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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黄淮麦区新一轮品种换代“新星”
——记河南科技学院教授欧行奇培育的小麦新品种“百农207”

□本报记者 尹江勇

“黄淮小麦看河南，河南麦熟天下
足”。

河南小麦地处黄淮南部麦区，种植
面积超过全国的1/5，产量占全国的1/4，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具有特别重
要的地位。

江山代有才人出。我省小麦产量
实现“十三连增”后，农业可持续发展面
临更大挑战，近年来适应新时期农业发
展需求的小麦新品种不断涌现。在这
一轮品种更新换代的热潮中，有一颗小
麦“新星”的表现格外抢眼——

2013年通过国家审定。2014年
被省种子站推荐为我省各地示范推广
的首选小麦新品种，秋播推广面积超过
50万亩。

2015年秋播面积达500多万亩以
上，成为河南省及黄淮南部麦区的主导
品种，获得省重大科技专项支持。

2016年秋播种植面积成倍翻番，
成为超千万亩的特大品种，引起省农业
厅、省科技厅的高度重视。

这颗被《农民日报》誉为“黄淮麦区
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的主导品种之一”
的“新星”，就是由我省著名小麦育种
家、河南科技学院教授欧行奇主持培育
的小麦新品种“百农207”。

打造麦田中的精兵“仪仗队”
培育黄淮麦区换代“主力军”

4月下旬正值小麦抽穗期，河南科
技学院科研示范基地内的育种田一片
绿意盎然。走近田边，很容易就能辨认
出是哪一块地种着“百农207”：茎秆粗
壮、穗大喜人，一棵棵笔直健壮的植株
昂首挺胸、气宇轩昂，绿油油的叶片似
一柄柄阔剑刺向天空，犹如一支受阅的
仪仗队般整齐排列在田间。

“这是我见过株型长得最漂亮的小
麦新品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小麦
栽培专家杨永光教授告诉记者，在“高
颜值”下体现的是“真功夫”。他指着油
绿发亮的叶片解释：“叶片颜色比其他
品种更绿，说明叶绿素含量高，光合作
用就强；冠层叶片更大，就可以为后期
穗粒生长制造、贮存、输送更多的养分。”

杨教授用力拔一株小麦，感觉很吃
力；又拔拢了一把麦秆，压低的茎秆迅速

回弹挺立：“茎秆强韧、弹性好，就为抗倒
伏奠定了物理基础；根系发达则为耐旱、
耐病虫、抗干热风打下了生理基础。”

他拨开植株让记者看麦子的基部，
下面泛黄的叶片明显少于周围其他品
种：“百农207是竖叶型品种，阳光能更
多照射到中下部。相比披叶型品种能
减少更多的能量消耗，体现在产量上，
可以相差百十斤之多。”

“过去育种讲求高产稳产，现在农业
生产的需求是高产稳产又优质。”“百农
207”的培育者欧行奇教授告诉记者，为
了打造黄淮麦区新一代主导品种，他以
高产、稳产、优质、多抗、广适为主要育种
目标，2001年以周麦16为母本、百农64
为父本，配制单交组合，经连续七代定向
选育，终于在2008年成功选育定型半冬
性中晚熟小麦新品种“百农207”。

作为近年来黄淮麦区表现最出色、
发展势头最好的新一代小麦主导品
种。“百农207”在生产实践中表现出了
四大特点：

一是产量三要素协调、增产明显。
据统计，“百农207”的一般亩穗数为41
万-42万，穗粒数为38-39粒，千粒重达
41-42 克 ，大 田 亩 产 通 常 可 达
1200-1300斤，高产田可达1400-1500
斤。在国内现有的小麦品种中产量表
现上佳。

2014年6月14日，在陕西省泾阳
县桥底镇褚牛村，种粮大户刘武种植的
新品种小麦“百农207”喜获丰收，50亩
示范田实打测产平均亩产达到了738.6
公斤，打破了有记载以来陕西省大面积
小麦生产高产纪录。农业部专家指导
组成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陕西
省高产创建小麦首席专家张保军表示，

“百农207”表现出极强的光合性能优
势，在陕西省多地区多点大面积试验示
范种植中取得如此突破性的高产纪录
实属罕见。

新乡市种子管理站站长李璐则告诉
记者：“经过省内外专家多年多点的预试、
区试和生试，‘百农207’的产量连续五年
保持在各参试小麦品种的前三位。”

