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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为实
眼见为实
迷你白三叶，建成绿色生态
草坪的新选择。

草坪新品种
丹麦丹农和丹农国际种子
公司最新育成强匍匐紫羊
茅传奇和上品、草地早熟禾
翡翠和乐园、高羊茅猎狗 6
号和舒拉以及多年生黑麦
草金石和凯特 3 号等。

草坪型一年生黑麦草
暖季型草坪冬季交播的新
品种——冬宝 2 号

丹农中文网站
继丹麦和美国网站后，丹农
中文网站将于近期建成。

—迷你白三叶
丹麦丹农种子公司（DLF-TRIFOLIUM）在选育适合低养护管理
和减少肥料需求草坪草方面进行了大量育种工作，所有这些目标因最
新选育成功的迷你白三叶（microclover）而得以实现。
迷你白三叶的叶片非常小，生长低矮，可在草坪草的叶片间生长，
很适合与其它草坪草混播。迷你白三叶可通过固氮为草坪草提供氮
肥，进而减少草坪肥料需求，而且混播草坪的绿期也被延长，健康致
密且没有杂草，可建成更绿色环保的生态型草坪。
与所有其他类型的白三叶不同，迷你白三叶能耐低修剪，很适合
用在高尔夫球场和足球场等运动草坪。迷你白三叶已经在许多国家进
行了广泛的测试，得到丹麦和英国等许多知名草坪专家的认可和推
荐。
在上个作物年度，迷你白三叶成功登陆了英国市场，今年将在欧
洲许多国家和美国上市，丹农的迷你白三叶是以高品质混合草种形式
进行销售的。
如想了解更多关于丹农公司迷你白三叶的信息，请登陆丹农公司
网站 http://www.dlf.com 或与丹农公司当地的经销商联系。

羊茅黑麦草
产量分别比多年生黑麦草
高 52%和 23%的羊茅黑麦
草品种海阔和拜伦。

丹农种子集团中国代表处：
电 话：010—84977049，84970432，84970423，84977263
传 真：010—84970411
E-Mail：info@dlf.com.cn 网 址：www.dl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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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农国际种子公司（DLF-INTERNATIONAL

草坪新品种

SEEDS）的草坪新品种：

经过育种家和科研人员长期辛勤的培育，丹农
公司的又一批草坪新品种将与广大用户见面了。

丹麦丹农种子公司（DLF-TRIFOLIUM）方面，
除迷你白三叶外，还有最新的多年生黑麦草和
强匍匐紫羊茅新品种：

翡翠 Rhythm
——草地早熟禾
翡翠是美国 Rutgers 大学选育的新一代午夜型
草地早熟禾品种，在保留了午夜型品种颜色深绿和
耐热抗病等优点的同时，具有冬春季节更活跃、返

上品 Maxima ——强匍匐紫羊茅

青早、绿期更长的的新特性，克服了传统午夜型品

上品的抗病和抗逆性好，在许多试验中表现出
广泛的适应性，可在庭院、公园和路边绿地等多种
草坪中使用。

种的缺点。2005 年在北京的试验中，翡翠表现出
极好的耐热抗病能力，草坪质量高，夏季表现好。

乐园 Delight ——草地早熟禾

传奇 Mystic ——强匍匐紫羊茅

最新育成的美洲型草地早熟禾品种，颜色深

传奇是最新育成的密度非常高的强匍匐紫羊
茅品种，在大量试验中，传奇表现出对多种病害广
泛抗性，能建成致密健康的高质量草坪。

绿，质地中等，耐荫，返青早，抗褐斑病和夏季斑
等多种夏季病害。乐园的一个突出优点是能耐受较
粗放的管理，在最新的 NTEP 试验中，乐园在不同

金石 Keystone ——多年生黑麦草

养护条件下都有很好的表现。

金石是颜色深绿、持久性出色的草坪型多年生
黑麦草新品种。在最新的北美 NTEP 试验中（编号
DLF-LDD），在高中低三种不同管理条件下都能获
得很高的草坪质量，而且建植快，耐热抗病能力强。

威乐 Valor ——草地早熟禾
威乐是美洲型草地早熟禾新品种，颜色中等深
绿，叶片质地细致，耐荫能力强。威乐在最新 NTEP
试验中，在三种不同养护水平下都有出色的表现，
适应广，威乐还表现出对夏季斑很高的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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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脚狗 Corgi ——高羊茅

凯蒂 Katie ——草地早熟禾

品种的耐粗放管理和返青早等优点，同时在最新的

矮脚狗是新一代矮生型高羊茅品种，颜色极深
绿，叶片细致，草坪密度高，低矮半直立生长。矮
脚狗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热和抗病能力，建植快，
特别适合草皮生产和运动场等修剪较低的草坪。

NTEP 试验中表现出良好的抗病性。

舒拉 Solara ——高羊茅

凯蒂是 Shamrock 类型的草地早熟禾新品种，
颜色深绿，叶片较宽。凯蒂继承了 Shamrock 类型

奇峰 Appalachian
——草地早熟禾
奇峰是新育成的草地早熟禾品种，返青非常
早，颜色中等深绿，质地中等，抗病性突出。

苏拉的耐热和耐粗放管理能力突出，是特别适
合气候过渡带使用的草坪型高羊茅新品种。苏拉颜
色深绿，质地细致，抗旱抗病，耐践踏性好，可用
于不同类型的草坪。在最新的 NTEP 过渡气候带试
验中，苏拉的草坪质量名列榜首，表现出对过渡带
恶劣气候超强的适应能力。

草坪型黑麦草新品种：
丹农国际种子公司最新育成的多年生黑麦草
品种有全明星（All Star2）、凯特 3 号（Gator 3）
和高帽 2 号（Top Hat II），这三个颜色极深绿的品
种，在包括 NTEP 在内的许多试验中表现出很高的
草坪质量和出色的抗病和耐热能力。

全明星

草坪耐践踏选育

猎狗 6 号 Houndog 6 ——高羊茅

凯特 3 号

猎狗 6 号是草坪型高羊茅品种选育的新突破，
它的颜色极深绿，质地细致，在最新 NTEP 试验两
种不同养护水平下都有出色的表现。猎狗 6 号以同
时还具有出色的耐热、抗旱和抗病能力，适应性广
泛。

高帽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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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型一年生黑麦草
—暖季型草坪冬季交播的新选择

丹农的新网站采用了统一的系统结构，将为用户提
供详细的产品和技术信息，加强与广大用户的互动
交流，提供更及时周到的服务。

羊茅黑麦草(Festulolium)
—抗性出色，优质高产的新牧草

用冬宝交播的高尔夫发球台

丹农国际种子公司继推出育种史上第一个专
用于暖季型草坪冬季交播的草坪型一年生黑麦草
冬宝（Axcella）后，生长更低矮，颜色更深绿的
冬宝 2 号（Axcella II）也将与大家见面。与传统
交播所用的多年生黑麦草比较，草坪型一年生黑麦
草建植更快，春季转换更迅速，交播成本更低。

在丹麦刚刚结束的为期三年的牧草试验中，丹
麦丹农公司的羊茅黑麦草品种海阔（Hykor）和拜
伦（Perun）的产量分别比多年生黑麦草高 52%和
23%。羊茅黑麦草是利用一年生黑麦草与苇状羊茅
或草地羊茅杂交选育而成的新牧草，海阔属于苇状
羊茅类型，耐热抗旱能力强，品质好，结合了两个
亲本的优点，非常适合用来割草。

丹农中文网站
继 2004 年 12 月丹
农种子公司英文网站
http://www.dlf.com 发
布，以及今年春季丹农
美 国 公 司 的 网 站
http://www.dlfis.com
建成后，丹农中国的中
文网站也将于 2006 年
初建成，同时丹农德
国、英国和俄罗斯的网
站也在建设中。

以羊茅黑麦草海阔为主要成分的混播割草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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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管理中的生态观
丹麦和荷兰等欧洲国家的环保
草坪管理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丹农控股公司百年庆典
全球最大草种公司丹农的控股
公司迎来百年庆典。

有根茎的草坪型高羊茅
丹农美国公司培育出具有发达
根茎的草坪型高羊茅新品种瑞
星。

深绿色草坪草品种选育
丹农已培育出一批同时具备颜
色深绿、耐热抗病和密度高的
草坪新品种。

丹农中文网站建成
丹农中文网站将为广大用户提
供更多的产品和技术信息。

冬闲田种植一年生黑麦草
南方冬闲田种一年生黑麦草，
可充分利用土地，提高农民收
益，并能培肥地力。

草坪管理中的生态观
2005 年盛夏，我与同事到丹农总部培训，通过对丹麦和荷兰的各类草坪绿
地的参观学习，我们感受到了中外草坪管理观念的不同。丹麦和荷兰的绿化覆
盖率很高，路边、居住区，城市空地和公园都有植被覆盖，适应当地气候条件
的典型混播草坪由细羊茅、多年生黑麦草和草地早熟禾等草种组成。初次见到
国外的草坪让我们很吃惊，惊奇的是草坪的养护管理真的很‘粗放’，除了比国
内更及时的修剪和剪草高度较低（普遍低于 4 厘米）外，灌溉、施肥、清除杂
草和打药等其他养护管理要求明显低于国内，当时是一年中最干旱炎热的季节，
白天最高温度有时会达到 30 度，草坪由于干燥和肥料不足已经有些发黄，并且
其中混有的野生白三叶和蒲公英已经开花。我们也参观了几个高尔夫球场，其
草坪的管理精细程度也比国内球场低。
与相关草坪管理者交流后了解到，国外采用这样的草坪管理方式并不只是
为了降低养护成本，更多的是出于环保的考虑。欧盟国家对肥料和农药的使用
有极为严格的限制，单位面积土地每年使用的肥料不能超过规定的最高用量，
即使使用有机肥也不能例外。草坪绿地只允许使用有限的几种低毒低残留的化
学药剂，草坪如果出现杂草或密度降低，通常采用补播更新加以改善。同时在
观念上，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这种环保的低成本养护草坪的景观效果，在这样
的草坪上活动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危害，觉得很放心，同时也认为这样的草坪
很自然很美丽。
与这种草坪管理方式相比，国内的草坪管理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过度
粗放，连草坪管理中必不可少的及时修剪都省略掉了，草坪很快退化；要么高
水肥并大量使用化学药剂，在获得高质量草坪的同时，以环境污染和危害健康
的风险为代价，有些普通草坪的管理投入甚至与高尔夫球场草坪相当。由于气
候和其他条件的差异，我们并不能照搬国外的草坪管理方式，但这种以环保和
健康为第一出发点的管理观念是我们很应该学习的。

一年生黑麦草品种
丹农系列优质一年生黑麦草品
种可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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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农控股公司百年庆典
丹麦丹农种子集团（DLF TRIFOLIUM）的控股公司丹
农安巴（DLF AmbA）在 2006 年迎来了百年华诞，1 月 27
日在丹麦欧登塞市会议中心举行了隆重的百年庆典。丹农
安巴创建于 1906 年，拥有丹农种子集团 95%的股权，到
2006 年，丹农种子集团的草坪和牧草种子年营业额超过
了 20 亿丹麦克朗，拥有全球 20%的草种市场份额，已经
成为世界草种业的领导者。丹农安巴百年的发展史，也是
世界草种业的发展史。

丹农公司是由农民创建并拥有的公司，始终致力于建
立草种生产者与用户间的直接联系，保护农户的利益，并
努力推广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草坪、牧草和饲料作物品
种。在成立后的 100 年里，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经
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农业产业化的变革。丹农安巴
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合并了丹麦的其他草种
公司，并于 2003 年成功收购了荷兰赛贝科种子集团
（Cebeco Seeds Group），最终成为全球最大的草种公司。
1988 以后，丹农种子集团加快了全球化发展的进程，
相继成为法、英和德等国草种市场的领导者，在意大利和
西班牙等地中海国家以及捷克等东欧国家的草种销售也
很成功。丹农在美国的草种业务开始于 1990 年，收购赛
贝科公司后，丹农在美国俄勒冈州的种子公司更名为丹农
国际种子公司（DLF International Seeds），丹农美国公
司是中国草坪和牧草种子的重要供货商。1996 年丹农设

立中国代表处，开始在中国的草种销售并成为最有影响力
的国外草种公司。丹农在俄罗斯的销售办公室也于 2003
年成立。2004 年丹农还在新西兰成立了种子公司，业务
范围覆盖整个大洋洲。
在历次变革中，丹农一直是最早采用新科技和管理模
式的草种公司，如最先采用人工干燥法提高种子质量，最
先使用联合收割机和大型种子清选机等现代农业设备，率
先建立完善的种子质量检验和控制体系，以及加入品种认
证和测试评价系统等，这些新科技和管理模式的采用带来
草种生产能力和质量的巨大提高。
丹农一直很重视新品种的选育，创建于 1973 年的著
名草种科研中心——丹麦国家植物育种中心（简称 DP），
现已经成为丹农的科研育种中心，不断地为丹农培育出可
适应不同地区的草坪和牧草新品种。在育种技术方面，丹
农不仅在传统育种中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新兴的生物育
种技术研究中也具有业界的最高水平。
丹农的草种生产主要在世界上最适合的两个地区丹
麦和美国俄勒冈州进行，适宜的气候条件是生产高质量草
种的重要保证，这样的生产结构也使丹农能够及时就近提
供高质量的草种给世界各地的客户。
回顾丹农安巴的百年发展史，重视科技，为用户提供
最好的品种是取得成功
的基础，经科研部和分
布在全球不同地区育种
站的不断努力，丹农种
子集团已经拥有 500 多
个草坪和牧草品种，通
过丹农高效的生产、销
售和服务系统，高品质
的草种不断地被销售到
世界各地。
丹农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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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根茎的草坪型高羊茅

时也具有良好抗旱耐热能力的深绿色草坪新品种，其中草
地早熟禾品种有普拉蒂尼(Platini)和百老汇(Broadway)等，
高羊茅有 Kontiki 和 venanzio 等品种，多年生黑麦草品种

瑞星（Rhizing Star）

有金石(Keystone)和 Ponderosa 等，这些品种在气候炎热地

是丹农美国公司最新育成

区有很好的夏季表现。

的根茎型高羊茅新品种，
根茎的存在显著提高了草
坪的建植速度，缩短了成
坪时间。建成的草坪具有
良好的耐践踏和损伤恢复
能力。
瑞星的颜色和叶片质
地等坪用性状良好，并具有很好的抗旱、耐热和抗
病能力。瑞星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非常好的的持久
性，适合用于草皮生产、运动场草坪、高尔夫球场
高草区、庭园草坪和公共绿地等多种场合。瑞星可

丹农中文网站建成

单播，也可与其他高羊茅品种混播，或与草地早熟
禾等其他冷季型草坪草混播，以获得更高的草坪质
量。

丹农的中文网站将于 2006 年 5 月下旬正式发布，网
址：www.dlf.com.cn。
丹农的新中文网
站采用了与英文和其

深绿色草坪草品种选育

他语言网站统一的结
构，将为用户提供详
细的产品和技术信

在南欧等气候炎热地区的试验证明，颜色

息，加强与广大用户

深绿的草坪品种在夏季有更好的表现，耐热抗病能力更

的互动交流，提供更

好，但这类品种的缺点是分蘖密度较低，叶片较宽。丹农

及时周到的服务。

公司以深绿色品种为育种材料，选育出分蘖密度更高，同

丹农种子集团中国代表处：
电 话：010—84977049，84970432，84970423，84977263
传 真：010—84970411
E-Mail：info@dlf.com.cn 网 址：www.dl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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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生黑麦草品种介绍
冬闲田种一年生黑麦草
一年生黑麦草又称多花黑麦草或意大利黑麦草，是原
产于欧洲的一种优质一年生牧草，产量高，品质好，适合
在我国南方水肥条件较好的冬闲田种植利用。
一年生黑麦草的根系发达，种植过黑麦草后留在土壤
中的大量草根很容易腐烂，可改良土壤，提高肥力，增加
后作的产量。通常春末种植水稻等其他作物前，在田里每
亩撒石灰 15-20 公斤，再泡田可加快草根腐烂，更快地培
肥地力。
冬闲田种植一年生黑麦草，变闲为忙，提高了土地的
利用率，充分利用闲置的土地，同时在饲草短缺的季节生
产出急需的优质饲草，减少精料消耗，降低养殖成本，促
进了畜牧养殖业的发展，可大幅度增加收益，投资少，见
效快。对猪等耗粮型家畜效益更明显。优质牧草在增加肉
奶产量的同时，还能提高肉奶品质，使养殖户获益更大。

