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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联安ꎬ经艳芬ꎬ周清明ꎬ等.甘蔗新品种( 系) 云蔗 ０５￣５１ 和云蔗 ０５￣４９ 耐砍晒试验分析[ Ｊ] .亚热带农业研究ꎬ２０１６ꎬ１２(１) :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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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新品种( 系) 云蔗 ０５￣５１ 和云蔗 ０５￣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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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甘蔗新品种( 系) 云蔗 ０５￣５１、云蔗 ０５￣４９ 为研究对象ꎬ对比了两者与新台糖 ２２ 号( ＣＫ１ ) 、粤糖 ９３￣１５９( ＣＫ２ ) 砍晒 ４ ｄ

的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化情况ꎮ 结果表明:(１) 砍晒 ２ ｄꎬ云蔗 ０５￣５１ 蔗糖转化率小于粤糖 ９３￣１５９、大于新台糖 ２２ 号ꎬ云蔗 ０５￣

４９ 小于两对照ꎻ砍晒 ３ ｄꎬ云蔗 ０５￣５１、云蔗 ０５￣４９ 蔗糖转化率均小于新台糖 ２２ 号 、略高于粤糖 ９３￣１５９ꎻ砍晒 ４ ｄꎬ云蔗 ０５￣５１、
云蔗 ０５￣４９ 都超过两对照ꎻ在砍晒 ３ ｄ 内ꎬ云蔗 ０５￣５１、云蔗 ０５￣４９ 耐砍晒性状表现优良ꎮ (２) 云蔗 ０５￣５１ 砍晒后水分不易散
失ꎬ储存性较好ꎮ (３) 云蔗 ０５￣５１、云蔗 ０５￣４９、新台糖 ２２ 号还原糖增加较粤糖 ９３￣１５９ 明显ꎬ除云蔗 ０５￣４９ 外ꎬ其他 ３ 个参试
材料的纤维分均呈增加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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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糖分是制糖企业提高产糖率、增加经济效益的关键指标ꎮ 甘蔗蔗糖分的积累、分解和转化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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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联安等:甘蔗新品种( 系) 云蔗 ０５￣５１ 和云蔗 ０５￣４９ 耐砍晒试验分析

 ９

照、气温、湿度、土壤等环境因素影响ꎬ也与蔗株体内蔗糖磷酸合成酶、蔗糖转化酶以及调控激素等密切相
关ꎮ 在砍收和储运期间ꎬ由于日晒和风吹等使甘蔗水分散失ꎬ蔗糖分容易发生转化ꎬ导致蔗糖分和重力纯
度下降ꎬ还原糖分、纤维分上升ꎬ降低了产糖率、增加了制糖成本 [１－５] ꎮ 为此ꎬ云南德宏英茂公司在德宏州
甘蔗新品种区试和试验示范中ꎬ已把蔗糖转化率作为评价和推广甘蔗品种的重要指标 [６] ꎮ

早熟、高糖甘蔗新品种的选育和推广越来越成为糖厂提高出糖率、增加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榨季云南省第二大产糖蔗区德宏州出糖率达到 １３.３１％ꎬ处于全国领先水平ꎬ主要得益于粤糖 ９３￣
１５９、新台糖 ２０ 号、ＣＰ６５￣３５７、德蔗 ９３￣８８ 等的推广种植ꎮ 近几年ꎬ随着中晚熟品种粤糖 ８６￣３６８、盈育 ９７￣
１５、德蔗 ０３￣８３ 等种植面积的扩大ꎬ早熟高糖品种种性退化、宿根性和产量受到制约ꎬ导致企业出糖率呈下
降趋势ꎬ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榨季德宏州出糖率为 １２.５５％ꎮ 当前糖价持续低迷ꎬ成本价高过市场价ꎬ为提高经济效
益、降低生产成本ꎬ引进和推广早熟高糖品种成为蔗糖生产的当务之急 [７－１０] ꎮ

