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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江苏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引种备案目录（第二批）

序

号
作物

品种

类型
品种名称 引种编号 审定编号 引种单位 育种单位 引种适宜区域

1 小麦 半冬性 新选 979 （苏）引种（2021）第 128 号 豫审麦 20210043 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农作物新品种引育中心 江苏省淮北麦区

2 小麦 半冬性 青农 6 号 （苏）引种（2021）第 129 号 皖审麦 20200007 合肥国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丰种子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3 小麦 半冬性 泛农 11 （苏）引种（2021）第 130 号 豫审麦 20210078 河南黄泛区地神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黄泛区地神种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4 小麦 半冬性 百农 307 （苏）引种（2021）第 131 号 豫审麦 20200017 新乡市农乐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科技学院 江苏省淮北麦区

5 小麦 半冬性 禾麦 32 （苏）引种（2021）第 132 号 豫审麦 20200041 河南省豫玉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玉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6 小麦 半冬性 温原 0528 （苏）引种（2021）第 133 号 豫审麦 20180026 温县温原种业有限公司 温县温原种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7 小麦 半冬性 浚麦 802 （苏）引种（2021）第 134 号 豫审麦 20200020 浚县沃丰种业有限公司 浚县丰黎种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8 小麦 半冬性 豫农 908 （苏）引种（2021）第 135 号 豫审麦 20210040 河南宝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农业大学 江苏省淮北麦区

9 小麦 半冬性 浚麦 169 （苏）引种（2021）第 136 号 豫审麦 20180019 浚县硕丰种业有限公司 浚县硕丰种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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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物

品种

类型
品种名称 引种编号 审定编号 引种单位 育种单位 引种适宜区域

10 小麦 半冬性 豫农 806 （苏）引种（2021）第 137 号 豫审麦 20210095 河南金温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农业大学 江苏省淮北麦区

11 小麦 半冬性 鲁研 583 （苏）引种（2021）第 138 号 皖审麦 20210012 山东鲁研农业良种有限公司

山东鲁研农业良种有限公司、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

业应用研究所、

安徽鲁研种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12 小麦 半冬性 温禾 902 （苏）引种（2021）第 139 号 豫审麦 20200010 河南金温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温县金地种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13 小麦 半冬性 濮兴 11号 （苏）引种（2021）第 140 号 豫审麦 20210064 河南中农福鑫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民兴种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14 小麦 半冬性 科大 111 （苏）引种（2021）第 141 号 豫审麦 20210093 河南鲲玉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科技大学 江苏省淮北麦区

15 小麦 半冬性 晨博 3518 （苏）引种（2021）第 142 号 豫审麦 20210020 河南晨博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晨博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亳都种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16 小麦 半冬性 安农大 1216 （苏）引种（2021）第 143 号 皖麦 2016027 安徽颍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农业大学 江苏省淮北麦区

17 小麦 半冬性 濮兴 10 号 （苏）引种（2021）第 144 号 豫审麦 20210019 温县古温种业有限公司 南乐县民兴农作物新品种研究所 江苏省淮北麦区

18 小麦 半冬性 西农 579 （苏）引种（2021）第 145 号 陕审麦20210012号 河南福丰种业有限公司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江苏省淮北麦区

19 小麦 半冬性 中星 999 （苏）引种（2021）第 146 号 皖审麦 20210002 江苏中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中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20 小麦 半冬性 宿 4128 （苏）引种（2021）第 147 号 皖审麦 20200011 济宁市圣祥种业有限公司 宿州市农业科学院 江苏省淮北麦区



— 3—

序

号
作物

品种

类型
品种名称 引种编号 审定编号 引种单位 育种单位 引种适宜区域

21 小麦 半冬性 囤麦 127 （苏）引种（2021）第 148 号 豫审麦 2017011 济宁市圣祥种业有限公司
孙其信、贠清峰、赵胜利、

李彭伟、洪清爽等
江苏省淮北麦区

22 小麦 半冬性 温麦 186 （苏）引种（2021）第 149 号 豫审麦 20210004 河南省科育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科育种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23 小麦 半冬性 大地 532 （苏）引种（2021）第 150 号 陕审麦20210007号 河南省科育种业有限公司 西安大地种苗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24 小麦 半冬性 开麦 1502 （苏）引种（2021）第 151 号 豫审麦 20200006 南京金麒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江苏省淮北麦区

25 小麦 半冬性 联邦 2 号 （苏）引种（2021）第 152 号 豫审麦 20200045 徐州市神州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乡市天宝农作物新品种研究所、

河南联邦种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26 小麦 半冬性 鹤麦 601 （苏）引种（2021）第 153 号 豫审麦 20200060 河南大正润禾种业有限公司
鹤壁市农业科学院、

河南大正润禾种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27 小麦 半冬性 永优麦 628 （苏）引种（2021）第 154 号 豫审麦 20210098 河南省福乐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永优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28 小麦 半冬性 开麦 1606 （苏）引种（2021）第 155 号 豫审麦 20210106 河南省福乐种业有限公司 开封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江苏省淮北麦区

29 小麦 半冬性 金麦 106 （苏）引种（2021）第 156 号 皖审麦 20210006 宿州市金穗种业有限公司 宿州市金穗种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30 小麦 半冬性 智优 105 （苏）引种（2021）第 157 号 豫审麦 20210042 河南天浩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得果种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31 小麦 半冬性 豫农 416 （苏）引种（2021）第 158 号 豫审麦 2009001 连云港市金土地种业限公司 河南农业大学 江苏省淮北麦区

32 小麦 半冬性 才智 566 （苏）引种（2021）第 159 号 豫审麦 20200014 河南省新农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才智种子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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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小麦 半冬性 郑品麦 27号 （苏）引种（2021）第 160 号 豫审麦 20200062 河南邦邦种业有限公司

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金苑邦达富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34 小麦 半冬性 凌科 608 （苏）引种（2021）第 161 号 陕审麦2018005号 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杨凌国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北麦区

35 小麦 弱春性 豫农 516 （苏）引种（2021）第 162 号 豫审麦 20190036 连云港市金土地种业限公司 河南农业大学 江苏省淮北麦区

36 小麦 弱冬性 咸麦 519 （苏）引种（2021）第 163 号 陕审麦2020010号 陕西高农种业有限公司 咸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江苏省淮北麦区

37 小麦 弱春性 新原 958 （苏）引种（2021）第 164 号 豫审麦 2005008 河南联邦种业有限公司 新乡县原种一场 江苏省淮北麦区

38 小麦 春性 金单麦 1 号 （苏）引种（2021）第 165 号 浙审麦 2021002 江苏金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金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市金坛种子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南麦区

39 小麦 春性 皖新麦 5 号 （苏）引种（2021）第 166 号 皖审麦 20200013 宿州市金穗种业有限公司 宿州市金穗种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淮南麦区

