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上海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研成果

■ 在国内外许多地区种植展现诱人前景

■ 获得众多奖励和殊荣

■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展出

粮食安全的新希望

    ——节水抗旱稻
A New Hope for Food Security 
——Water-saving and Drought-resistance Rice



从事农业生物基因资源研究的现代化公益性科研机构：
A Non-profit Modern Scientific Institute on Agrobiological Gene Resource: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Shanghai Agrobiological Gene Center (SAGC)

● 2002年7月成立 ●

Founded in July 2002

宗旨：立足上海、面向全国、接轨世界，为

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准备物质与技术基础。

主要工作：开展农业基因资源的收集保

存、研究评价、繁育创新和开发利用以及发展相

关技术。

行为规范：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谨

的操作，严密的观察。

文化理念：民主团结，严肃认真，健康向

上，持续发展。

愿景：通过资源的收集保存，使今天的财富

完整地传承给子孙后代；通过节水抗旱稻的研发

创新，使育成的新品种播撒全球的每个角落。

● 建有现代化的基因资源库和数据库，可保存和

分发30余万份生物基因资源，并实现相关信息共享。目

前，收集保存的资源主要包括水稻、小麦、玉米、大

麦、油菜、蔬菜、花卉和珍贵的藏药、苗药资源以及微

生物资源。

● 尤其在水稻功能基因资源的收集、保存、研究

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有利于国家粮食安全、水资

源安全以及环境安全出发，将节水抗旱稻作为研究重

点。短短十年时间，有关节水抗旱稻的研究成果获得上

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一

项，育成一批节水抗旱稻新品种，在国内外许多地区种

植，展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Mission: with foothold in Shanghai, serving the whole 
country, connecting with the world, preparing material and 
technolog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Research tasks: collection, conservation, evalu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agricultural gene resourc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water-saving, drought-resistance rice 
varieties.



粮食安全的新希望——节水抗旱稻
Water-saving and Drought-resistance Rice: 

a New Hope for Food Security

 2011年4月27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隆重举行。由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主持完成的“节水抗旱稻不育系、杂交组合选育和抗

旱基因发掘技术”研究项目荣获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这是该中心2002年成

立以来在水稻节水抗旱研究方面荣获的第三个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标志

着节水抗旱稻研究在理论与应用上均取得重大进展。

“民以食为天，食以稻为先”。自古至今，人类对于粮食作物的重要性刻

骨铭心。水稻是中国重中之重的粮食作物，产量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44%左右。

“家家种田，户户留种”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农民种植水稻的情况，在同一块水

稻田中经常会呈现高杆、中杆、矮杆并存的“三个楼层”或早熟、中熟、晚熟

同现的“三熟同堂”的景象，产量很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水稻经过了

“高杆变矮杆”、“常规稻变杂交稻”等一系列科技创新，产量得到了大幅度提

高。这对于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然而，近年来中国水稻生产面临资源与环境的重大挑战。水稻生存需要淡

水，水稻高产要耗费更多的淡水。中国虽有“滚滚长江东逝水”和“万里黄河水

滔滔”，但要满足水稻的供水要求确实不堪重负，中国的水已养不起中国的稻。

更何况高产的水稻不仅需要充足的水分，而且需要大量的肥料和农药，这就给中

国的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都带来了危机。

面对这个严峻现实，科学家们将如何提高农作物的节水抗旱能力作为重

大科学问题进行攻关研究。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科研人员在对各类基因

资源进行收集保存和研究评价的基础上，重点开展水稻的节水抗旱研究。理论

上，科研人员致力于探索植物节水与抗旱的分子机理；应用上，培育集节水、

抗旱、高产、优质于一体的节水抗旱稻新品种。

十度春秋，硕果初现。经过不懈努力，科研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节水

抗旱稻”的理念并得到同行认可，相关论文在国际权威刊物《J.Exp.Bot》和中

国重要杂志《科学通报》上发表，育成了节水抗旱稻不育系和世界首例杂交节

水抗旱稻。节水抗旱稻的多个系列品种不仅遍布中国不同的生态区域，而且在

亚洲的越南、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的尼日利亚、莫桑比克、马

里、塞内加尔、乌干达等国表现不俗，展示良好的应用前景。

 发展节水抗旱稻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事业，我们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借

助《科学画报》这一平台，我们在本增刊中既全面、专业，又通俗、图文并茂

地介绍节水抗旱稻产生的背景、内涵和应用前景，使节水抗旱稻的理念广为传

播，深入人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The concept: Water-saving and drought-resistance rice (WDR) is a new type of 
rice with not only high yields and good quality, but also water-saving and drought-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When this crop is irrigated, its grain yields and quality are 
equivalent to those of paddy rice, but its water requirement is only half that of paddy 
rice. It retains good yields in uplands because of its drought resistance. Furthermore, 
the sowing and cultivation of this rice requires lower inputs and less energy, and thus, 
it is ver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eface

1科学画报 2011.增刊

卷首语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  罗利军教授



 

致作者
* 作者来稿（包括文字和图片）一般不退，要求退稿的敬请说明。3

个月内未见发表或未收到准备采用的通知，作者方可另行处理。

* 稿件从发表之日起，其专有出版权和网络传播权即授予本刊，同

时许可本刊转授第三方使用。

* 作者须保证来稿中没有侵犯他人著作权或其他权利的内容，并

将对此承担责任。

* 对上述合作条件若有异议，敬请来稿时声明，否则将视作同意。

电    话      021-64848127
E-ma i l       scip ic@vip.sina.com
网    址      http://www.kxhb.com

广告总代理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广告部
上海高精广告有限公司
电    话  021-64848170，021-64848152

发行总经销
《科学画报》发行部
电    话  021-64848137，021-64089888-81418
发行范围  公开发行

邮购部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邮购部
电    话  021-64085630

中国标准连
续出版物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印  刷          
国内总 发 行     
国 内 订 购       
国 外 发 行       
邮 发 代 号    
出 版 日 期    
定  价

  ISSN 1000-8292 
  CN 31-1093/N

目 次

杂志如有印订质量问题，可与本刊编辑部联系调换。

主办单位、编辑部、广告部、发行部、邮购部
地    址  上海市钦州南路71号   
邮政编码  200235

KEXUE HUABAO

1933年创刊（月刊）

   2011年增刊

R

2 科学画报 2011.增刊

Contents

（2011）第070号本增刊许可证编号

策    划     罗利军 潘重光
撰    稿     龚丽英 梅捍卫 刘鸿艳 杨  华 
             刘国兰 余新桥 张剑锋等
图    片     林  田 周佩雯 黎佳佳 李  荧等
             

关于本增刊

 3100320080021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市报刊发行局
 全国各邮政局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内4-202  国外M157
 2011年12月8日
 3.00元

支    持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科学顾问      寿子琪 陈克宏 陈 杰 施强华

主    管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主    办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科学技术出版社）
编辑、出版     《科学画报》编辑部

主    编      毛文涛
特邀指导      马兴发 过浩敏 朱启高 刘  勤
              陈宏凯 郁增荣 胡  睦 骆大进  
              郭延生 傅国庆 缪文靖 樊美萍 
              （按姓氏笔画排序）

编辑部
主    任      程忠炎
副 主 任      杨先碧
发稿编辑      徐  梅  杨晗之  毋慧玲 
              杨先碧  程忠炎  李　旻（特邀）
编    审      李维靖
美术编辑      白庚和  韩鹤松（特邀）
技术编辑      黄雪红

卷首语  Preface

1  粮食安全的新希望——节水抗旱稻
Water-saving and Drought-resistance Rice: a New Hope for Food Security

危机与出路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4  粮食、水资源、生态危机
Crisis in Food Security, Water Resource and Ecology

6  水稻在保障粮食安全上的重大作用
Ri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ood Security

8  水稻生产面临资源和环境的挑战
Rice Production Faces Challenges from Resource Shortage and Environmental Pressure

节水与抗旱  Water-saving and Drought Resistance

10  从野生稻到节水抗旱稻
From Wild Rice to Water-saving and Drought-resistance Rice

12  节水抗旱稻怎样节水
How does WDR Save Water

14  复杂的抗旱性
Complexity of Drought Resistance

16  寻找抗旱基因
Finding Drought-resistance Genes

培育节水抗旱稻  WDR Breeding

18  节水抗旱稻是如何培育的
How to Develop WDR Varieties

20  引人注目的四种节水抗旱稻
Four Types of WDR Varieties

种植节水抗旱稻  Agricultural Practices with WDR

22  给力的免耕栽培
Non-tillage Cultivation of WDR

23  征服工业抛荒地
Good Performances of WDR in Abandoned Arable Field

24  在有水的田里节水
Water-saving in Paddy Fields

25 “望天田”中也能高产
High Yielding in Rain-fed Fields

26  机插种好节水抗旱稻
WDR Transplanting by Machine

节水抗旱稻科研团队  WDR Research Team

27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节水抗旱稻团队：扬科技风帆 创一流业绩
WDR Research and Breeding Groups in SAGC: Pursuing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by 
Means of Scientific Methods

节水抗旱稻科研文化  WDR Research Culture

30  稻家之争（相声剧本）
An Argument among Paddy Rice, Upland Rice and WDR 
(The Script of a Comic Dialogue)

节水抗旱稻展望 WDR Prospect

封三  节水抗旱稻的诱人前景
The Great Prospect of WDR

其他  Others

3  节水抗旱稻——节水标兵，增产高手，环保模范
WDR: an Expert of Water-saving, Yield-increas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封二  从事农业生物基因资源研究的现代化公益性科研机
     构：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A Non-profit Modern Scientific Institute on Agrobiological 
Gene Resource:Shanghai Agrobiological Gene Center (SAGC)

封底 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Tiangu Biotechnology Co, Ltd.

英文撰稿　 　 梅捍卫 夏　辉 

P.21

P.24



核心品种
● 籼型常规品种“沪旱15号”（国审稻2006072）

株叶适中，剑叶挺拔，穗大粒多，抗旱性强，中抗稻瘟病。旱地种植

平均亩产量357.33千克。稻米品质达到国标三级优质米标准。适合长江中下

游作一季稻种植，华南大部分地区作晚稻种植。(注:1亩等于0.0667公顷)

● 粳型常规品种“沪旱3号”（国审稻2004053）

株叶适中，出苗齐，长势旺，分蘖力强，粒重适中，抗倒性强。高

抗稻瘟病，抗白叶枯病，抗旱性强。旱地种植平均亩产量265.59千克，

最高496.27千克。适合长江中下游作一季稻种植。

● 籼型杂交组合“沪优2号”(国审稻2010034）

株叶适中，茎秆粗壮，根系发达，耐肥，抗倒性强，子粒细长，粒

重适中。旱地种植亩产量均超过506.27千克，适宜在广西桂中和桂北稻

作区、广东粤北稻作区、福建中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

南部的稻瘟病轻发的双季稻作区作晚稻种植。

● 粳型杂交组合“旱优8号”[沪农品审水稻（2010）第006号]

抗稻瘟病和条纹叶枯病，工业抛荒地种植亩产量489.38千克，机插

秧旱管亩产量达626.00千克。稻米品质达到国标二级优质米标准。适合

上海及周边地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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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抗旱稻——节水标兵，增产高手，环保模范
WDR: an Expert of Water-saving, Yield-increas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thers
其 他

Four representative WDR varieties developed by SAGC

Name indica/
japonica

Inbred/
Hybrid Released by Target area

Huhan 
No.15 indica Inbred MOA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Southern China

Huhan 
No.3 japonica Inbred MOA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Huyou 
No.2 indica Hybrid MOA Southern China

Hanyou 
No.8 japonica Hybrid Shanghai Shanghai and adjacent provinces

　　

获奖成果
●“栽培稻节水抗旱种质评价、创新与新品种选育

研究”，2005年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水稻基因资源创新和分子技术育种”，

2007年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节水抗旱稻不育系、杂交组合选育和抗旱基因挖掘

技术”，2010年获得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

种植区域
● 节水抗旱稻品种遍布中国不同生态区域。

● 节水抗旱稻走出国门，在亚洲的越南、缅甸、

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种植表现不俗。

● 节水抗旱稻冲出亚洲，在非洲的尼日利亚、莫

桑比克、马里、塞内加尔、乌干达等国家种植，展示

出诱人前景。

项目支撑

●科技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

●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

●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计划（948重大专项）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重大项目

●上海市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



进入21世纪，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同

时，种种危机接踵而至，其中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恐怕就是粮食

危机、水资源危机及生态危机了。

Food Security
The increase rate of food production cannot catch up with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of human beings. According to FAO, there 

were 850 million people threatened by famine and 33 countries 

facing severe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deficit of food in 2010.

