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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黑杨×青杨杂种无性系引种育苗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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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陕林４号为对照，按照随机区组设计方法对引进的美洲黑杨×青杨４个杂种无性系
的苗木生长量和抗病虫能力等指标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９３－８一１７号无性系苗木生长
快，抗病虫能力强。ｌ ａ生苗年平均高生长量为３．８２ｍ，比无性系９３＿８—１８、９３—８＿６和９３—８－２０分

别高７．９％，１３．４％和１５．１％，比陕林４号小２．６％：地径生长量为２．３２ ｃｍ，比９３＿８．１８、９３培石
和９３－８－２０分别大７．４％，１１．Ｏ％和１６．６％，比对照陕林４号大１２．６％。２ ａ平均受害指数为
１５．６，与对照品种相当．是引进４个美洲黑杨ｘ青杨杂种无性系中最低的。对苗期生长表现进
行了观察，９３－８－１７号苗木扦插成活率高，出苗齐，苗木生长均匀，干形好，落叶迟，是一个很有
引种前景的美洲黑杨×青杨杂种无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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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美洲黑杨（Ｐｏｐｕｌｗ ｄｅｌ￡ｏｉｄｅｓ）作母本，国产

ｃａｔｈａｙａＭ）”１。９０年代初期，中国林科院林研所杨

青杨（Ｐ．ｃｏｍｈａｙａｎａ）作父本，具有强的杂交可配

树育种组利用国外引进的美洲黑杨无性系与国产青

性…。８０年代初，陕西省林科所杨树育种组利用美

杨进行人工杂交”１，经过在山东、河北、安徽等地试

洲黑杨无性系６９杨（Ｐ

验。从中初选出表现较好的９３－８系列４个优良无性

ｄ以‘溅ＣＶ．‘ＩＪｉ９／５５’）和

青杨（陕西长安）做有性杂交，选育出速生、抗病新

系。为了测定这几个无性系在陕西的生长、抗病性

品种一陕林４号杨（Ｐ龇Ｄ妇ＣＶ．‘１－６９／５５’ｘＰ．

状，２０００年作者将美洲黑杨×青杨杂种无性系引人

收稿日期：２１１１１３４）１—０６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科技攻关项目“杨树新品种选育及油松遗传改良研究”（７啪２Ｋ０２一Ｃ３·１）
作者简介：周永学（１９６４一），男，陕西榆林人，工程师．从事林术良种选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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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学等美洲黑杨×青杨杂种无性系引种育莳试验

陕两，以陕林４号为对照，开展了引种育苗试验。

试验材料，以陕林４号杨为对照。扦插后立即灌１
次透水。以后根据土壤商情适时灌水，保证苗木生

１试验地概况

理需水。分别于５月上中旬、６月中旬和７月上旬

试验地设地陕西省周至县境内渭河试验站，位
于北纬３４。１２ ７，东经１０８０１７’。海拔约４００ ｍ，属暖

施人尿素＋磷肥各ｌｏ ｋｇ，８月上旬施１次磷酸二氢
钾．以提高抗性。生长期间及时抹芽。
试验按随机区组排列，３次重复．每小区３０株，

温带气候。年平均气温１３．３。Ｃ，１月份平均气温一
１．４。Ｃ，极端最低气温一１８．１℃，７月从平均气温

株行距３０

２６．６屯，极端最高气温４２．４℃，≥ｌＯ℃年积温

甸调查成活率，８月凋查苗木受病虫害危害情况，１１

４

２３１℃。年Ｆｊ照１

９９９

ｈ。年平均降水量７１５

ｍｍ，

多集中在７～９月份。年平均相对湿度７２％。无霜

ｃｍ×４０

ｃｍ。３月１５日扦插育苗，６月上

月中旬（生长已停止）测量苗木高度和地径，并对卣
木的干形、生长状况做相应的观察记录。

期２１９ ｄ。土壤系渭河冲积形成的冲积土（沙质壤

受害情况调查采用每个无性系随机抽取２００片

土）。０～２５ ｃｍ为轻壤土，２５ ｃｍ以下为松沙土或紧

左右叶子，根据抽样叶片上的病斑面积占抽样叶片

沙士，透气性好，保水性能差。

总面积的百分比进而划分病级（表１）。

感病指数＝呈生售鬈毳翥翕葬器磊宇铲

２材料与方法

表１叶斑病分级标准

２．１材料
Ｔｈｅ

Ｆｉｇ，１

本试验选用的育苗材料为美洲黑杨×青杨杂种

ｎ“日Ｉｄ越ｅｌｎｓｓｉＧｅａｔｉｏｎ

ｕｎ

ｄｉ愀０ｆ

ｌｅａｆ吕ｐｏｔ

无性系。编号为９３－８－６号，９３＿８一１７号，９３－８—１８号和
９３－８－２０号。２０００年春从中国林科院林研所引进杨
树新品系２７个，其中包括美洲黑杨×青杨杂种无性

万方数据
系４个。当年在渭河试验站苗圃地扦插育苗。育苗
措施与繁殖其它杨树品种一样，未做任何特殊处理。
２００１年扩繁，２００２年布设育苗对比试验。
２．２方法
扦插用苗木按基、中、梢分别剪成长１８ ｅｍ的插