40 水稻 粳稻 焦杂粳 1 号 （苏）引种（2021）第 167 号 豫审稻 2011002 江苏中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江苏省淮河以北稻区

41 水稻 粳稻 新粳优 1 号 （苏）引种（2021）第 168 号 豫审稻 2011001 江苏中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乡市农业科学院 江苏省淮河以北稻区

42 水稻 粳稻 信粳 18 （苏）引种（2021）第 169 号 豫审稻 2016003 江苏中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市农业科学院 江苏省淮河以北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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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江苏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引种备案
适应性试验结果

一、小麦

1、新选 979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叶片稍窄，

叶色绿。分蘖力较强，抗寒性较好。株型紧凑，穗层整齐，抗倒性较好。

起身拔节晚，熟相较好。穗纺锤形，长芒、白壳、白粒，籽粒长椭圆形，

半硬质-硬质。2020-2021 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

结果：全生育期 212.5 天，比对照淮麦 20短 1.3天，株高 78.0厘米，每

亩有效穗 40.5万，每穗 36.0粒，千粒重 43.4克。亩产 551.7公斤，比对

照淮麦 20 增产 4.5％。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

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定：感赤霉病（严重度 2.74，病情指数 27.43），

感纹枯病，高感白粉病，高抗叶锈病，中抗条锈病，中感黄花叶病。经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中旬。2、合

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学

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肥

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冬前及早春及时防除

田间杂草。做好赤霉病、白粉病、纹枯病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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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魏伟

联系电话手机：18205187749 办公室电话：025-84650815

2、青农 6 号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直立，分蘖能力较

强，抗寒性较好。株型紧凑，穗层较整齐，抗倒性较好。拔节抽穗早，

熟相较好。长方型穗，长芒，白壳，白粒，角质，籽粒较饱满。2019-2020

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4.5 天，

比对照淮麦 20短 0.9天，株高 85.2厘米，每亩有效穗 44.7 万，每穗 35.6

粒，千粒重 44.9 克。亩产 634.33 公斤，比对照淮麦 20 增产 4.72％。经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鉴定：中抗赤霉病（严重度 1.20，病情指数 1.83），高感白粉病，感纹

枯病，高抗条锈病，高感叶锈病，高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纹枯病

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合肥国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燕茹

联系电话手机：13866196020 办公室电话：0551-68933966

3、泛农 11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分蘖力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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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抗寒性好。株型较紧凑，穗层整齐，茎杆弹性较好，成穗率高，拔

节抽穗早，熟相好，后期较耐高温。穗纺锤型，长芒，白壳，白粒，半

角质，籽粒饱满。2020-2021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

均结果：全生育期 226.8天，比对照淮麦 20短 0.1天，株高 79.7厘米，

每亩有效穗 41.1万，每穗 35.2粒，千粒重 46.1 克。亩产 571.3 公斤，比

对照淮麦 20增产 4.04％。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

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定：中感赤霉病（严重度 3.50，病情指数

14.68），高感白粉病，中感纹枯病，中抗条锈病，高抗叶锈病，中感黄

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中抗穗

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期播种，培育壮苗。一般 10 月上中旬

播种。2、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5万-19万，晚播适当加大播

量，播深 3 厘米。3、科学肥水管理。小麦播种时底肥一般亩施复合肥

50 公斤左右，12 月中旬追施尿素 5.0-6.5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

节孕穗肥占 40%，2 月底追施尿素 7.5-10.0公斤，并重视磷钾肥和有机肥

的配合施用。小麦孕穗期缺水会造成部分分蘖不能抽穗，抽穗扬花后结

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全生育期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

冬前及早春及时防除田间杂草。注意纹枯病、白粉病、赤霉病及红蜘蛛、

蚜虫等的防治；注意预防倒春寒，高水肥地块种植注意防止倒伏。

引种单位：河南黄泛区地神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裴桂英

联系电话手机：15839464023 办公室电话：0394-2579139

4、百农 307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直立，分蘖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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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寒性较好。株型松紧适中，茎秆蜡质较重，穗层较整齐，茎秆弹性好，抗

倒伏。近方形穗，长芒，白壳，白粒，半角质，籽粒饱满度一般，熟相较好。

2020-2021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5.5天，比对照淮麦 20短 0.8天，株高 74.7厘米，每亩有效穗 40.2万，

每穗 36.4粒，千粒重 44.8克。亩产 576.99公斤，比对照淮麦 20增产 5.31％。

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

定：感赤霉病（严重度 3.30，病情指数 34.88），高感白粉病，感纹枯病，

中抗条锈病，中感叶锈病，中感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源与

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 5-20日。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 万-25 万，如延期播种，以每推迟 3

天增加 0.5公斤播量为宜。3、科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

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

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

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和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新乡市农乐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李新华

联系电话：13803735471 办公室电话：0373-5794998

5、禾麦 32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分蘖能力强，成

穗率高，抗寒性好。株型紧凑，旗叶上举，穗层整齐，抗倒性较好。拔

节抽穗早，熟相较好。纺锤形穗，长芒，白壳，白粒，半角质，籽粒较

饱满度好。2020-2021 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

果：全生育期 228.5天，比对照淮麦 20短 2.6天，株高 73.5厘米，每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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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穗 40.6万，成穗率 33.8%，每穗 36.0粒，千粒重 46.4克。亩产 538.17

公斤，比对照淮麦 20增产 4.60％。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定：感赤霉病（严重度 3.05，病情

指数 52.78），中感粉病，感纹枯病，高抗条锈病，中感叶锈病，中抗黄

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

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4 万-16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4-16 公斤，其中底肥 60%，追肥 40%。五

氧化二磷 6-7千克，氧化钾 6-8千克，作底肥一次性施入。4、病虫草害

防治。做好赤霉病、白粉病、叶锈病、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河南省豫玉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茜

联系电话手机：18137172133 办公室电话：0371-67579823

6、温原 0528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叶色深绿,苗期长

势较旺,春季起身拔节稍迟，两级分化快，分蘖力较强，成穗率高，株型

较紧凑,茎秆弹性较好，抗倒伏能力较好；穗层较厚，穗长方形，长芒、

白壳、白粒，籽粒半角质，饱满度好，黑胚率低，容重高。2020-2021

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4.7 天，

比对照淮麦 20短 1 天，株高 81.71厘米，每亩有效穗 37.4万，每穗 34.2

粒，千粒重 47.3 克。亩产 530.31 公斤，比对照淮麦 20 增产 3.75%。经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鉴定：中感赤霉病（严重度 2.58，病情指数 12.33），高感白粉病，感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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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病，中抗条锈病，中感叶锈病，中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种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 万-18 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 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纹枯病

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温县温原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凤鸣