粮食危机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必需

品，是稳民心、平物价、保民生的特殊商品，对一

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都是基础性、战略性资

源。在历史上，由于粮食危机而引起的政局变动

及朝代更替屡见不鲜。古今中外的不少国家领导

人都深谙“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道理，始终把

吃饭问题作为安民心、促发展的头等大事。因此，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疾呼：“粮食危机是全人类

共同面临的输不起的战争。”在现代社会，人口快

速增长，粮食产量虽然逐年增加，但是仍不能满

足需求。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0年数据统

计：全球有约8.5亿人缺乏足够粮食，33个国家因

粮价上涨正经历政局动荡和国内冲突，饥饿仍是

当今人类生存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

危机与出路

粮食、水资源、生态危机

世界食物不足人口数（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
Global population in hunger (Data from FAO)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Crisis in Food Security, Water Resource and Ecology

饥饿仍是当今人类生存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 
Hunger is 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for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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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Crisis 
Shortage of fresh water resource limit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a large number of countries. The situation is becoming 

worse along with the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industrial pollution.

水资源危机
水是生命之源，有了水植物才能生长。人类文明与水密切相关。水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却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随着地球人口的日益增长，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受污染的河流越来越多，可利用的水源越来越少。2003年世界环境

日的主题是“水——20亿人生命之所系”，说明地球上有20亿的人没有适当的安全饮用水供应。在第三世界，由于水污染

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2.5万人死亡，相当于每天20架满载乘客的大型客机坠毁死亡的人数。受污水危害的儿童，每天

竟有6 000名。埃及尼罗河、印度恒河及美国科罗拉多河曾经宏伟浩瀚，如今每逢旱季，鲜能畅流入海，水资源危机已成

为全球性的问题。

水资源污染或不足严重影响粮食生产  
Crop production influenced by water deficit

Ecology degeneration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2nd half of 

twentieth century, a lot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uch as greenhouse 

effect, ozone depletion, acid rain, water deficit and pollution, soil 

degradation, loss in forest area and biodiversity, have aroused and 

damaged the environments largely.

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是指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威

胁的现象，是生态失调的恶性发展结果，主要由人类盲目和过度的生产

活动所引起。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全球环境遭到空前

破坏和污染，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被破坏、酸雨、有毒化

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遭受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

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

综上所述，粮食、水、生态这三者不但对国计民生极其重要，而且互

相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如何能在它们之间找

到一个平衡点呢？我们还是从最常食用的稻米来谈起吧。 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及生态安全是相互关联的
Simultaneity of food, water and ecology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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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 provides staple foods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In 

China, rice occupies one quarter area, 

but produce one third of total food 

crop yield. During the last 50 years, 

rice breeding in Chin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For example, the utilization 

of semi-dwarf r ice and hybrid r ice 

varieties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rice 

yield, making it possible to meet the 

food demand for more than one billion 

people in China.

稻米已为全世界人民食用了数千年，水稻是全球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全球半数以上人口将其作为主食。全世界水

稻年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约1/4，年产量占世界粮食总产量约1/3，水稻在粮食作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稻国，产量占世界稻米总产量约1/3。它的栽培面积、总产量远高于其他粮食作物。中国的

粮食结构中，稻米占约44%。作为水稻栽培的起源国，中国水稻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1995年，在中国湖南道

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四粒黄色的稻谷，距今已有14 000年～18 000年，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稻谷。在长江下游河姆渡

也出土了约7 000年前的稻种残留物。几千年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中国稻的资源和稻作技术及其传播，不仅对于保障

中国的粮食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也直接影响东南亚、东亚的稻作进步。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水稻品种在“矮化育种”和“杂种优势利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使水稻产量大幅度上

升，对促进中国粮食生产，保障十几亿中国人民的粮食安全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水稻在保障粮食安全上的重大作用

亚洲主要稻米生产国水稻种植面积与产量（数据来自美国农业部）

The rice planting area and production in Asian countries (Data from USDA)

Ri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ood Security

中国历史上就重视水稻种植，绘制了不少宣传稻耕的图画，推动
粮食生产发展
A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reflecting rice cultivation in China

1995年，由罗利军教授主持育成的中国首例三系法亚种间超高产
杂交稻“协优413”，在浙江安吉种植，每亩产量达719千克
A super rice variety “Xieyou-413” developed by Prof. Lijun Luo

危机与出路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7科学画报 2011.增刊

■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　随着国际水

稻研究所和中国育成的IR8、矮脚南特等一批耐肥抗

倒水稻品种在生产上推广应用，结合化肥的大面积普

及，水稻平均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20%～30%，给水

稻生产带来了第一次突破性飞跃。

■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　随着杂交水稻

的育成与大面积推广，结合增施化肥，中国水稻产量

再一次飞跃。与常规水稻相比，杂交水稻新组合的稻

谷产量上升了20%左右。 

■ 20世纪90年代以后　水稻平均产量长期徘

徊在每亩420千克左右。为进一步提高产量，国际上

启动了超高产育种计划，中国实施了“超级稻育种”项

目。采用理想株型和以水稻亚种间杂种优势相结合的技术路线，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在试验示范中，每亩产量超过700

千克的品种不断涌现。

近年来，全国育成省级以上审定的水稻新品种数百个，包括已大面积推广的一批“超级稻”。然而，由于这些品种是在

水肥条件优良的条件下育成并通过区域试验，其试验产量虽然较高，但与生产上的实际产量存在巨大落差，其主要原因是

中国65%以上的中低产田难以满足这些超级稻品种对水肥与精耕细作的要求，以单位面积产量为主要育种目标的超级稻

难以在大面积上实现其高产潜力。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内地人口已经增加至13.4亿人。此外，随着中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城市周边的优质农田被占用，这使得水稻的种植面积大幅度

降低。因此，不断增加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是刚性需求，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大国家需求。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罗利军教授带领的育种团队，育成了系列节水抗旱稻新品种，为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了贡献
Research group of Prof. Lijun Luo working in the field

世界谷物产量及人口数
World cereal crop production and the global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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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Resource Shortage
Water used in agriculture accounts for nearly 70% total water usage of China. To ensure food production by 2020, 120 

billion tons more water are required. However, the water per capita in China is only one quarter of the world’s average.

水资源匮乏 

中国是个缺水大国，50%的国土面积年降水量小

于400毫米。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人均水资

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 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

一。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需要大量的淡水资

源。中国农业耗水量占全国总耗水量约70%，而水稻

的用水量占整个农业耗水约70%。按水土资源现有生

产力水平测算，实现2020年的粮食增产任务，水的缺

口约1 200亿立方米，而实际上未来30年中国农业用

水只能维持零增长或负增长。因此，水资源已成为本

世纪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瓶颈。

High Frequency of Drought
Drought is a major limiting factor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particularly in northern and northwestern regions. Severe drought also happened frequently in central and 

southwestern China in recent years. Since 1990s, about 27 million hectares of agricultural area have encountered drought 

calamity which causes 70-80 billion kilograms of yield loss per year.

干旱频繁发生
在中国许多水稻产区，干旱仍然是制约水稻生产的最主要因素。中国西北地区长期缺水，华北地区旱灾频繁。由于雨

量分布在季节上不平衡，旱灾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稻区的发生频率近年也有很大提高。一旦干旱发生，水稻往往大幅度减

产。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每年平均受旱面积达2 667万公顷,造成粮食减产700亿到800亿千克。2010年的云南、

四川等西南大旱，特别是2011年的华中地区大旱，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应当做好应对中国旱灾的充分准备。

水稻生产面临资源和环境的挑战

危机与出路

世界和一些国家的人均水资源量
Water resources per capita of the world and a few countries

Rice Production Faces Challenges from Resource 
Shortage and Environmental Pressure

2003年广西遭遇大旱，不少稻
田颗粒无收
All rice plants died  under severe 
drought

水稻前期遇干旱
Early stage drought of rice

水稻无收，农民望天兴叹
A depressing farmer having poor 
harvest after drought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水稻后期遇干旱
Late stage drought of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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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ticide Pollution
Several diseases and pests prevailed in high yielding rice field and caused severe yield loss. To control them, a huge amount 

of chemical pesticides was applied which caused pollutions to environment, economic burden and health issues to farmers.

大量使用化学农药  

中国水稻生产中病虫害日益严重。水稻白叶枯病、稻瘟病和纹枯病是三种主要的破坏性较强的水稻病害，而二化螟、稻

纵卷叶螟和稻飞虱是三种主要的水稻害虫。为了减少病虫害对产量的损害，我们主要依靠化学农药杀虫抗病。喷施大量农药

既加重农民的负担，使农民增产不增收，又严重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还造成食物中的农药残留，危害人类健康。

Overdose of Fertilizer
Over-dosage of fertilizer is applied into rice field when extremely high yielding is pursued in China. This causes low yield 

output per unit of fertilizer, i.e. low utilization efficiencies of nitrogen (30%-50%) and phosphate fertilizer (10%-20%). The 

over-dosage of chemical fertilizer can filter into water bodies, leading to water pollution.

化肥严重过量使用 

中国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用了世界上35%的化肥。长期以来，为提高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将耐肥抗倒

作为重要的选择指标，从而达到在生产上通过施用大量化肥来实现高产的目标。因此，化肥消耗量不断增加。化肥用量大，

但是利用率低。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单位面积化肥投入粮食产出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氮肥利用率仅为30%～35%，其损失

率高达50%以上，当季磷肥利用率仅在10%～20%左右。过量的氮素和磷素等营养物、农药以及其他有机或无机污染物，通

过稻田地表径流和渗漏造成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进入江河湖泊后，会对这些水体形成“面源”污染。这

也是湖泊和海洋发生赤潮的原因。目前，农业“面源”污染是最为重要且分布最为广泛的“面源”污染，是农业生产对环境

产生的一个巨大的负面影响。

Greenhouse Gas Release
A large proportion of methane (9%-30%) has been released from the soil immersed under water layer in rice field. It was 

estimated that 6.02 million tons of methane gas was emanated by rice cultivation in China in 2000.

温室气体排放　 

由于水稻具有十分依赖水分的特性，因而长期以来形成了

水稻种植田间保留水层的习惯，造成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据研

究，全球稻田甲烷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9%～30%，中国2000年稻

田甲烷排放量达到602万吨。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pplication of WDR varieties can 

save a large amount of irrigation water by aerobic cultivation, 

and maintain more stable yield on rain-fed field or under drought. 

Fertilizer running-off and greenhouse gas release were thoroughly 

avoided in aerobic soil. Lower moisture in the canopy lightens 

rice diseases and pests so that less pesticide should be applied.

综上所述，人口的不断增加要求我们不断增加水稻产量，而

水稻生产又面临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挑战。如何在有限的耕地面

积中，特别在中低产田中，既克服干旱缺水，又在水稻种植中减少

对环境的污染，保证粮食稳产和高产，是当前水稻生产迫切需要

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科学家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系统的研究，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发展

节水抗旱稻，以大幅度节约淡水资源，增加对干旱的适应性，在水

稻种植过程中减少使用化学农药、“面源”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

有利于中国水稻平均单位面积产量的突破。

水稻的传统栽培方式造成甲烷排放
Emanation of methane gas in rice field

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有关科学家指出,
甲烷是一种温室气体,引起的温室效应甚于二氧化碳,每年
向大气的释放量约为5亿吨,而其中20%的甲烷来自稻田。
稻田有机物经无氧分解生成的甲烷大部分通过水稻的根、
茎、叶的输导组织向大气释放，另一些通过扩散及气泡释
放到大气中，其余则被从水稻根部扩散的氧气氧化成二氧
化碳。

通
过
植
株
的
输
导
组
织
释
放

气
泡
释
放

扩
散



节水与抗旱

As the ancestor of cultivated rice (Oryza sativa L.), common wild rice (O. rufipogen Griff.) grows in marsh and can adapt 

to both aquatic and terrestrial environments. There are two ecotypes in cultivated rice species, i.e., paddy rice and upland 

rice, adapting to immersed and aerobic soil conditions, respectively. Upland rice has a long cultivation history and wide 

distribution in China. Upland rice landraces has higher drought-resistance but poor yield potential. WDR combines the 

higher yield and good quality from paddy rice varieties and the water-saving, drought resistance from upland rice varieties. 

