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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年20万倍棉花制种的方

法，步骤是：1、品种选择；2、播种时期：选择在海

南三亚一带土壤肥沃、排灌方便、无病菌感染的

田块；3、采取垄作黑色地膜覆盖；4、依据棉花冬

季南繁凹型生育规律，采取前稳中促后控法管

理：5、中期的蕾花铃期和翌年海南低温阶段，重

施花铃肥、饱浇花铃水；6、后期的气温升高，棉花

开始吐絮，在棉铃发育下，控制浇水；7、翌年3月

棉花吐絮成熟后收获；8、将种子运到新疆的南疆

高产稳产繁种区4月播种；9、对病虫草害绿色防

控；10、9月脱叶催熟，10月机械化采收。方法易

行，操作简便，在一周年时间里，将1kg种子制出

20万kg，获取育种家种子200kg，一年内制出的种

子可种植全国棉田的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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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年20万倍棉花制种的方法，其步骤是：

A、品种选择：10月上中旬获取育种家的种子，随脱绒加工成光子后到海南加代；所述的

品种为中棉所92、中棉所74、中棉所64、中棉所58、中棉所36、中棉所35其中的任一种；

B、播种时期：选择在海南三亚崖城土壤肥沃、排灌方便、无病菌感染的田块，10月20日

前后，不晚于10月25日播种；

C、采取垄作黑色地膜覆盖，每垄两行，80cm等行间种植，株距27.7cm，每亩3000株，打孔

播种，每穴1粒种子，播种深度2～3cm，用土覆盖种孔；

D、依据棉花冬季南繁凹型生育规律，采取前稳中促后控法管理：前期温度为25～26℃，

在施底肥的基础上，遇旱沟灌或低位喷灌，以水调肥，防止旺长；所述的底肥为每亩施有机

肥1000～1500kg,尿素10～15kg,过磷酸钙40～50kg,硫酸钾15～20kg；

E、中期的蕾花铃期11月、12月和翌年1月正是海南低温阶段,温度在20～24℃，是棉花

生长发育期，重施花铃肥、饱浇花铃水，确保多结铃、结大铃；所述的花铃肥每亩追施尿素10

～12kg，花铃期遇天气和土壤干旱，每亩浇水25～30方，花铃期间叶面喷洒磷酸二氢钾2～3

次，每次每亩用磷酸二氢钾0.1～0.2kg兑水25～30kg溶解均匀后叶面喷洒；

F、后期的2、3月份气温升高，温度在22～25℃，棉花开始吐絮，在棉铃发育下，控制浇水

次数，土壤含水量低于含水量50％时浇水抗旱，浇水1－2次，每亩浇水20～25方，促进吐絮

成熟；

G、翌年3月下旬棉花吐絮成熟后收获，就地轧花加工、脱绒精选成光子；

H、将种子运到新疆的南疆阿拉尔高产稳产繁种区4月上、中旬播种，采用宽早优超高产

技术：76cm宽等行距，一膜三行，株距12.53cm，每亩7000株；膜下滴灌，铺膜、布管、1穴1粒精

量精准一体机播种，地膜覆盖、水肥耦合促早调控，亩施肥总量按照纯N22kg、P2O5  10kg、K2O 

13kg的水肥耦合完成：第1水：6月15日～25日，滴水量18m3/亩；加入硼肥和锌肥各0.5kg/

亩，第2～5水：6月25日～8月5日，滴水量25-30m3/亩，尿素3～8kg/亩，高磷钾肥1-2kg/亩；

其中第3水加硼肥和锌肥各0.5kg/亩，第6～8水：8月5日～8月25日滴水量20～30m3/亩，尿

素5～6kg/亩，高磷钾肥2kg/亩，8月15日～20日停肥，8月20日～25日停水；7月10日株高85

～90cm、果枝11台时打顶；

J、病虫草害绿色防控：防治棉蚜、棉叶螨、棉盲蝽虫害5－7次；

K、9月上旬脱叶催熟，10月上旬机械化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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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年20万倍棉花制种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制种技术领域，更具体涉及一种年20万倍棉花制(生产)种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棉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是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优良品种是实现棉花