联系电话手机：13939168665 办公室电话：0391-6511091

7、浚麦 802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直立，分蘖能力较弱，

抗寒性一般。株型松紧适中，茎秆蜡质较重，穗层较整齐，茎秆弹性好，抗

倒伏能力一般。纺锤形穗，长芒，白壳，白粒，半角质，籽粒饱满度好，熟

相较好。2020-2021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

生育期 225.6天，比对照淮麦 20短 0.9天，株高 76.6厘米，每亩有效穗 40.9

万，每穗 36.5粒，千粒重 45.3克。亩产 573.26公斤，比对照淮麦 20增产

5.03％。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

研究所鉴定：感赤霉病（严重度 3.70，病情指数 28.26），中感纹枯病，高

感白粉病，中感条锈，高抗叶锈，中感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

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 5-20日。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 万-25 万，如延期播种，以每推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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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增加 0.5公斤播量为宜。3、科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

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

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

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和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浚县沃丰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振江

联系电话手机：15672796999

8、豫农 908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中熟小麦品种。幼苗直立，叶色浅绿，分

蘖能力较强，抗寒性一般。株型松散，穗层较整齐，抗倒性较好。拔节

抽穗早，熟相较好。仿锤形穗，长芒，白壳，白粒，角质，籽粒较饱满。

2020-2021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4.9 天，比对照淮麦 20短 0.3天，株高 83.8 厘米，每亩有效穗 39.6 万，

每穗 35.2粒，千粒重 45.5克。亩产 558.0公斤，比对照淮麦 20增产 4.70％。

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

所鉴定：感赤霉病（严重度 3.47，病情指数 42.21）。高感白粉病，感纹

枯病，中抗条锈病，高抗叶锈病，中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5万左右，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白粉病、

纹枯病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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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种单位：河南宝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峰

联系电话手机：13937370036 办公室电话：0371-55619972

9、浚麦 169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苗势壮，分蘖力

中等，冬季抗寒性好。春季起身早，两极分化快，苗脚利索，耐倒春寒

能力一般。株型松散，茎秆弹性较弱，旗叶下披，茎、叶、穗蜡质重，

穗层厚。不耐后期高温，熟相一般。穗纺锤形，长芒，白壳，白粒，籽

粒粉质，饱满度中等。2019-2020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

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5.4天，与对照淮麦 20生育期相当，株高 85.0

厘米，每亩有效穗 41.0 万，每穗 37.4 粒，千粒重 42.8 克。亩产 567.52

公斤，比对照淮麦 20增产 4.77％。2020-2021 年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

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定：中感赤霉病（严

重度 1.65，病性指数 15.28），中感白粉病，感纹枯病，中感条锈病，中

感叶锈病，高抗黄花叶病毒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

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左右，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白粉病、

叶锈病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浚县硕丰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苏玉杰

联系电话手机：13939264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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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豫农 806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叶片较宽，叶色

深绿，苗期长势较壮，抗寒性强，起身拔节稍晚，两极分化慢。抗倒春

寒能力中等，分蘖力中等，成穗率中等。旗叶大且上冲，株型紧凑，茎

秆弹性较好，抗倒伏能力较好；穗层厚，穗纺锤形，长芒、白壳、白粒，

籽粒半角质，黑胚率低，饱满度较好。2020-2021 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

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6.5 天，比对照淮麦 20 短 0.6

天。平均株高 82.1 厘米，每亩有效穗数 41.1 万，穗粒数 34.6 粒，千粒

重 45.7g。亩产 578.16 公斤，比对照淮麦 20 增产 4.99%。江苏省农业科

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定：感赤霉

病（严重度 3.5，病情指数 29.55），高感白粉病，感纹枯病，中抗条锈

病，中感叶锈病，中感黄花叶病。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

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一般为 10 月上中旬

播种。2、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8万-20 万，晚播或肥力水

平偏低应适当加大播量，播深 2-3厘米。2、科学水肥管理。播种时底肥

一般亩施复合肥 50公斤左右，12 月中旬追施尿素 5.0-6.5公斤，其中基

苗肥占 60%，拔节孕穗肥占 40%，2 月底追施尿素 7.5-10.0 公斤，并重

视磷钾肥和有机肥的配合施用。小麦孕穗期缺水会造成部分分藥不能抽

穗，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全生育期注意防涝抗旱。3、

病虫草害防治。冬前及早春及时防除田间杂草。注意纹枯病、白粉病、

赤霉病及红蜘蛛、蚜虫等的防治；注意预防倒春寒，高水肥地块种注意

防止倒伏。

引种单位：河南金温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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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娄恩

联系电话手机：18937199675

11、鲁研 583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分蘖能力较

强，抗寒性较好。株型紧凑，穗层较整齐，抗倒性较好。拔节抽穗早，

熟相较好。长方型穗，长芒，白壳，白粒，角质，籽粒较饱满。2020-2021

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8.5 天，

比对照淮麦 20短 0.3天，株高 81.9厘米，每亩有效穗 43.3 万，每穗 34.7

粒，千粒重 46.5 克。亩产 626.26 公斤，比对照淮麦 20 增产 4.34％。经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鉴定：感赤霉病（严重度 3.75，病情指数 9.93），高感白粉病，感纹枯

病，高抗条锈病，高抗叶锈病，中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

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中抗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纹枯病

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山东鲁研农业良种有限公司

联系人：解树斌

联系电话手机：18006361539

12、温禾 902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小麦品种。幼苗半直立，叶片较长，叶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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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绿，苗期长势较壮，抗寒性强，起身晚，拔节快，两极分化快。抗倒

春寒能力一般，分蘖力中等，成穗率中等。旗叶较长，株型松紧适中，

茎秆弹性较好，抗倒伏能力中等。穗层厚，穗长方形，长芒、白壳、白

粒，籽粒半角质，黑胚率低，饱满度较好。2020-2021年度引种单位自行

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7.4 天，比对照淮麦 20短

0.1天。平均株高 81.9厘米，每亩有效穗数 41.3万，穗粒数 35.1粒，千

粒重 47.7 克。亩产 584.42 公斤，比对照淮麦 20 增产 5.57%。经江苏省

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定：

感赤霉病（严重度 3.65，病情指数 26.44），高感白粉病，中感条锈病，

中感叶锈病，感纹枯病，中感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源

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一般为 10 月上中旬

播种。2、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8万-20 万，晚播或肥力水

平偏低应适当加大播量，播深 2-3厘米。2、科学水肥管理。播种时底肥

一般亩施复合肥 50公斤左右，12 月中旬追施尿素 5.0-6.5公斤，其中基

苗肥占 60%，拔节孕穗肥占 40%，2 月底追施尿素 7.5-10.0 公斤，并重

视磷钾肥和有机肥的配合施用。小麦孕穗期缺水会造成部分分藥不能抽

穗，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全生育期注意防涝抗旱。3、

病虫草害防治。冬前及早春及时防除田间杂草。注意纹枯病、白粉病、

赤霉病及红蜘蛛、蚜虫等的防治；注意预防倒春寒，高水肥地块种注意

防止倒伏。

引种单位：河南金温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娄恩

联系电话手机：1893719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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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濮兴 11号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叶片较窄，叶色