It can yield equally as paddy rice and save 50% water usage under irrigated conditions, or give a relatively high yield under 

drought in rain-fed fields.

翻开水稻的家谱，18 000年前，野生稻生活在地势低洼、湿润的沼泽地带，属于中生植物，对水生和旱生环境具有双重

适应性。在野生稻往栽培稻的长久演化过程中，形成两类对水分需求不同的生态类型。一类是适应于水生环境的水稻，另

一类是在干旱条件下完成其生长发育过程的旱稻。水稻与旱稻同属一个种，差异在于抗旱性不同，旱稻抗旱性强，而水稻

抗旱性差。

从人类发现野生稻的果实能作粮食的那一天起，野生稻就得到了人类的精心护理。在人类的呵护下，野生稻逐渐变成

了离不开水的栽培水稻，水稻也给人类提供了比野生稻更多的粮食。这样一来，水稻更加得到了人类的宠爱。长期以来，水

稻的品种改良一直是农业研究的热点。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在不断改善水稻灌溉条件的同时，水稻新品种的培育取得

了重大的进展，形成了大量的高产优质的水稻品种。这些水稻品种，尤其是生产上大面积种植的水稻品种，包括杂交水稻，

在产量、香味、口感等方面都明显优于旱稻，更符合人们生活的需要。

从野生稻到节水抗旱稻
From Wild Rice to Water-saving and Drought-resistance Rice

Water-saving and Drought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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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抗旱稻演变过程  
The evolution path of water-saving and drought-resistance rice

节水抗旱稻
野生稻

 旱稻

水稻 高产优质水稻

抗旱性强、低产旱稻

育成 

水生环境
进化

干旱环境
进化

研究滞后

半个多世纪培育



水稻的家谱不仅记载着水稻的身世，也记载着水稻的亲同胞旱稻的身世。原来，旱稻的祖先也是野生稻。当野生稻被

人类带到缺水的地方后，过着有水喝一阵，无水渴一回的缺水生活。由于水的供应不足，一部分野生稻被渴死了，另一部分

经过缺水的折腾挺过来了。这些经历了折腾而存活下来的野生稻，在长期缺水的岁月里就变成了适应缺水条件的旱稻。旱

稻在中国各地都有分布，在广西、云南等山区有着比较悠久的种植历史。当地山民一般在3月下旬上山播种，待清明下雨种

子吸水萌发，至11月稻谷成熟时上山收割。旱稻虽然产量极低，但具有较强的节水抗旱性能，需水量仅为水稻的1/3至1/4。

长期以来，对旱稻的研究大为滞后，产量水平低下。

什么是节水抗旱稻呢？节水抗旱稻兼具了水稻和旱稻的特性，是指既具有水稻的高产优质特性，又具有旱稻的节水

抗旱特性的一种新的水稻品种类型。它是在水稻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引进旱稻的节水抗旱特性而育成的新品种。在有水

灌溉的条件下，节水抗旱稻的产量、米质与水稻基本持平，但可节省50%以上的灌溉水。在“望天田”，遇到干旱时，节水

抗旱稻因具有旱稻的抗旱特性而表现出较好的抵抗干旱的能力（或基本具有旱稻品种的抗旱能力）。节水抗旱稻在较轻

的干旱条件下能保证产量的稳定，而在较重的干旱时也能获得一定程度的产量，避免了一般水稻遇旱则严重减产或绝收

的情况。并且节水抗旱稻在栽培上，简单易行，投入低，节能环保。

节水抗旱稻在工业抛荒地上种植，同样可以获得丰收
Good performance of WDR in abandoned arable fields

山坡上的节水抗旱稻 
WDR in mountain areas

种植在盐碱地上的节水抗旱稻可以正常生育 
Good performance of WDR on saline soils

田间杂交育种
Making cross in rice field

田间测量野生稻、旱稻、水稻和节水抗旱稻的水势
Measurement of water status in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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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R has two basic characters, i.e., water-saving ability and drought resistance. The ability of saving water comes from 

biological feature or water management. Biological water-saving refers to saving water by increasing the water use efficiency 

(WUE). An appropriate and scientific water management can save lots of water in rice cultivation, which means applying 

only enough water in the key growth stages of rice plants.

应该指出的是，节水抗旱稻的节水抗旱特性是一个总的概念，至少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节水特性，二是抗旱能力。那

么，节水抗旱稻是怎样节水的呢？节水抗旱稻的节水特性表现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显著减少水分消耗。广义地讲，包括如

何有效地利用降水和提高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

节水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生物节水，即寻找水分利用效率高的稻种资源，培育既高产又需水量较低的新品种；二

是栽培节水，即减少灌溉水，只提供高产需水量，从而避免水的浪费，并可提高水分利用效率。

1．生物节水
生物节水就是针对水稻品种资源自身存在的水分利用效率差异，选择水分利用效率高的品种资源进行育种，育成节水

抗旱的品种。这里的水分利用效率是指植物光合作用生产的干物质与蒸腾作用消耗的水分的比值。这就好比人的消化吸

收能力，消化吸收能力不好的人吃得再好再多也不会长胖，而消化吸收能力好的人则很容易发胖。这种差异是由基因决定

的，具有遗传性。中国拥有丰富的水稻和旱稻品种资源，不同的品种对水分的需求不同，有的品种本身具有较高的水分利用

效率。如果在相同的有限供水的条件下，水分利用效率高的水稻品种的产量自然就比水分利用效率低的品种的产量要高。

这种在不同品种间水分利用效率差异的情况，不仅在水稻中存在，在其他作物中，如小麦、玉米等，也存在。

作物水分利用效率涉及两个方面的范畴，一是作物维持正常生理代谢活动所需的生理需水量，二是在一定的水分状态

下作物的生产能力。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与抗旱性不同，抗旱性强的品种不一定水分利用效率高，反过来水分利用效率高

的品种不一定抗旱性强。从提高水分利用效率上讲，品种的产量潜力往往比抗旱性更为重要。就拿节水抗旱稻品种“中旱

3号”与水稻品种“汕优63”在不同灌水量条件下的产量与水分利用效率来比较，在灌水量为每公顷5 250立方米的情况下，

节水抗旱稻怎样节水
How does WDR Save Water

传统水稻与节水抗旱稻在旱田里的表现“一枯一荣” 
Performance of WDR compared with paddy rice in rain-fed fields

节水与抗旱
Water-saving and Drought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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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旱3号”达到其产量最高值，为每公顷3.10吨，

水分利用效率为每立方米水分可产出0.59千克稻

谷。“汕优63”大幅度减产，产量仅为每公顷3.45

吨，水分利用效率为每立方米水分产出0.66千克稻

谷。显然，前者虽然抗旱性比后者强，但水分利用

效率低于后者。在灌水量达到每公顷7 500立方米

时，“中旱3号”产量变化不大，这意味着水分利用

效率大幅度降低，但“汕优3号”产量达到最高值，

为每公顷6.38吨，水分利用效率上升到每立方米水

分可产出0.85千克稻谷。

2．栽培节水
栽培节水是针对水稻种植保留有水层的栽培

方式而言。水稻生长可以分为萌芽期、苗期、分蘖

期、孕穗期、抽穗期、灌浆期和成熟期等不同的发

育时期。

稻在不同生育时期对水分的需求不一样，在

有的生育时期对水分很敏感，比如萌芽期、孕穗

期、抽穗期和灌浆期。如果种子萌发的时候没有水

分，种子就不能萌发成苗。如果从孕穗期到灌浆期

缺水，就会导致稻穗发育不良，花粉不育，籽粒不

饱满或空粒等，从而造成严重减产。水稻在生长的

其他时期对水分的要求较低，只要保持土壤湿润

即可。在水分敏感期充分利用降水，或根据水分供

应条件进行节水种植，可达到节约水资源的目的。

在不需要过多水分的时期保留水层实际上是对水

分的浪费。这种浪费也降低了灌溉水的利用效率。

目前，中国农业灌溉水的利用效率只有40%，仅为

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每立方米水分的粮食生产

能力只有0.85千克左右，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每

立方米水分的粮食生产能力在2千克以上的水平，

中国农业灌溉水的浪费十分严重。因此，在栽培方

式上需要进行水分的科学管理，在需要水分的时

候给以充足的水分，在不需要水分的时候限制或不

供水，从而避免水分浪费。做好节水灌溉，可以取

得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喷灌设施  
Sprinkling irrigation

水稻滴灌试验(右为节水抗旱稻)  
Dripping irrigation

链
接

以色列是世界罕见的土地贫瘠、水资源奇缺的国家，年降水量约200毫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365立

方米，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土地是沙漠，一半以上的地区属于干旱和半干旱气候。为了利用好有限的水资源，以

色列制定并执行了严格的水管理和使用政策。为了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所有的灌溉农田都采用了喷灌、滴

灌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使灌溉水平均利用率达到90%。其中滴灌面积占全部灌溉面积的三分之二。节水灌

溉措施的采用，使其在农业总用水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农业产出增长了12倍。农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而且

大量出口，被誉为欧洲的“冬季厨房”。以色列的高效节水技术创造了沙漠农业的奇迹，使其成为一个到处有

水和水滋养的绿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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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gricultural practice, rice drought resistance is evaluated by measuring grain yield under drought condition or the 

relative yield to that under normal condition. The drought resistance is very complex, involving many secondary characters 

together with four different mechanisms. Drought escape is the ability of plants to regulate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e.g. 

shorten its growth period) to avoid severe damage from drought. Drought avoidance refers to plant’s capacity to sustain high 

water status by uptaking more water or reducing water loss. The main phenotypic criteria of DA includes root morphological 

traits (such as root depth, root volume) and physiological traits (such as stomatal conductance, leaf water potential, canopy 

temperature). Drought tolerance is defined as the relative capacity of plants to maintain function under low leaf water status 

by accumulating osmotic substances in cells to maintain a high turgor, and removing harmful substances. Drought recovery 

refers to the recovery capability of plant after restored irrigation.