优质高产的内因，其优良性状的遗传稳定性使优良品种在棉花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

统计，在众多增产因素中，品种改良对产量提高的实际贡献率达到了30％以上，请见：喻树

迅,范术丽,王寒涛等.中国棉花高产育种研究进展.中国农业科学,2016年第18期。因此，推

广棉花优良品种是棉花生产的关键性技术。但是，优良品种要发挥其应有作用，必须经过两

个基本环节:一是育成品种，二是品种在生产上种植应用。育成品种，即棉花品种的培育过

程，是综合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把棉花的高产、优质、抗逆等优良性状(针对育种目标)聚集

一起并稳定遗传的技术体现，仅棉花产量的形成就受遗传、生理以及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及

其相互作用的影响。因此，在目前棉花产量增加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想要选育出比目前主推

品种有极大提高产量的品种，就要对棉花各产量性状进行解析，了解其形成机理；同时将产

量性状理论研究和育种家育种实践相结合，才能培育出一个优质、高产、综合性状优良的棉

花品种。一个优良品种从确定亲本、杂交，到选育、试验、对比，通过省区和国家审定，快则7

～8年，慢则十几年，甚至一个育种者一辈子育不出一个品种。可见“种子”的金贵程度。上世

纪80年代我国推广的、居国际领先水平的棉花品种“中棉所12号”，历经11年(1975年2月-

1986年4月)的精心培育，创造性地打破高产、优质、抗性之间的负相关，使高产、优质、抗病

于一体。先后通过豫、鲁、冀、晋、陕、浙、鄂、新8省区审(认)定及国家审定，1986至1997年全

国累计推广约1.6亿亩，增产皮棉96万吨，增加产值71亿元，真可谓“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1990年“中棉所12号”获国家发明一等奖。中棉所35号高产、优质、抗病、早熟等表现突出，在

我国主要棉区种植，1998年引入新疆，很快大面积推广，至今仍大面积应用，对全国、特别是

对促进新疆棉花生产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0003] 一个优良品种培育成功要付出艰辛的科技性劳动，但真正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是通过大面积种植实现的。例如培育了一个优良品种，比生产上种植的普通品种每亩增

产皮棉20kg，若种植100亩，只能增产2000kg，要想让100万亩棉花通过种植这个品种增产

2000万kg皮棉，就必须种植100万亩这个品种。而种植100万亩的这个品种，是通过这个品种

的种子播种下去并加强管理实现的。也就是说要在100万亩棉田发挥这个优良品种的增产

作用，就必须提供100万亩这个优良品种的种子。如果制不出那么多的优良品种的种子，要

推广种植这个品种就是空话。换言之，如果不能尽快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优良品种的种子，就

限制了优良品种的推广，这个优良品种、创新技术的结晶就难以发挥应有的经济、社会效

益。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在于提供了一种年20万倍棉花制种的方法，方法易行，操作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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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周年的时间里，可将1kg种子可制(生产)出20万kg即20万倍的优良品种的种子。按照本

发明的内容，获取育种家200kg优良品种的种子，一年内制出的种子可种植全国棉田(5000

万亩)的80％以上。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的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措施：