深绿，苗期长势较旺，抗寒性强，起身拔节稍迟，两极分化快。抗倒春

寒能力一般，分蘖力中等，成穗率较高。旗叶稍宽且上冲，蜡粉中等，

株型较紧凑，茎秆弹性较好，抗倒伏能力较好；穗层厚，穗纺锤型，小

穗排列较密，长芒、白壳、白粒，籽粒半角质，黑胚率低，容重高，饱

满度好。2020-2021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

全生育期 225.9 天，比对照淮麦 20长 0.1天。株高 77.4厘米，每亩有效

穗数 42.7 万，穗粒数 35.5 粒，千粒重 47.0 克。亩产 558.81公斤，比对

照淮麦 20增产 5.89%。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

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定：感赤霉病（严重度 3.25，病情指数 43.95），

高感白粉病，感纹枯病，中感条锈病，高抗叶锈病，中抗黄花叶病；江

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期播种。适宜播期一般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5 万-19万，晚播或肥力水平偏低应适

当加大播量，播深 3厘米。3、科学水肥管理。小麦播种时底肥一般亩施

复合肥 50公斤左右，12月中旬追施尿素 5.0-6.5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

拔节孕穗肥占 40%，2 月底追施尿素 7.5-10 公斤，并重视磷钾肥和有机

肥的配合施用。小麦孕穗期缺水会造成部分分蘖不能抽穗，抽穗扬花后

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全生育期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

冬前及早春及时防除田间杂草，注意纹枯病、白粉病、赤霉病及红蜘蛛、

蚜虫等的防治；注意预防倒春寒，高水肥地块种植注意防止倒伏。

引种单位：河南中农福鑫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保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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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手机：13803716877 办公电话：0371-65319311

14、科大 111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分蘖能力较

强，抗寒性较好。株型半紧凑-松散，穗层较整齐，抗倒性较好。拔节抽

穗早，熟相较好。纺锤形穗，长芒，白壳，白粒，半角质，籽粒较饱满。

2020-2021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4.7 天，比对照淮麦 20长 0.7天，株高 82.6 厘米，每亩有效穗 37.3 万，

每穗33.3粒，千粒重48.5克。亩产539.34公斤，比对照淮麦20增产5.67％。

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

所鉴定：感赤霉病（严重度 3.25，病情指数 38.06），高感白粉病，高感

纹枯病，高抗条锈病，中感叶锈病，中感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

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纹枯病

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河南鲲玉种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葛天佑

联系电话手机：13837123660

15、晨博 3518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小麦品种。幼苗半直立，叶色浅绿，苗势

一般，分蘖力较强，成穗率中等。春季起身拔节晚，两极分化略慢，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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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偏晚，耐倒春寒能力一般。株型松散，抗倒性一般。旗叶窄长，穗层

较厚，熟相一般。穗纺锤形，长芒，白壳，白粒，籽粒半角质，饱满度

一般。2020-2021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

生育期 225.2 天，比对照淮麦 20短 0.2天，株高 84.3 厘米，每亩有效穗

39.3 万，每穗 36.0 粒，千粒重 44.3克。亩产 585.0 公斤，比对照淮麦 20

增产 4.96％。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

农业科学研究所鉴定：感赤霉病（严重度 3.75，病情指数 38.85），高感

白粉病，感纹枯病，高抗条锈病，中抗黄花叶病、叶锈病。经江苏省农

业科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蚜虫、叶锈病、

赤霉病、白粉病和纹枯病等病虫害的防治。5、注意预防倒春寒，高水肥

地块种植注意防止倒伏。

引种单位：河南晨博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商业

联系电话手机：13949066412 办公室电话：0371-60117207

16、安农大 1216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叶片深绿色，长

势较壮。越冬期抗寒性较好。分蘖力强，成穗率较高。春季生长发育稳

健，两极分化稍慢。株型紧凑，茎秆弹性较好，较抗倒伏。旗叶短小，

斜举，茎秆蜡粉重，株行间透光性较好。穗纺锤型、长芒、白壳、白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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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粒角质、饱满度好。穗层较整齐，熟相较好。2020-2021年度引种单位

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5.4 天，与对照淮麦

20相当，株高 81.9厘米，每亩有效穗 40.6万，每穗 34.9 粒，千粒重 44.9

克。亩产 584.1公斤，比对照淮麦 20增产 4.80％。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定：感赤霉病（严

重度 3.70，病情指数 21.47），高感白粉病，中感纹枯病，中抗条锈病，

中感叶锈病，中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

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蚜虫、叶锈病、

赤霉病、白粉病和纹枯病等病虫害的防治。5、注意预防倒春寒，高水肥

地块种植注意防止倒伏。

引种单位：安徽颍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福昌

联系电话手机：18726570657

17、濮兴 10号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小麦品种。幼苗直立，叶片较宽，叶色浅

绿，分蘖力中等偏弱，苗期长势较旺，抗寒性较好，起身拔节略晚，两

极分化快。抗倒春寒能力较好，株型松紧适中，茎秆弹性较好，抗倒伏

能力较好；成穗率较高。旗叶大且上冲，穗层整齐，穗纺锤型，长芒、

白壳、白粒，籽粒半角质，后期落黄熟相好，饱满度较好。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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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4.1 天，

比对照淮麦 20短 1.5天。株高 78.8 厘米,每亩有效穗数 37.1 万，穗粒数

33.7 粒，千粒重 48.8g。亩产 5534.9 公斤，比对照淮麦 20增产 4.45%。

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

所鉴定：感赤霉病（严重度 2.95，病情指数 40.91），高感白粉病，感纹

枯病，高抗条锈病，高抗叶锈病，中感黄花叶病。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

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一般为 10 月上中旬

播种。2、合理密植。每亩基本苗 18万-20万，晚播或肥力水平偏低应适

当加大播量，播深 2-3厘米。2、科学水肥管理。播种时底肥一般亩施复

合肥 50公斤左右，12月中旬追施尿素 5.0-6.5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

拔节孕穗肥占 40%，2月底追施尿素 7.5-10.0公斤，并重视磷钾肥和有机

肥的配合施用。小麦孕穗期缺水会造成部分分藥不能抽穗，抽穗扬花后

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全生育期注意防涝抗旱。3、病虫草害防治。

冬前及早春及时防除田间杂草。注意纹枯病、白粉病、赤霉病及红蜘蛛、

蚜虫等的防治；注意预防倒春寒，高水肥地块种注意防止倒伏。

引种单位：温县古温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占林

联系电话手机：13603449194

18、西农 579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中晚熟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叶色黄绿，

