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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Aomian 6 parent source, variety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is variety has the advantages including high and stable yield, big
bell, lint, early maturity, high resistance to fusarium wilt and verticillium wilt, cotton bollworm
resistance, and good fiber quality; the cultivation technique system is also perfect.

Keywords
Aomian 6, Breeding, Cultivation

奥棉6号的选育与栽培技术
计怀春
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收稿日期：2018年2月7日；录用日期：2018年2月20日；发布日期：2018年2月28日

摘

要

通过对奥棉6号亲本来源、品种特性和栽培技术的研究，发现该品种丰产、稳产、铃大、衣分高、早熟、
抗枯萎病、抗黄萎病、抗棉铃虫、纤维品质较好，栽培技术体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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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奥棉 6 号是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选育的抗虫杂交棉品种，该品种 2008 年通过河南省审
定，审定编号为豫审棉 2008007，2011 年通过国家审定，审定编号为国审棉 2011003。在 2012 年~2017
年黄河流域棉区种植过程中，奥棉 6 号表现出丰产、抗病虫、早熟、品质优的特点，受到棉农和纺织企
业的认可。

2. 亲本来源与选育经过
奥棉 6 号的母本 D004 是豫 668 选系，抗枯黄萎病，早熟，丰产，衣分高，铃较小，长圆形，铃尖
明显，结铃性强，叶色深绿，植株高大，稍松散，呈筒状，品质较好，吐絮畅，铃皮薄[1]。其父本 D292
是豫棉 21 × GK19 等多父本杂交后代中选育而成，抗棉铃虫，铃大，叶色浅，植株中等，株型清秀，呈
塔状，长势强，品质中等，吐絮畅，铃皮较厚[1]。经多年抗虫、抗病鉴定和产量比较，于 2004 年育成，
2006 年参加河南省杂交春棉区试，2008 年参加国家黄河流域棉区中早熟区试，参试代号为奥试棉 4406。

3. 品种特性
3.1. 特征特性
奥棉 6 号是抗虫中早熟杂交品种，黄河流域棉区晚春播生育期 123 d，出苗好，前中期长势强，后期
长势稳健，结铃性强，早熟性好，吐絮畅而集中。株高 105.5 cm，株型松散，茎秆茸毛多，叶片中等大
小，叶色深，叶功能期长，棉铃呈卵圆形，第一果枝节位 6.9 节，单株结铃 20.1 个，单铃重 6.8 g，衣分
42.2%，子指 10.7 g，霜前花率 90.5%。开花结铃集中，早熟而不早衰，棉絮洁白，吐絮畅，不掉絮，易
采摘。

3.2. 丰产性
在河南省杂交春棉生产试验中，8 个试验点，平均每公顷籽棉、皮棉和霜前皮棉分别为 3522.0 kg、
1491.0 kg 和 1428.0 kg，比对照豫杂 35 增产 14.4%、14.2%、15.0%。在国家黄河流域棉区中早熟品种区
域试验中，9 个试验点，两年平均每公顷籽棉、皮棉和霜前皮棉分别为 3844.5 kg、1623.0 kg 和 1470.0 kg，
分别比对照鲁棉研 28 增产 16.7%、18.6%和 25.1%。在国家黄河流域棉区中早熟品种生产试验中，9 个试
验点，平均每公顷籽棉、皮棉和霜前皮棉亩产分别为 3537.0 kg、1497.0 kg 和 1369.5 kg，分别比对照鲁
棉研 28 增产 10.2%、11.8%和 16.3%。连续多年的试验结果表明，奥棉 6 号丰产性突出，稳产性强。

3.3. 抗病性
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抗病鉴定，在国家黄河流域棉区中早熟品种区域试验第一年中枯萎病
指为 8.1，黄萎病指为 19.5，抗枯萎病，抗黄萎病。第二年结果：枯萎病指为 0.7，黄萎病指为 19.3，高
抗枯萎病，抗黄萎病。

3.4. 抗虫性
经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测定，在国家黄河流域棉区中早熟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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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试验第一年中抗虫株率为 100%，Bt 蛋白量为 977.0 ng/g，Bt 蛋白表达量级为高量级，抗棉铃虫。第
二年结果：抗虫株率为 100%，Bt 蛋白量为 442.0 ng/g，Bt 蛋白表达量级为中高量级，抗棉铃虫。利用田
间笼罩及室内叶片喂食抗虫性鉴定，奥棉 6 号对棉铃虫的抗性级别为抗级。

3.5. 纤维品质
经农业部棉花品质检测检验测试中心检测，在国家黄河流域棉区中早熟品种区域试验第一年中纤维
上半部平均长度 29.9 mm，断裂比强度 29.4 cN/tex，马克隆值 5.2，断裂伸长率 6.4%，反射率 74.2%，黄
色深度 7.8，整齐度指数 85.2%，纺纱均匀性指数 140。第二年结果：纤维上半部平均长度 30.2 mm，断
裂比强度 30.1 cN/tex，马克隆值 4.9，断裂伸长率 5.8%，反射率 77.7%，黄色深度 7.9，整齐度指数 86.4%，
纺纱均匀性指数 150。纤维品种符合纺织工业要求[2]。

3.6. 适应区域
适宜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西南部，河南东部、东南部和北部，安徽、江苏淮河以北的晚春播种
植。

4. 栽培技术
4.1. 播种时间
依气温、地温及土质墒情，适时播种，力求一播全苗。黄河流域棉区育苗移栽 4 月初下籽，地膜覆
盖 4 月中旬播种，露地直播 4 月下旬播种，播种过早，温度低，病虫多，易烂籽；播种过晚侧根少，扎
根浅。如沙质土地，土质疏松，地温上升较快，可以早播；地温上升较慢，但保水力较强的壤土地，播
种可以稍迟；盐碱地，土壤温度较低的地块，适当晚播；地温上升慢，保水力强的粘土地和墒情好、地
势凹的地块，适当晚播[3]。