[0006] 一种年20万倍棉花制种的方法，其步骤是：

[0007] 1、品种选择：10月上中旬获取育种家(指该品种培育者)优良品种的种子(优良品

种通过审定后育种家培育的最初的种子)，随脱绒加工成光子后到海南加代；所述的品种为

中棉所92、中棉所74、中棉所64、中棉所58、中棉所36、中棉所35等其中的任一种。

[0008] 2、播种时期：选择在海南三亚一带(由陵水的光坡镇、保亭的新政镇、乐东的尖峰

镇一线以南的地区)土壤肥沃、排灌方便、无病菌感染(无棉花枯、黄萎病)的田块。10月20日

前后，一般不晚于10月25日播种。

[0009] 3、采取垄作黑色地膜覆盖，每垄两行，80cm左右等行间种植，株距27.7cm左右，每

亩3000株左右，打孔播种，每穴1粒种子，播种深度2～3cm，用土覆盖种孔。

[0010] 4、依据棉花冬季南繁“凹型”生育规律，采取“前稳中促后控”法管理：前期温度较

高(温度应在25～26℃)，主要是在施足底肥的基础上，遇旱沟灌或低位喷灌，以水调肥，防

止旺长；所述的底肥为每亩施有机肥1000～1500kg，尿素10～15kg，过磷酸钙40～50kg ,硫

酸钾15～20kg。所述的底肥按照各类一定比例施用。

[0011] 所述的有机肥主要来源于植物和(或)动物，施于土壤以提供植物营养为其主要功

能的含碳物料。经生物物质、动植物废弃物、植物残体加工而来，消除了其中的有毒有害物

质，富含大量有益物质，包括：多种有机酸、肽类以及包括氮、磷、钾在内的丰富的营养元素。

不仅能为农作物提供全面营养，而且肥效长，可增加和更新土壤有机质，促进微生物繁殖，

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和生物活性，是绿色食品生产的主要养分。尿素、过磷酸钙、硫酸钾分

别为速效氮、磷、钾，其用量是补充有机肥中氮、磷、钾养分的不足部分。

[0012] 5、中期的蕾花铃期(11月、12月和翌年1月)正是海南低温阶段(温度应在20～24

℃)，又是棉花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要重施花铃肥、饱浇花铃水，确保多结铃、结大铃；所述的

花铃肥每亩追施尿素10～12kg，花铃期如遇天气和土壤干旱，每亩浇水25～30方。花铃期间

叶面喷洒磷酸二氢钾2～3次，每次每亩用磷酸二氢钾0.1～0.2kg兑水25～30kg溶解均匀后

叶面喷洒。

[0013] 6、后期的2、3月份气温升高(温度应在22～25℃)，棉花开始吐絮，在保证棉铃正常

发育的前提下，尽量少浇水，只在土壤含水量低于相对含水量50％时浇水抗旱，一般浇水

1－2次，每亩浇水20～25方，促进吐絮成熟。

[0014] 7、翌年2月底3月初棉花吐絮成熟后开始收获，就地轧花加工、脱绒精选成光子。

[0015] 8、将种子运到新疆的南疆高产稳产繁种区4月上、中旬播种。采用“宽早优”超高产

技术：76cm左右宽等行距，一膜三行，株距12.53cm左右，每亩7000株左右；膜下滴灌，铺膜、

布管、1穴1粒精量精准一体机播种，地膜覆盖、水肥耦合促早调控，亩施肥总量按照纯

N22kg、P2O5  10kg、K2O  13kg的水肥耦合完成：第1次滴水：(6月15日～25日)，滴水量18m3/

亩；加入硼肥和锌肥各0.5kg/亩。第2－5次滴水：(6月25日～8月5日)，滴水量25-30m3/亩，

尿素3－8kg/亩，高磷钾肥1-2kg/亩；其中第3次滴水加硼肥和锌肥各0.5kg/亩。第6－8次滴

水：(8月5日～8月25日)滴水量20－30m3/亩，尿素5－6kg/亩，高磷钾肥2kg/亩。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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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停肥，8月20日～25日停水；7月10日株高85～90cm、果枝11台时打顶；

[0016] 9、病虫草害绿色防控；防治棉蚜、棉叶螨、棉盲蝽等虫害5－7次，采用绿色环保型

的农药如啶虫脒、吡虫啉、阿维菌素、螺螨脂、四螨嗪、噻螨酮、炔螨特等其中的任一种。

[0017] 10、9月上旬脱叶催熟，10月上旬机械化采收。技术过程如图1。

[0018]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

[0019] 1、利用冬闲增加一个世代。现有技术是拿到种子后待到春季进行种植，一年只完

成一个世代，即繁种一次。本发明是利用北方的冬季不能种植棉花的季节，即现有技术的冬

闲(10月～翌年3月)时间，拿到海南三亚增加种植一个世代，使冬闲季节增加了一次扩繁机

会；特别是冬季的海南三亚播种时温度在25℃以上(棉花种子发芽出苗临界温度是12℃)，

远远高于内地春季棉花播种温度12～14℃的指标，为单粒、稀播扩大繁种系数奠定了关键

性基础。

[0020] 2、春季种植改现有技术的中、低产区转移到超高产区。众所周知，新疆特别是南疆

一带是全国的棉花高产区，这里具有得天独厚的温光资源有利于棉花高产优质，多次创建

全国高产记录。2012年由新疆农科院与农一师16团共建的高产棉田，位于16团七连841号地

块，50亩高产田平均亩产籽棉838.31公斤，如果折合成皮棉则为360.47公斤/亩，创全国高

产记录。亩产籽棉838.31公斤相当于内地现有技术300公斤左右的2.79倍。由中低产区改为

超高产区种植，以籽棉的衣分相等计算，生产的种子量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1.79倍。特别是