叶片宽短挺、幼苗生长旺盛，分藥力较强，成穗较多。冬季抗寒性中等，

春季返青拔节比较早，耐倒春寒能力一般。株型紧凑，蜡质中等，抗倒

伏能力中等，旗叶宽短上举，穗层较整齐，灌浆较快，中晚熟。耐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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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较好，熟相较好。穗纺锤型，穗中长，穗码稀，短芒，白壳，白粒，

籽粒较饱。2020-2021 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

果：全生育期 225.1 天，比对照淮麦 20短 0.3天，株高 81.5 厘米，每亩

有效穗 37.8 万，每穗 36.8 粒，千粒重 44.9克。亩产 581.4 公斤，比对照

淮麦 20增产 4.31％。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

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定：感赤霉病（严重度 3.50，病情指数 37.5），

高感白粉病，感纹枯病，中感条锈病，中感叶锈病，中抗黄花叶病。经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中抗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8万-20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蚜虫、叶锈病、

赤霉病、白粉病和纹枯病等病虫害的防治。5、注意预防倒春寒，高水肥

地块种植注意防止倒伏。

引种单位：河南福丰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侯兴贝

联系电话手机：13203801252 办公室电话：0371-65360857

19、中星 999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分蘖能力较

强，成穗率较高，耐寒抗冻性好。株型半紧凑，茎秆粗壮，抗倒伏能力

较强。茎秆腊粉较重，穗层较厚、整齐，纺锤型穗，结实性好，长芒，

白壳，白粒，籽粒角质，饱满度好，外观商品性好。后期抗干热风，灌

浆速度快，成熟落黄好。2020-2021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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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16.2 天，与对照淮麦 20相当，株高 70.0厘米，

每亩有效穗 39.0万，每穗 36.5粒，千粒重 46.4克。亩产 618.5 公斤，比

对照淮麦 20增产 7.61％。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

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定：中感赤霉病（严重度 3.05，病情指数

16.13），高感白粉病，中感纹枯病，中抗条锈病，高抗叶锈病，中抗黄

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

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 月 15 日—11

月 5 日。2、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

播量。3、科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

拔节孕穗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

施叶面肥。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冬前及早

春及时防除田间杂草。做好纹枯病、赤霉病、白粉病和蚜虫等病虫害的

防治。

引种单位：江苏中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姜茂辉

联系电话手机：13851277173 公室电话：0518-87435951

20、宿 4128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小麦品种。幼苗直立，叶片绿色，苗势壮，

分蘖力强，成穗率较高。株型紧凑，旗叶中等、上举。穗层整齐，结实

性好，茎秆腊粉较重。穗长方型，长芒，白壳，籽粒白色、角质。2020-2021

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5.3 天，

比对照淮麦 20短 0.1天，株高 82.0厘米，每亩有效穗 39.4 万，每穗 34.7

粒，千粒重 42.6克。亩产 586.6公斤，比对照淮麦 20增产 5.26％。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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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

定：中感赤霉病（严重度 2.7，病情指数 13.04），高感白粉病，中感纹

枯病，高感条锈病，高感叶锈病，高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蚜虫、叶锈病、

赤霉病、白粉病和纹枯病等病虫害的防治。5、注意预防倒春寒，高水肥

地块种植注意防止倒伏。

引种单位：济宁市圣祥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曹建国

联系电话手机：13863748382 办公室电话：0537-6644999

21、囤麦 127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晚熟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叶片宽长，

叶色灰绿，冬季抗寒性一般；分蘖力中等，成穗率偏低，春季起身拔节

迟，两极分化慢，抽穗晚；株型偏紧凑，旗叶宽长、上举。茎秆弹性一

般，抗倒伏能力中等；纺锤型穗，长芒、白壳、白粒，籽粒角质。2020-2021

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5.8 天，

比对照淮麦 20长 0.4天，株高 82.5厘米，每亩有效穗 39.6 万，每穗 34.4

粒，千粒重 45.7克。亩产 585.0公斤，比对照淮麦 20增产 4.97％。经江

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

定：感赤霉病（严重度 3.50，病情指数 28.75），高感白粉病，感纹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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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感条锈病，高感叶锈病，中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

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蚜虫、叶锈病、

赤霉病、白粉病和纹枯病等病虫害的防治。5、注意预防倒春寒，高水肥

地块种植注意防止倒伏。

引种单位：济宁市圣祥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曹建国

联系电话手机：13863748382 办公室电话：0537-6644999

22、温麦 186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分蘖能力好，

冬季抗寒性较好。株型紧凑，穗层较整齐，抗倒性一般。拔节抽穗晚，

熟相较好。纺锤形穗，长芒，白壳，白粒，半角质，籽粒较饱满。2020-2021

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19.6 天，

与对照淮麦 20短 0.9天，株高 77.8厘米，每亩有效穗 40.4 万，每穗 38.2

粒，千粒重 44.3克。亩产 582.2公斤，比对照淮麦 20增产 2.67％。经江

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

定：中感赤霉病（严重度 3.42，病情指数 16.67），高感白粉病，中感纹

枯病，高抗条锈病，高抗叶锈病，中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中抗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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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5 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白粉病、

纹枯病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河南省科育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纪更

联系电话手机：15225818497 办公室电话：0391-6511183

23、大地 532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分蘖能力好，

冬季抗寒性较好。株型紧凑，穗层较整齐，抗倒性较好。拔节抽穗早，

熟相较好。纺锤形穗，短芒，白壳，白粒，半角质，籽粒较饱满。2020-2021

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19.4 天，

与对照淮麦 20短 1.1天，株高 75.8厘米，每亩有效穗 38.8 万，每穗 39.4

粒，千粒重 46.3克。亩产 602.1公斤，比对照淮麦 20增产 6.21％。经江

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

定：中感赤霉病（严重度 3.40，病情指数 13.85），高感白粉病，中感病

纹枯病，中抗条锈病，高抗叶锈病，高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

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5 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白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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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枯病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河南省科育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纪更

联系电话手机：15225818497 办公室电话：0391-6511183

24、开麦 1502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直立，分蘖能力较

强，抗寒性较好，株型偏松散，穗层整齐，抗倒性较好，拔节快，两级

分化快，抽穗较晚，熟相好。纺锤形穗，短芒，白壳，白粒，半角质，

籽粒饱满。2020-2021 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

果：全生育期 224 天，比对照淮麦 20 短 1 天，株高 71.9 厘米，每亩有

效穗 41.6 万，每穗 38.9 粒，千粒重 48.3 克。亩产 579.62 公斤，比对照

淮麦 20增产 5.16%。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

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定：中感赤霉病（严重度 3.29，病情指数 15.43），

高感白粉，感纹枯病，中抗条锈病，中抗叶锈病，中感黄花叶病。经江

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纹枯病

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南京金麒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青

联系电话手机：1330517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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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联邦 2号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苗势较好，叶色