在阐明抗旱性之前，先了解当发生干旱时，水稻植株会出现什么样的

变化。

当受到干旱胁迫时，植株会表现出各种受旱的症状。如果干旱发生在营

养生长期，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卷叶。叶片卷曲的程度与干旱的时间和程度密

切相关。轻微干旱，叶片只发生轻微的卷曲。随着干旱时间的延长，旱情越来

越重，叶片就会卷成针状，并开始出现叶片发黄和枯死，一些水稻品种可能

出现生长停滞的状态。如果干旱发生在孕穗期和灌浆期，抽出的稻穗则可能

因失水而发白，即出现白穗现象，也会因失水而导致不能灌浆，出现大量的空

瘪籽粒，造成产量减少。水稻遭受干旱时，体内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来抵御

干旱。但是，不同的水稻品种具有不同的抗旱能力，在干旱时表现出的受旱症

状也不同。

水稻抗旱性是一个复杂性状，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抗旱性的关注和理解不

同。植物生理学家认为抗旱性是植物在水分缺乏环境下可以生存的能力，而

农学家则更关注作物在大气或土壤干旱条件下生存并形成产量的能力。抗旱

性的鉴定往往选择一些能够反映抗旱能力的形态、农艺或者生理指标。对于

农作物而言，干旱胁迫下籽粒等收获物的产量，是代表抗旱能力强弱的直接

指标，可以是产量的绝对数值，也可以是与正常条件下或者对照品种的产量水

平的相对比值。此外，还有多种多样的间接指标，如卷叶、叶片枯死、抽穗期延

迟天数、冠层温度、叶片水势、相对含水量、根系深度与穿透力、产量构成因素

等。这些性状与最终产量有不同程度的关联，易于观察或者能在水稻生育期

较早阶段获得考察数据。不同类型的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不同的抗

旱机制。经过多年的抗旱研究，目前对抗旱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把抗旱性分为

逃旱性、避旱性、耐旱性和复原抗旱性四种类型。

逃旱性，就是作物调节自身的生育期，避开干旱发生的时期，从而使自

身不会遇到干旱。这是对自然气候长期适应的一种表现。如农业生产中使用

的早熟品种，这种类型的水稻生育期非常短，在干旱尚未发生前就完成了开

花结实的生命周期。这类品种由于生长时间短暂，总的生物量少，产量一般

不高，在农业育种上的应用价值不大。

避旱性，指作物在干旱的条件下能维持较高的含水量的能力。作物虽然

处于干旱环境中，但植株的细胞小环境还是有相对充足的水分，从而可以保

复杂的抗旱性

植株受干旱胁迫出现卷叶
Leaf-rolling under drought

植株受干旱胁迫造成籽粒空瘪
Poor filled grain under drought

植株受干旱胁迫，稻穗缺水表现白穗症状
White panicles resulting from drought

Complexity of Drought Resistance

节水与抗旱
Water-saving and Drought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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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水22天时的水稻“寒丰
B”(左)和节水抗旱稻“沪旱
2B”(右)的生长情况比较

断水 22 天后恢复供水的水
稻“寒丰 B”(左 )和节水抗
旱稻“沪旱 2B”(右 )的生
长情况比较

水稻与节水抗旱稻抗旱性比较
Differences in drought resistance between paddy rice and WDR

障细胞内各种生理活动的进行。这

种能力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

一是增加根系吸收的水分，二是减

少叶片的水分散失。与水稻相比，大

多数旱稻都具有深根性的特点，可

以从更深的土层中吸取水分。除了

深根以外，植株持有较多的根及较

粗的根等特点也有利于根系吸水。

植株体内的水分都是通过叶片表面

的气孔散失到大气中的。避旱性好

的植株在干旱发生时可以通过关闭

叶片气孔来减少水分的散失。此外，

叶片表面的叶毛和蜡质层都有利于

减少水分散失。

耐旱性，是相对避旱性而言的，

指植株体内的细胞含水量明显降

低，处于受旱的情况，仍然可以保持

束缚水，维持代谢，将细胞受损程度

减少到最小。这种抗性主要包括两种

生理作用：一是渗透调节，二是抗氧

化防御。渗透调节是细胞感受到干

旱后，会调动或合成一些可溶性物质

来提高细胞溶液的浓度，在细胞内外

形成浓度差，从而避免细胞内水分外

渗。这类可溶性物质被称为渗透调节

物质。科学研究发现，渗透调节物质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外界进入作物细胞的无机离子，如钾离子、钙离子等；另一

类是在细胞内合成的有机溶质，如脯氨酸、蔗糖、葡萄糖和果糖等。抗氧化防御是指细胞在受到干旱胁迫时，会产生一些

抗氧化物质对细胞膜进行保护，避免膜结构被自由基破坏。自由基，如超氧阴离子自由基（·O2̄ ）和羟自由基（·OH̄ ），是

一类具有高度活性的物质，可以在细胞代谢过程中连续不断地产生，并直接或间接地发挥强氧化作用，广泛参与机体的生

理过程。逆境下，植物体内活性氧大量积累，破坏了正常代谢时活性氧的产生与清除的平衡。尤其是超氧自由基可以转化

为过氧化氢（H2O2）及攻击性更强的羟自由基，进而引发细胞

膜上脂类的过氧化和脱酰化等，破坏膜结构。抗氧化保护物主

要有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物酶（POD）、过氧化氢酶

（CAT）、抗坏血酸和α-生育酚。一般抗旱性品种在干旱胁迫

下，这些保护性物质的含量及活性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复原抗旱性，指作物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干旱后的恢复生

长的能力。在田间往往表现出卷叶的重新展开，新叶或新分蘖

的长出。复原抗旱性强的品种能在复水后，其叶片展开时间较

早。受到长时间干旱胁迫的品种能迅速成蘖，并孕穗开花结实，

从而保证一定程度的产量，减少干旱造成的产量损失。

水稻抗旱的实际情况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过程，与干

旱发生在哪一个发育时期以及干旱的严重程度都有关系，不

同的时期，不同的干旱程度下，植株可能以一种抗旱机制为

主，而随着干旱的加重，起主导作用的抗旱机制也会发生转

变。不同的品种可能在不同的抗旱机制上具有优势作用。比如

具有深根性的旱稻在避旱性方面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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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稻品种在甘露醇模拟的渗透胁迫下的发芽情况

(上排为无胁迫的情况，下排为甘露醇胁迫处理7天的
情况。)
Different tolerances to osmatic stress

左边品种因抽穗早而没有受到干旱胁迫，具有逃旱性
Variety (left) escapes from drought by early flowering

水稻（左）与节水抗旱稻（右）在
干旱条件下表现的根系差异
Root differences between regular 
variety (left) and WDR (right) 



Two strategies are used to discover drought-resistance genes in rice. The first method is based on quantitative genetics, 

while the second way relies on molecular genetics and bioinformatics. Several drought-resistance genes, mainly key 

regulating genes or transcriptional factors, have currently been cloned. For example, the OsSKIPa and SNAC1 gene by 

Lizhong Xiong’s group from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DST gene by Hongxuan Lin’s group from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rf1 gene by Min Shao’s group from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nd HARDY gene from Arabidopsis by an 

international group led by Andy Pereira, are proved to enhance rice drought resistance significantly.

水稻与旱稻在抗旱能力上的差异，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不同类型的稻中携

带的抗旱基因存在差异。就如同有的人个子高，而有的人个子矮，除了后天因素外，主

要是遗传起作用，身高高的人是由于个子高的基因在发挥作用，而个子矮的人没有携

带个子高的基因。不同的基因对性状发挥的效应不同。抗旱基因对节水抗旱稻的抗旱

能力的贡献不一样，这样植株表现出来的对干旱的耐受程度也不一样，正是由于存在

着不同的抗旱基因，才引发了科学家们对各种抗旱机制的研究。要研究抗旱机制，先

要搞清楚抗旱性状是属于哪种性状。

生物体的性状，有的可分得清清楚楚，如开红花或者白花，这种泾渭分明的性

状称为质量性状，就如同人的肤色也是质量性状，黑人和白人，都是由于基因起作

用因而导致性状上有差异，质量性状一般都与单一基因作用有关。除了质量性状外，

还存在着一种界限不清楚、不易分类的性状，如人的身高，稻的株高等，因为在一个

群体里它是连续的，不易分类的，我们说某个品种的株高95厘米，实际是一个平均

值，可能有的是96厘米，有的是94厘米，这种界定模糊的性状称为数量性状。水稻的

抗旱相关性状就是数量性状，它是由较多抗旱基因协同起作用的。相比控制质量性

状的基因所起的作用，决定数量性状的每个基因所起的作用是微小的，如果说控制

花色的基因起90%以上的作用，而抗旱基因对抗旱性状起作用可能只有20%。由于

抗旱性是一种多因素的数量性状，这个性状不仅与根长、根的多少、根的穿透力有关，还与气孔开合的程度、细胞中代谢

物浓度、根的发达程度等多种因素有关，植株在干旱条件下的产量表现是研究者们用以评价植株是否抗旱的最重要的

标准之一。

为了挖掘抗旱基因以及了解抗旱性的遗传机制，研究者们采用了很多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是从两个方向来进行基因的

挖掘。一是从遗传学的角度，利用旱稻与水稻品种进行杂交产生分离群体，调查后代群体植株在干旱条件下的各种表现，

寻找抗旱基因

水稻的基因不同，株高也不一样
Plant height varied among different 
genotypes

节水与抗旱
Water-saving and Drought Resistance

Finding Drought-resistance Genes

用高渗溶液对不同品种苗期进行抗旱性鉴定 (每幅图中左为抗旱性差的品种，右为抗旱性好的品种。） 

Drought resistance screening in hypertonic solutions

处理前 处理60小时后 处理20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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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与抗旱紧密相关的根部性状和产量相关的性状等数据，结合后代

群体的遗传信息通过软件将两者关联，然后寻找和确定抗旱基因在染

色体上的位置。了解抗旱基因的位置有利于我们将其导入到其他品种

中，并可随时检测基因有没有丢失。二是利用分子生物学的技术，通过

同源基因或者电子克隆的方法，来克隆抗旱基因，通过转化，以及模拟

干旱的方法（高渗溶液法和盆栽法）来鉴定基因对抗旱起多大作用，有

多大效应，进一步研究基因的抗旱机制如何发挥效应。

目前，国内外科学家从水稻和其他植物中克隆了一些与抗旱性有

关的基因，主要是非生物胁迫调控通路中关键基因或其他调控因子，其

中几个基因在水稻中超表达后产生了明显的作用，通过调动植株对干

旱胁迫的响应，调节发育进程、气孔开闭、代谢产物分配，或者提高渗

透调节或解毒能力等途径，最终提高水稻的抗旱能力。

华中农业大学熊立仲课题组克隆了两个重要的水稻抗旱基因，一

个是水分胁迫响应信号通路的上游调控基因OsSKIPa，另一个是转录

调控因子SNAC1。中国科学院林鸿宣课题组发现一个对干旱与盐胁迫

负调控的转录因子基因（DST），这个基因的功能缺失可以促使H2O2在

保卫细胞中累加，降低气孔开度而减少水分蒸腾，通过这样来提高植

株的抗旱性。南京农业大学邵敏课题组报道Harpin编码基因（hrf1）通

过类似的调控途径提高水稻抗旱性。一个由Andy Pereira领导的国际

研究小组发现来自拟南芥的HARDY基因在水稻中过量表达后，提高光

合效率，降低呼吸强度，在干旱条件下促进根系发展，从而提高抗旱性

与水分利用效率。

这些基因的实际应用价值还有待于田间试验与育种、生产实践的

检验，但是，这些重要的研究进展可以帮助科学家更好地认识水分与

其他非生物胁迫的调控机制，也大大增强了科研工作者的信心，鼓励

他们克隆更多抗旱基因。通过生物工程手段引入单个或者累加几个抗

旱关键基因，提高优良水稻品种的抗旱性，将是培育节水抗旱稻新品

种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DST基因
突变植株

正常
植株

完全关闭的气孔 部分打开的气孔 完全打开的气孔

用绿色荧光标记SNAC1基因，
发现该基因主要在水稻叶片的
保卫细胞表达，参与调节气孔
的开闭

水稻叶片气孔放大图

(GC表示保卫细胞，St表示气孔)
干旱胁迫下，SNAC1基因超
表达的转基因水稻(右)表现
出更好的抗旱性

SNAC1基因通过控制气孔开闭影响水稻抗旱性(Hu等，2006，PNAS 103:12987-12992)

Over-expression of SNAC1 gene enhanced the rice drought resistance

气孔的不同状态
Various stomata status

“中花11”水稻正常植株与其DST
基因突变植株的气孔不同状态的
百分率比较 (黄色：完全关闭，红
色：部分打开，紫色：完全打开）
Increase of stomata closure by the 
DST gene

数量遗传学的概念

用数理统计和数学方法研究生物

群体数量性状遗传规律的遗传学分支

学科。

链
接

普通栽培稻染色体

普通栽培稻的染色体有12对，染色

体好比是赛艇，基因是前后坐在赛艇上

的各个运动员，或者说染色体是一条直

线，基因是染色体上的一个个点，每种

生物的细胞中都有一定数目和一定形态

结构的染色体，如水稻、旱稻、节水抗旱

稻，在细胞中都有24个染色体，这24个染

色体两两相似，即形成12对染色体。

链
接

非生物胁迫

非生物胁迫是指除生物(病、虫、草、

动物等各种生物)因素以外,由非生物因素

引起的对栽培稻正常生长有影响的逆境

总称。包括干旱、盐碱、高温、低温等。

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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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R breeding requires both traditional rice breeding procedures and molecular breeding approaches. There are two key 

point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regular rice breeding program. One is segregation populations from cross between elite paddy 

rice varieties and upland varieties. The other is efficient selection for drought resistance. Molecular approaches should also 

be used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y caused by the complexity of drought resistance.