市场上能见到的一年生黑麦草品种很多，
在选择品种前，要先了解‘四倍体’和‘二倍体’品种的
区别。这两类品种各有不同的特点，四倍体品种的种子一
般会大一些，发芽出苗更快，叶片更宽大，植株更高大，
但生长没有二倍体品种密。四倍体品种的鲜草产量更高，
糖份含量高，纤维少 ，草质更鲜嫩可口，家畜更喜欢吃，
但含水量比二倍体品种高，所以对牛羊等草食家畜，喂二
倍体品种增重更快，而猪、鹅和鱼等饲喂更容易消化的四
倍体品种效果更好。此外，四倍体品种通常比二倍体品种
更抗锈病等病害而且抗旱能力更强。
经过在江苏、浙江、江西、四川、贵州、云南、广
东、广西和福建等省的多年试验和试种，丹农已筛选出产
量高、品质好、抗病性强的四倍体一年生黑麦草品种主要
有：
邦德（Abundant）
安哥斯（Angus）
安哥斯 1 号（Angus 1）
杰威（Splendor）
杰特（Jivet）
牧杰（Major）
劲能（Energa）
表现突出的二倍体品种有：
抗锈王（Rustmaster）
萨瑞（Surrey）
牧童（Grazer）
在许多试验中这些品种可亩产鲜草 8 吨以上，2005
年在云南山区的夏季试验中，邦德和杰特等品种的鲜草产
量达到 12 吨以上。锈病是对一年生黑麦草危害很大的一
种病害，这些品种对锈病等多种病害具有很好的抗性。在
试验试种中，这些品种还表现出叶量大，抗倒伏和适口性
好等优点。

丹农种子集团中国代表处：
电 话：010—84977049，84970432，84970423，84977263
传 真：010—84970411
E-Mail：info@dlf.com.cn 网 址：www.dl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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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农种子集团并购
安地种子公司草种业务
丹农种子集团并购安
地种子公司草种业务
丹农对安地公司草种业务的并
购进一步巩固了其全球草种业
的领袖地位。

全球最大的草种企业----丹农种子集团（DLF-Trifolium Group）于 2006 年
9 月并购了安地种子公司（Advanta Seeds）的草种业务，包括草种科研、种子
清选和批发等，此举进一步巩固了丹农公司在全球草种业的领袖地位。
丹农种子集团的总部在丹麦，是一家由农民共同拥有的、集草种科研、生
产和销售为一体的草种企业，年营业额 2.7 亿欧元。出售安地种子公司草种业
务的是法国利马格兰集团（Group Limagrain），该集团也是由农民共同拥有的种
子企业，年营业额 11 亿欧元。同时丹农种子集团把丹麦以外的农作物种子业务

北京田间日活动
10 月业内 60 多人参观了丹农在
北京的草坪试验示范地。

转让给了利马格兰集团。
丹农种子集团所并购的安地种子公司的禾草和三叶草种子业务，年销售量
约 2 万吨，占西欧草种市场份额的 10%左右。
并购是基于丹农种子集团致力于核心业务的战略进行的，同时使丹农种子

丹农参加第六届草博会

集团的分销网络得以加强，利马格兰集团将继续在西欧的重要市场销售丹农种
子集团的系列草种，有些品种是独家经销。

草坪新品种介绍
猎狗 6 号、翡翠和迷你白三叶
等将进入中国市场的新品种。

此外，丹农种子集团在其与利马格兰种子集团的合资公司 Top Green 中的
股权增至 66.6%。Top Green 公司是法国最重要的草种公司，一直在法国专业草
坪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
丹农种子集团首席执行官 Truels
Damsgaard 先生说：
“对安地种子公司
草种业务的并购，使我们的产品更为

丹农代表处成立 10 周年

丰富，也使我们通过规模经营为公司
所有者和广大草种用户获取更大的利
益。”草坪管理
丹农 CEOTruels Damsgaard 先生（左一）与
利马格兰 CEO Jean-Christophe Gouache 先生（右一）签署并购协议

丹农种子集团中国代表处：
电 话：010—84977049，84970432，84970423，84977263
传 真：010—84970411
E-Mail：info@dlf.com.cn 网 址：www.dl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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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田间日活动

深刻的印象，其他表现突出的品种还有新秀（Starlet）、
画家（Rembrant）、杰作（Masterpiece）
、星火（Starfire）、
猫王（Tomcat）、沙漠王子（Safari）和南方之星（Southern
Comfort）等。

10 月 11 日，部分国内草种公司代表和草皮卷生产种
植户共 60 多人参观了丹农位于北京沙河的草坪试验地，重
点考察了有 90 多个草坪品种的示范地，其中包括“丹农”
的 63 个品种，在这 63 个品种中，尚未在市场上推出的新
品种就有 21 种，占总数的 1/3，部分新品种将于明年年初
与广大用户见面。

另一引起参观者浓厚兴趣的新品种是丹麦丹农公司
最新育成的草坪专用迷你白三叶（Microclover），这是
迄今为止世界上叶片最小，生长最低矮的白三叶品种。
迷你白三叶耐修剪，可与其他草坪草混播，建成节省肥
料并减少农药使用的绿色生态型混播草坪，迷你白三叶
与草地早熟禾新品种翡翠和高羊茅新品种猎狗 6 号的混
播草坪也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

丹农参加第六届草博会
丹农参加了 10 月 10-12 日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第六届中
国国际草业博览会，受行业整体状况的影响，展览规模
较小，观众也没有往届多，但观众的专业性更强，多为
草种用户、经销商和科研人员。丹农在展会上重点向大
家介绍了草地早熟禾新品种翡翠、草坪型高羊茅新品种
猎狗 6 号和迷你白三叶等新品种。
这些品种已经经历了北京两个冬夏的考验和筛选，而
且为了准确了解品种抗病性等特性，试验过程中只在春秋
两次略微施肥，基本不打药。
试验筛选出表现优异的品种，其中草地早熟禾午夜型
新品种翡翠（Rhythm）表现最突出，不仅能形成颜色深绿
的高质量草坪，而且具有出色的耐热抗病能力，另一个明
显优点是春季返青比以前的午夜型品种早。康尼（Conni）
、
蓝精灵（Shamrock）、普拉蒂尼（Platini）和优异（Merit）
等品种也有突出表现。
草坪型高羊茅品种在试验中表现突出的有新品种猎狗 6
号（Houndog 6）和太阳神（Solara）等，猎狗 6 号是细叶
型品种，颜色极深绿，表现出良好的抗病性。太阳神也是
叶片较细致的新品种，在北京的试验中表现出很好的抗病
性。根茎型新品种瑞星（Rhizing Star）建植速度很快，抗
病性好。

草坪新品种介绍
2005 年和 2006 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对丹农公司
的草坪品种进行了评测（其中上海仅在 2005 年进行了
试验），重点考察品种的坪用性状和抗病性，以为广大
用户的品种选择和利用提供指导。下面是一些即将进入
中国市场的新品种

一些大家较熟悉的高羊茅品种在试验中也有很好的表
现，其中缤狗（Bingo）以细致的叶片和出色的抗病性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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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试种，表现优异。蓝调可用于高档草皮卷生产、
运动场或高尔夫球道等高档草坪，也可与其他品种混合
使用，提高草坪质量和抗性。

翡翠 ——草地早熟禾
翡翠（Rhythm）是美国 Rutgers
大学选育的新一代午夜型草地早
熟禾品种，在保留了午夜型品种颜色深绿和耐热抗病等优
点的同时，具有冬春季节更活跃、返青早、绿期更长的的
新特性，克服了传统午夜型品种返青晚的缺点。2005-2006
年在北京的试验中，翡翠表现出超强的耐热抗病能力，草
坪质量高，夏季表现好。

斗士 Geronimo ——草地早熟禾
斗士是草地早熟禾的经典品种，颜色中等深绿，种苗活
力强，成坪快，草坪质量好，并具有很好的耐践踏能力。
斗士的根茎侵占性强，分蘖快，能快速修补草坪上的秃
斑。斗士的春季返青早，密度好，对叶斑病和锈病有很
好的抗性。

蓝调——草地早熟禾

斗士广泛用于公园绿地、运动休憩草坪、庭院草坪和道

蓝调（Rhythm & Blues）是以午夜型
草地早熟禾新品种翡翠（Rhythm）
为主的高档早熟禾混合品种，具有颜
色深绿，耐热抗病能力突出和返青早等优点，2006 年已经

路绿化等多种场合

2005 年 5 月北京试验地

2006 年 10 月北京试验地

迷你白三叶混播草坪

草地早熟禾新品种翡翠

草坪型高羊茅新品种猎狗 6 号

草坪型高羊茅新品种太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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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狗 6 号——高羊茅
矮脚狗——高羊茅

猎狗 6 号（Houndog 6）是草
坪型高羊茅品种选育的新突

矮脚狗（Corgi）是丹农

破，其叶片特别细致，是深绿

美国公司选育的草坪型

细叶型高羊茅新品种的代表，在最新 NTEP 试验两种不同

高羊茅新品种，属于颜色深绿的细叶高密度品种，垂直生

养护水平下都有出色的表现。在 2005 年上海和 2005-2006

长缓慢。在国内外的试验中都有良好的表现，可用于草坪

年北京的试验中，猎狗 6 号表现出草坪质量高、耐热、抗

混播或单播，提高草坪质量。

旱和抗病能力出色的特点，得到试种者的一致好评，具有
广泛的适应性，是种植高档高羊茅草坪的理想选择。

瑞星——根茎型高羊茅
瑞星（Rhizing Star）是丹农

太阳神——高羊茅
太阳神（Solara）的耐热和
耐粗放管理能力突出，是特

美国公司最新育成的根茎型高羊茅新品种，根茎的存在显
著提高了草坪的建植速度，缩短了成坪时间。建成的草坪
具有良好的耐践踏和损伤恢复能力。

别适合气候过渡带使用的草坪型高羊茅新品种。太阳神颜

瑞星的颜色和叶片质地等坪用性状良好，并具有很好的抗

色深绿，质地细致，抗旱抗病，耐践踏性好，可用于不同

旱、耐热和抗病能力。瑞星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非常好的

类型的草坪。在最新的 NTEP 过渡气候带试验中，太阳神

的持久性，适合用于草皮生产、运动场草坪、高尔夫球场

的草坪质量名列榜首，表现出对过渡带恶劣气候超强的适

高草区、庭园草坪和公共绿地等多种场合。

应能力，在 2005-2006 年上海和北京的试验中，太阳神也

丹农代表处成立 10 周年

有突出表现。

迷你白三叶
丹麦丹农公司培育的草坪新
品种，是目前世界上叶片最小、最低矮的草坪型白三叶品
种，耐寒性出色，耐修剪，可与其他禾本科草坪草混播或
单播。混播草坪可利用白三叶的固氮作用有效减少氮肥使
用，延长草坪绿期，还能减少农药用量，有效降低养护成

成立于 1996 年的丹农种子集团中国代表处
迎来了 10 岁生日，丹农代表处作为最早成立的国外草种
公司代表处，10 年中经历了中国草种业从创建到逐步发
展的全过程。
在这 10 年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们对环境绿化和生
态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对优质畜产品的需求也持
续增长，中国对草坪和牧草种子的需求呈总体增长态势，
草坪和牧草种子的年进口量已经由最初的几十吨增加到
目前的 1 万吨以上，丹农公司也成为中国重要的草坪、牧
草和饲料作物种子供货商。

本，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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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型黑麦草的品种
选育
国外草坪型多年生黑麦草的选
育及其在中国的利用方式。

为何交播黑麦草混合
品种更好
单一品种无法同时满足冬季交
播多方面的要求，所以使用专
门混配的混合品种。

市场快讯
草地早熟禾、草坪型白三叶和
鸭茅供货价格上涨。

丹农草坪型黑麦草品
种介绍
国内主要使用的品种介绍

草坪型一年生黑麦草
一年生品种冬宝和冬宝2号的
选育、特性和在冬季交播和补
播中的应用前景。

草坪型黑麦草的品种选育
草坪型多年生黑麦草（Lolium perenne）是气候温和地区的草坪当家草种，具有成坪
快、耐践踏、损伤后恢复快、很少形成枯草层和与其它冷季型草坪草混播融合性好等众
多优点。但多年生黑麦草的耐热、耐寒能力都有限，适合在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气候
温和湿润的地区种植，对肥料需求也相对较高。用于草坪的其他黑麦草属植物还有近年
来育成的交播和补播专用的草坪型一年生黑麦草(Lolium multiflorum)以及一年生与多年
生黑麦草杂交选育的杂交黑麦草(Lolium hybridum)。
1961年发布的“Linn”是美国最早广泛用于草坪的多年生黑麦草品种，Linn并没用经
过草坪选育，是一个颜色淡绿的普通兼用型品种，现在已经成为品比试验的标准对照品
种。育成的第一个草坪型多年生黑麦草的品种是1962年发布的“NK-100”。欧洲多数
地区的气候条件更适合多年生黑麦草的生长，多年生黑麦草成为草坪育种家们选育的重
点，与美国偏好颜色深绿品种不同，由于审美观和气候条件差异等原因，欧洲选育的品
种颜色一般比美国浅，叶片质地更细，分蘖密度更高，能形成颜色鲜绿、细密的草坪。
早期选育的草坪型多年生黑麦草品种的一个缺点是草坪修剪质量较差，其坚韧的纤维束
不易剪断，修剪后在断口残存的纤维束干燥后呈白色。新品种在修剪质量方面已经有了
很大的提高。上世纪90年代育成的代表品种主要有德比极品（Derby
Supreme）、绅士
（Esquire）和特拉华（Delaware）等，2000年前后育成的新品种主要有全明星（All
Star2）、金石（Keystone）和高帽2号（Top Hat 2）等，新品种的颜色深绿，草坪质量
更高，耐热抗病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多年生黑麦草的抗性育种多以抗灰叶斑病、褐斑病和腐霉病等为主。草坪型多
年生黑麦草选育的另一趋势是在提高草坪质量和抗性的同时，提高对寒冷和炎热的适应
性，以扩展其可使用的区域。我国多数地区是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
夏季炎热多雨，适合多年生黑麦草生长的地区很少，只有沿海和西南部分山区的气候条
件适合。所以草坪型多年生黑麦草在中国多以小比例与其它草坪草混播，以加速草坪建
植。近年来兴起的一个重要用途是冬季交播南方气候过渡带休眠的暖季型草坪，以获得
周年常绿的草坪。

冬季交播草坪的转换
期管理
加快春季转换的管理措施。

狗牙根春季死斑病的
防治
狗牙根最主要的土传病害——
春季死斑病需要综合防治。

用多年生黑麦草博士（Ph.D.）球道冬季交播的高尔夫球场

丹农种子集团中国代表处：
电 话：010—84977049，84970423，84977263
传 真：010—84970411
E-Mail：info@dlf.com.cn 网 址：www.dl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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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交播黑麦草混合品种更好
在南北方交界的气候过渡带，广泛使用的狗牙根、钩叶
结缕草（马尼拉）和海滨雀稗等暖季型草坪草在秋季气温低
于10-13摄氏度后，陆续枯黄进入休眠期，直至春季气温高
于10摄氏度才开始返青恢复生长，为获得绿色的植被覆盖，
并减少冬季践踏对休眠暖季型草坪草的伤害，通常采用多年
生黑麦草等冷季型草坪草在秋季进行交播，交播冷季型草坪
草将覆盖草坪直至次年暖季型草坪草恢复旺盛生长。
理想的冬季交播草坪草种应具有以下特点：1. 发芽和出
苗快，即使是在较晚的时间交播。2. 可耐受不同的修剪高
度，交播草坪质量好。3. 耐寒保绿性好，冬季密度高。4.
春季容易转换为原有暖季型草坪草，转换平稳，不因草坪质
量降低而影响景观和使用效果。
现交播广泛使用的草坪型多年生黑麦草品种，按照其不
同季节生长特点可分为冬季活跃型和夏季活跃型，冬季活跃
型品种耐寒性好，能在深秋快速建植并在冬季活跃生长，不
受秋季温度降低和日照长度缩短的影响，在次年春季，随气
温升高，该类品种的耐热能力差，会很快从草坪中消失，不
利于平稳转换。而夏季活跃型品种具有良好的耐热能力，春
季转换平稳，但秋冬表现差。所以为获得理想的冬季交播用
多年生黑麦草，通常使用含有上述两类品种的混合品种，以
获得最佳效果。丹农公司的交播用混合多年生黑麦草品种博
士（Ph.D.）名流（Prime）和球童（Caddie）等，就是经长
期试验筛选而得到的交播专用品种，能同时满足冬季交播的
各项要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在中国的冬季交播广泛
应用，实际表现出色并得到普遍认可。

市场快讯
受国际草种市场供求影响，丹农草地早熟禾和
草坪型白三叶的供货价格已经上涨。另外草地早熟
禾品种优异(Merit),以及牧草鸭茅的种子已经售
完。

美国用多年生黑麦草博士（Ph.D.）冬季交播的高尔夫球场

丹农草坪型黑麦草品种介绍
品种

类型

应用

主要特点

博士 - Ph.D.