深绿色，分蘖力强，冬季抗寒性好。春季拔节、两极分化较快，抽穗比

较晚，耐倒春寒能力较强。株型松散，抗倒性较好。穗长方形，短芒，

白壳，白粒，半角质，饱满度比较好。2020-2021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

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7.4 天，比对照淮麦 20 长 0.4

天，株高 72厘米，亩穗数大概 37.9 万，穗粒数 35.5粒，千粒重 44.9克。

亩产 625.6公斤，比对照淮麦 20增产 41.5 公斤，增幅 7.10%。经江苏省

农科院植保所、徐州农科院接种鉴定，感赤霉病（严重度 2.88，病情指

数 51.0），高感白粉病，高感纹枯病，高抗条锈病，中感叶锈病，中感

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植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

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为期 10月上中旬。2、

每亩适宜基本苗 18万-22万，晚播或整地水平较差地块应适当加大播量。

3、科学施肥。底肥每亩应以氮磷钾含量各 15%的复合肥 60公斤为宜。4、

拔节孕穗期应结合浇水撒施尿素 10-15公斤。5、适时化学除草，开春后

结合防病治虫喷施叶面肥。

引种单位：徐州市神州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顾士力

联系电话手机：13952100955

26、鹤麦 601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叶色浓绿，分蘖

能力强，成穗率高，抗寒性好。株型半紧凑，穗层整齐，株高适中，茎

秆弹性好，抗倒性强。拔节抽穗早，灌浆速度一般，熟相较好。穗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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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长芒，白壳，白粒，半角质，籽粒较饱满度好。2020-2021年度引

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30 天，比对照

淮麦 20 短 1.1 天，株高 80.6 厘米，每亩有效穗 40.9 万，每穗 35.7 粒，

千粒重 47.0 克。亩产 537.90 公斤，比对照淮麦 20 增产 5.02％。经江苏

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定：

感赤霉病（严重度 3.60，病情指数 24.42），高感白粉病，中感纹枯病，

中抗条锈病，中感叶锈病，中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科院种质资源与

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左右。

2、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4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

科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8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肥

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纹枯病

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河南大正润禾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丁家改

联系电话手机：18019544840

27、永优麦 628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早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分蘖能力

中等，抗寒性一般。株型半紧凑，穗层较整齐，抗倒性较弱。拔节抽穗

略晚，熟相较好。纺锤形穗，长芒，白壳，白粒，半角质，籽粒较饱满。

2020-2021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7.1天，比对照淮麦 20短 1 天，株高 84.1厘米，每亩有效穗 41.1万，

每穗36.4粒，千粒重44.9克。亩产601.71公斤，比对照淮麦20增产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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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

所鉴定：中抗赤霉病（严重度 1.42，病情指数 6.73），高感白粉病，中

感纹枯病，中抗条锈病，中感叶锈病，中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

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高水肥地块，注意控制群体，防止倒伏。

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白粉病、纹枯病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河南省福乐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吕义兵

联系电话手机：13346650888

28、开麦 1606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早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直立，分蘖能力

中等，抗寒性较好。株型半紧凑，穗层较整齐，抗倒性较好。拔节抽穗

略晚，熟相较好。纺锤形穗，短芒，白壳，白粒，半角质，籽粒较饱满。

2020-2021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7.3天，比对照淮麦 20短 1 天，株高 82.9厘米，每亩有效穗 41.6万，

每穗34.0粒，千粒重47.8克。亩产599.42公斤，比对照淮麦20增产4.49％。

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

所鉴定：感赤霉病（严重度 1.65，病情指数 37.89），感白粉病，中感纹

枯病，中感条锈病，高抗叶锈病，中感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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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纹枯病、

白粉病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河南省福乐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吕义兵

联系电话手机：13346650888

29、金麦 106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分蘖能力较

强，抗寒性较好。株型紧凑，穗层较整齐，抗倒性较好。拔节抽穗早，

熟相较好。长方形大穗，长芒，白壳，白粒，半角质，籽粒较饱满。2020-2021

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1 天，

比对照淮麦 20短 1 天，株高 82.6厘米，每亩有效穗 41.1万，每穗 37.8

粒，千粒重 41.9克。亩产 577.0公斤，比对照淮麦 20增产 4.62％。经江

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

定：中感赤霉病（严重度 3.55，病情指数 12.64），高感白粉病，感纹枯

病，中抗叶锈病，高抗叶锈病，中感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

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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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纹枯病

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宿州市金穗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志军

联系电话手机：15656789789

30、智优 105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早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分蘖能力

较强，抗寒性较好。株型半紧凑，穗层较整齐，抗倒性较好。拔节抽穗

早，熟相较好。纺锤形穗，短芒，白壳，白粒，角质，籽粒较饱满。2020-2021

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6.2 天，

比对照淮麦 20短 2 天，株高 81.5厘米，每亩有效穗 42.4万，每穗 32.8

粒，千粒重 46.8 克。亩产 593.71 公斤，比对照淮麦 20 增产 3.50％。经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鉴定：中感赤霉病（严重度 2.45，病情指数 12.18），高感白粉病，感纹

枯病，高抗条锈病，中抗叶锈病，中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纹枯病、

白粉病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河南天浩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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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手机：18637309088

31、豫农 416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分蘖能力较

强，抗寒性较好。株型半紧凑，穗层较整齐，抗倒性较好。拔节抽穗早，

熟相较好。纺锤形穗，长芒，白壳，白粒，角质，籽粒饱满。2020-2021

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6 天，

比对照淮麦 20短 2 天，株高 72.2厘米，每亩有效穗 40.3万，每穗 36.2

粒，千粒重 41.0 克。亩产 651.13 公斤，比对照淮麦 20 增产 4.56％。经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鉴定：中感赤霉病（严重度 3.25，病情指数 7.42），高感白粉病，高感

纹枯病，高感条锈，高抗叶锈，中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

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8 万-20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纹枯病

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连云港市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葛海云

联系电话手机：13961378130

32、才智 566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早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直立，分蘖能力

一般，抗寒性一般。株型半紧凑，穗层较整齐，抗倒性较好。拔节抽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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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相较好。纺锤形穗，长芒，白壳，白粒，半角质，籽粒较饱满。

2020-2021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7.9天，与对照淮麦 20相当，株高 80.2厘米，每亩有效穗 42.6 万，每

穗 35.1粒，千粒重 47.0克。亩产 589.19公斤，比对照淮麦 20增产 2.71％。

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

所鉴定：感赤霉病（严重度 3.50，病情指数 48.33），高感白粉病，感纹

枯病，中感条锈病，高抗叶锈病，中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纹枯病、

白粉病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河南省新农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彦学