培育节水抗旱稻

节水抗旱稻是如何培育的

节水抗旱稻的育种流程及不同地点的抗旱性筛选

Procedures of WDR breeding and drought resistance screening

节水抗旱稻不育系 
WDR sterile line

节水抗旱稻恢复系
WDR restorer line

浙江旱地节水抗旱稻筛选
Drought resistance screening in Zhejiang

在抗旱设施内进行抗旱性筛选
Drought resistance evaluation in DR screening facility

产量鉴定

高产优质
水稻品种

优良性状
的旱稻品种

F2大群体

山地抗旱筛选
生育期和
产量筛选

海南旱季
抗旱筛选

目标推广地
抗旱筛选

抗病虫鉴定

F5、F6株系

抗旱设施内
抗旱性鉴定

米质鉴定

优良品系

×

F1

How to Develop WDR Varieties

WDR Breeding

目前,培育节水抗旱稻主要采用传统的杂交育种方法和现代分子

育种技术进行。

传统杂交育种方法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选择分别具有强抗旱能力的旱稻种质资源和具有优良特性

的现代水稻进行杂交育种（育成的品种比如有杂交稻的优良不育系和

恢复系）。前者抗旱性好，但在产量水平、稻米品质和抗病虫性等方面

存在一项或者多项缺点；后者具备综合农艺性状、产量潜力、稻米品质

和抗病虫性等优良特性。这两类资源是发展节水抗旱稻的物质基础。

利用抗旱能力强、综合农艺性状和地区适应性好的旱稻资源作为抗旱

18 科学画报 2011.增刊



分子标记（molecular marker）的贡献

现代分子育种技术，即在经典遗传学和现代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理论指导下，将现代生物技术手段整合于

经典遗传育种方法中，结合表现型（如干旱条件下的植株产量）和基因型（如抗旱基因的不同类型）筛选，培育优良新

品种。水稻分子育种研究主要包括转基因育种、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和分子设计育种，其核心仍然是经典育种手

段和方法。同时，由于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及其技术的应用，研究目的更为明确，研究效率得到提高，原有的种间生

殖隔离得到一定程度的打破，显示了明显的优越性。中国水稻转基因育种尚属于研究阶段，没有进入推广阶段；分子

设计育种刚刚起步，进展较快的是水稻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应用已开展多年，育成品种已开始在生产上应用。

分子标记辅助育种（MASB）是通

过利用与目标性状紧密连锁的DNA分

子标记对目标性状进行间接选择的现

代育种技术。该技术主要是通过栽培

稻不同品种间的杂交，利用基因间的

重组，实现目标基因从一个品种中转

移到另一个品种中，并利用与基因紧

密连锁的分子标记对目标基因跟踪检

测，并结合植株的其他农艺性状表现

来选育理想的材料。这种方法的优点

在于可以在苗期对植株进行分子标记

的检测即基因型的检测，筛选含有抗

旱、耐高温、耐盐、耐涝、耐低温等抗

逆境胁迫基因以及各种抗性基因，包

括抗稻瘟病基因、白叶枯病基因、条纹

叶枯基因、抗褐飞虱基因等抗各种病

虫害的基因的材料。技术的关键是与

重要农艺性状紧密连锁的DNA分子标

记的鉴定。

那么，什么是分子标记呢？分子标

记就是给DNA分子的某些序列做上记

号。比方说，把DNA比作线，线是点连

起来的，一个个点就是序列，用一种颜

料专门给某一线段着上颜色，着颜色的

那段线就是一种标记。

国内外都已开展了标记辅助育种工

作多年。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已经获得了分别聚合多个抗稻瘟病和抗白叶枯病基因的水稻株系；扬州大学导

入来自中等直链淀粉含量优质籼稻的Wx基因，选育了仍保持原有亲本主要农艺性状的3个优质品系，改良品系胚乳中

Wx基因表达量较改良前明显下降，直链淀粉合成大幅减少。华中农业大学利用与褐飞虱抗性基因Bph14和Bph15紧密

连锁的标记改良杂交稻亲本9311，在苗期通过提取的叶片DNA进行分子标记检测，选育了聚合有Bph14和Bph15双基

因的6份株系，对褐飞虱的抗性都达到了高抗水平。

链
接

分子标记在染色体上的位置（连锁图）
Molecular markers on genetic linkage map

水稻的12条染色体
Twelve rice chromosomes under microscope

性的供体亲本，选择最新育成的水稻品种（品系）、杂交稻保持系和恢复系等材料作为高产优质亲本，通过两者的杂交产

生杂种优势，选择结合两亲本优点的后代，是培育节水抗旱稻的最基本的策略。

二是对后代进行多年多地点的抗旱性筛选，一般在F2群体、F3～F6等世代的家系中进行多次抗旱性筛选。筛选地点以

育成品种要推广的地区为主，可以选择在山地进行高强度的干旱胁迫筛选。同时也可以利用中国海南冬季的自然旱季进行

筛选。早期世代的淘汰率往往达到90%以上。经多轮筛选后获得的少量稳定的抗旱性株系还需要在抗旱鉴定设施内进行

较严格的抗旱性鉴定科学试验，从而对其抗旱性进行比较评价，进行最后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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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第一个节水抗旱稻在中华大地现身。节水抗

旱稻家族中的第一个成员以节水抗旱又高产优质的显著特

点展示了自己独特的风采，一下子就吸引了广大农民群众的

眼球。深谙水稻生长发育规律的农民群众断定节水抗旱稻

有着美好的前景，他们期望着节水抗旱稻早日为他们带来丰

厚的效益。农民群众对节水抗旱稻的热切期盼使农业科学

家们增强了培育节水抗旱稻的信心。我们知道，幅员辽阔的

中华大地有着巨大的生态差别，不同地域生活的中华民族子

孙对稻米品质的要求也存在差别，只有培育出更多更好的适

合不同生态区域种植的节水抗旱稻，才能满足不同地域和

不同人群的多元化要求。为此，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

科学家们通过对大量水稻抗旱资源的筛选与培育，培育出节

水抗旱稻“中旱3号”、“沪旱3号”、“沪旱7号”、“沪旱15号”

等常规稻品种。2003年首个节水抗旱稻雄性不育系“沪旱

1A”选育成功，一年后全球首例节水抗旱杂交稻“旱优3号”

在沪诞生了，并相继培育出“沪优2号”、“旱优8号”等杂交节

水抗旱稻，使节水抗旱稻家族更具多元化，而且这个家族成

员还在不断增加。时至今日，通过审定的节水抗旱稻品种在

生产中大面积应用。目前，节水抗旱稻已有好几种类型。

籼型常规稻品种“沪旱15号”：以广东地方品种“七秀

占”与“中旱3号”杂交，在干旱胁迫条件下经多代培育而成，

于2006年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特征特性：全生育

期125天，株高104厘米，株叶型适中，剑叶挺拔，穗大粒多，后

期青秆黄熟，转色好。每亩有效穗数19.7万穗，每穗总粒数

136.4粒，结实率77.9%，千粒重22克。旱地条件下平均每亩产

量357.33千克，比对照品种“中旱3号”增产36.71%，达极显著

引人注目的四种节水抗旱稻

抗旱鉴定设施  
Drought resistance screening facility

沪旱1A 
Huhan 1A

沪旱15号  
Huhan No.15

Four Types of WDR Varieties

培育节水抗旱稻
WDR Breeding

水平。整精米率、直链淀粉含量

等主要稻米品质指标达国标优质

米3级；抗旱性强，中抗稻瘟病。适

合长江中下游作一季稻种植，华

南大部分地区作晚稻种植。

粳型常规稻品种“沪旱3

号”：以湖北地方旱稻品种麻晚

糯与旱稻品种IRAT109杂交的F1代

为母本，麻晚糯与美国抗旱品种

P77杂交的F1代为父本进行杂交，

在干旱胁迫条件下培育而成。

2004年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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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特征特性：全生育期120天，株高

100厘米。出苗齐，长势旺，株型适中，分

蘖力强，粒重适中，抗倒性强，后期转色

好。旱地种植平均每亩产量265.59千克，

最高每亩产量496.27千克，比对照品种

“巴西陆稻”增产8.83%。2010年在湖

北江汉平原普通水稻田大面积水直播旱

管种植，平均每亩产量656.37千克。稻

米品质理化分54分，口感好，高抗稻瘟

病，抗白叶枯病，抗旱性强。适合长江中

下游作一季稻种植。

籼型杂交稻组合“沪优2号”：以

世界首个节水抗旱稻不育系“沪旱1A”

为母本，节水抗旱稻恢复系“旱恢2号”

配组而成。于2010年通过国家水稻品种

审定委员会审定。特征特性：全生育期

122天，株高120厘米，株叶型适中，茎秆

粗壮，根系发达，后期青秆黄熟，转色

极好，耐肥，抗倒性强，子粒细长，粒重

适中。在旱种条件下每亩产量均超过

506.27千克，在普通水稻田免耕水直播

旱管每亩产量639.38千克。参加国家南

方晚籼水稻区试,比对照品种增产5%

以上。稻米品质达国标优质米3级，抗

旱性强，中抗稻瘟病和白叶枯病。适合

在长江流域、淮河流域作中稻种植及华南大部分地区作晚稻种植。

粳型杂交稻组合“旱优8号”：以粳型节水抗旱稻不育系“沪旱2A”为母本，恢复系“湘晴”为父本配组而成。通过2010年

上海市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特征特性：全生育期155天，株高100厘米，叶片较挺，叶色浓绿，剑叶角度较大，青秆黄熟。

2009年工业抛荒地种植每亩产量489.38千克，比同田对照“寒优湘晴”增产28.48%，达极显著水平。2010年在奉贤机插秧

旱管种植，经专家实际收割测产，每亩产量达626千克。稻米品质达到国标二级优质米标准。稻米外观品质佳，米饭适口性

好。抗旱性3级，中抗稻瘟病和条纹叶枯病。适合上海及周边地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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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han No.3

沪优2号  
Huyou No.2

旱优8号  
Hanyou No.8



您可能要问，节水抗旱稻与普通水稻的种植方式有何异同点呢？它适应于哪些地方种植呢？其实，种植节水抗旱

稻比种植普通水稻更方便简单。在雨水及灌溉充足的地方，您可以将其当水稻种，产量也与普通水稻相当。在灌溉条

件欠缺或望天田里，节水抗旱稻则发挥着普通水稻所没有的优势，能在干旱贫瘠的条件下生长，所以节水抗旱稻不仅

能当普通水稻种，在干旱灾情年份，还可以保证一定的产量，起到旱灾保收的作用。

下面就来介绍几种典型种植方式。

免耕是指不翻耕土地直接播种或者栽种作物的方法。免耕直播是免耕技术与直播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明显的省工、

节本、增效、环保的特点。连年免耕直播栽培，后茬播种前不再进行犁耙或任何人为的表土翻动、疏松，只需进行田面修补、除草

和软化土壤处理等工作。免耕栽培一般选用生育期短、早发性好、抗倒性强的品种，改进灌溉及机械设施，以及施用广谱的无残

留除草剂等，要求精细的灌溉保证出苗和秧苗生长，又有利于杂草的控制。免耕直播缩短了节水抗旱稻的生长期，为前茬和后茬

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1．播前田块处理：免耕直播稻田要求排灌方便，田面基本平整，不积水，耕作层较深的田块。在播种前一星期使用灭生性除

草剂均匀喷洒在田间杂草上，播种前一天田间灌水晚上及时排空，保证土壤湿润，促使播种后种子发芽整齐一致。

2．播种：播种时间根据当地耕作制度，杂交稻播种量为每亩2.5千克，常规稻播种量为每亩4.0千克，浸种消毒，凉干催芽，破

胸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厢面上。为防止种子落在杂草上，可用竹杆对杂草多的地方进行拍打，使稻种落在土上。播种后保持厢面没