多年生/混合 交播，普通草坪

深绿，草坪质量高，建植快，转换平稳

名流 - Prime

多年生/混合 交播，普通草坪

深绿，质地好，建植快，转换速度适中，

球童 - Caddie

多年生/混合 交播，普通草坪

深绿，草坪质量好，冬春表现好，转换平稳

全明星 - All Star2
凯特3号 - Gator 3

多年生

普通草坪，交播

极深绿，耐热抗病，混播融合性好

多年生

普通草坪，交播

极深绿，草坪质量好，抗性好，混播融合性好

绅士 - Esquire

多年生

普通草坪，交播

中等深绿，混播融合性好

金石 - Keystone

多年生

普通草坪，交播

深绿，草坪质量好，抗性好

太阳岛

多年生

普通草坪，交播

中等绿色，混播融合性好

高帽2号 - Top Hat 2

多年生

普通草坪，交播

极深绿，耐热抗病，混播融合性好

玲珑 - Elegance

多年生

普通草坪，交播

- Capri

冬宝 - Axcella

一年生

交播，补播

中等深绿，混播融合性好
亮绿色，建植块，转换快

冬宝2号 - Axcella 2

一年生

交播，补播

中等绿色，草坪质量好，建植块，转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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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型一年生黑麦草
暖季型草坪冬季交播是气候过渡带获得周年绿色草坪的
常用技术，交播使用最广泛的草种是草坪型多年生黑麦草。
美国于40多年前开始用普通一年生黑麦草对狗牙根草坪进行
冬季交播，一年生黑麦草是当时最容易得到并转换理想的交
播草种。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多年生黑麦草开始越来越多
地用于冬季交播，随着草坪育种工作的不断开展，到上世纪
末，美国已经育成了超过150个草坪型多年生黑麦草品种，这
些新品种的草坪质量更高，但由于其耐热抗病能力也更强，
用于冬季交播时出现了春季转换较慢，对暖季型草坪竞争过
强等问题。
为提高冬季交播草坪的春季转换速度，育种家近年来开始
重新考虑更容易转换的一年生黑麦草。美国育成的第一个草
坪型一年生黑麦草品种，是2001年克萨斯农业试验站发布的
冬宝（Axcella），冬宝具有较好的颜色、密度和生长速度等
坪用性状，交播建植速度很快，成为要求春季快速转换的冬
季交播的新选择，可较多年生黑麦草提前4周或更早转换。
2006年育成的冬宝2号（Axcella 2）被称为第二代草坪型
一年生黑麦草品种，具有更深的颜色和更好的草坪质量，可
用于暖季型草坪冬季交播或要求快速成坪的应急补播。
草坪型一年生黑麦草用于冬季交播的另一优势在于种子
价格较多年生黑麦草低，虽然生长速度较快会增加一些修剪
费用，但综合费用仍低于使用多年生黑麦草。利用其快速成
坪的特征，草坪型一年生黑麦草还可单独或与其他草坪草混
合用于出现秃斑草坪的快速补播，可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草
坪的盖度，以满足比赛中的运动场草坪等需要快速恢复的需
要。
一年生黑麦草的种子较多年生黑麦草大25%左右，为获得
相同的交播密度，播种量相应也要较多年生黑麦草增加25%左
右。

美国德克萨斯农业试验站经过多年
选育，利用矮生牧草型一年生黑麦
草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个草坪型一年
生黑麦草品种冬宝（Axcella），并
于2001年正式发布。与普通牧草型
一年生黑麦草相比，冬宝具有突出的草坪用特性，具体
包括分蘖密度更高，叶片更窄，叶片垂直生长更慢，叶
色更绿等，作为交播专用草种，冬宝具有更好的冬季表
现，在摄氏零下10度仍能保持绿色，耐修剪，可修剪到
13-50毫米。与冬季交播用多年生黑麦草相比，冬宝有两
个显著的不同点，首先是成坪很快，即使是在暖季型草
坪已经开始休眠的深秋季节，仍可以成功交播。另一重
要特点是春季转换比多年生黑麦草快，通常在暖季型草
坪草开始返青后，即可完成转换，比多年生黑麦草早46周。所以用一年生黑麦草冬季交播可最大限度地减少由
于竞争对原暖季型草坪草造成的伤害。

冬宝（Axcella）和冬宝2号（Axcella 2）对比

冬宝冬季交播的发球台

2006年，最新的草坪型一年生黑
麦草冬宝2号（Axcella 2）育成。
冬宝2号是第二代草坪型一年生黑
麦草品种，也是由矮生型一年生
黑麦草选育而成。冬宝2号在继承
第一代品种的建植块和转换快等优点的同时，具有深得
多的颜色，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分蘖密度，叶片更细，均
匀度更好，垂直生长更慢。冬宝2号的冬季交播草坪质
量已经超过了多数杂交黑麦草在13毫米修剪高度下的表
现。可快速建植的冬宝2号能有效抑制草坪中的冬性杂
草，交播草坪耐践踏性好，可有效保护休眠的暖季型草
坪草。冬宝2号的春季转换时间较第一代品种可能晚一
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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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交播草坪的转换期管理
转换是指随春季气温升高，暖季型草坪草开始打破休眠旺
盛生长，与交播的多年生黑麦草等冷季型草坪草发生激烈竞
争，交播冷季型草坪草逐渐减少，暖季型草坪草逐渐增多，
最终恢复到以暖季型草坪草为主的变换过程。上海周边地区
交播草坪的转换一般开始于4月份，到7月中下旬梅雨季节
后基本完成转换。影响交播草坪转换的环境因子主要有：温
度、光照、土壤湿度和紧实度及冬性一年生杂草的竞争等。
一般温暖、光照充足、较干燥通气的土壤有利于快速提高土
温，促进暖季型草坪草恢复生长，加快转换。
在管理交播后的冷季型草坪时，管理者往往会忽视已经
或正在打破休眠的暖季型草坪草的存在，按照冷季型草坪草
的需要进行管理，这会对暖季型草坪草造成伤害，影响转换
的效果。与未交播暖季型草坪和已交播后草坪的管理措施不
同，转换期打破休眠的暖季型草坪草与交播冷季型草激烈竞
争，草坪管理必须向加速草坪平稳转换方向进行，即管理重
点从利于交播冷季型草坪草的方式转向促进转换、利于暖季
型草坪草的方向，所以正确的转换期管理措施可以加快交播
草坪转换并保护原有的暖季型草坪草。
具体包括降低修剪高度、减少氮肥用量、采用频繁但每
次水量很少的灌溉方式和使用生长抑制剂抑制多年生黑麦草
等交播草种的生长，以及梳草、垂直修剪和打孔等能提高土
壤温度的操作。其中降低修剪高度，可使敞开的草坪株丛可
接受更多的阳光照射，提高土温以加热暖季型草坪草的根系
来加快转换；降低氮肥用量使冷季型草坪草处于饥饿状态也
可加速转换，对黑麦草因缺肥而出现的失绿可用叶片施铁来
改善，有人利用硫胺的弱烧灼性提高土温；由于多年生黑麦
草等冷季型草坪草的根系比暖季型草坪草深，所以有人认为
如果对转换期草坪施以大间隔，每次深度很大的灌溉，将会
刺激冷季型草坪的旺盛生长，并且由于深层土壤潮湿，导致
土温升高变慢，不利于转换，所以建议采用频繁但每次水量
很少的灌溉方式。

对海滨雀稗和钩叶结缕草等交播难度较大暖季型草坪草，
有人正在尝试使用草坪型一年生或杂交黑麦草等可快速转换
的新交播草种。成功的冬季交播已经成为一种艺术，一种挑
战。

狗牙根春季死斑病的防治
春季死斑病（Spring Dead Spot）是对狗牙根危害最大
的土传真菌病害，病斑在春季返青后显现，病斑15-30厘
米，通常多个病斑会合并为一大片。被侵染的匍匐枝上可
看到黑色椭圆形的菌核，在根冠、根部和匍匐枝上可见凹
陷状病斑，早期病症通常为黑色、易碎的坏死斑。

狗牙根春季死斑病病斑
春季死斑病的病源菌在夏末秋初气温降低到21-24摄氏度
时开始活动，当气温降低到10-16摄氏度或更低，狗牙根
开始进入休眠时，病菌继续繁殖并在狗牙根进入冬眠的过
程中杀死被侵染的匍匐枝，但这时由于狗牙根已经开始枯
黄，所以无法看到明显的病斑，直到次年春季返青后才能
见到明显的病斑。通常感染春季死斑病的草坪下一年在相
同位置会再次发生，新草坪或刚开始侵染2-3年的病斑不
太明显，但会逐年加重。冬季交播可使春季死斑病的病斑
不明显，转换速度合适的交播冷季型草坪草可在病斑恢复
前提供有效的覆盖。
土壤排水不良、通气不好、枯草层厚、低修剪和秋季
肥料多氮少钾都会加重春季死斑病。由于没有特效的杀菌
剂，通常采用管理措施结合化学药剂进行综合防治。
防治春季死斑病的草坪管理措施主要包括：夏季满足
草坪水分需要避免干旱胁迫。通过适时打孔、梳草和覆沙
等措施把枯草层控制在1.3厘米以下。夏末秋初在狗牙根
进入休眠前适当提高修剪高度。夏末秋初增加钾肥用量，
控制氮肥用量，氮肥主要在春季和夏季施用。适当调低土
壤pH值（5.2-5.3）也有助于控制病害。对特别严重并且
很难恢复的病斑，只能用健康的草皮替换掉。
目前还没有防治的特效杀菌剂，通常在夏末秋初常使
用阿米西达(化学名Azoxystrobin，商品名Bayleton)、腈
菌唑(Myclobutanil)和三唑酮（triadimefon）等进行防
治，喷药后适量灌水加快药液向下层渗透。但最有效的措
施还是使狗牙根在冬眠前足够强壮，并在根系和枝条中贮
藏尽可能多的营养物质，以获得良好的抗病和恢复能力，
专家建议冬季交播的狗牙根草坪应在两次交播间有100天
以上的旺盛生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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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白三叶在德国运
动场补播中表现优异
迷你白三叶补播运动场可加快
草坪修复并提高耐践踏性。

运动场草坪的建植与
养护
正确选择草种、高质量建植和
科学养护管理是获得理想运动
场草坪的重要环节。

全球最好的育种项目

Klaus K. Nielsen
kkn@dlf.dk

在过去的25年里，丹农种子集团在全球的草坪和牧草育种项目得到了不断扩大，其间
的重要事件如下：
1989年：获得丹麦国家育种中心（DP）100%的所有权
1990年：获得Daehnfeldt公司的草种业务，包括在丹麦和美国的育种
1992年：开始与爱尔兰的Teagasc组织合作
1995年：在法国和荷兰获得Limagrain公司的草育种项目和种质资源
1995年：通过购买股权，开始在捷克的Hladke Zivotice进行育种工作
2003年：并购赛贝科（Cebeco）种业集团并获得其在荷兰和美国的育种项目
2006年：获得安地（Advanta）公司在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基因资源和育种项目

使用丹农草坪草的世
界著名体育场

2006年：得到英国CPB-Twyford公司的草育种项目和基因资源

丹农美国田间日
丹农美国公司6月在肯塔基州
的田间日展示了最新草坪和牧
草品种。

草坪型多年生黑麦草
新品种
美国田间日展示的部分多年生
黑麦草新品种。

市场快讯
高羊茅持平，早熟禾看涨，猎
狗6号开始向中国供货。

丹农黑麦草日本冬季
交播试验
日本的狗牙根冬季交播试验，
检验了丹农不同类型黑麦草的
表现。

目前丹农公司的专业育种人员正在利用集团丰富的种质资源，选育顶级质量的草坪和
牧草品种，最新成果主要包括：
• 24个牧草和草坪新品种成功在法国登记
• 一批草坪新品种在英国Bingley测试中名列前茅，包括表现最好的紫羊茅品种等
• 三个牧草新品种在英国获得认可
• 草坪和牧草品种在荷兰的试验中表现出色
• 北欧最新的草坪试验中有很多品种表现出色
• 许多草坪新品种列入德国RSM名录，包括最好的紫羊茅品种
• 美国NTEP试验中，许多高羊茅、多年生黑麦草和翦股颖品种表现很好
丹农技术和销售人员可随时为您提供更多育种进展和试验结果方面的信息，欢迎访问
我们的网站：http:/www.dlf.com.cn。

丹农种子集团中国代表处：
电 话：010—84977049，84970423 传 真：010—84970411
E-Mail：info@dlf.com.cn 网 址：www.dl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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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白三叶在德国运动场补播中表现优异
Holger Lürmann & Reinhold Peters
hol@dlf-trifolium.de & rp@dlf-trifolium.de

运动场草坪的高强度使用是对草坪草的一种胁迫，草坪
盖度会因而降低，所以补播是运动场草坪管理的重要内容。
通过补播还可以向草坪中加入迷你白三叶等最新草种，使草
坪具有这些新产品的新特性。迷你白三叶能高效地填补草坪
的空隙并可在重度践踏的草坪中存活。

德国许多园林公司正在销售含有迷你白三叶的用于运动
场补播的草种，迷你白三叶在实际应用中表现出快速修补草
坪秃斑和对高强度使用的良好耐受能力，已成为很受欢迎的
草坪新产品。
Altmeyer先生是德国的一位迷你白三叶销售人员，他说
“一个采用迷你白三叶补播的运动场，在冬季承担了繁重的
训练任务，运动员们认为草坪的质量比往年有很大的改善，
补播效果是很令人满意的，我们春季将补播一个联赛专用的
足球场”。

获得高质量运动场草坪需要注意三个重要环节，即正确的
草种选择，高质量的草坪建植和科学合理的管理养护。
首先是选择适宜当地气候条件并能满足运动需要的草坪草
种，如适宜我国北方地区运动场草坪的主要草种是草地早熟禾
或草坪型高羊茅，这两种草坪草都有适合运动场使用的品种，
其中草地早熟禾有耐热抗病，耐践踏能力好的品种，如翡翠（
Rhythm）、康尼（Conni）和百老汇（Broadway）等，也有根
茎发达，恢复能力强的品种，如优异（Merit）和朱丽斯（Julius）等。
高羊茅具有良好的耐践踏能力，但由于缺少根茎，损伤后
恢复慢，可采用与小比例（5-10%）的草地早熟禾等根茎发达
草种混播建植运动场草坪。高羊茅建议选择密度高、叶片细、
耐践踏、恢复能力强的品种，如缤狗（Bingo）、猎狗6号（
Houndog 6）和太阳神（Solara）等。瑞星（Rhizing Star）
是新育成的根茎型高羊茅品种，为运动场草坪的建植提供了新
选择。
运动场草坪对建植的要求较高，其中苗床和给排水设施尤
其重要，理想的运动场草坪苗床需要具有良好的透气、排水和
供肥能力，并且要有合理的坡度，配合排水设施，可保证在一
定强度的降雨条件下也可正常比赛。
运动场场草坪对养护管理有较高的要求，除修剪、浇水、
施肥、打孔和覆沙等常规管理外，还有一些特有的管理要求，
如依据比赛计划提前浇水、剪草并镇压，赛后的及时镇压和修
补，以及球门区等高损伤区域的草皮更换和修补等。如使用强
度过高或气候条件不利，对出现禿斑或密度下降的运动场草
坪，可进行补播。对封闭或半封闭体育馆中的运动场草坪，还
需定期进行通风和补充光照等特别管理。