联系电话手机：13937363100

33、郑品麦 27号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叶色浅绿，

分蘖力中等，株型半紧凑，穗层整齐，抗倒性较好，拨节抽穗早，熟相

较好。穗长方型，长芒、白壳、白粒，粉质，籽粒饱满。2020-2021年度

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7 天，比对

照淮麦 20短 1 天，株高 76.8 厘米，每亩有效穗 40.8 万，每穗 36.2 粒，

千粒重 46.7 克。亩产 578.16 公斤，比对照淮麦 20 增产 4.61％。经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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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定：

感赤霉病（严重度 3.75，病情指数 40.70），高感白粉病，中感纹枯病，

中抗条锈病，高抗叶锈病，中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

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纹枯病、

白粉病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5、注意预防倒春寒。

引种单位：河南邦邦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卢帮伟

联系电话：13598710699 办公室电话：0373-7650997

34、凌科 608

适应性试验结果：半冬性中熟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分蘖能力较

强，成穗率高。株型半紧凑-松散，穗层不整齐。拔节抽穗早，熟相较好。

纺锤形穗，长芒，白壳，白粒，半角质，籽粒较饱满。2020-2021年度引

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3 天，比对照

早 1 天，株高 82.0厘米，每亩有效穗 39.2万，每穗 34.3粒，千粒重 43.3

克。亩产 567.75 公斤，比对照淮麦 20 增产 3.50％。经江苏省农业科学

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定：感赤霉病

（严重度 2.91，病情指数 16.67），高感白粉病，中感纹枯病，中抗条锈

病，中感叶锈，中感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

术研究所鉴定：感穗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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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上中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纹枯病

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亚松

联系电话手机：13914403721 办公室电话：0523-86296824

35、豫农 516

适应性试验结果：弱春性小麦品种。幼苗直立，叶色深绿，分蘖能

力中等，抗寒性较好。株型较松散，穗层整齐，抗倒性较好。拔节抽穗

早，熟相较好。纺锤形穗，长芒，白壳，白粒，半角质，籽粒较饱满。

2020-2021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5 天，比对照淮麦 20 短 3 天，株高 73.0 厘米，每亩有效穗 39.6 万，

每穗37.5粒，千粒重41.5克。亩产649.74公斤，比对照淮麦20增产4.35％。

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鉴定：中感赤霉病（严重度 2.90，

病情指数 12.5），高感白粉病，感纹枯病，中感条锈病，高抗叶锈病，

中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

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中下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8万-20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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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纹枯病

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连云港市金土地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葛海云

联系电话手机：13961378130

36、咸麦 519

适应性试验结果：弱冬性中晚熟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分蘖能力

强，抗寒性较好。株型半紧凑，穗层较整齐，抗倒性较好。拔节抽穗早，

熟相较好。纺锤形穗，短芒，白壳，白粒，半角质，籽粒较饱满。2020-2021

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8.7 天，

与对照淮麦 20相当，株高 72.9厘米，每亩有效穗 41.0万，每穗 36.7 粒，

千粒重 47.4克。亩产 524.4公斤，比对照淮麦 20增产 6.56％。经江苏省

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鉴定：

中感赤霉病（严重度 3.28，病情指数 14.00），高感白粉病，感病纹枯病，

高抗条锈病，高抗叶锈病，中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种质资

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高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中下旬。2、

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3、科

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拔节孕穗

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施叶面肥。

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病、白粉病、

纹枯病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陕西高农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丁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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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手机：13991116860 办公室电话： 029-86910110

37、新原 958

适应性试验结果：弱春性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抗寒性好，根系

发达，耐旱性强。冬季叶色淡绿，分蘖力强。株型紧凑，茎秆弹性好，

抗倒性强，穗层较厚，后期叶功能好，成熟期耐湿害和高温危害，抗干

热风、成熟落黄好。穗长方形，结实性好，穗大粒多，白粒，籽粒角质，

2020-2021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26 天，比对照淮麦 20 短 1 天。株高 75 厘米，亩成穗 40.2 万穗，穗粒

数 45.0粒，千粒重 46.9克。亩产 590.3公斤，比对照淮麦 20亩增产 1.1%。

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

所鉴定：感赤霉病（严重度 3.15，病情指数 25.3），高感白粉病，中感

纹枯病，中抗条锈病，高抗叶锈病，中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科学

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感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种期 10 月中下旬，每

亩适宜基本苗 20万-23万。晚播适当加大播量。2、科学施肥。一般底肥

应施氮磷钾含量各为 15%的复合肥 50公斤为宜。开春拔节后结合浇水撒

施尿素 10-15 公斤。3、春节前视天气化学除草。4、中后期注意防治蚜

虫、赤霉病、叶锈病、白粉病和纹枯病等病虫害并喷施叶面肥。

引种单位：河南联邦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牛新印

联系电话手机：13937389823

38、金单麦 1号

适应性试验结果：春性中熟小麦品种。株型偏紧凑，分蘖力较强，

群体整齐度较好，株高适中，叶片较宽长略披垂，叶色深绿，茎秆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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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耐肥抗倒性较好；抽穗及成熟期适中，扬花灌浆及后期转色较快，熟

相较好；长芒白壳红粒，穗长方型，大穗大粒，籽粒偏角质，椭圆饱满。

2019-2020 年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06天，比对照扬麦 20略早，株高 89厘米，每亩有效穗 33.14万，每穗

实粒数 38.4 粒，千粒重 43.7克。亩产 485.40公斤，比对照扬麦 20增产

5.12%。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

学研究所鉴定：中抗赤霉病（严重度 1.15，病情指数 0.30），高感白粉

病，感纹枯病，高抗条锈病，高感叶锈病，感黄花叶病。经江苏省农业

科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抗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期播种，争壮苗。江苏淮南地区以 11

月上旬至下旬为宜。2、合理密植。该品种分蘖力中等，一般每亩基本苗

以 15万-18万为宜。3、科学施肥。一般要获得亩产 500 公斤左右的产量，

需纯氮 18公斤左右，并配以足量的磷钾肥，氮磷钾的比例为 1：0.5：0.5。

基苗肥应占总肥量的 60%-70%，拔节长穗肥占 30%-40%，并分两次追施。

4、苗期麦田进行化除，控制草害。5、清沟理墒，降低田间温度；抽穗

扬花期防治赤霉病和白粉病。金单麦 1 号赤霉病较轻，而白粉病和叶锈

病较重，应在齐穗期前后酌情喷施一次粉锈宁。

引种单位：江苏金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剑峰

联系电话手机：18796620150

39、皖新麦 5号

适应性试验结果：春性小麦品种。幼苗半匍匐，分蘖能力较强，抗

寒性较好。株型较紧凑，穗层整齐，茎秆弹性较好，抗倒性较好。拔节

抽穗早，熟相较好。纺锤形穗，长芒，白壳，白粒，角质，籽粒较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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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全生育期