有积水。

3．播种后除草剂处理：播种后2天内，对田间表面均匀喷洒一次除草剂“直播灵”进行土壤封杀。

4．水肥管理：采取少量多次、勤施薄施的方式进行追肥。三叶一心期进行第一次追肥，每亩使用尿素8千克；分蘖盛期第二

次追肥，每亩使用氮磷钾复合肥25千克，加尿素8千克。最后使用一次平衡肥，每亩使用尿素5千克。施肥均在雨后进行。免耕田

田间保墒性比其他旱管栽培方式的田块要好很多，故田间基本不用人工灌溉水。结合统一病虫害防治时田间需要保持水层。

5．病虫害防治：由于免耕直播的稻田具有早生快发的优势，与普通田块相比，免耕栽培的水稻长势较旺，病虫害危害较轻，

比常规种植方法打药次数少。

种植节水抗旱稻

给力的免耕栽培
Non-tillage Cultivation with WDR

Agricultural Practices with W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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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元) 播种(元) 秧田(元) 插秧（元）农药（元）整地（元）水电费（元）除草剂（元）管理（元）总计（元） 产量（千克）

不同种植方式每亩投入比较  Different inputs with different rice cultivation modes

传统水稻栽培

水直播旱管栽培

机插秧旱管栽培

免耕直播旱管栽培

154

154

114

110

5

5

5

50

15

120

8

160

80

80

60

120

120

120

160

80

80

80

40

40

20

40

80

40

40

80

884

519

482

375

627.43

598.77

606.26

607.84

(时间：2008年6月1日至2008年10月1日）

4月18日，油菜地油菜花盛开
6月7日播种，6月2日（油菜收获
后10天）喷施草甘磷灭茬 6月19日，播种后12天幼苗已长出

7月7日，播种后30天生长情况 7月27日，播种后50天生长情况
9月14日，播种后106天已成熟
可收获6月24日，播种后17天生长情况

2008年上海奉贤油菜地免耕栽培模式下节水抗旱稻生长过程 

WDR grows in non-tillage field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在城市周边出现大片征而未用的工业抛荒地，不少长期闲置且无人管理，杂草丛生，许多“沦为”

外来入侵物种加拿大“一枝黄花”的领地。对付疯狂扩张的“一枝黄花”，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在人工清剿之后，立即种上“土

著”优势物种。然而，不少抛荒地远离河道，原有的沟渠全部破坏，缺乏灌溉条件，“种什么”让人伤透脑筋。

何不让“无水稳产、有水增产”的节水抗旱稻一试身手？

2009年，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科学家们选定工业抛荒地开始大规模种植节水抗旱稻，当年就种下400多亩“旱

优8号”，半年不到，荒地已是一片葱郁，不仅节水抗旱稻长势喜人，“一枝黄花”也没了踪影，最终在荒地创出平均每亩产

量500千克的佳绩。栽培技术要点如下。

1．整地：尽可能整平，一般每隔3米左右开一条畦沟（播种后可用一物拖沟），作为操作行，便于今后施肥、打农药等田

间管理，田周围一圈沟应相对深些，便于灌排水。

2．播种期和播种量：在上海地区播种一般在5月中下旬。杂交稻播种量为每亩2.5千克，常规稻播种量为每亩4.0千克。

3．播种：采用手工撒播将已催芽至露白的种子直播于整理好的厢面上。为保证播种均匀度，可以采用定畦定量的办

法，先稀后补，即先播70%的种子，再用30%的种子补缺补稀。播种后轻塌谷。在播种后20～25天要及时进行田间查苗补苗

工作，移密补稀，使稻株分布均匀，个体生长平衡。

4．杂草防除：直播田草害突出，要摸清杂草发生特点，并从芽前封杀、茎叶触杀和栽培防除三个方面对杂草进行有

效综合防控。1）芽前封杀。播种后2～3天内，在秧板湿润无积水的前提下，抢晴天每亩用40%直播青80克或30%直播宁100

克，兑水50千克均匀喷雾。施药后3天内田板保持湿润。2）苗后防除。播种后约15天左右，每亩用25%精克草星可湿性粉剂

加10%苄嘧磺隆10克拌尿素10千克撒施，保持水不淹稻心为度；播种后25～30天田内杂草以阔叶杂草和莎草科为主，并有

部分大龄稗草，烤田后，灌水前24小时每亩用20%二甲四氯水剂150毫升加25%苯达松乳油75毫升，兑水60千克对准杂草均

匀喷雾。如出现大龄稗草，每亩用90%禾大壮乳油100毫升掺砂或细土20千克撒施，并灌深水5～7天。

5．科学管水：直播田的灌溉结合田间施肥、病虫害防治进行，生长期田间保持湿润，孕穗抽穗期灌水一次，灌浆前期

田间湿润为主，后期干旱管理，原则上比水稻少灌水50%～60%。

6．合理施肥：播种前施足基肥，每亩施复合肥25千克，三叶期施断奶肥，每亩施尿素5～8千克，分蘖期每亩施尿素10千克，

孕穗期后不能施肥。

7．及时防治病虫害：直播水稻苗多，封行早，田间较荫蔽，病虫发生率较高，必须注意病虫害测报，及时进行综合防治。

征服工业抛荒地
Good Performances of WDR in Abandoned Arabl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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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工业抛荒地栽培模式下节水抗旱稻生长过程 
WDR grows in abandoned arable field

4月2日，工业抛荒地未耕种 5月10日，对工业抛荒地进行整地 6月8日，播种

6月20日，播种后12天生长情况 7月25日，播种后47天生长情况 9月11日，播种后95天生长情况

10月18日，播种后132天已
成熟可收获，理论产量为
每亩742.22千克



节水抗旱稻不只是能旱种旱管，在水源优厚条件下水种旱管也能获得理想产量。水直播旱管就是不进行育秧、移栽，

而直接将种子播于大田后，进行节水管理的一种栽培方式。水直播旱管有以下优点：一是省工、省力，二是产量高，三是生

育期缩短，四是节水。水直播旱管也存在着难全苗、草害重、易倒伏三大难题。因此，在生产上应特别注意掌握好“全苗早

发、除草防害、健壮栽培防倒伏”等技术措施。

在有水的田里节水

“旱优8号”直播成熟期
  Maturity stage of direct-seeded WDR “Hanyou No.8”

“旱优8号”直播苗期
  Seedlings of direct-seeded WDR “Hanyou No.8”

“旱优8号”直播分蘖盛期
  Tillering stage of direct-seeded WDR “Hanyou No.8”

Water-saving in Paddy Fields

种植节水抗旱稻
Agricultural Practices with W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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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细整地：直播田尽可能整平、作畦，一般每隔3米左右

开一条畦沟，作为操作行，便于今后田间管理，田周围一圈沟应

相对深些，便于灌排水。

2．浸种催芽：浸种24小时，沥干保温催芽，至芽长有半粒

谷长，根长有1粒谷长为宜。

3．播种期和播种量：在上海地区播种一般在5月中下旬。杂

交稻播种量为每亩2.5千克，常规稻播种量为每亩4.0千克。

4．播种：采用手工撒播，将已催芽至露白的种子直播于厢

面上。为保证播种均匀度，可以采用定畦定量的办法，先稀后

补，即先播70%的种子，再用30%的种子补缺补稀。播种后轻塌

谷。在播种后20～25天要及时进行田间查苗补苗工作，移密补

稀，使稻株分布均匀，个体生长平衡。

5．杂草防除：直播田草害突出，要摸清直播田杂草发生特

点，并从芽前封杀、茎叶触杀和栽培防除三方面对杂草进行有

效综合控制。1）芽前封杀。在催芽播种后2～3天内，在稻板湿

润无积水的前提下，抢晴天每亩用40%直播青80克或30%直播

宁100克，兑水50千克均匀喷雾。处理时，要求田块平整湿润、

不积水，田沟内有浅水。施药后3天内田板保持湿润。2）苗后

防除。播种后约15天左右，每亩用25%精克草星可湿性粉剂加

10%苄嘧磺隆10克拌尿素10千克撒施，保持水不淹稻心为度；

播种后25～30天田内杂草以阔叶杂草和莎草科为主，并有部

分大龄稗草，烤田后，灌水前24小时每亩用20%二甲四氯水剂

150毫升加25%苯达松乳油75毫升，兑水60千克对准杂草均匀

喷雾。如出现大龄稗草，每亩用90%禾大壮乳油100毫升掺砂

或细土20千克撒施，并灌深水5～7天。

6．科学管水：直播田的灌溉结合田间施肥、病虫害防治

进行，生长期田间保持湿润不见水，孕穗抽穗期灌水一次，灌

浆前期田间湿润为主，后期干旱管理，原则上比水稻少灌水

50%～60%。

7．合理施肥：播种前施足基肥，每亩施复合肥25千克，三

叶一心施尿素8千克，分蘖期每亩施尿素10千克，孕穗期后不能

施肥。

8．及时防治病虫害：直播水稻苗多，封行早，田间较荫蔽，

病虫发生率较高，必须注意病虫害测报，及时进行综合防治。

科学画报 2011.增刊



望天田是指灌溉条件有限，在栽培稻种植生长季节，只能依赖降雨来满足稻对水的要求。例如，安徽阜南就有大量典型的

望天田。阜南县地处沿淮区域，稻作历史悠久，有较强的水稻种植地理优势。近年来，由于沿淮地区蓄水能力下降，地下水位加

深，而且灌溉及农业生产资料成本上涨，沿淮水稻种植越来越困难，水稻面积逐年减少。而节水抗旱稻既能节水，又能降低劳

动强度及成本，增加稻农收入，深受群众欢迎。

望天田旱直播栽培技术是指在田块干旱缺水情况下，经犁耙耕整施入底肥后，将已浸种催芽（或干谷）的稻种直接播

入大田，利用自然降雨或灌溉达到田间湿润使稻种发芽，以后旱管的一种栽培方法，具有抗旱节水、省工、省力、增产、环保、

病虫害减轻、结实率提高、操作简便等优点。

1．品种选择：受前作茬口及后期寒露风影响，宜选择早熟品种，如

“旱优3号”。

2．突击抢播：应主动抢早播种。一是做好播种前准备工作，在前作

收获前要做好播种前肥料准备、农机准备、种子处理准备、除草剂准备等；

二是采取突击播种，前茬一离田就立即旋耕播种；三是抓播种后适墒促出

苗，遇干旱要沟灌窨水抗旱，只有抓住早出苗、快出苗、出齐苗，才能实现抢

播的目的。

3．施足基肥：前作腾茬后，就应迅速施基肥。基肥的使用量占总

施肥量的30%～40%，基肥以腐熟有机质肥料为主，搭配使用化肥。一

般每亩施人畜粪便80担（1担等于50千克）或菜籽饼50千克，加复合肥

50千克、碳酸氢铵15～25千克，施后进行浅旋耕。

4．旋耕与播种：1）旋耕。前作让茬后，在施足基肥的基础上立即

采用灭茬机或旋耕机浅旋耕。2）种子处理。为防治水稻恶苗病和线虫

病，可采用浸种灵或恶线清拌种，一般每小袋拌4～5千克稻种。土壤墒

情好，可用清水稍作浸种（以不出芽为度），然后再药剂拌种。3）播种。

采用机器播，条播，杂交稻播种量每亩2.5千克左右，常规稻播种量每亩

4.0千克左右，旱直播稻分蘖性较强，播种量不宜过大，播种量愈大穗型

愈小，而且易倒伏。

5．化学除草：旱直播稻田化学除草是种好旱直播稻的关键技术之

一，现推荐关键的化学除草方法和步骤。1）播种后化学除草。用药期：

播种后至发芽立苗前（约播种后3～5天）；用药种类：选择扫佛特加苄

黄隆两种除草剂；用药方法：每亩用扫佛特100毫升、苄黄隆15克兑水

50千克，搅拌均匀后，田面喷细雾；用药要求及注意事项：一是保持田间

湿润，不能干；二是用药后至苗令三叶前，田面不积水，不能淹，始终处于

湿润状态。2）苗龄四叶期后化学除草。针对千金草、马唐、稗草，使用除

草剂寒秋好，在杂草两～三叶期用150毫升（1.5瓶，每瓶100毫升），在杂

草三～五叶期用200毫升（2瓶），每亩兑水50千克对杂草茎叶进行喷雾。

6．合理促控：早施分蘖肥，适施促保花肥。旱直播稻苗三叶一心后

结合下雨天施用第一次追肥，用量为每亩6千克，分蘖盛期施用分蘖肥

每亩8千克。穗肥掌握在拔节后孕穗时施，肥效发挥在促保阶段，每亩

施用尿素5千克。

7．及时防治病虫害：旱直播稻封行早，田间较荫蔽，病害较少，虫

害防治与有水栽种水稻一样，必须注意病虫害测报，及时进行综合

防治。

“望天田”中也能高产
High Yields in Rain-f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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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旱地“旱优3号”抽穗期
  Booting stage of WDR “Hanyou No.3” in rain-fed fields