用冬宝（Axcella）冬季交播的足球场草坪

运动场草坪的建植与养护
李鸿祥
lhx@dlf.com.cn

运动场草坪是功能性草坪，是为特定体育竞技项目而专
门建植的，与普通景观绿化草坪不同，运动场草坪必需具备
一些独有的特性，如良好的耐践踏能力、适宜的弹性以及损
伤后的快速恢复能力，这对足球场和橄榄球场等身体直接激
烈对抗项目的草坪尤其重要。高质量的运动场草坪不仅是比
赛顺利进行的保证，还能保护运动员少受伤害。运动场草坪
的恢复是通过草坪草的再生、分蘖以及根茎、匍匐枝的生长
来实现的。

丹农公司特有的迷你白三叶，低矮细致耐修剪，混播融合
性好，能快速修补草坪损伤并具有良好的耐践踏性，迷你白三
叶已经在许多国家开始用于运动场草坪的补播，显著提高了草
坪品质和使用价值。
最新育成的冬宝（Axcella）和冬宝2号(Axcella 2）草坪
型一年生黑麦草品种，也很适合用于运动场补播时，建植速度
很快，可满足短期内恢复比赛使用的需要。
南北方气候过渡带的暖季型运动场草坪，存在绿期短和冬
季枯黄问题，延长绿期或实现四季常绿的通常方法是采用多年
生黑麦草等冷季型草坪草交播。也可如采用冬宝等一年生草坪
型品种交播，可避免夏季有交播草种残留的问题，并且建植速
度更快，损伤恢复更快，并具有较低的交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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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丹农草坪草的世界著名运动场
6号（Houndog6）、太阳神（Solara）和草地早熟禾翡翠（
Rhythm）等。
在草坪型黑麦草方面，一批颜色深绿，耐热抗病性好，
丹农的草坪草种广泛应用于各种类型的草坪，下面是部分
草坪质量高的新品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全明星3号（All使用丹农草种的部分运动场：
Star 3）、金石2号（Keystone 2）、富豪5号（Regal 5）和
德比王（Derby Xtreme）等。同时还展示了专门用于暖季型
草坪冬季交播的黑麦草品种，如转换快的新多年生品种火炬
（Ignite），以及转换更快的杂交和一年生品种等。基于丰
富的品种资源，丹农可按照客户需求，订制不同转换速度和
草坪质量的交播黑麦草产品。
田间日还展示了大量未进入市场的草坪新品种，他们是
丹农公司的未来品种，具有更好的坪用特性，新品种显示了
丹农公司在冷季型草坪草育种方面的雄厚实力。
暖季型草坪草方面，新育成的种播狗牙根品种继承了丹
农公司传统品种麦瑞芝（Mirage）出色的耐寒能力，同时在
草坪质地、密度和匍匐性等方面有很大提高。
在牧草方面，丹农向参观者展示了大量优质一年生黑麦
英国Old Trafford体育场(曼彻斯特联队)
草、鸭茅、苇状羊茅和羊茅黑麦草品种，并介绍了正在进行
的放牧试验和单株选择等品种选育工作。
英国Villa Park体育场(阿斯顿维拉队)
一年生黑麦草是中国进口量最大的牧草，分为适合短期
塞尔维亚Crvena Zvezda体育场(红星队)
利用的西方型（Westerwold）品种，以及适合较长时间利用
的意大利型（Italian）品种两类。中国客户熟悉的四倍体西
丹麦Farum Park体育场(FC Nordsjælland队)
方型品种主要有邦德（Abundant）和杰威（Splendor）等，
英国Ascot Racecourse体育场
还有产量高峰非常早的新品种安哥斯1号（Angus1）。珍妮（
英国皇家利物浦高尔夫俱乐部
Jeanne）和佐罗（Zorro）则是优秀四倍体意大利型品种的代
表。
英国Belfry高尔夫俱乐部
Marie Juul-Andersen
mja@dlf.dk

英国Somerset乡村板球俱乐部

丹农美国田间日
李鸿祥
lhx@dlf.com.cn

6月19-20日，丹农国际种子公司（DLF
International
Seeds）在美国中东部肯塔基州的科研农场举行了田间日活
动。来自日本、南美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客户，以及来自大
学和科研所的科研人员参观了丹农公司的牧草和草坪品种。
丹农肯塔基新农场建立的意义在于，丹农公司已成为少数
几个既能在俄勒冈进行种子生产试验，又能在气候更恶劣的肯
塔基进行抗性试验的草种公司。这样，丹农就能以最快的速度
为客户提供表现出色且种子价格合理的草种。
田间日展示的冷季型草坪品种既包括大家熟悉的丹农经
典品种，也包括已经开始进入市场的新品种，如高羊茅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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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快讯

草坪型多年生黑麦草新品种
全明星3号是最新育
成的多年生黑麦草品
种，抗病性好，对褐
斑和叶斑等病害抗性出色，草坪质量高。

美国已经进入草种收获季节，在07作物年度，受到日益
增加的生物能源作物扩大种植的影响，草种种植面积有所减
少。草坪型高羊茅的预计种子产量与上一年度接近，价格将
会维持去年的水平。草地早熟禾种子的价格将上涨。另外，
丹农公司的草坪型高羊茅新品种猎狗6号（houndog 6）将首
次开始向中国供货。

德比王是细密耐践踏的多年生黑麦草
新品种，适合运动场等高质量草坪，
用于冬季交播时可加快春季转换。

金石2号是耐热性出色的新品
种，叶片细密，春季返青早。

富豪5号是颜色特别深绿的新品种，抗性
好，草坪质量高，很适合与其他深绿色草
种混播。
即将收获的一年生黑麦草邦德（Abundant）种子田

丹农黑麦草日本冬季交播试验
2006-2007在日本用不同类型的黑麦草进行了冬季交播试验，试验在狗牙根球道上进行，参加试验的品种除传统的多年生黑
麦草外，还包括丹农的新型交播材料，草坪型一年生品种冬宝2号（Axcella 2）和杂交黑麦草品种Nitro。
11/2
类型

11/24

12/26

2/21

3/28

5/11盖度%

建植

颜色

密度

质量

颜色

密度

质量

颜色

颜色

密度

质量

狗 牙 交 播
根
草

Fairway

一年生

9.0

5.0

4.0

4.5

5.0

5.5

5.0

8.0

5.0

5.0

5.0

30

10

冬宝2号
Axcella 2

一年生

8.0

6.0

6.0

6.0

5.5

6.5

5.5

8.0

4.5

5.5

5.5

20

10

杂交

8.0

6.5

6.5

6.5

7.0

7.0

7.0

7.0

6.5

7.0

6.5

0

0

博士Ph.D.

多年生

7.0

6.0

7.0

6.5

6.5

7.5

6.5

6.0

6.5

7.5

7.0

0

0

Threequater

多年生

7.5

5.5

6.0

6.0

6.0

7.5

6.0

6.0

6.5

7.5

7.0

0

0

Nitro

试验表明一年生和杂交黑麦草的优势在于交播建植速度快、冬季活跃和春季转换快，但缺点在于草坪密度和质量较多年生黑
麦草低。其中一年生品种冬宝二号的草坪颜色、密度和质量比老的一年生品种有明显提高。杂交黑麦草品种Nitro的表现更接近多
年生黑麦草，颜色深绿，草坪质量和密度也非常接近，完全可满足对草坪质量要求较高的冬季交播，可获得更快的建植速度和更
好的冬季表现。同期在结缕草球道上的试验也取得了类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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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农草种奥运棒球场冬季交播

丹农草种奥运棒球场冬季交播

Hongxiang Li
lhx@dlf.com.cn

丹农草坪草在北京的成功筛选
丹农草坪草与2008北京奥运会
几种三叶草在园林绿化中的应
用
邦德一年生黑麦草，解决冬春
饲草短缺
人造草皮难敌天然草坪

信息

育种

销售

案例

位于北京五棵松的08奥运会棒球主场一号场，10月底采用丹
农公司的多年生黑麦草品种博士（Ph.D.）和交播黑麦草冬宝2号（
Axcella 2）对原暖季型草坪草进行了冬季交播。冬季交播是为了满
足明年三月中旬举办的美国棒球大联盟季前赛的需要。
较晚的交播时间和较早的使用时间，对交播草种选择和冬季养
护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交播黑麦草冬宝2号的发芽快和耐低温特
性，可帮助低温条件下的草坪建植，并提高交播草坪的冬季表现。
多年生黑麦草博士可形成细致、致密并耐低修剪的高质量草坪，以
满足国际棒球比赛的要求。
影响交播的主要因素是北京冬季寒冷的气候条件。为保证成功
建植，已采用塑料膜和无纺布多层覆盖，以提高地温加快成坪。冬
季管理也将是管理的难点，需要采取良好的保温和升温措施，以保
证交播草坪能在早春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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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农草坪草
在中国的成功筛选
丹农公司于1997年率先在中国建立代表处，
多年来一直坚持在中国不同气候地区进行草种适应
性试验和筛选，以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最适宜种
植的品种。作为丹农全球研发试验网络的一部分，
2004年在北京昌平建立了草坪试验基地。
到2007年，北京基地已种植了冷季型草坪试验
材料近1500份，其评价结果将直接指导育种家选育
出更适合中国的品种。同时还在示范试验中种植了
160多个草坪草和白三叶品种，其中近半数是新品
种。具体包括草地早熟禾、草坪型高羊茅、草坪型
白三叶和细羊茅等适合中国不同地区的品种。
北京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多雨，
冬季寒冷干燥，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既能评价草坪
草的耐热抗病能力，也能考察其耐寒抗旱特性。经
过北京3年多的试验，结合在上海等其他地区的试
验，已筛选出一批适合中国使用的草坪品种，如
耐热抗病的草地早熟禾品种翡翠（Rhythm）、康尼
（Conni）和DP76-9068，高质量高抗性的高羊茅新
品种猎狗6号（Houndog 6）、太阳神（Solara）、
DP50-9460和DP-50-9440，以及叶片最小的白三叶-迷你白三叶等。北京草坪试验基地的另一重要作用
是通过田间日等活动将筛选出的草坪新品种介绍给
经销商和用户，用户可更直观地评荐品种的表现，
选出最适合自己的品种。

全球气候变暖、灾害性天气增多和水资源短缺
等问题对草坪品种选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抗
旱耐热，抗病性出色的耐低养护品种更能满足市场
需求，北京的试验将为这些问题提供理想的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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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农草种与2008北京奥运会
Hongxiang Li
lhx@dlf.com.cn

2008年秋季北京将迎来第29届奥运会，这是
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场馆、奥运村和奥林匹克
公园正在建设中，将于今年秋季至明年春季陆续完
工。重视园林绿化是北京奥运会的特色之一，树木
和草坪绿地的建植将于今年秋季至明年春季完成。

丹农作为中国最大的草种供货商，在
2006/2007年度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北京周边
的草皮农场大量使用了丹农的草坪品种，如高羊
茅品种星火（Starfire）、缤狗（Bingo）、新
秀（Starlet）、猎狗5号（houndog 5）和可奇思
（Cochise）等。使用的丹农草地早熟禾品种主
要优异（Merit）和翡翠（Rhythm）等。预计今
年秋季和明年春季，这些草皮将被用于奥运村和
奥林匹克公园的绿化工程。另外，一家园林工程
公司准备在奥林匹克公园的林间绿地试种丹农的
白三叶品种瑞文德（Rivendel）和迷你白三叶（
Microclover），他们期望找到有一定耐荫能力的
低养护地被植物，如试验效果好，明年将推广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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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三叶草在园林绿化
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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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气候更温和湿润的地区种植，其适宜种植地区比白
三叶小，加上其短寿命和直立生长的特性，较少用作地
被植物，多用于云贵和湖北等南方山区短期利用牧草，
也有人利用其直立生长和花色美丽的特性，用红三叶在
园林中作点缀植物。

白三叶（Trifolium repens）是温带地区常用的低养
护地被植物，国内所使用的白三叶品种主要有产自澳洲
的海发（Haifa），以及来自丹麦的草坪型品种瑞文德（
Rivendel）和那努克（Nanouk）等，瑞文德和那努克作
为独特的草坪型品种，除具有叶片小、生长低矮和耐修
剪等优良的坪用特性外，还具有比澳洲品种强得多的耐
寒性，能在更寒冷的地区种植。

丹农最新的迷你白三叶（Microclover）则是目前
世界上叶片最小，生长最低矮的白三叶品种，耐修剪和
践踏能力出色，可与禾本科草坪草混播并通过根瘤固氮
提供肥料，建成氮肥需求很少的生态型草坪。
近年来受白三叶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国内
也出现了其他种类的三叶草，试图替代白三叶，由于
有的用户对其特性不够了解，在使用中出现了很多问
题。目前国内可见到的其他三叶草主要有红三叶、杂
三叶（又称瑞典三叶）、草莓三叶、绛三叶（Trifolium
incarnatum）和箭三叶（Trifolium vesiculosum）等，其
中的绛三叶和箭三叶是一年生或越年生植物，不适合用
作长期地被。下面分别介绍红三叶、杂三叶和草莓三叶
与白三叶的区别。

红三叶（Trifolium pratense）是短期多年生植物，
直立生长，一般只能生长2-3年，花红色或紫色，叶片象
白三叶一样也有“V”型白斑，种子比白三叶大，椭圆
形，棕黄或紫色，千粒重1.5克左右。红三叶的耐寒、耐
热和耐旱能力都比白三叶差，耐积水能力较白三叶好，

杂三叶（Trifolium. hybridum）也是短期多年生植
物，又叫瑞典三叶，半直立生长，花色白或粉红，叶片
上没有白斑。杂三叶种子大小类似白三叶，颜色为黄色
或暗绿，千粒重0.65克。杂三叶的耐热、耐寒和耐旱能
力比白三叶差，对盐碱和排水不良土壤的适应能力比白
三叶略好。用作地被植物时，杂三叶的主要问题是对不
良气候条件的适应性有限，利用年限短，景观效果也不
如白三叶，只能作短期利用。

草莓三叶（Trifolium fragiferum）是多年生植物，
因花后萼片膨大，形似草莓而得名，匍匐生长，花白色
或淡红，叶片上通常没用白斑。草莓三叶种子较白三叶
大，卵型褐色，不同于白三叶种子的心脏型黄到棕黄
色，千粒重1.5克左右，类似红三叶。除生长形态和寿命
类似白三叶外，草莓三叶在生态适应性也类似白三叶，
而且其耐旱和耐湿能力还强于白三叶，草莓三叶的另一
个突出优点是出色的耐盐碱能力，在土壤盐分1-3%的地
方也能存活。草莓三叶在草坪地被中的应用目前还比较
少，景观效果方面还没有更多的评价，有人认为草莓三
叶的整齐度不如白三叶。
综合分析这三种三叶草，杂三叶可作为气候较温
和湿润地区的短期地被使用。草莓三叶具有较广的适应
性，特别是在低湿或土壤盐碱问题严重的地段，其景观
效果有待于进一步考察。而红三叶、绛三叶和箭三叶出
于景观效果和利用时间的考虑，不建议用作地被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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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草皮难敌天然草坪

邦德一年生黑麦草
解决冬春饲草短缺

Mogens Toft Jensen
mtj@dlf.dk

为解决南方冬春季饲草缺乏问题，促进畜牧养
殖业发展，丹农公司一直与畜牧主管部门合作。试
验筛选出适合当地的牧草品种并进行推广种植。
经过几年的试验和推广，目前已筛选出邦德
（Abundant）、杰威（Splendor）和安哥斯1号（
Angus 1）等高产一年生黑麦草品种，并在南方冬
闲田推广种植。照片上的农民正在收割邦德黑麦
草，他们说邦德黑麦草的产量高，家畜爱吃，解决
了冬春饲草供应的大问题，家里的牛、羊和猪都养
得比以前好。