３结果与分析
３．１引种当年苗术生长情况

穗，每５０个１捆，挂好标签，水中浸泡３ ｄ。然后取出

从表２可以看出，无性系９３－８—１７号在扦插成活

扦插。选取粗度均匀的苗木中部插穗作为育苗对比

率、生长量方面占有相对优势。１ ａ生苗高和地径生

表２美洲黑杨×青牺杂种无性累１ ａ生苗生长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ｒｏｖａｈ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帅ｔｈｅｄｏｎｅ

ｏｆＰ

ｄｅ／ｔ／ｏｄｅｓ

ｘＰ

ｅａｔｈａｙａｎａｆｏｒｌ ｙｅａｒ

长堵分别为３．７６ ｍ和２．６２ １３１１１，分别比生长量最小

差，平均苗高仅为３．３２ Ｉｎ。方差分析表明无性系间

的９３－８－２０譬无性系大１１．６％和１５．４％。且苗木生

在高生长量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进一步做多重比

长均匀，商品苗（苗高大于３．０ ｍ，地径大于２．０ ｃｍ）

较（ｐ检验），结果表明，对照品种陕林４号杨，无性

比例大，出圃率高，是４个无性系当中生长表现最好

系９３－８—１７号与９３－８－２０、９３－８Ｊ６、９３－８一１８差异极显

的一个。说明了引种当年美洲黑杨×青杨杂种无性
系莆木之问在生长量和抗病性方面存在差异。

著，而陕林４号杨与９３—８－１７无显著差异。１ ａ生苗

３．２苗木生长量

长量达到了２．３２ ｃｍ，比对照陕林４号杨高１２．６％。

从表３可以看出，１ ａ生苗高生长量最大的无性
系足９３－８—１７号，年平均生长量达到了３．８２ ｍ，仅次

其次是９３－８—１８号。生长量最小的无性系是９３—８－２０

于对照品种陕林４号杨。无性系９３－８－２０号生长最

无性系９３．８－１７号地径生长量与对照陕林４号、９３—

地径生长最大的无性系也是９３－８·１７号，年平均生

号，地径仅为１．９９ ｃｍ。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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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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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０号和９３—８－６号差异都达到了极显著水平，与

害指数分别为３７．７％和１９．４。无性系９３－８－２０号２

９３＿８一１８号差异显著。由此可见，在生长量上，９３－８一

ａ平均受害率和受害指数分别为４７．６％和２６．２，均

１７号明显大下其它３个无性系，与对照品种陕林４

为最高。由此可见，从苗期抗病虫能力来看，对照品

号相比，高生长量略低，地径生长量明显大于陕林４

种陕林４号最强，９３－８—１７号次之。其它３个无性系

号。

依次为９３．８－６号，９３－８－１８号，９３＂８－２０号。对２００２
表３美洲黑杨×青杨杂种无性系１ ａ生苗苗

年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元性系９３—

高、地径生长比较

８—１７号受害指数与对照品种陕林４号无差异（Ｑ检

１０，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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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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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ｈａｙａｎａ ｃｌｏｎｅ

显著，与９３＂８—１８号差异显著。其它３个无性系苗木

上性系平均／ｍ苗高乏紫 无性系平均／ｅ地径ｍ甏紫
１００

陕林４号

２．０５

９３－８—１７

３

８２

９７．５

９３｛．１７

２．３２

１１２．６

９３—８—１８

３

５４

９０．３

９３｛一１８

２

１６

１０４．９

３．３７

８６．０

９３＿８＿６

２．０９

１０１．５

３

８４．７

９３名之０

１．９９

９６．６

陕林４号

９３≈－５
９３｛－２０
Ｄｏ ０１＝０

３．９２

３２

１００

的受害指数与陕林４号相比，都达到极显著水平。

４结论
美洲黑杨×青杨杂种无性系引种育苗试验结果
表明，４个无性系在陕西关中地区都能正常的生长，
且生长量较大，抗病虫能力较强，扦插成活率高。比

２６风ｏ【＝０１７

综合４个美洲黑杨Ｘ青杨杂种无性系苗木高生

较而言，无性系９３＂８—１７号表现特别突出，无论生长

长和地径生长来看，９３－８—１７号生长最快，９３＂８－１８号

量，还是抗病虫能力都是４个无性系中最好的。与

次之。从苗期表现看，９３－８－１７号无性系出苗齐，苗

当地优良品种陕林４号相比，１ ａ生苗地径生长量显

木生长均匀，苗干端直，落叶迟，是一个很有发展前

著大于陕林４号，高生长量和抗病性与陕林４号相

途的美洲黑杨×青杨杂种无性系。

当。

万方数据
３．３对病虫抗性的自然测定

美洲黑杨×青杨杂种９３—８－１７号苗期具有出苗

从表４可以看出，９３－８—１７号无性系２ ８ｔ平均受

齐，扦插成活率高，苗木生长均匀，苗干端直，落叶

害率和受害指数分别为３５．８％和１５．６，略高于对照

迟，是一个很有引种前景的无性系。建议进一步完

陕林４号杨。其次是９３－８－６号，２ ａ平均受害率和受

善苗期测试，营建无性系对比试验林和区域栽培试

表４美洲黑杨×青牺杂种无性系苗术受病虫害危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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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林。同时，做好其它无性系基因资源保存，为今后
的良种选育工作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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