二是抗病抗逆、广适稳产、适宜种
植区域广。对条锈病、叶锈病、白粉病、
纹枯病等主要病害以及对低温、干旱、
高温等主要逆境具有较好的抗（耐）性，
尤其是对倒春寒、干热风、赤霉病三大
自然灾害兼具较强的抗（耐）性，这在省

内外小麦推广品种中并不多见。
2015年，黄淮麦区叶锈病、白粉病、

赤霉病等灾害严重发生，“百农207”亩
产普遍在600公斤以上，较其他品种增
产50-100公斤。2016年，河南及黄淮
小麦遭受了冬季罕见极端低温、开花期
多雨赤霉病重发、灌浆期低温寡照且温
差小和收获前连续几场暴风雨等多种
严重自然灾害，“百农207”大田亩产仍
稳定在 500-600 公斤。同年 6月 11
日，在鹤壁市浚县30万亩高标准良田示
范方内，由河南伟一种业有限公司承担
的“百农207”千亩示范基地，实打实收
亩产达到713公斤。

在抗逆性方面，河南小麦最怕倒春
寒和干热风。由于“百农207”生长发育
稳健，不易受到骤冷骤热天气的影响，一
直稳定保持自身的节奏。2013年，河南
省及黄淮麦区倒春寒危害十分严重，“百
农207”所受影响较轻。2014-2016年，
按照全国农技中心及河南省农技总站部
署，夏邑县农技中心开展了“豫东主推小
麦品种抗干热风品种展示与评价试验研
究”，结果是“百农207”的表现最佳。

“抗干热风的主要原因是‘百农
207’的深层根系发达，吸收供水能力
强，叶片耐高温能力也较强。”欧行奇解
释说，“百农207”不仅抗干热风能力、耐
倒春寒能力突出，对多种病虫害及逆境
都表现出了较好的抗（耐）性，综合抗性
表现突出。

优秀的“身体素质”造就了更好的
广适性。“百农207”的种植区域适合整

个黄淮南部麦区，在河北南部、山东南
部也很适应，在沿黄稻区和豫西旱肥地
也是当家品种，这为其大面积推广打下
了良好基础。

三是品质优、商品价值高。在2011
年和2012年国家冬小麦品种区域试验
品质检测分析中，该品种品质综合评分
为88.83，排名第一。达到中强筋小麦品
质标准，适合加工馒头和面条，满足大众
消费需求。商品小麦饱满度较好、色泽
好、黑胚率低，好销售，价格高。

“目前，我国中筋类型的小麦品种
众多，但优质中筋的小麦品种依然短
缺。”欧行奇说，实践证明，“百农207”
虽然是中筋粉，但品质接近强筋粉，可
以直接当中强筋粉使用，无须配粉，加
工品质很好，因此深受粮食、面粉和食
品企业的赞赏。

“我们2011年试种了‘百农207’，
表现突出。2012年、2013年在全市各
县铺点示范，很快得到了代理商们的认
可，评价很好，现在已经成了驻马店的
首席当家品种。”河南省吨源种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翟文礼告诉记者，普通小麦
一般都是三级、四级麦品质，“百农
207”的品质则达到了二级麦标准，一
斤比一般普通小麦贵2-4分钱。“因为
品质好，这些年种植‘百农207’的农户
从来不愁‘卖粮难’。”

四是节本高效、保护生态环境。该
品种株高75厘米左右，光合效率高，生物
学产量较对照品种高15%左右，秸秆还
田后能向土壤提供更多的有机质，更有

利于培肥地力。分蘖力一般，成穗率高，
无效分蘖少。根系发达，在生产中表现
出节水、节肥、省药、省工，每亩小麦生产
成本可降低50元以上，增产效益达150
元左右，种植效益提高200元左右。

“‘百农207’绝对是当前一个上升
势头非常好的优秀品种。”省种子管理
站站长马运粮告诉记者。他认为，“百
农207”在全省小麦新品种展示中表现
突出，有望迅速成为我省及黄淮麦区的
主导品种。

自然灾害面前的稳产“铁金刚”
农户企业眼中的致富“金种子”

金碑银碑，不如百姓的口碑。
2016年起，国家全面推开农作物

良种补贴等农业“三项补贴”改革，使得
农作物良种的推广更加注重市场反
应。在这种情况下，“百农207”仍然成
为超千万亩的特大品种，今年种植面积
更有望达到黄淮麦区第一位，这一骄人
成绩的背后，体现的是市场对“百农
207”生产表现的高度认可。