国际草皮种植者协会（TPI）刚发布了一篇关
于人造草皮与天然草坪对比的深入研究报告，报
告主要引用了去年美国生态协会（ESA）的研究结
果，包括成本、耐磨性、持久性、对环境的影响以
及对人体健康和情绪影响等多方面的分析。
研究表明，
关于人造草皮建植
成本低、养护成本
低和持久性好等说
法都被证明是错误
的。而且还指明
85%美国国家橄榄
球大联盟（NFL）
的球员更喜欢在天
然草坪上比赛，并
认为人造草皮会比
天然草皮带来更多
的疼痛和疲劳，缩
短他们运动生涯。

详细报告可在以下网站下载：
www.turfresourcecenter.org

丹农（DLF-TRIFOLIUM）是全球最大的草种生产和
销售商。在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英国、美
国、法国、德国、捷克、俄罗斯、中国和新西兰等
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通过发达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为全球草种用户服务。

丹农一直致力于满足客户的需求和草种市场的需
要，拥有全球最大的草坪和牧草研究和育种项目，
不断提高品种的品质和可靠性，以满足市场的需
求。丹农公司的品种都经过遍布全球的试验网络的
测试，以适应不同的气候和环境条件。

丹农种子集团中国代表处：
电

话：010—84977049，84970423 传 真：010—84970411
E-Mail：info@dlf.com.cn 网 址：www.dl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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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农草坪草与绿色奥运
Hongxiang Li

丹农草坪草与绿色奥运

lhx@dlf.com.cn

南方冰雪灾害对牧草生产影响小

冬宝2号高尔夫球场冬季交播
南方紫花苜蓿种植需要注意的问题

iSeed®-加快建植的聪明方法
丹农新品速递

‘绿色奥运’是北京2008奥运会的三个主题之一，园林绿化是
提高环境质量，减少空气污染的重要一环。从丹农北京代表处办公
室的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已完工的奥运会主体育场—北京国家体育
场‘鸟巢’和场馆区的绿化情况。奥运会各体育场馆、奥运村和奥
林匹克公园的绿化工作已进入繁忙的收尾阶段，最晚6月底将全部完
工。
丹农公司是中国最大的草种供货商，每年都向国内市场提供大
量优质草坪种子。北京附近的许多草皮农场都使用了丹农的草坪品
种生产草皮，如草地早熟禾品种优异（Merit）、翡翠（Rhythm）和
康尼（Conni）等，高羊茅品种星火（Starfire）、缤狗（Bingo）、
黄金岛（Eldorado）、新秀（Starlet）、猎狗5号（houndog 5）和
可奇思（Cochise）等。这些草皮已经大量用于奥运会相关的各绿化
工程中。

信息

育种

销售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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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冰雪灾害对牧草
生产的影响小
08年春季冰雪灾害给南方的农业生产造成很
大损失，大田作物、油料作物和蔬菜等作物受到的
影响最大，而这些地区也是利用冬闲田种植一年生
黑麦草的主要地区。经了解，广西、云南、贵州、
四川和湖南等省的冬种一年生黑麦草受到的影响不
大，只有山区少数在灾害来临前刚割过草的地块受
到冻害，受影响地区的牧草产量稍有下降。

2008年第1期
在优质牧草的种植技术方面，很多地区正在
采用稻田收获前免耕播种、箭筈豌豆保护播种和果
园茶园套种等适合当地实际的种植技术，牧草种植
与当地家畜养殖密切结合，一些有大型养殖厂的地
区，种植户已经开始按照合同进行订单生产。

冬宝2号高尔夫球场冬季交播
Hongxiang Li
lhx@dlf.com.cn

冬宝2号（Axcella 2）是丹农公司的交播和补
播专用草坪型黑麦草新品种，由矮生型一年生黑麦
草选育而成，是已育成的坪用性状最好 的品种，
专门用于需要快速转换的暖季型草坪冬季交播，以
及需要快速成坪的草坪应急补播。

稻田免耕种植邦德一年生黑麦草
丹农种子公司的一些优质一年生黑麦草品种如
邦德（Abundant）、安哥斯1号（Angus1）和杰威
（Splendor）等，表现出良好的抗逆性和丰产性，
在灾害之年仍能生产大量优质饲草，为当地畜牧养
殖业提供了可靠保障，减轻了灾害对农民生活的影
响。正在进行的紫花苜蓿品比和推广试验中，高秋
眠级别品种植株顶端受到轻微冻害，但影响较小，

果园间种牧草

冬宝2号育成后，于2006-2007年在上海周
边的多个高尔夫球场进行了小面积试种，20072008年上海和江苏的四个高尔夫球场的球道冬季交
播中采用了冬宝2号，到6月为止，单播和混播冬宝
2号都获得了较满意的效果，交播草坪成坪块，草
坪质量能满足球场的使用要求，而且在08冬春季的
冰雪灾害中，冬宝2号表现出优于多年生黑麦草的
耐寒性，最寒冷时期交播草坪更绿，质量更高。
随着气温的升高，这些交播球道已进入转换
期，不同球场由于交播播量和养护条件的差异，转
换速度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与采用多年生黑麦草交
播的球场比较，冬宝2好开始转换的时间更早（有
的球场4月中旬就开始了），转换速度更快，因而
对返青中的狗牙根和海滨雀稗等暖季型草坪草的竞
争压力更小，起到了保护暖季型草的作用。

冬宝2号交播的狗牙根球道（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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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紫花苜蓿种植需要
注意的问题
目前丹农正与南方畜牧部门合作，进行耐热抗
病的高秋眠级别紫花苜蓿品种的试验和推广，以解
决南方优质高蛋白牧草缺乏的问题。试验主要在海
拔2000米左右，夏季较凉爽的地区进行，试验已取
得初步成果，筛选出一些产量高、抗性好、持久性
出色的品种。针对南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也发现
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南方成功种植紫花苜蓿，除选择高秋眠级别
的耐热抗病品种外，还有两个困难需要克服，首先
是排水，紫花苜蓿很怕水淹，目前还没有耐水淹品
种育成，试验证明苜蓿被水淹24小时即可由于根系
腐烂而死亡，而南方许多地方的年降雨量在1000毫
米以上，而且集中在雨季，所以必须选择地势高燥
的沙性土地块，还要做到土地平整，深挖排水渠道
系统，支渠道间距一般2-3米，地块周围是一圈更
深的干渠，在降雨后要能迅速排水，田间不形成积
水。
另一个必须克服的困难是酸性土壤和磷钾肥缺
乏，南方的土壤多数为酸性或弱酸性，磷钾元素缺
乏，而且肥料利用率低，加上在南方种植的苜蓿品
种是可全年生长的不秋眠类型，年割草7-10次，鲜
草亩产量可达到10吨以上，因而带走大量养分，
需每年多次施肥。有条件的应在种植前用石灰降低
土壤酸性并可增加土壤钙质，再用有机肥作底肥。
磷肥的施用指标以土壤有效磷含量15ppm为界，低
于该指标的五氧化二磷施肥量需达到6-7公斤/亩以
上。当土壤有效钾含量低于110ppm时，氧化钾施
用量每亩应高于10公斤。建议每年施肥2-3次或更
多。钙、硫、硼和钼也是南方紫花苜蓿可能缺少的
元素。

重时整个叶片枯萎，所附照片是在南方拍摄到的典
型缺钾症状。诊断方法除土壤化验外，可叶面喷施
0.5%的磷酸钾或氯化钾，一般10天左右，症状会明
显缓解，确诊后应立即追肥。

iSeed®-加快建植的
聪明方式
“聪明种子（iSeed®）”是一种专利种子肥料包衣
技术，可有效改善建植初期的养分供给，丹农公司
是草坪和牧草种子iSeed®专利肥料包衣技术的独家
经销商。
每粒种子都能得到营养
草种是小种子，贮藏的营养物质少，而且草种经常
在寒冷贫瘠的土壤上播种（通常缺少磷和氮）。采
用iSeed®包衣技术的草种，每粒种子都可以在发芽
时高效利用其包衣中的氮肥和磷肥，而强壮的早期
生长对均匀建植、成功地与杂草竞争和战胜逆境都
非常重要。常见的肥料包衣最多只能含有1-2%的氮
素，而最新的iSeed®包衣技术可含有最高20%的氮
素，而且对种子和种苗不会造成肥害。
高效养分利用
施肥有以下几种方式：撒施、条施、与种子一起条
施或种子肥料包衣。种肥中的磷肥对及早建植非常
重要。撒播条件下磷的利用率只有5-10%，条施可
提高到10%，与种子一起条施可达到15%。而包衣
中磷的利用率可高达20%。后三种施肥方法的肥效
也最快，因为肥料被全部埋入了土壤中，这一优势
对补播尤其重要。

磷在土壤中很容易被转化为不能被植物直接吸收的
固定状态，所以种子离肥料越近，利用效率越高，
这样植物根系和分枝就能更快地生长，种苗变得更
强壮和更有活力。所以iSeed®包衣技术可有效提高
对养分的利用效率，减少肥料向环境中流失。

iSeed®包衣草种建植

苜蓿缺钾症状
苜蓿缺钾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病虫害，因为其典
型症状是较老叶片边缘上出现白色或黄色斑点，严

对照未包衣草种建植

试验效果明显
采用iSeed®包衣技术的草种，肥料可占包衣种子重
量的一半，如所用包衣剂含氮10%，含磷2%，则
相当于播种时每公顷施用氮60公斤。欧洲许多国家
的试验证明，iSeed®包衣可更快获得高密度的草
地，播种当年牧草产量可增
加5%。在英国STRI的草坪
试验也证明，iSeed®包衣
可使运动场草坪很快成坪并
投入使用，草坪杂草更少，
持久性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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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农新品速递
2008年，除了细叶抗病的高羊茅新品种猎狗
6号进入中国市场外，还有一些新草坪和牧草品种
进入中国：
1.草坪型白三叶罗尼（Ronny）
罗尼是继瑞文德（Rivendel）后丹农公司培育
的又一个小叶型草坪白三叶品种，2005年开始在国
内试种，除具有丹麦白三叶品种的耐寒性好、叶小
低矮、抗性好和耐修剪等优点外，还具出色的整齐
度和密度，坪用性状显著优于海法等普通品种。

3.杂交草坪型黑麦草耐特（Nitro）
耐特是由多年生和一年生黑麦草杂交选育而成的，
草坪质量与中等绿度的多年生黑麦
草相当。与草坪型多年生黑麦草相
比，耐特黑麦草的出苗和成坪速度
更快，可与其他草坪草混播加快成
坪并抑制杂草。耐特也可用于需要快速成坪的草坪
补播，以及暖季型草坪冬季交播，用于冬季交播
时，耐特的春季转换比多年生黑麦草快，可减少对
休眠暖季型草的影响。
4.交播草坪型黑麦草冬宝2号（Axcella 2）
冬宝2号是新一代交播用草坪型黑麦草，由矮生一
年生黑麦草育成，具有较深绿的
颜色和草坪质量。冬宝2号用于
暖季型草坪草冬季交播时，具有
建植成坪块、耐寒冬季表现好和
春季转换快等优点。冬宝2号也可用于需要快速成
坪的短期利用草坪或保护播种。

2.细弱翦股颖猛虎2号（Tiger II）
猛虎2号是改良型细弱翦股颖，能以短匍匐枝形成
致密的高质量草坪，在气候冷凉
地区，可用于混播建植低养护高尔
夫果岭，也可用于球道和发球台，
以及需要低修剪的普通草坪。猛虎
2号的抗寒性好，抗病能力强，较
匍匐翦股颖更能适合低养护条件。

丹农（DLF-TRIFOLIUM）是全球最大的草种生产
和销售商。在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英国、
荷
美国、法国、德国、捷克、俄罗斯、中国和新西兰
等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通过发达的销售和服务网
络为全球草种用户服务。

5.一年生黑麦草双筒枪（Double Barrel）
双筒枪是丹农公司推出的牧草型
一年生黑麦草新品种，四倍体
Westerwold型，兼备早熟品种的
产量高峰早和晚熟品种产量持续
性好的优点，可持续供应大量优
质牧草，很适合南方冬闲田种植
利用。

丹农一直致力于满足客户的需求和草种市场的需
要，拥有全球最大的草坪和牧草研究和育种项目，
不断提高品种的品质和可靠性，以满足市场的需
求。丹农公司的品种都经过遍布全球的试验网络的
测试，以适应不同的气候和环境条件。

丹农种子集团中国代表处：
电话：010—84977049，84970423

传真：010—84970411

E-Mail：info@dlf.com.cn

网址：www.dl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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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全运会主体育场采用猎狗6号
迷你白三叶混播草坪得到两项大奖

2009年10月，第十一届全运会将在泉城济南开幕，济南
和其他城市的体育场馆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2008年10月，
全运会济南奥体中心的主体育场草坪采用了丹农公司的猎狗6
号高羊茅和多年生黑麦草高帽2号为主的混播草坪，同期也在
山东潍坊的全运会体育场和北京奥体足球练习场等多个运动
场草坪的建植中采用了相同的配方。
猎狗6号（Houndog 6）是丹农美国公司新育成的细叶草
坪型高羊茅品种，2008年春季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在实际使
用中得到草皮生产者和绿化施工单位的广泛认可。与早期的
细叶型高羊茅品种不同，猎狗6号具有出色的耐热、抗旱和抗
病能力，是抗性与草坪质量的完美统一，经过上海和北京三
年多的试验试种，以及NTEP在北美的多年试验，猎狗6号以
突出的草坪质量和抗病抗逆性而得到一致好评，由于猎狗6号
建植速度快，耐践踏性好，草坪质量高，很符合运动场等专
用草坪的要求。与猎狗6号一起用于这些运动场草坪的多年生
黑麦草品种高帽2号（Top Hat II），是耐热抗病能力强的新一
代草坪品种，在草坪中起到加快建植和快速修复损伤的作用。

菊苣种植中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鸭茅林下种植的成功实践
丹农参加2008国际草业博览会
美国奶牛饲养模式转变
丹麦和美国2008草种生产概况
丹农新品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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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农公司的迷你白三叶混播草坪Easy Lawn刚
在英国获得WaterWise节水标兵
奖，这是由权威机构授予具
有节水功能产品的奖励。迷
你白三叶混播草坪在当地可
在没有施肥和灌溉的情况下
维持致密美观的草坪，草坪
绿期长而且没有杂草，取得
良好的环保和景观效果。
丹农公司在法国的迷你白三叶
混播草坪Eco Alternative也被Promojardin协会评选
为年度产品，以表彰其在保护环境和降低草坪养护
成本方面的贡献。

鸭茅是温带地区重要的多年生牧草，寿命长达
6-8年或更长。鸭茅的叶量大，饲用价值和适口性都
比苇状羊茅等牧草好，耐热和耐旱能力都比多年生
黑麦草好，在我国的华北南部、新疆部分地区、华
中、华东、西南和南方其他高海拔地区都可种植，
是解决我国优质饲草短缺，实现畜产品安全的理想
牧草。
鸭茅的一个重要特性是耐荫性出色，优于黑麦
草和白三叶等牧草，有研究证明鸭茅可耐受郁闭度
是全光照一半的遮荫，产量仍不受影响，所以被大
量用于果园等林下种植，也得到了果园草的称号。

 ેᖺ᎘፴᎒ᅶᇴᏂሬݨ
ࢴႜ
菊苣是南方和北方冬季气候温和地区常用的多
年生饲料作物，产量高，营养价值极高，莲座状叶
片富含蛋白质、糖分和矿质元素，各种氨基酸及微
量元素也很丰富，其营养价值与紫花苜蓿相似，消
化率和矿物质含量高于紫花苜蓿。菊苣的适口性极
好，各种畜禽喜食，转化率高。
菊苣种植中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抽苔，开花
进入营养生长后叶量会急剧减少，饲用价值迅速下
降，解决的办法是通过留茬高度和利用频率加以抑
制，留茬高度不能高于5厘米，3-4厘米最好，两次
利用间隔也不能长于25天。
在南方多雨潮湿地区种植菊苣时，割草后易发
根腐病，应尽量避免阴雨天割草，必要时用杀菌剂
防治。