干旱地“旱优3号”苗期
Seedlings of WDR “Hanyou No.3” in rain-fed fields

机旱直播
Mechanized direct seeding



节水抗旱稻与水稻一样，也能进行机插秧。机插秧不仅能减轻劳动强度，降低生产成

本，而且能增加产量，是一项比较成熟的农业工程技术。

育秧技术要点
目前机插秧采用的育秧方式主要是软盘育秧，其基本流程如下。

■ 备足营养土。选取闲田和菜园中的表层土，要求做到无杂草，病菌少，绝对没有施

过除草剂的土壤，晒干至含水量14%左右，用6毫米细筛过筛，每亩大田备足100千克营养土。

■ 种子处理。精选发芽率在90%以上的种子，根据前茬作物腾茬的时间而定播种日

期，宁可田等秧，不能秧等田。按常规方法催芽至芽长1厘米，播种上盘前谷芽摊晾4～6小

时，防止种子互相粘连，影响种子均匀度。

■ 平整秧床。选择最适宜做秧床的平整场地，按照秧床面积和大田面积的比例

1∶200留足秧床。选好秧床后，秧床做平整。秧床宽为1.2米左右，长根据实际需要量而

定，秧床四周需开沟，种子进秧盘前最好做灭菌处理。

■ 播种。人工或机械化操作完成上盘、布土、播种、洒水、覆土工艺，要注意的是控制

秧盘床土厚度，一般2.0～2.5厘米为最好，播种量确定为杂交稻每平方米400～550克，常

规稻每平方米600～650克。

■ 堆盘盖遮光布。播种后将秧盘集中在育苗区，每25～30个秧盘叠好后用塑料遮光

布（膜）覆盖好，将其四周盖严不透光，不漏气，暗化出芽处理3～4天，使芽充分冒出土面2

厘米为止。

■ 苗期管理。将暗化处理出苗整齐的秧盘移至做好的育秧板上，保持秧板土壤湿

润，秧盘盖上无纺布，注意晚上揭开无纺布，到叶片展开叶色转绿时拿掉无纺布。两叶一

心时上浅水，在10～12天左右补充营养，可施断奶肥，在移栽三天前可施送嫁肥，施肥标

准根据苗情而定。密切注意病虫害的发生，移栽前综合防治一次。

■ 移栽。秧龄18～20天，叶龄四叶左右，高度16～20厘米，苗挺叶绿，根部盘结牢固，

提起不散，可盘成卷，已达到插秧机插秧的标准。

插秧机使用操作要领
■ 田块耕整：田面整洁，无作物残茬，表土状态以手插程度适当为宜。整个田块耕整

后要基本水平，高低差不能太大，否则高处没有水，低处水太深，影响机插秧质量。根据具

体田块决定基肥量和肥料配比。机插前，田块必须沉淀4～36小时。

■ 种植密度：机插秧行距固定30厘米。根据品种分蘖特性来选择株距，一般选择20

厘米。

■ 适时补苗：机插秧会产生一定比例的落株，主要是育秧密度的原因，因此一般机插

秧后有条件的要求补苗，一般4天开始补苗。

■ 本田管理

机插秧的田间管理与人工插秧的管理基本一样，加强水分管理、适时追肥，做好病虫

害防治。

机插种好节水抗旱稻

机插植株的分蘖盛期
Tillering stage of WDR transplanting by 
machine

收割机收割  
Mechanized harvesting

插秧机插秧　
Mechanized transplanting

机插育秧盘
Seedlings plate for mechanized transplanting

WDR Transplanting by Machine

种植节水抗旱稻
Agricultural Practices with W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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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节水抗旱稻团队：

扬科技风帆 创一流业绩

节水抗旱稻科研团队

The WDR research group in SAGC was 

founded in 2002. In past 10 years,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conferred three Sci 

& Tech Awards on this team, praising their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germplasm collection, 

theoretical studies and development of new 

varieties.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节水抗旱稻团队

从2002年成立至今，在不足10年的短短时间里

获得了两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上海

市技术发明一等奖等嘉奖。这是一支怎样的团

队，为什么能在不长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多的殊

荣？让我们走近这支可爱的团队，回首他们的成

长历程，体味他们的艰辛，分享他们的喜悦，同

他们一起憧憬未来！

寻找一粒种子——资源收集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充分说

明了种质资源的重要性。21世纪，资源争夺战

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俨然是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资源开发和寻找是一项基础性工作，

资源工作者需要长期与寂寞相伴，只有艰苦求

索，才能取得成果。

节水抗旱稻团队不因资源工作的平凡而

放弃，他们徜徉在资源的海洋中，十年如一日，

从世界各地收集宝贵的种质资源近20万份：有

上海市所有类别的地方品种，大量的水稻突变

体，甚至还有名贵的藏药、苗药资源……并无

偿地实行社会共享，向全国各地的研究单位无

偿提供15 000余份次。同时，他们利用资源这

个平台，寻找热点和亮点，寻找那颗能改变世

界的“种子”。当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水资源与

粮食安全的矛盾后，就把研究重点放到了节水

抗旱稻的研究中，广泛收集旱稻资源，并进行

抗旱性筛选。除了广泛收集，团队以推广品种

与目标基因供体亲本和来源于24个国家的150

WDR Research Team

WDR Research and Breeding Groups in SAGC:
Pursuing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by Means of Scientific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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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罗利军教授
Professor Lijun Luo, the principal scientist and director of SAGC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骨干团队  
Staff members of SAGC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资源平台团队  
Members working on gene resources of SAGC



节水抗旱稻科研团队

份优异亲本，构建导入系的方法，进行种质创新，获

得大批综合性状较为优良的种质，大大丰富了他们

在研究中的选择范围。由于在资源工作中的贡献，团

队获得了2005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如今，他们依然在寻找能改变世界的“种子”，不

断地丰富到他们的研究项目中，让那些沉睡中的种质

资源苏醒过来，发挥出它们的作用。

述说一个故事——理论研究
当你看到实验室的老师整日忙忙碌碌，学生夜以

继日地围着实验室的瓶瓶罐罐，你不禁会问：他们在

做什么？主管科研的梅捍卫老师会告诉你：我们在述

说一个故事——一个让水稻节水的故事！ 

团队将理论研究人员兵分两路，一路从基因去

发现表型，一路从表型挖掘基因。为了共同的目标，

两个研究小组的老师和学生经常进行学术探讨，浓

厚的学术民主气氛让各种思想激烈碰撞，在碰撞中开

阔思路，开创了新的科研领域，既建立了高通量的分

子标记开发与检测技术，又获得了一批与籼粳亚种分

化相关的专化性标记，也通过大量定位群体的分子

作图，定位了131个与水稻产量、米质、抗生物与非生

物逆境等相关的数量性状基因座（QTL），还利用籼

粳分化受选择的InDel标记发掘与此紧密连锁的功能

基因，已获得2个候选基因。此外，运用标记辅助导

入或聚合水稻抗病虫等目标基因，创制抗病虫能力显

著改良的杂交稻恢复系和不育系新种质35份。由于

在分子技术上的贡献，团队于2007年获得了第二个上

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为了讲好这个故事，团队付出了10年的努力，并还

将延续下去，他们用一篇篇论文，一项项专利串起故

事中的每个生动情节。

培育一个品种——应用研究
“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团队以解决粮食

安全为己任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始终致力于节水抗旱

稻良种的选育。

多年来，负责育种团队的余新桥老师带着一伙

年轻人吃住在试验基地,从播种、杂交，到选种、考

种，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为了更快地育成品种，

他们像一群候鸟奔波于上海和海南基地之间：每年

11月，他们带着上海刚收到的材料开始了海南加代

培育；翌年4月又带着海南收起的材料马不停蹄地

转战上海。苍天不负苦心人，他们的付出终于有了回

报——先后育成四个节水抗旱常规稻。2003年，世界

首个籼型节水抗旱不育系“沪旱1A”通过专家鉴定。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基础研究团队
Basic research team of SAGC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育种团队
Breeding team of SAGC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集体合影
Group picture of staffs, technicians and graduate students in SAGC

WDR Research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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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以“沪旱1A”配组育成的首例节水抗旱杂

交稻“旱优3号”，分别通过上海市和广西壮族自治

区的审定，目前已大面积推广；育成的“沪优2号”

于2010年通过国家水稻新品种审定……他们由于

在育种领域中的贡献，获得了2010年上海市技术

发明一等奖。

他们对良种的追求没有止境，他们相信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为了下一个更好的品种他们丝毫没

有懈怠，这群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在大地上谱写了

华丽的篇章。

闯开一条惠农路——产业开发
优质种子如果能得以推广，就能使农业增产、农

民增收，才能较好地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为了将科研

成果惠及“三农”，做到种子育、繁、推一体化，团队

在品种诞生的同时也走上了产业开发的曲折道路。

2003年至2005年，团队陆续育成了“中旱3

号”，“沪旱3号”常规节水抗旱稻品种，受到了

市场的关注，不少农民、种子公司主动陆续上门

联系购买种子，在部分地区初步试种。2004年世

界上首例籼型节水抗旱稻育成后，随之而来的是

“旱优2号”、“旱优3号”等杂交稻品种的诞生，

这些品种具有米质佳、抗性好、综合性状优的特

点，团队开始意识到新品种推广的重要性。从

此，团队将节水抗旱稻的宣传、示范和推广作为

延伸研究的重要内容。

本着发展节水抗旱稻利国利民、前景广阔的

共识，以尚志强博士为首的企业家团队加入上海市

农业生物基因中心节水抗旱稻团队，组建成立了上

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谷科

技”），真正实现了“产、学、研”相结合，“育、繁、

推”一体化。

“天谷科技”作为首批企业成功在上海股权托

管交易中心挂牌，正式成为一家高科技非上市股份

有限公司。

他们就是这样一支执着而拼搏的团队。从资源

研究——技术、理论研究——品种选育——产业开

发，他们用10年走出了一条完整的科技创新之路。行

进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他们不断调整自己的科研

方向，从最初单纯研究水稻，又研究旱稻，直至研究

节水抗旱稻。如今，他们用绿色超级稻的理念指导

着节水抗旱稻的研究。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不容

置疑，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必将取得更加丰硕

的成果。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产业开发团队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eam of SAGC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实验基地水稻育种圃
The rice breeding fields of SAGC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A molecular biology experiment lab of SA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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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旱稻  乙：水稻  丙:节水抗旱稻

稻家之争

节水抗旱稻科研文化

甲：秋风送爽，咱们上海市农业科学院过50大寿，咱

哥俩祝寿来啦。

乙：祝愿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发展壮大，寿比南山。

甲：更祝愿“农科人”多出成果，多拿荣誉。

乙：(轮着说)特别是多发奖金，多拿钞票（上海话，数钱

动作)。

甲：（同时）科研出成果了，自然就有经济效益了。

乙：换个大房子。

甲：（同时）改善必要的生活条件。

乙：再买辆奔驰，或换辆宝马。

甲：嘿，欲望还不小。

乙：再换个年轻貌美的老婆，生个大胖儿子——

甲：啊？等等，快停下，老婆能随便换吗？

乙：不好意思，跑题了。

啥，说半天还不知道我是谁？

那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水稻。

甲：我叫旱稻。

乙：提起我们水稻家族啊，那可是有着辉煌历史——

甲：瞧瞧，够不谦虚的。

乙：我的祖先是野生稻，繁衍到近代，变成水稻，遍布

世界各地，占领了肥沃的水田。

甲：还好意思说，尽占好地方，真够黑的！把丘陵、山

地，还有那些贫瘠的荒地留给我们，老祖宗也偏心，让我们

在旱地安家，变成旱稻。

乙：作为水稻，我骄傲！没有我全世界都不行，都得重

视我，嘿嘿。

甲：又开始吹了。

乙：别看我现在个子不高，可“浓缩的才是精华”。你看

那些傻大个，风一吹就倒。

甲：您别说，还有点道理，不过那还不是人家科学家

矮化育种的功劳。

乙：再说咱这产量，那可是节节攀升啊。

甲：是吗？

乙：解放前，我们水稻亩产是100多千克。到了20世纪

60年代，我们变矮个后，涨到了200多千克。

甲：啊！

乙：20世纪70年代，袁隆平院士让我们相互杂交，亩产

达到了400千克。

甲：涨得确实够快的。

乙：现在，我们又换了名字，叫supper rice，超级稻，亩产

达到了800千克。

甲：吹上天了。

乙：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我们可风光啦，全世界

人民都来看我们，叫我们“世博稻”，您说我们水稻家族

行不行？

甲：行！

乙：强不强？

甲：强！

乙：咱可不像有些稻，既没有产量又贼难吃，整个一无

是处。

甲：嘿，您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乙：咋的啦？

甲：您产量是高，可那是您的功劳吗，那是人家水的功

（相声剧本）
(The Script of a Comic Dialogue) 