云蔗 ０５￣５１( 亲系:崖城 ９０￣５６ ×新台糖 ２３ 号) ꎬ是由云南省农科院甘蔗研究所和云南云蔗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联合选育的早熟、高糖、高产新品种ꎬ２０１３ 年通过国家甘蔗新品种鉴定ꎬ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国家区试云
南瑞丽点蔗产量 ９４.８ ｔｈｍ －２ ꎬ全期蔗糖分 １６.６％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云南德宏英茂公司景罕糖厂化验
蔗糖分为 １４.０６％ꎮ 云蔗 ０５￣４９ 是云蔗 ０５￣５１ 的姊妹系ꎬ通过国家区域试验ꎬ是进行表征试验示范的早中
熟、高糖、高产优良品系ꎮ 本试验通过测定云蔗 ０５￣５１、云蔗 ０５￣４９ 砍收后在室外阳光照射下重力纯度、蔗
糖分、水分、纤维分等指标的变化ꎬ分析蔗糖分转化情况ꎬ为推广云蔗 ０５￣５１、云蔗 ０５￣４９ 以及合理安排砍运
榨计划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供试品种( 系) 为云蔗 ０５￣５１、云蔗 ０５￣４９ꎬ以新台糖 ２２ 号( ＣＫ １ ) 、粤糖 ９３￣１５９( ＣＫ ２ ) 为对照ꎮ 材料取自

云南省陇川县章风镇弄门良种繁育基地ꎬ并由瑞丽育种站糖分化验室进行化验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试验环境

１.２.２

取样

无雨水ꎬ阳光充足ꎬ平均地面温度 ２３ ℃ ꎬ最高温度 ２９. １ ℃ ꎬ相对湿度 ６３％ꎬ干燥度

１０.４％ꎬ平均风速 １.１ ｍｓ －１ 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 日早上ꎬ选择生长正常、无病蔗株ꎬ每个样取 ３ 株主茎 ２ 株分蘖ꎬ入土 ２ ~ ３ ｃｍ

铲倒ꎬ在生长点处砍去蔗梢ꎬ剥叶ꎬ削净ꎬ切断为 １.２ ｍ 左右ꎬ露天阳光照射下放置ꎮ 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 砍晒 １ ｄ) 、３ 日( 砍晒 ２ ｄ) 、４ 日( 砍晒 ３ ｄ) 、５ 日( 砍晒 ４ ｄ) 进行糖分化验ꎬ检测主要工艺性状ꎮ

１.２.３

耐砍晒指标

参照陈优强 [１１] 的方法并加以改进ꎮ 甘蔗砍收后ꎬ蔗糖分变化同时受到水分散失与蔗

糖转化的双重影响ꎮ 为避免甘蔗水分散失影响糖分ꎬ采用重力纯度来衡量蔗糖转化程度ꎮ 因采样地点较
远ꎬ当天取样无法当天化验ꎬ故以取样第 ２ 天( 砍晒 １ ｄ) 的重力纯度作为起始重力纯度ꎮ
重力纯度 / ％ ＝
Ｙ/ ％ ＝

Ｘ ０ －Ｘ ｎ
Ｘ０

蔗汁糖分
× １００
蔗汁锤度

× １００

式中ꎬＹ 为蔗糖转化率 / ％ꎬＸ ０ 为起始重力纯度ꎬ Ｘ ｎ 为砍晒第 ｎ 天的重力纯度ꎮ

１.２.４

２

２.１

水分散失率

水分散失率 / ％ ＝ ( 样品鲜重 －化验时样品重) / 样品鲜重 × １００ꎮ

结果与分析
重力纯度变化及其蔗糖转化率
从图 １ 可看出ꎬ参试品种中除粤糖 ９３￣１５９ 外ꎬ云蔗 ０５￣５１、云蔗 ０５￣４９、新台糖 ２２ 号的蔗糖分随着砍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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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数的增加呈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ꎮ 其中ꎬ云蔗 ０５￣５１、云蔗 ０５￣４９ 在砍晒 ３ ｄ 时糖分下降与新台糖 ２２ 号
相当ꎬ砍晒 ４ ｄ 时则出现明显降幅ꎮ

图１
Ｆｉｇｕｒｅ １

云蔗 ０５￣５１ 和云蔗 ０５￣４９ 不同砍晒天数下蔗糖分的变化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Ｙｕｎｚｈｅ ０５￣４９ ａｎｄ Ｙｕｎｚｈｅ ０５￣５１