2008年春季，山西南部在种植5年的杨树林下
种植了丹农公司的鸭茅品种安巴（Amba），当地
村民的土地主要用于种植速生用材杨，随郁闭度增
加，一般第三年后林下就无法种植其他作物了，种
植安巴的树林郁闭度在50%左右，照片是种植两个
月后拍摄的，鸭茅生长良好，到秋季已割草两次，
预计明年可获得更高的产量，该种植方案成功利用
了林下闲置土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并为当地的
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ഭ٘ਉ2008ख
٧ᇿس୮হ
2008年6月29日至7月1日，丹农公司参加了在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的2008中国国际草业博览
会，该展览是与2008世界草地与草原大会(IGC &
IRC)同时举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位会议代
表参观了丹农公司的展位。丹农向观众介绍了其丰
富的牧草和草坪品种，以及遍布全球的销售、科研
和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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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08年一月的氮肥出口量已经超过了此前
六年的总和，同时由于全球性的粮食短缺，采用传
统的以粮食为主要饲料的美国奶牛场的成本也达到
了历史新高。
少数坚持采用放牧草地饲养方式的奶牛农场，
在近几个月却获得比以粮食为主要饲料的传统农场
更高的利润。利润的增加来自更低的饲料成本，而
且奶牛能更长时间保持健康体况，多生产的小母牛
销售后也可获利，同时产奶量还可保持在相当理想
的水平。
最近美国采用了与欧洲和新西兰一样的牧草
评价系统，新方法的检测结果显示丹农的许多牧草
具有非常好的推广潜力，例如羊茅黑麦草品种劳发
（Lofa，多年生黑麦草类型），其品质与玉米籽实
相似。这对美国的动物营养学家来说还是一个难以
相信的新观念，但熟悉欧洲和新西兰饲料评价系统
的学者几年前就这样说了。
这些变化导致对高质量牧草品种的巨大需求，
并可能引起美国沿用多年的传统奶牛饲喂方式的变
革。丹农国际种子公司正与牧草评测实验室紧密合
作，同时也对奶牛营养学家和奶业顾问进行培训，
以了解丹农牧草的利用价值。
历史上美国的奶牛主要采取集中舍饲，饲料是
大量玉米籽实和玉米青贮。许多专家出于对奶牛健
康和环境的考虑，质疑这种饲养方式是否明智。但
由于当时玉米价格低廉，饲养投入低，这种饲养模
式已成为美国奶业的标准。

在以玉米为主要饲料的情况下，美国奶牛平均
只利用两个泌乳周期，即刚超过4岁的奶牛就会被
淘汰，而牧草只是作为奶牛日粮中的填充物而不是
关键成分利用。



݈ౝेಈख2008
٧᎘ࢃڄ

2008年5月和6月丹麦的气候很干旱，许多种
子田看似受到影响，但到收获季节时，尽管不同土
壤类型的地块有些差别，但多数草种的产量和质量
都很好。在主要的收获季节七月，天气干燥，很适
合种子收获，经清选的新种子的千粒重和发芽率都
象丹麦正常气候年份收获的一样好。这主要是由于
丹麦的草种生产者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
加上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可保证即使在干旱的气候
条件下，也可为客户生产出高质量的草种。

美国威利麦特谷地2008年的草种产量总体是一
个平年，有过几次空气湿度低，5月份部分地区在
草种授粉时温度过高，部分地块产量略有下降，各
草种情况有些差别，部分地块的一年生黑麦草种子
产量降低了5-10%。多年生黑麦草种子有的地区增
产，有的下降。高羊茅种子产量略高于历年平均，
种子生产者总体上战胜了不良的气候条件。由于气
候原因，今年的农药使用很少，节省了一些生产成
本，但由于燃油和肥料的价格上涨，并没有获得更
高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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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除了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细叶高羊茅
新品种猎狗6号、有根茎的高羊茅瑞星、草地早熟
禾翡翠和杂交多年生黑麦草耐特外，还有一些新草
坪和牧草品种将进入中国：
1.狂想曲（Rhapsody）草地早熟禾
狂想曲是美洲型草地早熟禾新高档品种，深绿
色，细密，草坪质量高。与午夜型品种不同，狂想
曲的返青时间早，耐旱，对叶斑病、白粉病、夏季
斑和褐斑等病害抗性好，耐荫能力也很好,在国内
外的广泛试验中表现出色。
2.太阳神（Solara）高羊茅
太阳神是草坪型高羊茅新品种，耐热抗病性
好，在南北方气候过渡区表现出色。太阳神深绿
色，叶片细密，建植速度快，耐旱耐热能力强，耐
践踏性好，在国内外大量试验中表现出色。

3.奥利维亚（Olivia）菊苣
奥利维亚是优秀的菊苣品种，产量高，饲用价
值好，适合多种畜禽。奥利维亚的叶片是直立生长
的长条形，易于收获，抗性好，使用年限长。与标
准品种普纳比较，奥利维亚的成熟期更晚，营养生
长时间更长，冬季也更活跃，产量和品质都有明显
提高。

荷

4.拜伦（Perun）羊茅黑麦草
拜伦是四倍体中熟型羊茅黑麦草品种，表现
为意大利黑麦草类型，但持久性更好，在夏季较凉
爽湿润地区可利用三年左右。由于拜伦的亲本之一
是耐寒的草地羊茅，因而具有更好的耐寒能力，春
季开始恢复生长更早。拜伦的产量很高，抗病性
好，糖分含量也高，富含容易消化的碳水化合

物，消化率和饲用价值都很高。

丹农（DLF-TRIFOLIUM）是全球最大的草种生产
和销售商。在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英国、
美国、法国、德国、捷克、俄罗斯、中国和新西兰
等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通过发达的销售和服务网
络为全球草种用户服务。

丹农一直致力于满足客户的需求和草种市场的需
要，拥有全球最大的草坪和牧草研究和育种项目，
不断提高品种的品质和可靠性，以满足市场的需
求。丹农公司的品种都经过遍布全球的试验网络的
测试，以适应不同的气候和环境条件。

丹农种子集团中国代表处：
电话：010—84977049，84970423

传真：010—84970411

E-Mail：info@dlf.com.cn

网址：www.dl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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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草种的等级和认证
人造草坪难敌天然草坪
在迷你白三叶草坪上欣赏音乐
羊茅黑麦草使牧草增产15-20%
草坪型高羊茅品种的选育
优质牧草产奶多
丹农云南牧草试验
丹农牧草品种通过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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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常见的进口草种主要分蓝标和白标两种，白标种子未经审定认证，
而蓝标种子是通过了审定认证程序，经过对原种纯度、种植情况、种子收
获、清选、包装及种子检验等系列过程的严格监督，在全部符合要求后，
蓝色标签成为该批种子的合格证。蓝标种子一方面可保证用户买到标称的
品种，即基因纯度，另一方面对净度、发芽率、杂草和其他作物种子含量
等提出了必须达到的最低标准。如美国俄勒冈州的蓝标草地早熟禾种子的
发芽率和净度分别不低于80%和95%，杂草和其他作物种子含量分别不高于
0.3%和0.5%；欧洲的蓝标种子也有相应的质量标准，另外欧洲只允许销售
经审定认证的种子，不能销售白标种子。
国外还有质量高于蓝标的草种销售，这类种子的净度更高，杂草种子非
常少，监管和检验更严格，种子价格也比蓝标贵。美国这类种子叫草皮质
量种子(Sod Quality Seed)，欧洲叫草坪质量种子(Turf Quality Seed)，主要
用于高尔夫球场和草皮生产等对杂草很敏感的草坪。这类高质量种子生产
时的田间监控标准更高，收获后的检验在不同阶段重复三次，杂草和其他
作物种子检验的样品量是常规检验的十倍。欧洲草坪质量多年生黑麦草和
高羊茅种子，还需要通过田间种植检验一年生黑麦草。
美国的草皮质量种子由于挂黄色标签，又叫‘金标种子’或‘零零种
子（杂草和其他作物含量都是零）’，但零零种子的叫法并不科学，尽管
很多批号检验报告会显示杂草和其他作物含量都为零（未检出），但按照
标准，还是允许含有少量杂草和其他作物种子的，如美国华盛顿州草皮质
量草地早熟禾种子标准规定，可含有0.1%的其他作物种子，杂草最高含
量是0.02%。欧洲的草坪质量种子分为S1、S2和A级三种，其中S1级在所
有检验中未发现杂草和其他作物种子；S2级不含粗糙的禾草，但含有痕量
（<0.045%）双子叶种子：A级在小样品（2500粒）检验中未发现杂草和其
他作物种子，在十倍样品检验中有痕量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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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草坪的使用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最早
是美国为遮荫的体育场研发的，经几代发展，在功
能上获得很大改善，目前主要用于气候极端炎热或
寒冷地区、光照或管理条件不好的地段，以及持续
高强度使用的场地。国外人造草坪的建造费用是天
然草坪的两倍左右，但由于建成后每年的养护管理
费用低于天然草坪，多年平均费用等同或略低于天
然草坪。
近年来开始出现国际体育组织认证的运动场
人造草坪，一些国际比赛开始考虑使用人造草皮，
一些公共体育设施也开始使用人造草坪，于是有人
认为人造草坪将大量取代天然草坪，但事实上，人
造草坪的支持者片面强调了其不受气候和光照条
件影响，耐高强度使用和养护管理简单等优点，却
忽视了人造草坪不具备天然草坪良好的环保和生态
效应，并有可能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目前
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对人造草坪的安全性展
开广泛的研究和评测，初步结论是人造草坪还无法
替代天然草坪，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危害的可能性很
大，美国纽约州等地已经开始限制人造草坪在学校
等场所的使用。
大量研究证明，与天然草坪比较，人造草坪主
要有以下缺点：
在运动员保护方面，多项运动的研究表明，虽
然人造草坪已采用橡胶颗粒填充和垫层等方式改善
了弹性，但由于摩擦力不同和温度高等原因，运动
员大脚趾和关节受伤的概率仍然高于天然草坪，这
也是许多著名职业运动员拒绝在人造草坪上比赛的
主要原因。
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方面，人造草坪纤维通常
含有铅等重金属着色剂，老化或破碎后释放，对儿
童的发育影响很大。橡胶等填充物也会释放大分子
有毒有机物。另外由于没有天然草坪的代谢净化和
过滤作用，有害细菌和病原物滋生，易对健康造成
危害。
在对环境的影响方面，除释放有毒物质外，
最直接的影响是高温，研究表明，在气温25℃的中
午，阳光直射的天然草坪温度一般为30℃左右，
而人造草坪的温度则高达70-80℃，其吸热效果相
当于黑色的屋顶，如想这时使用，必须不断喷水降
温，而排出的降温水是有毒的，会污染环境，同时
人造草坪也无法实现制造氧气等生态效果。

Carsten Petersen负责一个55000人丹麦社区
的足球场，同时也负责每年社区音乐节的场地。“
我们用含有迷你白三叶的混播草种补播了体育场，
补播前我问球员是否喜欢在含有迷你白三叶的草坪
上活动，多数人说不喜欢。但我决定无论如何试一
下，结果一个抱怨都没收到。我们在音乐节活动场
地也使用了迷你白三叶，草坪表现出很强的恢复和
耐践踏能力。”。

ᇞ॔ౝ٧༓೧٧ዼڄ15-20%
Ole Grønbæk
OG@dlf.dk

2008年丹麦官方试验结果显示，丹农公司的黑
麦草型羊茅黑麦草品种Achilles和Perseus第二年和第
三年的产量比多年生黑麦草分别高15%和20%，同时
还表现出良好的饲用价值。
丹农公司的羊茅黑麦草品种有苇状羊茅型、意
大利黑麦草型和多年生黑麦草型三种，是利用意大利
黑麦草与耐热的苇状羊茅
或耐寒的草地羊茅杂交育
成的。
羊茅黑麦草是气候寒
冷、干旱或炎热地区获得
利用时间更长的优质牧草
的新选择。羊茅黑麦草的
许多品种，由于具有出色
的耐寒能力，春季开始生
长早，在混播草地中加入
可有效延长草地每年开始
和总可利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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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羊茅、草地早熟禾和多年生黑麦草是使用
最广泛的三种冷季型草坪草。高羊茅具有出色的耐
热和抗旱能力，在冬季温和地区，管理良好的高羊
茅草坪可实现四季常绿。高羊茅的缺点是叶片较粗
糙，耐低修剪和损伤恢复性较差，这些一直是育种
家努力改良的性状。
草坪型高羊茅品种的选育开始于上世纪80年
代，比草地早熟禾和多年生黑麦草都晚，只有近
30年的历史，但同时高羊茅也是草坪质量提高最快
的草坪草，目前国外已育成的品种已超过200个，
新品种在草坪质量和抗性等方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提
高，而且品种间的坪用性状差别很大，许多人基于
对以前高羊茅品种的认识所形成的“品种间的差距
小，远没有草地早熟禾和多年生黑麦草品种间差距
大”的认识已不再适用于现在的品种。
丹农公司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向国内引入的草
坪型高羊茅品种，主要有可奇思(Cochise)、猎
狗5号（Houndog5）、自豪（Pride）、沙漠王子
（Safari）和黄金岛（Eldorado）等，与现在的品
种相比，这些品种的叶片较粗糙，密度等坪用性状
也没有现在的品种好，但由于具有出色的抗旱抗逆
性，对不良环境和粗放管理的耐受能力强，目前仍
在广泛使用，特别适合不良气候和管理条件，如路
边草坪和低养护公共绿地等。
随新品种的逐渐增多，在获得叶片更绿、更细
和更密品种的同时，病害问题日渐突出，在持续高
温和潮湿条件下，褐斑病和腐霉病等病害给草坪带
来很大的损失，于是育种家们在选育中开始更加注

北京试验地中的高羊茅新品种卡纳瓦罗（Cannavaro）

重抗病选育。丹农之后向国内引入了一批在颜色、
质地和密度等坪用特性和抗病性都有显著改善的
品种，主要有新秀（Starlet）、猫王（Tomcat）、
南方之星（Galathea）、星火（Starfire）和缤狗
（Bingo）等，其中星火、缤狗和南方之星的颜色
深绿，缤狗还具有细密的叶片和出色的抗病性，可
满足从运动场到普通绿地等多种草坪的需要。
丹农最新引入国内市场的高羊茅品种有猎
狗 6 号 ( Houndog6) 、 太 阳 神 （ Solara） 、 瑞 星
（Rhizing
Star）和矮脚狗（Corgi）等，猎狗6
号的草坪质量和抗性达到了全新的水平，瑞星的
短根茎增强了其耐践踏和恢复能力，并且成坪
更快。更新的品种如卡纳瓦罗（Cannavaro）、
清溪（Greenbrooks）、肥猫（FatCat）、精华
（Essential）和女妖（Banshee）等，正在参加欧
洲、美国和中国的试验和试种，他们具有更出色的
表现，一些客户在参观北京试验地时，错把卡纳瓦
罗当成了草地早熟禾，这新品种也将很快进入中国
市场。