“与其他品种相比，‘百农207’最突
出的优势是综合性能好，没有明显短
板，表现特别稳定。迄今我们已试种、
示范、推广该品种7年，生产中从未出现
过大面积的减产，也没有出现过农民因
种子问题找上门维权的情况，所以代理
商们都很认这个品种。”翟文礼告诉记
者，他在代理商门店那里经常看到这样
的情况：“农户上门点名要买‘百农
207’，一问没有，直接就走了。”

从农户到粮食企业对“百农207”
的一致认可，既来自平时高产稳产的表
现，更来自于遭遇突发性自然灾害时，

“百农207”如同“铁金刚”一般强大抗
灾能力表现所留下的深刻印象。

2016年5月份黄淮地区小麦大面
积暴发赤霉病、麦收时期又遇强降雨等
自然灾害，这些严重影响了麦区生产，
造成部分地区小麦减产、品质降低。

“穗发芽后的麦子，当种子用发芽
率低，种子企业不敢收；当面粉用品质
差，粮食企业不愿收。”焦作市裕田种业
总经理朱乐军说，豫北焦作一带繁育的
十几个小麦品种，穗发芽程度普遍在
10% —20% ，而“ 百 农 207”仅 有
3%-4%。反映在价格上，“大部分品种
的商品粮价格是每斤1元左右，‘百农

207’的收购价最低也要1.18元。”事实
上，到了中后期种子收购加工时，“百农
207”毛种子一般每斤卖到1.4元-1.5
元，被各地经销商抢购一空。

“从去年秋播到今年夏收，我省小
麦先后经历了苗期花叶病毒病、冬季极
端低温冻害、春季倒春寒、后期赤霉病、
穗发芽等诸多灾害，‘百农207’一路‘过
五关斩六将’，表现良好。这体现了我
省新一代小麦品种选育的实力。”省种
子管理站副站长周继泽评价说。

因此，2016年夏收，“百农207”被
省粮食局确定为大灾之年品质表现出
众的品种。

2017年，“百农207”又被省种子管
理站推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品种。
推荐理由为种植面积大，品质优良。

“百农207”的优异表现，展示了欧
行奇教授育种思路的精准独到。一般
来说，育成一个小麦品种一般需要8到
10年的时间，而欧行奇却用10年的时
间成功育成7个小麦新品种。

“育种是科学性与偶然性的结合。”
在品种培育过程中，欧行奇提倡“中庸
之道”，不走极端，稳健发展，始终围绕
小麦高产三要素“亩穗数、穗粒数、千粒
重”攻关，实现了在小麦新品种选育领
域可贵的原始创新。

在小麦新品种选育方面，他运用
“源流库”理论组配优良杂交组合，采取
了“超大规模种植、多性状平衡选择、异
地多态鉴定、仿真模拟研究”等先进方
法技术；在小麦种子生产理论技术研究
上，他出版了学术专著《小麦种子生产
理论与技术》，主持编写了河南省地方
标准《小麦三级种子生产技术规程》。

也正因此，2015年他主持的“小麦
新品种百农207产业化研究与开发”项
目被评为省重大科技专项，这也是近年
来我省列入省重大科技专项的唯一一
个单独品种。

“按照专项目标要求，至2018年，
‘百农207’在我省年推广面积要超过
2000万亩，当年增产小麦10亿公斤，
创造社会经济效益30亿元以上。”欧行
奇告诉记者，当前市场对“百农207”的
高度认可，让他对完成目标很有信心。

“我希望‘百农207’能成为河南科技学
院培育出的又一个小麦大品种，为黄淮
麦区的品种更新换代、实现可持续发展
贡献一份河南力量！”

欧行奇教授和他培育的小麦新品种“百农207”

个品牌的成长经历，一定伴随着诚实守信、童叟无欺

和慈善公益、社会担当的企业品质。正是具备了这些特征，才

赢得了市场口碑、客户情感，并进一步转化为消费者的认知印

象、购买欲望。这些内在的企业精神与它外在的产品精制、服

务规范一起共同构成丰富的品牌内涵。

“中国品牌日”的设立，将有助于激励企业自主创新，转型

发展，为优秀的自主品牌放大市场份额。

“5.10中国品牌日”系列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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