通过繁种田的转移，解决了原有技术难以解决的困惑。原有技术在内地繁种的开花结铃期，

十有七遇阴雨寡照导致大量脱落和烂铃，使产量低、品质差，而南疆棉区的开花结铃期光照

充足、几乎无雨，且昼夜温差大，非常有利于开花结铃的物质积累，新疆年日照时数2800h以

上(阿拉尔市)，较河南省的2300h多500h以上，满足了棉花喜问好光的基本特性，配套以滴

灌技术，给棉花高产优质营造了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

[0021] 3、两次高倍扩繁。现有技术的繁种是1kg种子于当地的春季种植0.5～1亩，亩产籽

棉250kg左右，以种植1亩、亩产籽棉250kg、衣分40％、种子优质率90％计算，可繁殖(生产)

种子135kg，即繁殖系数135倍。而本发明增加的冬季南繁也是高倍的扩繁，具体是：1kg育种

家种子经过晒种、选种，10月中旬在海南三亚高产田，精细整地后，精量、精准种植3.3亩，每

亩种植3000株，即1株1粒种子(利用三亚10月中旬播种时气温高达25℃，有利于播种出苗和

壮苗早发的优势；而现有技术内地春季播种时温度仅12～14℃，不利播种出苗和壮苗早发，

为了保证全苗、齐苗，不得不加大播种的种子量)，亩收获2700株左右，单株果枝11～12个，

单株成铃20 .2个，亩成铃55000个，单铃重5.5g，亩产籽棉300kg，成品种子率55％(衣分

40％，优质种子率92％计算)，亩产优质种子165kg，3.3亩共产优质种子544.5kg。即仅增加

的冬季这一代繁殖系数就达到544.5倍，相当于现有技术的4倍多。本次利用冬闲季节到海

南三亚扩繁，解决了原有技术难以解决的两大难题：一是北方棉区冬季的温度条件难以满

足冬季植棉的基本条件，二是海南三亚的冬季最低气温也在20℃以上,10月播种时期在25

℃，不仅为夺取高产奠定了基础，更重要是为单粒播种、夺取全苗、扩大繁种系数创造了重

要条件。

[0022] 第二次高倍扩繁是利用冬季在海南三亚繁殖的种子，翌年春季(4月初)到新疆南

疆的阿拉尔一代超高产区种植。为充分利用南疆超高产区温光资源优势和水肥耦合滴灌等

良好的生产条件，最大限度扩大繁种系数，特采用“宽早优”植棉方式,即76cm等行距，株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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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cm，每亩7000株，1株1粒种子，精准覆膜播种，亩用种量0.7kg，冬季海南三亚繁殖的种