ቭᎌ೧٧ڄೲߢ
ȪȪ٧ࣸݼݨᅐ፺ݠ
Ole Grønbæk
OG@dlf.dk

建植和管理优质高产的人工草地不仅需要好种
子和正确的混播，因为草地管理者需要掌握从始至
终的所有技术细节，如果出现不理想的状况，通常
是由某阶段的错误操作所引起的。
丹农公司在向客户提供优质草种的同时，也为
客户提供全面的培训和技术支持。刚完成的指导手
册《优质牧草产奶多》，包含了对牧草生产中的正
确混播、建植、饲喂、收获到贮藏等系列重点环节
的指导，聚焦牧草品质，是获得更好草地的理想教
材。手册具体内容有：优质高产的草地、草地建植
和管理、制作优质青贮、维持草地高产和丹农混播
牧草介绍等。丹农的混播牧草ForageMax系列，适
合世界各地的多种气候条件，最新系列包括适合割
草、放牧、兼用和补播等不同用途的12种组合。
中文版可通过丹农公司中文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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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中国西南的山区省，省内各地的气候受
海拔和地形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立体分布，为不同
气候带选择适合的牧草具有较高难度。丹农公司从
2004年开始与云南省草山站合作，在不同气候区进
行一年生黑麦草、高秋眠级别紫花苜蓿和鸭茅等牧
草的品种比较和适应性试验，到2009年，已筛选出
多个适应不同地区的优秀品种并逐步推广。
在一年生黑麦草品种方面，选出适合海拔
2000米 以 上 冷 凉 地 区 种 植 的 是 晚 熟 品 种 邦 德
（Abundant），海拔2000米以下温热地区适合种
植的早熟品种是安格斯1号（Angus 1），中熟品
种双筒枪（Double
Barrel）等品种也在试验中有
出色的表现。多年生黑麦草、鸭茅和羊茅黑麦草等
多年生牧草品种的试验正在进行中，丹农混播牧
草“ForageMax”系列在草山试验中表现出色。这
些试验不仅选出了适合当地种植的当家牧草品种，
也对种植管理和饲喂等配套技术进行了探索，为当
地种草养畜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在2009年4月召开的草品种审定会议上，丹农
公司的五个牧草品种通过审定，成为登记引进品
种。具体包括一年生黑麦草品种邦德（Abundant）
和安哥斯1号（Angus 1），杂交多年生黑麦草百盛
（Bison），多年生黑麦草凯力（Calibra），以及
鸭茅大使（Ambassador）。
邦德和安哥斯1号都是四倍体Westerwold类型
的一年生黑麦草品种，分别是晚熟和早熟品种，都
具有产量高，品质好和抗性出色的特点，可分别适
应南方不同气候条件地区的冬闲田种植，在多年区
域和生产试验中表现出色。
百盛和凯力都是四倍体品种，适合南方气候
温和湿润的山区种植，杂交多年生品种百盛的优势
在于产量明显高于其他多年生黑麦草，建植快，耐
寒，春季恢复生长早，种植当年产量就很高。凯力
的牧草品质非常好，属于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含量高
的高糖分牧草，适口性好，消化率高，家畜生产性
能提高明显。
大使是早熟型鸭茅品种，较耐热、耐寒和抗
旱，耐荫能力出色，使用寿命长。大使具有早熟品
种春季开始生长早和产量高的优点，同时具有再生
草茎杆少，产量持久性好等中熟品种的特点，是难
得的割草和放牧兼用型品种。这些牧草品种已经在
近年来的冬闲田种植和南方草山草坡植被恢复实践
中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丹农（DLF-TRIFOLIUM）是全球最大的草种生
产和销售商。在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英
国、法国、德国、捷克、俄罗斯、中国、新西兰、
美国和阿根廷等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通过发达的
销售和服务网络为全球草种用户服务。

丹农一直致力于满足客户的需求和草种市场的
需要，拥有全球最大的草坪和牧草研究和育种项
目，不断提高品种的品质和可靠性，以满足市场的
需求。丹农公司的品种都经过遍布全球的试验网络
的测试，以适应不同的气候和环境条件。

丹农种子集团中国代表处：
电话：010—84977049，84970423

传真：010—84970411

E-Mail：info@dlf.com.cn

网址：www.dl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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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狗6号草坪全运会表现出色
Hongxiang Li

猎狗6号草坪全运会表现出色

lhx@dlf.com.cn

草坪褐斑病和腐霉病化学防治
的几点建议

第十一届全运会于2009年10月在山东成功召开，以丹农公司的
高羊茅品种猎狗6号为主的混播草坪在比赛中表现出色，得到一致好
评和广泛认可。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是这次全运会的主场，开闭幕
式和田径比赛都在这里举行。另两块采用相同配方的正式比赛场地
是潍坊奥体中心和滕州体育场，他们承担了全运会的女足比赛。
这些运动场是2008年10月建植的，在施工人员的精心养护下，
经历了2009年炎热夏季的考验，在金秋时节迎来了全运会的赛事。
体育场草坪的光照条件较差，而且相对封闭的环境容易产生高温高
湿，这对草种的耐荫和耐热抗病能力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另外足
球等激烈对抗型比赛对草坪的耐践踏性、草皮强度和恢复能力都有
较高的要求，猎狗6号不辱使命，完美克服了以上种种障碍，为全运
会提供了高质量的运动场草坪。
猎狗6号（Houndog 6）是丹农美国公司新育成的细叶草坪型高
羊茅品种，与早期的细叶型品种不同，猎狗6号具有出色的耐热、抗
旱和抗病能力，是抗性与草坪质量的完美统一，经国内在上海和北
京三年多的试验试种，以及NTEP在北美的试验，猎狗6号以突出的
草坪质量和抗病抗逆性而得到一致好评。由于猎狗6号建植速度快，
耐践踏性好，草坪质量高，很符合运动场等高档草坪的要求。与猎
狗6号一起用于这些运动场草坪的还有多年生黑麦草品种高帽2号
（Top Hat II）和草地早熟禾品种翡翠（Rhythm）。高帽2号和翡翠
都是耐热抗病能力强的新一代草坪品种，在运动场草坪中起到加快
建植和快速修复损伤的作用。

iSeed® ‘聪明种子’
建植快、活力高、杂草少
南方山区多年生混播牧草的建植
迷你白三叶Microclover®
天然杂草杀手
丹农草坪新品种
匍匐翦股颖新品种

信息

育种

销售

案例

2

丹农快讯

草坪褐斑和腐霉病
化学防治的几点建议
褐斑病和腐霉病是我国草地早熟禾和高羊茅等冷季
型草坪最常见的两种病害，具有很大危害性，需要重点
防治。其中腐霉病对高羊茅草坪的危害尤其严重，可在
短时间内快速扩展并形成毁灭性灾害。与褐斑病在高温
高湿的夏季高发不同，腐霉病在温度不是很高但湿度较
大的春季和秋季也会发生。今年北京就有多个草皮农场
春播和秋播的高羊茅在非高温季节发生了苗期病害，这
主要是由当时的空气湿度较大，加上灌溉频度高，形成
高湿的田间小气候，产生了以腐霉病为主的病害，需要
结合控制用水频度进行化学防治。而在高温高湿的夏季
（桑拿天），大范围发生的褐斑病可侵染多种草坪草，
并有可能与腐霉病和其他病害复合发生。
病害的防治除选用抗病品种和加强田间水肥管理
外，就化学防治提出几点建议：
1. 目前市场上的杀菌剂有很多种，按照其作用机理
可分为保护剂和内吸型杀菌剂两类，在使用方法上，由
于代森锰锌和扑海因等保护剂不具有内吸传导性，主要
用于杀灭植株表面、土壤和枯草层中的病原物，应在对
草坪修剪后喷洒，并与内吸型杀菌剂配合或交替使用，
以同时杀灭已经侵染入植物的病原物。
2. 不同杀菌剂对不同病害的效果也不同，需依据病
害种类进行选择，如井岗霉素、甲基托布津、百菌清和
粉锈宁（三唑酮）对褐斑病的防治效果好，而甲霜灵、
灭霉灵、杀毒矾和乙磷铝等药剂对腐霉病的作用更快，
多菌灵（敌磺钠）和代森锰锌作为常用药物，对两种病
害都有效果。
3. 为防止产生抗药性并加强效果，应交替或复配使
用多种杀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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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外，在高温高湿的病害多发季节来临前，应提
早使用杀菌剂进行预防，其效果远好于病害发生后再用
药。
5. 为预防苗期病害，可采用代森锰锌、多菌灵、甲
基托布津和灭霉灵等药剂拌种。

iSeed® ‘聪明种子’
–

建植快、活力高、杂草少
Harry Nijenstein & Ole Grønbæk
harry.nijenstein@dlf.com & og@dlf.dk

iSeed®肥料包衣种子近年来在牧草和运动场草坪试
验和应用中表现出色，今年又在草皮生产和高尔夫草坪
上取得成功。由于iSeed®可加快根系生长，可缩短草皮
生产周期50%，而且还能减少一年生早熟禾等杂草，进
而少用除草剂。
iSeed®已被欧洲许多高尔夫球场接受，2009年春
季，丹麦建造了‘iSeed®球台’和‘iSeed®果岭’。
来自球场总监的正面反馈很多，建植速度和果岭质量得
到显著提高。目前采用iSeed®包衣技术的草种种类更
丰富，如匍匐翦股颖品种INDEPENDENCE的iSeed®包
衣，在美国和欧洲的应用都很成功。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iSeed®可显著提高运动场草坪的
耐践踏型性，主要是分蘖密度更高，且植株更健壮，这
意味着在不损坏草皮的情况下可使用更多的小时数。

2008年秋季在丹农法国试验站测试了iSeed®处理
的多年生黑麦草、一年生黑麦草和杂交黑麦草等牧草，
其建植速度较普通种子快50%。2009年5月，头两茬牧
草增产11%，田间密度和均一性也得到显著提高，每公
顷可增产牧草干物质7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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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山区
多年生混播牧草的建植
我国南方山区的气候受山脉走向和海拔高度等地形
因素的影响，形成独特的山地立体气候带，特别是西南
的云贵川最为典型，大致可依据海拔分为600-800米及
以下的低海拔热区；800-1500米的中低海拔温热气候
区；1500-2200米的中海拔温和气候区；以及2200以上
的高海拔冷凉气候区。不同气候带适宜种植的牧草种类
差别较大，以上基于海拔的气候带划分只是一个粗略的
范围，在界定某地具体属于哪个气候带时，除海拔还要
考虑暖湿气流和寒潮对水分和温度的影响。国内南方草
地混播方案的研究工作较少，国外的经验由于雨热分布
特点、地形和管理利用条件的差异而需要调整，在近年
来的南方混播草地建植工作中出现了选用草种不合适等
问题，急需对南方不同气候带的混播方案进行系统试验
和评价，下面是基于近期工作作出的总结。
1.低海拔热区：海拔600-800米及以下，夏季炎热，基本
不适合冷季型多年生牧草，可种植雀稗等暖季型多年生
牧草，一般单播，优质豆科牧草缺乏。一年生牧草和作
物方面，冬春可种植早熟型一年生黑麦草，如安哥斯1
号。夏季适合种植青贮玉米等饲料作物。

3.中海拔温和区：海拔1500-2200米，气候温和，可使用
30%左右的鸭茅加多年生黑麦草和白三叶，较干燥或冬季
受寒潮影响地区，可考虑使用6级以上的紫花苜蓿，白三
叶比例也是10-15%，紫花苜蓿30%左右。
4.高海拔冷凉区：海拔2200米以上地区，气候冷凉，多
年生牧草以白三叶和多年生黑麦草为主，白三叶比例
10%左右。也可加入20%左右鸭茅等抗性更好寿命更长
的牧草，以提高草地持久性。对海拔更高的地区，冬季
气候较寒冷，鸭茅通常较多年生黑麦草的生产性能更
好，羊茅黑麦草和杂交黑麦草等春季恢复生长早的耐寒
牧草也可小比例使用。白三叶品种方面，叶片较小的品
种如惠亚（Huia）表现会好于叶片较大的海法（Haifa）
，也可使用更耐寒的小叶型品种瑞文德（Rivendel）。
对中高海拔较凉爽地区坡度大或放牧山羊的草场，
还应加入10-20%的紫羊茅和早熟禾等根茎型牧草，以提
高耐践踏和水土保持能力。

迷你白三叶Microclover®
- 天然杂草杀手

Harry Nijenstein
harry.nijenstein@dlf.com

2.中低海拔温热区：一般海拔800-1500米，雨热充沛，
适应该气候带抗性强的牧草主要有鸭茅、苇状羊茅、羊
茅黑麦草、白三叶和紫花苜蓿等，而多年生黑麦草等耐
热抗旱能力有限的牧草，比例宜小，一般20%左右，该
气候带随海拔上升气候变凉可适当增加多年生黑麦草比
例，更低更热地区则应加大苇状羊茅和鸭茅等牧草的比
例。豆科牧草方面，对较湿润温和气候区可使用白三叶
10-15%，干旱或季节性干旱区，应使用30%左右6-9级
苜蓿或百脉根。

试验证明含有迷你白三
叶的混播草坪可明显减少建
植期和成坪后的杂草，如车
前、蒲公英和芹叶牻牛儿苗
等。这是使用迷你白三叶继
节省氮肥后的另一个好处。
含有迷你白三叶的混播草坪，通过固氮菌可获得持
续的氮肥供给，类似缓释肥料的作用，一般很少再需要
氮肥，节省了资金和时间，草坪可在春季更早返青，秋
季保绿时间也更长。
使用含迷白三叶的混播草坪，可在减少除草剂和肥
料使用的同时，获得高质量、持久性好的草坪。

有Microclover®

无Microc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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匍匐翦股颖新品种

丹农草坪新品种
2010年，除已进入中国市场的细叶高羊茅新品种猎
狗6号、有根茎的高羊茅瑞星、草地早熟禾翡翠和多年生
黑麦草德比极品外，还有一些新草坪品种将进入中国：

1.狂想曲（Rhapsody）草地早熟禾
狂想曲是美洲型草地早熟禾高档新品
种，中等深绿色，细密，耐低剪，草
坪质量高。与午夜型品种不同，狂想曲
的返青时间早，耐荫性好，建植快，耐
旱，对叶斑病、白粉病、夏季斑和褐斑等病害抗性好，
在国内外的广泛试验中表现出色。

2.太阳神（Solara）高羊茅
太阳神是草坪型高羊茅新品种，耐热
抗病性好，在南北方气候过渡区表现出
色。太阳神深绿色，叶片细密，建植速
度快，耐荫耐盐碱，耐旱耐热能力强，
耐践踏性好，在国内外大量试验中表现出色。

3.凯特3号（Gator 3）多年生黑麦草
凯特3号是多年生黑麦草的新品种，叶色深
绿，质地细腻，草坪质量好，耐热抗病能力
出色。由于耐践踏性好，特别适合运动场草
坪。在用于暖季型草坪冬季交播时，表现出
良好的冬季生长和春季转换能力。

丹农（DLF-TRIFOLIUM）是全球最大的草种生
产和销售商。在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英
国、法国、德国、捷克、俄罗斯、中国、新西兰、
美国和阿根廷等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通过发达的
销售和服务网络为全球草种用户服务。

Cy 2
匍匐翦股颖新品种，专门为高温高湿
气候地区选育，具有非常好的草坪质
量，密度高，耐低修剪，冬季颜色好，耐热抗病性很出
色。Cy 2对币斑病和褐斑病等多种病害抗性好，除用于
高质量果岭草坪外，还可用于球道和网球场等低修剪高
档草坪。在2004-2007NTEP沙床果岭试验中，Cy 2排
名第一。

眼镜蛇2号（Cobra 2）
眼镜蛇2号是匍匐翦股颖新品种，深绿色，
能形成特别致密的草坪，对褐斑病和币斑
病等草坪病害的抗性好。眼镜蛇2号吸引人
的颜色和春季返青早的特性为高尔夫球场
提供了高质量的果岭。眼镜蛇2号的另一优点是能在强践
踏条件下维持良好的草坪表现，深受打球者和草坪管理
人员的欢迎。

2004-2007NTEP沙床果岭草坪质量最终结果
CY-2

6.4

PENN A-1

6.2

COBRA 2 眼镜蛇2号

6.1

T-1

6.1

ALPHA

6.0

PENNCROSS
9分制，9=理想草坪

5.0

丹农一直致力于满足客户的需求和草种市场的
需要，拥有全球最大的草坪和牧草研究和育种项
目，不断提高品种的品质和可靠性，以满足市场的
需求。丹农公司的品种都经过遍布全球的试验网络
的测试，以适应不同的气候和环境条件。

丹农种子集团中国代表处：
电话：010—84977049，84970423

传真：010—84970411

E-Mail：info@dlf.com.cn

网址：www.dl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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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2010世界杯采用丹农草种