WDR Research Culture

An Argument among Paddy Rice, Upland Rice and W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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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没水你还不得死翘翘。

乙：这——

甲：您产量是高，可那是您的功劳吗，那是人家肥的功

劳，没有化肥您会变成“瘦猴”，还有产量吗？

乙：那——

甲：您产量是高，可那是您的功劳吗，那是人家高产

田的功劳，你黑心地抢占了肥水充足的高产田，要什么有

什么。

乙：可是——

甲：再说了，您那高产试验田的产量是高，可为什么中

国的平均产量总是上不去啊？

乙：那您倒说说看，这是为什么。

甲：那是因为中国稻田大部分都不适合你们。

乙：为什么？

甲：那些地方长期缺水，旱灾频繁，您那娇贵的身体能

承受吗？

乙：我——

甲：而且，中国本来就是个贫水大国，人均水资源仅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您知道您一年喝掉多少水

吗，您可是用水大户啊，都接近用水总量的一半了！您说

说，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要节约用水，您咋就这么

不节约呢？！

乙：可我是水稻啊，我不喝那么多水，那我还叫水稻吗？

（委屈）

甲：您知道您还有一大罪状是什么吗？

乙：我又犯啥错误了？

甲：您有破坏环境罪！

乙：这罪名可真够大的！

甲：您那在水稻种植田里保留水分的臭习惯，造成大

量温室气体排放。甲烷排放已经占到接近20%了。

乙：是吗？

甲：还有，您过量施用化肥、农药，您自己又用不了，好

家伙，都排到江河湖泊，您是不是怕咱们农业生态研究所

的老师还不够忙啊？还有，说起“世博稻”我就生气。

乙：怎么了？

甲：您说怎么了，“世博稻”包括那么多品种，有几个是

超级稻？再说，为了种好您，我们院的几位老师睡过好觉？

他们的眼睛总是红红的，知道的说他们没有休息好，不知

道的还说他们得了红眼病呢！

乙：看您说的。

甲：还是我们旱稻好啊，吃的是草，可吐出来的全是

奶啊。

乙：您是奶牛啊（摸摸甲的肚子）！

甲：我们的命是不好，从出生就爸爸不疼痛妈妈不

爱的。

乙：苦大仇深。

甲：可我们能吃苦呀。我喝的水只有你的四分之一，农

民种起来也省事，往地里一撒，靠天下雨，到时候去收就完

事了，既省水，又省事，这多好啊。

乙：您也别瞎吹了，就您那产量，还想养活我们13亿的

人口吗？省省吧。咱虽然造成了一点点的危害，但好歹有产

量啊，起码让大家吃饱肚子啊。哪像您，跟我比，您还是差

远了！

丙：（走出来）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听说上海市农

业科学院在这里举办院庆，我也来凑个热闹，给大家道喜

来了。

甲：他是谁啊？咋没见过啊？

乙：新来的吧？！

丙：两位大哥，你们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

“节水抗旱稻”。

乙：什么节水抗旱稻？您到底是我们水稻——

甲：还是我们旱稻啊？

丙：哈哈，可以说我既是水稻又是旱稻。

甲乙：怎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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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我刚才在下面听你俩吵半天了，觉得你们说的都

对。水稻大哥产量高，米质好，但需水量大，污染厉害，跟咱

们现在提倡的低碳农业不符合啊。

旱稻大哥抗旱性强，能在恶劣环境下生长，但产量低，

米质也不太好。

甲乙：是啊，那您说该怎么办？

丙：办法总比困难多，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

甲乙：节水抗旱稻。

丙：对，我们节水抗旱稻是既有水稻的高产优质特性，

又有旱稻的节水抗旱特性的一种新型水稻品种类型。

乙对甲：（拉一起）瞧这小子，人不大，口气倒不小，怕是

吹的吧。我活这么久，还没听说有这么好的事情呢。

甲对乙：是啊，高产、抗旱是对矛盾，怎么能结合在一

起呢？

丙：可能大家对我还不了解，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

我们家族。

甲对乙：咱们不妨听听看。

丙：节水抗旱稻的节水、抗旱与水分利用效率是相互

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节水呢，就是节约农田用水。

甲：那抗旱呢？

丙：抗旱就是在干旱条件下我们依然能够正常地生

长、开花、结果。

乙：那水分利用效率呢？

丙：水分利用效率就是以最少的水分消耗获得最大的

经济产量啊。

乙：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嘛。

甲：您的想法听上去不错，不过，您真的做到了吗？怕

是吹的吧！

丙：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科学家们正在从不同

的角度，全方位地进行节水抗旱稻的研究呢。

甲：哟，还全方位呢，说来听听。

丙：已经建立了节水抗旱评价体系，确定节水抗旱核

心资源，发掘节水抗旱的优良基因，使得我们这些节水抗

旱稻横空出世!

乙：还横空出世呢！

甲：您刚才不是说节水抗旱稻家族吗？

丙：是呀，我们有常规节水抗旱稻，还有杂交节水抗旱

稻，有籼型节水抗旱稻，还有粳型节水抗旱稻。

甲：（对乙说）还不少呢。

丙：有沪旱3号、沪旱7号，有旱优3号、旱优8号，还有“忽

悠2号”。⋯⋯

乙：什么，忽悠什么，忽悠2号？

丙：不是“忽悠”，是“沪优2号”，上海的沪，优质的优。

原本我们叫“旱优2号”，在国家审定时，为了突出咱们上海，

改成“沪优2号”了。

乙：还是“忽悠”。

丙：2010年，我们在安徽省召开了大面积展示的现场

会，节水抗旱稻表现是相当地好，那场面真是相当地大，那

产量真是相当地高，那什么是相当地……

甲：好了好了，听你这么说，你们家族真是好，不像有的

“人”，多吃多占，还牛皮吹到天上去（对乙）。

乙：是啊，也不像有的“人”，吃得虽然少，可产出也太

低了。

丙：好了，好了，两位都不要争了。我们节水抗旱稻能横

空出世，还得多谢两位呢！

乙：此话怎讲？

丙：节水抗旱稻是在水稻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引进旱

稻的节水抗旱特性所育成的。你们水稻育种研究历史长，

有很好的研究基础。你们旱稻家族虽然在育种上研究较

少，但尚有很多宝贝正等着科学家去挖掘，而且你们的抗旱

性是无与伦比的。我们节水抗旱稻是个年轻的家族，要走

的路还很长，还需要不断地得到你们的支持啊。

甲乙：不客气，有事只管说。

丙：我们本来是亲兄弟，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力

争早日成为“少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的

绿色超级稻。

乙：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任何环境下都获得高产量。

甲：重要的是还能做到节能减排。嘿嘿，咱也时髦

一回。

丙：对，我们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老百姓吃饱饭、

吃好饭。

甲：哎，我看我们在这讲再多也没用，还是要靠在座的

专家们多出力。

乙：对！只有靠你们，我们上海的农业才能更上一

层楼！

甲乙丙：更上一层楼！

节水抗旱稻科研文化
WD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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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cluding global 

warming, frequent drought, water shortage, vegetation 

degeneration and soil salinization become a bottleneck 

of rice production. Scientists have paid their attention 

and made great progress in last several decades. Water-

saving and drought-resistant rice (WDR) is one of th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is area, showing promising prospect.

WDR varieties had yield potential not much lower than 

hybrid rice under normal cultivation, but could even reduced 

water usage by 50%. WDR can also maintain its yield at 

relative high level under drought conditions. Thus, it is very 

preferred by farmers and government. In 2010,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initiated a national key 

project in demonstration and extension of WDR varieties. 

WDR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nd paid attention to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WDR has been tested in seven African countries and five 

Asian countries. 

Recently, scientists in China have raised the new idea of “Green Super Rice (GSR)” to ensure the food security in future. 

WDR varieties developed by SAGC should be a good starting point to pyramid more other characters in the purpose of 

development of GSR varieties.

放眼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干旱灾难频发、淡水资源短缺、地下水资源过度开发造成的严重植被退化和土壤盐渍化等

严峻形势愈演愈烈，迫切需要节水抗旱的农作物品种抵御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的国家已充

分意识到干旱的危害并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帮助下在不同层次上全方位研究应对措施。越来越多的不同国籍的科学家强

烈关注这一重大问题。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从遗传改良的角度提高农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增强对干旱的抗性研究

取得越来越显著的进展。节水抗旱稻就是这些成果中的奇葩，为我们展示了灿烂的应用前景。

实践表明，节水抗旱稻在肥源、水源十分充沛的高产田，产量不亚于杂交水稻；在节水50%的情况下，产量也不亚于杂

交水稻；在肥、水不太丰沛的中产田，甚至是缺肥缺水的低产田，节水抗旱稻表现出较好的增产稳产能力。此外，种植节水

抗旱稻比种植水稻更为省工、省力，并保护环境，深受农民欢迎。2010年，中国科技部将“节水抗旱稻的示范推广”作为国

家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立项。可以预计，节水抗旱稻在中华大地谱写华丽篇章的日子来到了。

不仅如此，节水抗旱稻同时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与重视。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

资助下，节水抗旱稻跨出了国门，播种到了尼日利亚、莫桑比克等7个非洲国家和越南、印度尼西亚等5个亚洲国家，在那里

比传统的水稻节约用水50%以上，普遍增产20%以上。在非洲，有的品种的单位面积产量甚至是原来水稻的2倍。事实证

明，种植节水抗旱稻将对世界粮食生产做出重要的贡献。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在的节水抗旱稻品种在节水抗旱上表现卓越，但面对人类对不断提高水稻

产量和改善稻米品质的殷切期盼，面对水稻生产中农药化肥施用的诸多问题，节水抗旱稻品种的培育尚有太长的路要走。

近年来，以张启发院士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提出了培育“绿色超级稻”的设想。“绿色超级稻”是指同时兼顾“抗病虫、营

养高效利用、节水抗旱和高产优质”等特性的水稻新类型。培育与种植“绿色超级稻”，可促进中国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突

破，在水稻生产中做到“少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节水抗旱稻将进行进一步培育，尤其是在单位面积产

量、米质、抗病虫、氮磷肥高效利用方面进行遗传改良，最终实现绿色超级稻的宏伟目标。

节水抗旱稻的诱人前景

节水抗旱稻展望

The Great Prospect of WDR

 WDR Prospect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展出节水抗旱稻

WDR in EXPO 2010

节水抗旱稻的徽标（稻香遍全球)
The logo for WDR (the WDR 
for the 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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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注

册在张江的高科技种业公司，由上海市农业科学

院、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科学家团队与企业

家团队共同发起。

2011年4月，“天谷科技”成立了“上海绿

色超级稻研发中心”，致力于培育和开发节水抗

旱稻等绿色超级稻新品种（组合）及相关生物技

术、产品。“天谷科技”作为首批企业成功在上

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

“天谷科技”将以在全球推广种植节水抗旱

稻为己任，为保障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和生态

环境安全作出贡献。

为世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力量

　　为全球农业生产提供先进技术

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命：

公司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蔡伦路333号A幢4楼  

邮编：201203    电话：86-21-58956558  

传真：86-21-58956070   网址：www.tgsw.cn

Shanghai Tiangu Biotechnology Co, Ltd.

用科技创新造福国家，

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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