个杂交组合通

过国家级或省级审定 (http://www.ricedata.cn/variety/
varis/614363.htm)。进一步利用成恢 177 与骨干恢

复系蜀恢527杂交，采用系谱法，着重选择株叶型优、

抗倒力好、结实充实好、米质优良的单株或株系，

经连续多代测交和稻瘟病常发区同步鉴定抗性等方

法育成抗稻瘟病新恢复系成恢 727 [33]。目前，本单

位及其他合作单位利用成恢 727 已配制出 29 个抗

病杂交组合，36 次通过国家级或省级审定 ( 根据国

家水稻数据中心 http://www.ricedata.cn 及 2018 年农

作物品种审定结果公告信息统计 )。利用成恢 727
与其他优良恢复系杂交，创制出 R1778、R1459、

R1213、R5108 等优质、高配合力、抗稻瘟病新恢

复系，并配制出杂交组合参加国家或省级区域试验。

利用抗飞虱材料 B5 与成恢 3203 杂交，采用

系谱法，并结合 Bph15 (MS5)、Bph14 (STS14) 基因

功能标记进行辅助选择，结合稻瘟病圃和褐飞虱接

虫圃筛选，育成兼抗飞虱、抗稻瘟病的新恢复系成

恢 547。该恢复系后期转色佳、结实率高、产量配

合力好、稻瘟病抗性强。网室接虫鉴定结果表明，

成恢 547 抗性为 3 级，感虫对照品种 TN1 为 9 级。

配制的双抗优质组合川康优 547 已进入省级区域

试验。

2.3.3　节水抗旱恢复系的创制

利用旱恢 3 号分别与恢复系明恢 63、R172 杂

交，采用系谱选择，结合 50％田间持水量的水分胁

迫处理方法，从旱恢 3 号 / 明恢 63 中选育出节水抗

旱恢复系成恢 708，从旱恢 3 号 /R172 中筛选出抗

旱恢复系成恢 31701。利用抗旱恢复系配制的杂交

组合沪旱 7A/ 成旱恢 708 在 2015 年绿色超级稻项

目组海南旱稻新品种筛选试验中平均每公顷产

5.004 t，比对照特籼占 25 增产 39.3%，居该试验第

1 位；2017 年参加上海市节水抗旱稻绿色通道试验

和长江中下游试验表现突出。成恢 31701 与两系不

育系巡天 15S 配制组合在广西早稻预试中表现突

出，已进入 2018 年广西早稻区试。

2.4　育成优质绿色杂交水稻新品种

川优 6203 系是利用长粒型优良食味不育系川

106A 与抗病恢复系成恢 3203 配制的优质绿色杂交

水稻新品种 [36]。该品种品质优良，在四川省区试和

长江上游国家区试中米质均达国颁二级优米标准，

其外观品质、加工品质和食味品质堪与泰国米媲美；

产量较高，在四川省区试中比对照冈优 725 增产

2.90%，在长江上游中籼迟熟组区试中比Ⅱ优 838
增产 2.2%，在湖北省中稻品种区试中比对照 Q 优 6
号增产 6.33% ；抗病性强，在四川省区试中穗颈瘟

平均 4.5 级，国家区试中稻瘟病综合指数 3.6，湖北

省区试中稻瘟病综合指数 2.4 ( 国家水稻数据中心

http://www.ricedata.cn)。此外，在水稻材料的二化

螟茎秆接虫抗性鉴定试验中，川优 6203 的幼虫死

亡率为 62.00%，表现为中抗。在土壤镉含量为 1.1 
mg/kg 的筛选池内，川优 6203 的糙米镉平均含量为

0.292 mg/kg，比对照品种Ⅱ优 838 的平均值低

38.66%，达极显著水平。2014 年，在川优 6203 百

亩片示范现场验收中，以朱英国院士为组长的专家

组认为，川优 6203 是一个集优质、高产、多抗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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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绿色杂交水稻新品种，解决了四川杂交水稻高

产不优质的技术难题 [37]。

川康优丝苗和川优五山是用自选优质新不育系

川 608A、川康 606A 分别与五山丝苗配组而成的优

质绿色杂交水稻新品种。川优五山米质优良、收获

指数高、稻瘟病抗性强。川康优丝苗的主要优点是

株叶型好、秆硬抗倒、生育期适中、适合机械化栽培，

且将优良米质、产量潜力、综合抗性和广适应性整

合到较高水平。在 2017 年长江上游联合体区试中，

这两个组合的米质分别达到国标一级和二级优米标

准 ( 表 1)，适于在西南稻区作一季中稻栽培。2018
年的试验表明，该品种可在长江中下游稻区做麦后

直播稻栽培。

2.5　绿色优质高产新品种的示范与推广应用

优质高产杂交水稻川优 6203 于 2012 年被四川

省财政采购省内品种使用权，实行 “品种政府采购，

企业集中繁育，项目转化推广，品牌合力打造” 的
推广新模式。2013 年川优 6203 在四川省内 15 个县

( 市 ) 累计推广 0.4 万多 hm2，2014 年在省内 77 个

现代农业示范县种植 3.33 万 hm2，2015 年已成为

当年四川省水稻生产上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2016
年在省内外推广 20 万 hm2 以上。依据川优 6203 的