210.3 天，比对照扬麦 20 长 1.5 天，株高 90.8 厘米，每亩有效穗 34.43

万，每穗 37.1粒，千粒重 45.6克。亩产 501.36公斤，比对照扬麦 20 增

产 4.36％。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

业科学研究所鉴定：中抗赤霉病（严重度 2.12，病情指数 7.55），高感

白粉病，感纹枯病，高抗条锈病，高抗叶锈病，抗黄花叶病。经江苏省

农业科学院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所鉴定：抗穗发芽。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时播种。适宜播期为 10月下旬至 11月

上旬。2、合理密植。适期播种每亩基本苗 16万-18万，晚播适当加大播

量。3、科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6-18 公斤，其中基苗肥占 60%，

拔节孕穗肥占 40%，配合施用磷、钾肥。抽穗扬花后结合病虫害防治喷

施叶面肥。田间沟系配套，注意防涝抗旱。4、病虫草害防治。做好赤霉

病、纹枯病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

引种单位：宿州市金穗种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志军

联系电话手机：15656789789

二、水稻

1、焦杂粳 1号

适应性试验结果：三系杂交中粳稻品种。株型较紧凑，分蘖力好，

成穗率较高，叶姿挺直，叶色深绿，穗大粒多，穗层整齐，着粒紧凑，

株高适中，茎秆粗壮，耐肥抗倒。后期转色好，籽粒黄色、椭圆形。2020

年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结果：株高 107.4 厘米，亩

有效穗 13.7万，每穗总粒数 242.8 粒，结实率 85.7%，千粒重 25.4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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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育期 140.2 天，比对照甬优 2640 短 5 天；平均亩产 727.1 公斤，比

对照甬优 2640 增产 5.1%。病害经江苏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鉴定：

中感稻瘟病、感白叶枯病、感纹枯病、中感条纹叶枯病。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期播种，培育壮秧。一般 5 月中旬播种，

湿润育秧秧田亩播种量 10-15 公斤，旱育秧秧田亩播种量 25-30 公斤，大

田亩用种量 1.5公斤。2、适时移栽，合理密植。6月中旬移栽，秧龄 30

天左右，亩大田栽插 1.8万-2万穴，亩基本苗 6万-8万。3、科学肥水管

理。一般亩施纯氮 18公斤左右，肥料运筹上采取“前重、中控、后补”的

施肥原则，并重视磷钾肥和有机肥的配合施用。水浆管理上注意浅水栽

插，寸水活棵，薄水分蘖，足苗后适时分次搁田，后期干干湿湿，养根

保叶，活熟到老，收割前一周断水，适时收获。4、病虫草害防治。播种

前用药剂浸种防治恶苗病和干尖线虫病。秧田期和大田前期注意防治灰

飞虱、稻蓟马，中、后期综合防治纹枯病、稻曲病、螟虫、稻纵卷叶螟、

稻飞虱等，要注意稻瘟病、白叶枯病的防治。

引种单位：江苏中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姜茂辉

联系电话手机：13851277173

2、新粳优 1号

适应性试验结果：三系杂交中粳稻品种。株型适中，长势繁茂，分

蘖力好，穗大粒多，成穗率较高，穗层整齐，着粒紧凑，叶姿挺直，叶

色浅绿，群体整齐度较好，株高适中，茎秆粗壮弹性好，抗倒性好。后

期转色好，籽粒黄色、椭圆形。2020 年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

试验平均结果：株高 108.6 厘米，每亩有效穗 13.8 万，每穗总粒数 234.1

粒，结实率 86.8%，千粒重 25.4克；全生育期 142.1 天，比对照甬优 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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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3.1天；平均亩产 718.3 公斤，比对照甬优 2640 增产 3.5%。病害经江

苏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鉴定：中感稻瘟病、感白叶枯病、感纹枯病、

中感条纹叶枯病。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期播种，培育壮秧。一般 5 月中旬播种，

湿润育秧秧田亩播种量 10-15 公斤，旱育秧秧田亩播种量 25-30 公斤，大

田亩用种量 1.5公斤。2、适时移栽，合理密植。6月中旬移栽，秧龄 30

天左右，亩大田栽插 1.8万-2万穴，亩基本苗 6万-8万。3、科学肥水管

理。一般亩施纯氮 18公斤左右，肥料运筹上采取“前重、中控、后补”的

施肥原则，并重视磷钾肥和有机肥的配合施用。水浆管理上注意浅水栽

插，寸水活棵，薄水分蘖，足苗后适时分次搁田，后期干干湿湿，养根

保叶，活熟到老，收割前一周断水，适时收获。4、病虫草害防治。播种

前用药剂浸种防治恶苗病和干尖线虫病。秧田期和大田前期注意防治灰

飞虱、稻蓟马，中、后期综合防治纹枯病、稻曲病、螟虫、稻纵卷叶螟、

稻飞虱等，要注意稻瘟病、白叶枯病的防治。

引种单位：江苏中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姜茂辉

联系电话手机：13851277173

3、信粳 18

适应性试验结果：中熟中粳稻品种。株型紧凑，长势旺，分蘖力强，

叶色中绿，剑叶挺直，株高适中，抗倒性好，成穗率高，穗层整齐。后

期转色好，籽粒饱满。2020 年引种单位自行组织的引种适应性试验平均

结果：株高 92.4厘米，亩有效穗 20.4万，每穗总粒数 137.6 粒，结实率

90.7%，千粒重 26.1 克；全生育期 140.5天，比对照徐稻 3号短 5.1天；

平均亩产 662.2 公斤，比对照徐稻 3 号增产 5.5%。病害经江苏省农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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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研究所鉴定：中抗稻瘟病、中感白叶枯病、感纹枯病、中感条

纹叶枯病。

栽培要点及风险提示：1、适期播种，培育壮秧。一般 5月下中旬播

种，湿润育秧秧田亩播种量 20 公斤左右，旱育秧秧田亩播种量 40公斤

左右，大田亩用种量 4.0 公斤左右。2、适时移栽，合理密植。6 月中旬

移栽，秧龄 25天左右，亩大田栽插 2.2万穴左右，每穴 3-5 苗，亩基本

苗 8 万-9 万。3、科学肥水管理。一般亩施纯氮 18公斤左右，肥料运筹

上采取“前重、中控、后补”的施肥原则，并重视磷钾肥和有机肥的配合

施用。水浆管理上注意浅水栽插，寸水活棵，薄水分蘖，足苗后适时分

次搁田，后期干干湿湿，养根保叶，活熟到老，收割前一周断水，适时

收获。4、病虫草害防治。播种前用药剂浸种防治恶苗病和干尖线虫病等。

秧田期和大田前期注意防治灰飞虱、稻蓟马，中、后期综合防治纹枯病、

稻曲病、螟虫、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等，要注意稻瘟病、白叶枯病的防

治。

引种单位：江苏中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姜茂辉

联系电话手机：13851277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