从图 ２ 可看出ꎬ云蔗 ０５￣５１、云蔗 ０５￣４９、新台糖 ２２ 号和粤糖 ９３￣１５９ 重力纯度随着砍晒天数的增加均

出现下降趋势ꎮ 本试验以砍晒 １ ｄ 的重力纯度为起始重力纯度ꎬ计算出蔗糖分转化率( 图 ３) ꎮ 从图 ３ 可
见ꎬ砍晒 ２ ｄꎬ云蔗 ０５￣５１、云蔗 ０５￣４９ 的蔗糖转化率分别为 １.７４％、０.９１％ꎬ小于粤糖 ９３￣１５９(２.３０％) ꎬ云蔗

０５￣５１ 大于新台糖 ２２ 号(１.１７％) ꎬ云蔗 ０５￣４９ 小于新台糖 ２２ 号ꎻ砍晒 ３ ｄꎬ云蔗 ０５￣５１、云蔗 ０５￣４９ 蔗糖转化
率分别为 ３.８９％、３.３７％ꎬ小于新台糖 ２２ 号(４.７６％) 、大于粤糖 ９３￣１５９(３.３５％) ꎻ砍晒 ４ ｄꎬ云蔗 ０５￣５１、云蔗

０５￣４９ 蔗糖转化率则急剧上升ꎬ分别达到 １０. ９２％、１０. １３％ꎬ均超过粤糖 ９３￣１５９ ( ４. ６７％) 和新台糖 ２２ 号
(６.２８％) ꎬ粤糖 ９３￣１５９ 蔗糖转化率则维持在较低水平ꎮ

图２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ｐｕｒ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Ｙｕｎｚｈｅ ０５￣４９ ａｎｄ Ｙｕｎｚｈｅ ０５￣５１

图３
Ｆｉｇｕｒｅ ３

云蔗 ０５￣５１ 和云蔗 ０５￣４９ 不同砍晒天数下重力纯度的变化

云蔗 ０５￣５１ 和云蔗 ０５￣４９ 不同砍晒天数下蔗糖转化率的变化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Ｙｕｎｚｈｅ ０５￣４９ ａｎｄ Ｙｕｎｚｈｅ ０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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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联安等:甘蔗新品种( 系) 云蔗 ０５￣５１ 和云蔗 ０５￣４９ 耐砍晒试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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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的变化
从图 ４ 可看出ꎬ粤糖 ９３￣１５９ 在砍晒 ２ ~ ４ ｄ 的水分散失率均最高ꎬ云蔗 ０５￣５１ 在砍晒 ２、４ ｄ 的水分散失

率为最低ꎮ 说明粤糖 ９３￣１５９ 易散失水分ꎬ不易保存ꎻ云蔗 ０５￣５１ 水分不易散失ꎬ较易保存ꎬ云蔗 ０５￣４９、新台
糖 ２２ 号水分散失率则介于粤糖 ９３￣１５９ 和云蔗 ０５￣５１ 之间ꎮ

图４

２.３

Ｆｉｇｕｒｅ ４

云蔗 ０５￣５１ 和云蔗 ０５￣４９ 不同砍晒天数下水分散失率的变化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Ｙｕｎｚｈｅ ０５￣４９ ａｎｄ Ｙｕｎｚｈｅ ０５￣５１

还原糖分与纤维分的变化
还原糖分的变化可间接反映制糖原料品质变化的优劣ꎮ 从图 ５ 可见ꎬ除粤糖 ９３￣１５９ 能维持较低的还

原糖分外ꎬ云蔗 ０５￣５１、云蔗 ０５￣４９、新台糖 ２２ 号的还原糖分均有增大趋势ꎬ但砍晒 ３ ｄ 也未超过 ０.９％ꎬ砍晒

４ ｄ 未超过 １.９％ꎮ

图５
Ｆｉｇｕｒｅ ５

云蔗 ０５￣５１ 和云蔗 ０５￣４９ 不同砍晒天数下还原糖分的变化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Ｙｕｎｚｈｅ ０５￣４９ ａｎｄ Ｙｕｎｚｈｅ ０５￣５１