特征特性及四川优质稻发展现状，任光俊 [37] 提出

在优势生态区连片规模化种植，以加工企业为龙头

打造优质川米品牌和通过提升制种产量保障供种数

量和质量等生产建议，期望推动四川高档优质杂交

水稻从品种培育 - 种子生产 - 示范推广 - 品牌打造

的全产业链发展。中粮集团、谷黄金集团等粮食加

工企业已积极参与川优 6203 订单生产，联合推出

了“四川长粒香”品牌。

川优 6203 的氮肥利用效率较高，在每公顷

120~150 kg 纯氮条件下，即可实现每公顷 7.5 t 以
上的产量 [38]。吕世华等 [39] 利用川优 6203 等优质稻

在四川简阳市新天地水稻合作社进行有机种植开

发，取得很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试验表明，采用覆

膜有机水稻种植技术，川优 6203 等优质稻在干旱

年份每公顷产量达 7.5 t 以上；2015 年，合作社有

机大米批发价达到 16~24 元 /kg，农民种植 1 hm2

有机水稻的纯收入至少在 15 000 元以上；在该合作

社推广优质稻有机种植 6 年，共减少稻田化肥施用

折合纯氮 18.5 t、五氧化二磷 10 t、氧化钾 6.5 t，节

省成本达 20 万元以上，生态环境得以显著改善。

3　展望

经过 10 余年的艰苦努力，本研究在绿色性状

基因发掘，创制兼具优质、高配合力、抗稻瘟病、

抗飞虱等优良性状的新材料和推广优质高产抗稻瘟

病新品种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提升了长江上游稻

区优质抗病杂交水稻生产水平，实现了绿色超级稻

育种目标。但是，如何将更多的有利基因聚合，以

培育更高水平的绿色超级稻新品种仍是我们今后努

力的方向。

要注重育种效率的提高。对存在显性基因可以

利用的绿色性状 ( 如稻瘟病、白叶枯病和稻飞虱抗

性等 )，可通过向两个亲本材料导入不同的基因，

再通过双亲杂交实现多基因的聚合 [33]。此外，在开

展功能基因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基础上，充分利用

水稻基因组技术工具 ( 如水稻基因组育种芯片 ) 进
行全基因组遗传背景筛选 [40]，有利于快速获得定向

改良的育种材料。同时，要重视两系法杂交稻育种。

两系法不受恢保关系的限制，不育系繁殖产量高、

成本低、纯度高，且培育两系不育系可节省三系法

转育不育系的时间，加速育种利用进程。2017 年国

家及南方 10 省通过审定的水稻新品种中，籼型两

系杂交稻占 44% ；四川省自 1997 年以来没有通过

审定的两系杂交稻 ( 根据国家水稻数据中心 http://
www.ricedata.cn/ 数据统计 )。此外，针对一些单个

基因贡献率较小的绿色性状 ( 氮磷高效利用、抗旱

性、稻曲病抗性等 )，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建立稳定

的筛选鉴定方法，育种策略应着眼于表型鉴定，基

因型选择可作为参考。为满足不断增加的中高端稻

米消费市场需求，要进一步加强高档优质杂交水稻

的培育，更加注重加工和食味品质性状的改良，以

育成综合米质水平完全可与泰国米媲美的绿色优质

表1  优质高产杂交水稻新品种的米质表现

(长江上游水稻联合体区域试验，2017)
品种名称 糙米 整精米 长宽比 垩白粒 垩白 透明 碱消 胶稠度 直链淀 优质

 率/% 率/%  率/% 度/% 度/级 值/级 /mm 粉/% 级别

川康丝苗 80.5 60.9 3.2 11.3 1.6 1.3 6.5 80.0 17.2 国标2级
川优五山 80.5 63.0 3.5   7.0 0.8 1.0 6.8 76.7 17.0 国标1级
F优498 (对照) 81.2 45.5 3.0 44.0 6.4 2.0 5.6 83.7 20.2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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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水稻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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