子可在这里种植777.8亩。“宽早优”植棉的核心是改“矮密早”的66+10cm宽窄行、每亩15000

～18000株、株高60cm为“宽早优”的76cm宽等行、每亩7000株、株高80～100cm，解决了“矮密

早”用种量大、群体株间荫蔽光能利用率低、中下部脱落多成铃少产量低的问题，使棉花的

结铃空间由“矮密早”的(高度)40cm、每亩266.7m3提高60～80cm、每亩400.0～533.3m3,光

能利用的空间增加了50％～100％，株间光照环境得到改善，并采用水肥耦合等配套技术，

保证亩产籽棉480kg以上，以亩产480kg、成品种子率55％(衣分40％左右、优质种子率92％

左右)计算，亩产成品种子264kg，777.8亩总产成品种子205339.2kg。至此，专家的1kg种子

在1周年里扩大了20.5万倍。

[0023] 4、减播量、增面积、促早发。现有技术每亩播种量1～2kg，本发明每亩播种量海南

三亚0.3kg、新疆南疆0.7kg ,不仅节省了种子、扩大了繁种面积，为扩大繁殖系数奠定了基

础，而且利用良好的播种基础条件，实行1株1粒、精量播种，避免了棉苗拥挤、争水争肥现

象，促进了棉苗早发。据试验调查，播种后25d，海南三亚1穴1粒1株的平均单株7.1片真叶，

较1穴3～4粒的5.8片真叶增加了1.3片；新疆南疆阿拉尔1穴1粒1株的平均单株5.5片真叶，

较1穴3～4粒的4.4片真叶增加了1.1片。且1穴1粒1株的较1穴3～4苗的棉苗发横健壮，茎秆

粗壮。值得注意的是，“单粒播种”是扩大繁种系数的关键，但是“单粒播种”并非简单地“减

播量”，而是转移到海南三亚利用了10月的25℃气温来保证单粒播种、全苗壮苗的条件；转

移到新疆阿拉尔是利用新疆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的增温效应和膜下滴灌来保证单粒播

种、全苗壮苗的优势条件、实现单粒播种高产优质的。

[0024] 5、减株数、增株高、提光效。现有技术留苗密度海南三亚为每亩4000～4500株，新

疆南疆为每亩15000～18000株。本发明留苗密度为海南三亚3000株、新疆南疆7000株；同时

调增株高，海南三亚株高由90～100cm调增至110cm左右，新疆南疆株高由60～65cm调增至

80～100cm。通过减株数、增株高，增加了棉花单株的营养面积，增加了结铃空间，改善了棉

株土壤供应水肥的条件；因调增了株高，改善了株间通风透光条件，提高了光能利用率，为

高产优质提供了物质基础。据试验调查，76cm宽等行8000株/亩的冠层光照整体透过率，花

期6.29％和吐絮期3.64％，较66+10cm宽窄行15000株/亩的3.05％和2.28％，增加达显著水

平。吐絮期冠层的光照强度，76cm宽等行8000株/亩的上层39.20μmols-1m-2、中层40.50μ

mols-1m-2和下层41.14μmols-1m-2，较66+10cm宽窄行15000株/亩的28.05μmols-1m-2、

29.45μmols-1m-2和25.08μmols-1m-2均显著增加；“宽早优”由于减少了棉行数和亩株数，

播种后60天里，膜下5cm和10cm地温日均提高2.5℃和1.2℃累计积温增加150℃和70℃。据

此，实现了由“矮密早”的“向温要棉”到“宽早优”的“向光温和现代装备挖潜”的转变。这是

转移到新疆南疆繁种的思想基础和技术支撑。

[0025] 6、减株数节本增效。本发明在减少亩株数扩大繁种面积的同时，还做到了节本增

效：一是减少了地膜覆盖打孔播种的苗孔数量，提高了地膜的实际覆盖度和增温效果；二是

由于减少了棉行数和亩株数，改善株间通风透光条件、实现向光、温和现代装备挖潜的同

时，方便了机械作业，减少了棉花打顶、化控、病虫防治等管理用工，由于管理便捷，由原来1

个人管理30～50亩提高到100～200亩，实现了节本增效；三是由于减少亩株数，在减轻荫蔽

改善通风透光的同时，降低了治虫喷药的次数和药量，减轻了环境污染，提高了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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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一种年20万倍棉花制(生产)种方法示意图。

[0027] 图2为一种棉花品种中棉所92年20万倍制(生产)种方法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实施例1：