4.2. 种植密度
适宜的种植密度是协调群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充分利用光和空间，发挥棉花增产潜力的一项重要
措施。高肥水地块一般每公顷种植 2.4 万株左右，中等肥力地块一般每公顷种植 3.0 万株左右，肥力较差
地块一般每公顷种植 3.6 万株左右，根据土质、水肥和管理等因素进行适度调整，保证棉花个体和群体
协调发展[4]。

4.3. 科学施肥
施肥主要是根据棉花长势，结合天气和土壤条件，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底肥为主，追肥为辅。
施足底肥，每公顷施腐熟有机肥 1050 kg，磷酸二铵 225 kg，硫酸钾 225 kg，硼肥 30 kg；早施花铃肥，
花铃肥是最关键的一次追肥，要注意掌握好施肥的时间、数量和施肥方法，追施尿素 225 kg，要开花就
追，施肥要离开棉株约 15 cm，深度在地下约 10 厘米，以便于根系的吸收；后期喷施叶面肥 0.2%~0.3%
的磷酸二氢钾溶液 2~3 次，时间在 8 月中旬至 9 月下旬，以每天傍晚或阴天时喷施效果较好，每次间隔
7~10 d，如果喷施后遇雨，应当重新补喷，防止早衰。

4.4. 整枝打顶
棉花整枝打顶对增产有很大作用。其一是调整了棉株内部的营养状况，减少了养料的无益消耗，使
棉铃能得到更充分的养料，满足它生长发育的需要，从而可以减少蕾铃脱落和提早成熟；其二是改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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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田的通风透光条件，使棉田小气候得到改善，提高温度，降低湿度，使下部花蕾得到充足的阳光，提
高结铃率，并能抑制病虫活动，减少烂铃。整枝打顶主要内容首先是及时去叶枝，如叶枝上已现蕾，可
将叶枝的顶心打掉，加以改造，摘叶枝一般在棉株现蕾后，能够辨别果枝和叶枝的时候进行。其次是随
时抹赘芽，这些芽一般不能结果，既消耗养分，又容易造成荫蔽，应当随见随摘。再者适时打顶心边心，
打顶心一般在大暑(7 月下旬)到立秋(8 月上旬)之间分批进行比较适合；打边心以早打、轻打为宜，时间
应选择在果枝上有一定数量的果节时进行，一般中下部的果枝留 3~4 个花蕾，上部留 2~3 个花蕾。最后
是打老叶、病叶和空枝，在开花期，可适当打去主茎下部的老叶、病叶和空枝，使棉田透光通风良好。

4.5. 中耕除草
谚语：“种棉无他巧，中耕勤除草”，中耕可以达到铲除杂草、疏松土壤、破除板结、增温保墒防
旱、有效促进棉苗健壮生长作用，做到早中耕，多中耕，勤中耕，消除地面杂草，有利于提高地温，增
加土壤通气，促使棉花生长良好从而获得早熟增产有显著作用。中耕除草的时间应根据土壤条件、气候
等因素而定。根据棉田大小和劳动力条件，中耕除草和化学除草配合使用，化学除草要防止药害。

4.6. 病虫防治
病虫危害是影响棉花产量和品质的重要因素，针对不同生育期的主要病虫(棉盲蝽、棉蚜、高代棉铃
虫、苗病、红叶茎枯病、细菌性角斑病)，以预防为主，充分发挥棉田生态调控和棉花补偿作用，突出抓
好秋冬压低基数、种子处理、苗期预防、生长期控害、保铃保产等技术。注重隐蔽精准用药，降低化学
农药用量。及早诱蛾，选用生物农药和高效低毒环境友好型药剂，巧用天敌。要交替选用不同种类和兼
治性的农药，达到“一喷多防”的效果[5] [6]。

4.7. 合理化控
棉花是典型的喜光作物，通过化控可把棉花塑造成理想株型，打造出高光效的群体，目的是减少伏
前桃，增加伏桃，控制秋桃；化控应按先轻后重，少量多次的原则，避免疯长及僵苗；根据天气、地力
和棉花长势灵活掌握化控时间与数量，化控还应与其他栽培措施项结合，如棉株密度较高的田块早化控
的同时应配合早打顶。化控主要药剂是生根粉、缩节胺、乙烯利等，一般盛花期每公顷喷洒缩节胺 6.0
g~15.0 g，在打顶 7 d 后，每公顷喷洒缩节胺 45.0 g~60.0 g。

4.8. 适时收获
吐絮 7~10 d 要适时收获，根据天气，雨前抢收，后期使用化学催熟，集中采收，减少晾晒次数和用
工，收获还应精收细收，以期使用价值和经济效益最大化。

4.9. 亲本保存
棉花亲本是育种、杂交种生产和产业化的基础，具有完整的保存规范和标准[7]。棉花是一种常异花
授粉作物，在种质繁殖更新中，保持 150 株的繁殖群体量、设置边界保护行及和自交授粉，能更好的保
持种质的遗传完整性[8] [9]。

5. 结语
棉花是古老而重要的经济作物，主副产品均有较高的使用价值[10]。通过对奥棉 6 号的亲本来源、选
育经过和特征特性的研究，总结出相应的栽培技术，做到良种良方配套，因其高产、早熟和抗病虫等特
点，该品种具有较好的使用价值，能为棉农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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