从图 ６ 可见ꎬ除云蔗 ０５￣４９ 的纤维分略有下降外ꎬ其他 ３ 个参试材料的纤维分均呈现增加趋势ꎮ

图６
Ｆｉｇｕｒｅ ６

云蔗 ０５￣５１ 和云蔗 ０５￣４９ 不同砍晒天数下纤维分的变化

Ｆｉｂ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Ｙｕｎｚｈｅ ０５￣４９ ａｎｄ Ｙｕｎｚｈｅ ０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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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本试验所测定的蔗糖分、重力纯度、含水量、还原糖分、纤维分指标中ꎬ随砍晒天数的增加ꎬ蔗糖分、重

力纯度、含水量逐步变小ꎬ还原糖分、纤维分呈增加趋势ꎮ 这几个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甘蔗品质变化ꎮ
甘蔗重力纯度是蔗汁蔗糖分占蔗汁中固溶物质的比重ꎮ 在大田甘蔗砍倒放置期间ꎬ受日晒、风吹影
响ꎬ一方面蔗汁中所含蔗糖转化为果糖、葡萄糖ꎬ使甘蔗蔗糖分、重力纯度下降ꎬ还原糖分增加ꎬ另一方面水
分挥发ꎬ使甘蔗蔗糖分、还原糖分、纤维分增加ꎬ而重力纯度的变化不受甘蔗含水量变化的影响ꎬ是反映蔗
糖转化的最直接指标 [１１－１２] ꎮ 据分析ꎬ重力纯度增加或降低 １％ꎬ煮炼回收率相应地增加或降低 ０.５％左右ꎬ
压榨回收率 ×煮炼回收率 ×蔗糖分 ＝ 产糖率

[１１ꎬ１３]

ꎬ即:若蔗糖转化率为 １％ꎬ产糖率则降低 ０.０６％左右ꎮ 由

于蔗汁重力纯度、蔗糖转化率与产糖率密切相关ꎬ一般糖厂要求成熟期甘蔗重力纯度在 ８０％以上ꎬ还原糖
分不超过 ２％ ~ ３％ꎬ纤维分在 １０％ ~ １３％左右ꎬ蔗糖转化率不超过 １０％ꎮ

本试验中ꎬ粤糖 ９３￣１５９( ＣＫ ２ ) 的蔗糖分变化未呈现明显的减小趋势ꎬ是因为含水量减少幅度较大ꎬ蔗

糖转化较慢ꎬ还原糖分增幅较小ꎬ从重力纯度计算出的蔗糖转化率可看出ꎬ砍晒 ３ ｄ、４ ｄ 的蔗糖转化率分
别为 ３.３５％、４.６７％ꎬ是参试材料中的最低值ꎬ说明粤糖 ９３￣１５９ 是一个较好的耐砍晒品种ꎮ 砍晒 ３ ｄ 后参试

材料的蔗糖转化率依次为:新台糖 ２２ 号>云蔗 ０５￣５１>云蔗 ０５￣４９>粤糖 ９３￣１５９ꎬ云蔗 ０５￣５１ 砍晒 ３ ｄ 的蔗糖
转化率是 ３.８９％ꎬ略高于粤糖 ９３￣１５９ 的 ３.３５％ꎬ远低于新台糖 ２２ 号( ＣＫ １ ) 的 ４.７６％ꎬ可以满足糖厂对原料
砍运榨管理的要求ꎮ 云蔗 ０５￣４９ 砍晒 ３ ｄ 蔗糖转化率为 ３.３７％ꎬ接近粤糖 ９３￣１５９ 的 ３.３５％ꎬ是一个糖分耐
转化较好的品系ꎮ

蔗糖转化随着砍晒时间的延长ꎬ转化速度愈加快速ꎬ本试验因采样地点较远难以实现当天取样当天化
验ꎬ故以取样第 ２ 天( 砍晒 １ ｄ) 的重力纯度作为起始重力纯度计算蔗糖转化率ꎮ 这势必造成蔗糖转化率
的数值偏高ꎬ只 能 与 对 照 种 的 值 作 参 考 进 行 比 较ꎮ 另 外ꎬ 在 砍 晒 ２ ｄ 的 蔗 糖 转 化 率 中 粤 糖 ９３￣１５９ 为

２.３０％ꎬ大于新台糖 ２２ 号的 １.１７％ꎬ与通常试验结果相反ꎬ有待进一步重演试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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