[0029] 根据图1、图2可知，一种年20万倍棉花制种的方法，其步骤是：

[0030] 1、品种选择：以中棉所92(新陆早63)为例，当年10月10日从育种专家获取育种家

(本领域有一定技术的人员)种子1kg,经过脱绒精选，将加工成光子的种子拿到海南三亚种

植；所述的品种为中棉所92、中棉所74、中棉所64、中棉所58、中棉所36、中棉所35等其中的

任一种。

[0031] 2、播种时期：选择在海南三亚一带(由陵水的光坡镇、保亭的新政镇、乐东的尖峰

镇一线以南的地区)土壤肥沃、排灌方便、无病菌感染(无棉花枯、黄萎病)的田块。10月15日

在海南三亚崖城基地种植3.3亩。

[0032] 3、采用垄作方式(垄呈龟背型)，垄底宽120cm，垄顶宽100cm左右，沟底宽40cm左

右，沟口宽60cm左右，沟深25cm左右，垄上覆盖130cm左右宽的黑色地膜，先覆膜后打孔播

种。在龟背型垄上种植棉花2行，行距80cm左右，株距27.7cm左右，每穴1粒种子，覆土2或

2.5cm，每亩3000株左右，共种植3.3亩。每4行铺设一条低位喷灌带，播种后低位喷灌一次，

种子处足墒为度。

[0033] 4、依据棉花冬季南繁“凹型”生育规律，采取“前稳中促后控”法管理：前期温度较

高(温度应在25或26℃)，主要是在施足底肥的基础上，遇旱沟灌或低位喷灌，以水调肥，防

止旺长；所述的底肥为每亩施有机肥1000～1500kg ,尿素10～15kg ,过磷酸钙40～50kg ,硫

酸钾15～20kg。按照各类肥料的一定比例施底肥。

[0034] 5、中期的蕾花铃期(11月、12月和翌年1月)正是海南低温阶段(温度应在20-24℃

以上)，又是棉花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要重施花铃肥、饱浇花铃水，确保多结铃、结大铃；11月

12日每亩喷洒缩节胺1.5g，12月15日追花铃肥每亩尿素15kg，结合追肥喷水1次。12月18日

打顶。中耕3次，防治病虫害6次。

[0035] 所述的花铃肥每亩追施尿素10或11或12kg，花铃期如遇天气和土壤干旱，每亩浇

水25或28或30方。花铃期间叶面喷洒磷酸二氢钾2或3次，每次每亩用磷酸二氢钾0.1或

0.2kg兑水25或28或30kg溶解均匀后叶面喷洒。

[0036] 6、棉花生育后期的2、3月份气温升高(温度应在22或23或24或25℃)，棉花开始吐

絮，在保证棉铃正常发育的前提下，控制浇水次数，土壤含水量低于相对含水量50％时浇水

抗旱，一般浇水1或2次，每亩浇水20或23或25方，促进吐絮成熟。

[0037] 7、翌年2月25日--3月26日收摘3次，共产籽棉1042.8kg(亩产316kg)，轧花后获毛

种子608kg，就地轧花加工、脱绒精选成光子脱绒精选后获种子562.4kg。

[0038] 8、将三亚种子加工后运到新疆的南疆阿拉尔高产稳产繁种区，4月15在阿拉尔高

产基地种植，采取76cm宽等行，一膜三行三管(滴水管带)，膜下滴灌，铺膜、布管、1穴1粒精

量精准一体机播种，穴(株)距12.53cm，每亩7000株(亩用种0.7kg)。共种植803.4亩。4月16

日滴出苗水，每亩滴水22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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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采用“宽早优”超高产技术：76cm宽等行距，一膜三行，株距12.53cm，每亩7000株；

地膜覆盖、水肥耦合促早调控。

[0040] 6月15日蕾期第1次滴浇水(即蕾期的第一次滴水)，滴水量每亩18方，6月20日～8

月5日间滴水4次，即第2、3、4、5次滴水，每次亩滴水量26方，尿素6kg，高磷钾肥2kg；8月5日

～8月25日间滴水3次(第6、7、8次滴水)，滴水量亩23方，尿素5.5kg，高磷钾肥2kg。8月20日

停肥，8月25日停水。7月8日打顶，单株留果枝11台，株高90cm。

[0041] 9、病虫草害绿色防控，防治棉蚜、棉叶螨、棉盲蝽等虫害6次。采用绿色环保型的农

药如啶虫脒、吡虫啉、阿维菌素、螺螨脂、四螨嗪、噻螨酮、炔螨特等其中的任一种。

[0042] 10、9月上旬，日平均气温在18℃以上，24℃以下、棉株自然吐絮率40％以上时喷洒

脱叶催熟剂，10月5日采棉机采收。收获籽棉38.96万kg(亩产485kg)，轧花后获种子22.72万

kg，经脱绒精选后21.58万kg(附图2)。在1周年的时间里，让1kg种子制成了21.58万kg精品

种子(原种)，以每亩播种量0.8kg，可种植26.98万亩。按此制(生产)种速度，如获取育种家

种子100kg，在1年内制出的种子可满足新疆棉区有余；如获取育种家种子200kg，可基本满

足全国植棉需要。以此速度，育种家科技创新成果----优良品种将很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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