目 录

Peter de Bruijn
Peter.deBruijn@innoseeds.nl

南非2010世界杯采用丹农草种
丹农草种选育和新技术应用方向
丹农‘三冠王’牧草
丹农高质量的高尔夫草种
云南牧草试验和推广为养殖户带来收益

2010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1日在南非的十多个城市进
行，32只球队将激烈角逐，对比赛草坪提出了很高要求。由于南
非地处南半球，比赛时正值冬季，比赛体育场的狗牙根和狼尾草等
暖季型草坪草正处于枯黄期，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案是在比赛
前用冷季型草坪草进行交播，该方案是由南非资深运动场草坪专家
Schoeman博士制定的。目前已经决定将采用丹农公司的草种，丹农
负责南非地区的出口经理Thomas Hansen说：“这是对丹农的草种
和科技的极大认可”。

丹农草坪新品种
丹农牧草新品种

交播将分两步进行，首先于2010年秋季（3月）用丹农黑麦草
与草地早熟禾的混播草种对足球场进行第一次交播，其中的黑麦草
具有建植快和耐磨性好的优点，而早熟禾的建植速度较慢但发达的
根茎可提高草坪的耐践踏性，交播后可形成高质量的冷季型草坪。
交播的第二阶段是比赛开始前的
2-3周，用丹农公司的交播专用草坪型一
年生黑麦草品种冬宝（Axcella）再次进
行交播。冬宝能在冬季低温条件下快速
出苗，而且其冬季的生长较第一次交播
的早熟禾等草种更旺盛，再次交播可达
到提高整个比赛期间的草坪密度，并更
快修复比赛损伤的目的，以保证整获得
更高的草坪质量。
信息

育种

销售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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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农草种选育和
新技术应用方向
——高抗性、更经济和更环保
近年来全球灾害性气候频发，许多以前气候
温和的地区也开始出现干旱、严寒和酷热等极端天
气，为在不良气候条件下获得良好的草坪质量，就
需要加大肥料、灌溉和化学药剂的使用，这在提高
草坪管理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污染环境的风险。
解决这一问题的理想途径是通过育种来提高草坪草
的抗逆性，并结合种植和管理新技术进一步降低草
坪养护成本，提高草坪质量。这也是丹农公司多年
来一直努力的方向。
目前草坪育种的方向除提高颜色、质地和密
度等传统质量性状外，对抗病性、抗逆性（寒冷、
炎热、干旱、遮荫和盐碱等）、耐低修剪和耐践踏
等性状的选育已成为新的重点。这些性状可明显扩
展品种的适应范围，降低草坪的养护成本。例如在
过去的35年里，荷兰参加官方试验的多年生黑麦草
品种的耐践踏能力提高了39%，结合其他性状的改
善，已将运动场草坪的年可使用时间由300小时提
高到600小时。对美国NTEP多年试验结果的分析显
示，在过去的30多年里，草坪质量性状提高最大的
草种是草坪型高羊茅和多年生黑麦草，特别是高羊
茅叶片质地和抗性的改善，目前叶片最细密的高羊
茅新品种的草坪质量已经接近了中高档草地早熟禾
品种，同时仍具有出色的耐旱和抗病能力，并可以
修剪得更低。
丹农公司新育成的高羊茅品种猎狗6号、缤狗
和太阳神，以及即将上市的精华、卡纳瓦罗、狂
欢、要塞和班西等新品种，就属于同时具备高草坪
质量和出色抗性的类型，而高羊茅新品种瑞星则
依靠短根茎，有效提高了建植和损伤恢复速度。丹
农公司的早熟禾品种翡翠则是既具有出色的耐热抗
病能力，又返青较早的午夜型品种，狂想曲则是耐
荫且返青早的美洲型高档早熟禾新品种。在多年生
黑麦草品种方面，丹农新品种在提高颜色和密度等
质量性状的同时，显著提高了耐热抗病和耐践踏能
力。代表品种有全明星3号、德比极品、富豪5号和
金石2号等。多数新品种是深绿色的，这样就可以
用较少的氮肥获得更深的草坪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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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白三叶混播和种子肥料包衣（iSeed®）是
丹农成功推广的两项新技术，可在提高草坪质量和
抗性的同时，降低养护和建植成本。迷你白三叶是
丹农独有的品种，是叶片最小最低矮的白三叶，以
5%的比例与早熟禾或高羊茅等草坪草混播后，可均
匀生长在草坪草间隙中。迷你白三叶通过固氮可减
少草坪氮肥的需求，在不影响草坪景观效果的情况
下，提高了草坪的耐旱、抗病和耐践踏性，并减少
了杂草，草坪的绿期和持久性也可以得到延长，这
样的混播草坪更易建植和管理，而且成本也更低。
迷你白三叶草坪适合高尔夫球道、运动场和普通绿
地等多种草坪，包括德国甲A在内的许多草坪都在
采用，并得到了多项环保奖和一致的认可，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左侧迷你白三叶混播草坪明显提高了草坪质量并减少了杂草

种子肥料包衣
（iSeed®）技术可把
高浓度的肥料包被在
草种外，在不毒害种子
的情况下，可为种子的
萌发和幼苗生长快速高
效地提供养分。试验证
明，这种肥料包衣种
子的出苗建植率可提高
30%以上，出苗速度明
显加快，幼苗健壮密度
高，能明显抑制杂草，
同时减少了种肥和苗期
除草等管理的费用，实
现了以更低的费用实现
更快成坪。由于包衣中
肥料的利用效率很高，
也避免了肥料向环境中
流失造成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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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农‘三冠王’牧草
——牧草品质新标识
Ole Grønbæk
og@dlf.dk

为了让世界各地的牧草用户和对牧草感兴趣的
人能直观方便地了解丹农牧草在世界各地上百个试
验点的测试结果，我们新开发了丹农‘三冠王’牧
草品质评价系统。
丹农‘三冠王’牧草品质评价系统采用下列三
个特性来描述牧草品种的品质：
1）.饲用价值（Feed）：影响饲用价值的重要因
素主要有细胞壁含量和可消化性（用NDF表征）
、可消化有机物（DOM）、粗蛋白含量（CP）
、糖分和不可消化纤维（ADL）。
2 ） . 田 间 价 值 （ Field） ： 重 要 指 标 包 括 耐 寒
能力、持久性和抗病性（特别是对冠锈病和
Pyrenophora叶斑病的抗性）。
3）.产量价值（Yield）：干物质产量越高越好。
每项特性依据品种的表现评价为1-5星，获得
丹农‘三冠王’标志牧草品种的每项得分都不得低
于4星。

该评价系统基于当地气候和种植条件下的试验结果，上图是
一个牧草品种在丹麦获得的‘三冠王’评价标识。

丹农高质量的高尔夫草种
Peter de Bruijn
Peter.deBruijn@innoseeds.nl

丹农集团近年来一直在开展针对不同气候带的
高尔夫用草种的专项育种，所育成品种都经过了丹
麦、荷兰、英国、法国、捷克、美国和新西兰等国
家的广泛试验，参加了北美NTEP和英国Bingley等
权威官方测试。出色的品种结合丹农的高质量种子
生产系统以及种子肥料包衣（iSeed®）等新技术，
可为不同气候区提供全系列的高尔夫草种，满足高
尔夫对草坪质量的最高要求。
丹农美国最新育成的匍匐翦股颖新品种眼镜
蛇2号（Cobra 2）和Cy2，在最新的NTEP试验中
表现突出，将果岭密度、质量和抗逆性提高到一
个全新的水平。适合用于球道和发球台的品种也
很多，如抗性和草坪质量兼备的早熟禾品种翡翠
（Rhythm）和狂想曲（Rhapsody）；耐践踏、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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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且耐热抗病的多年
生黑麦草品种全明星3号
（AllStar 3）和德比极品
（Derby Xtreme）；以
及细密高质量的高羊茅
猎狗6号（Houndog 6）
、缤狗（Bingo）和太阳
神（Solara）等。
丹农还有一些特
殊的高尔夫草种，如适
应遮荫果岭，能有效抑
制一年生早熟禾的匍匐
早熟禾真普特（True
Putt）；能用于球道和长草
区混播，降低养护成本并减少杂草的迷你白三叶
（MicroClover）；以及用于冬季较寒冷地区，耐寒
性出色的种播改良型狗牙根麦瑞芝2号（Mirage 2）
等。

云南牧草试验和推广
为养殖户带来收益

丹农公司从2004年开始与云南省草山站合作，
在不同气候区进行一年生黑麦草、多年生黑麦草、
、鸭茅和高秋眠级别紫花苜蓿等牧草的品种比较和
适应性试验，到2009年，已筛选出多个适应不同地
区的优秀品种并逐步推广。
在一年生黑麦草品种方面，选出适合海拔
2000米 以 上 冷 凉 地 区 种 植 的 是 晚 熟 品 种 邦 德
（Abundant），海拔2000米以下温热地区适合种
植的早熟品种是安格斯1号（Angus
1），中熟品
种双筒枪（Double Barrel）等品种也在试验中有出
色的表现。高秋眠级别苜蓿、多年生黑麦草、鸭
茅和羊茅黑麦草等多年生牧草品种的试验也取得初
步成果，一些优选出的牧草品种已在云南各地推广
种植，为当地种草养畜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和保
障，许多种养殖户从中受益。
2009年12月，中国畜牧兽医报的记者对云南的
牧草试验和种植推广进行了考察，详细报道可浏览
农民日报主办的三农在线网站的报道《云南省种草
养畜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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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农牧草新品种

丹农草坪新品种
1.狂想曲（Rhapsody）草地早熟禾
狂想曲是美洲型高档新品种，中等深
绿色，细密，耐低剪，草坪质量高。
返青时间早，耐荫性好，抗病性好，
在国内外的广泛试验中表现出色。

1.凯力（Calibra）多年生黑麦草
凯力是四倍体中熟品种，高产，耐寒，抗病持久，适应
性广，糖分含量高，适口性好。

2.英雄（Garibaldi）多年生黑麦草
英雄是四倍体中熟品种，耐寒和抗病性突出，适应能力
强，高产优质。

2.精华（Essential）高羊茅
精华是草坪型高羊茅的最新品种，成
坪快，扩展性好，深绿细密，耐践
踏，草坪质量高。

3.肯特（Kentaur）多年生黑麦草

3.德比极品（DerbyXtreme）多年生黑麦草
德比极品是深绿色的高质量黑麦草新
品种，耐践踏，耐盐碱，交播转换
快。

肯特是四倍体中晚熟品种，高产，品质好，很适合割
草，耐寒抗病。

4.麦迪（Mathilde）多年生黑麦草
麦迪是四倍体中早熟品种，耐寒抗病，密度高，持久，
品质好。

5.尼普顿（Neptun）多年生黑麦草
4.名仕（Neruda 1）多年生黑麦草
名仕多年生黑麦草深绿细密，返青早，冬季
活跃，耐践踏，耐热抗旱能力突出。

尼普顿是四倍体早熟品种，与其他早熟品种不同，尼普
顿的春夏季产量都很高，而且持久性很好，耐寒抗病。

6.图兰朵（Turandot）多年生黑麦草
图兰朵是四倍体中晚熟品种，耐寒性好，耐低湿，盖度
高，持久性好。

5.迷你白三叶（Microclover）
叶片最小，最低矮的白三叶，混播时
可在草皮叶片间生长，通过固氮提供
氮肥，并提高草坪抗逆性和持久性，
降低养护成本。

7.德娜塔（Donata）鸭茅
德娜塔是鸭茅晚熟品种，特别适合混播，品质好，消化
率高，产量持久性好。

6.CEO匍匐翦股颖
CEO匍匐翦股颖具有出色的密度和草坪质量，耐热抗病能
力出色，可满足高尔夫果岭和球道等高档低修剪草坪的
需要。

丹农（DLF-TRIFOLIUM）是全球最大的草种生
产和销售商。在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英
国、法国、德国、捷克、俄罗斯、中国、新西兰、
美国和阿根廷等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通过发达的
销售和服务网络为全球草种用户服务。

丹农一直致力于满足客户的需求和草种市场的
需要，拥有全球最大的草坪和牧草研究和育种项
目，不断提高品种的品质和可靠性，以满足市场的
需求。丹农公司的品种都经过遍布全球的试验网络
的测试，以适应不同的气候和环境条件。

丹农种子集团中国代表处：
电话：010—84977049，84970423

传真：010—84970411

E-Mail：info@dlf.com.cn

网址：www.dl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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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农四个牧草品种通过国家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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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刚结束的国家草品种审定会议中，丹农公司的多年生黑
麦草品种麦迪（Mathilde）和尼普顿（Neptun），鸭茅品种德娜塔
（Donata）和菊苣品种欧歌15（0G0015）成为审定引进牧草品种。
这些品种是经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等地多年多点试验试种通过
审定的。
麦迪是中早熟四倍体多年生黑麦草品种，与其他品种的显著
区别在于其分蘖密度明显高于其他四倍体品种，耐寒和抗病能力突
出，持久性好，产量高，利用年限长；尼普顿是早熟型四倍体多年
生黑麦草品种，与通常的早熟品种不同，尼普顿不仅春季产量高，
夏季产量也很高，可满足高强度割草和放牧的需要。尼普顿的另一
独有优势是抗寒抗病性好，持久性也明显优于传统早熟品种；德娜
塔是晚熟型鸭茅品种，与春季产量高、侵占性强、以割草为主的早
熟品种不同，德娜塔是为了与多年生黑麦草等混播而专门选育的低
侵占性品种，混播2-3年后，仍能维持合理比例的黑麦草。德娜塔的
饲草品质好，抗性好，利用年限很长，混播草地不会出现以鸭茅为
主，形成密集高大株丛的现象；欧歌15菊苣的叶片是长条形，直立
生长，容易收获，产量较普纳（Puna）高8-10%。欧歌15的耐寒和
抗病性好，利用年限长，是高品质的叶菜饲用作物。

2

丹农快讯

丹农四倍体草坪型
多年生黑麦草新品种
传统的草坪型多年生黑麦草都是两倍体品种，
丹农科研部已育成多个四倍体品种，目前正广泛参
加世界各地的试验和评测，与两倍体品种相比，四
倍体品种在试验中表现出成坪更快、良好的抗逆和
抗病性，逆境后恢复更快等优点，主要用于草坪补
播和冬季交播。
丹农的四倍体多年生黑麦草品种主要有双赢
（Double）和泰格（TetraGreen）等。这些新品种
都是深绿色的，与两倍体品种的主要区别是叶片稍
宽，密度略低，株型也更开放一些，但草坪修剪量
与二倍体品种没有差别，混播融合性明显优于二倍
体品种，与草地早熟禾混播可明显提高早熟禾的建
植率，与高羊茅混播时叶片宽度更一致。

在上图的试验中，四倍体草坪品种的颜色深
绿，具有出色的抗锈病和更快的夏季恢复速度。
利用四倍体成坪快、耐寒冬季活跃和耐践踏性
好的优点，也可用于狗牙根等暖季型草坪的冬季交
播。由于四倍体品种的种子活力高，抗性好，其秋
冬季表现较传统两倍体品种更有优势，下图是2010
年四月拍摄的冬季交播照片，左侧淡绿色的是草坪
型一年生品种，两个四倍体品种与右侧的两倍体品
种颜色同样深绿，草坪质量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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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草坪冬季现雪腐病
正常气候条件下，北京冬春季节少雪干燥，进
入休眠的草坪一般不会发生病害，但2009年的11月
北京迎来最早的初雪，此后又有多场大雪，融雪后
的潮湿引发了由真菌Fusarium引起的雪腐病，即将
进入休眠的黑麦草、高羊茅和早熟禾草坪都受到不
同程度的侵染，特别是容易积水的低洼处。

雪腐病的病症是出现大小不等的秃斑，不仅会
在雪后发生，也可在潮湿的秋冬季出现，发病时的
温度一般略高于零摄氏度，在水泡的草坪上先出现
4-6厘米的灰色圆形病斑，病斑可扩展并相互结合，
在侵染活跃时，病斑边缘呈现深褐色。侵染区在湿
度足够高时，会出现一层灰白色的棉絮状菌丝体，
就像一薄层积雪。如损伤不严重，草坪草会从病斑
中部开始恢复。雪腐病可侵染几乎所有冷季型草坪
草，其中翦股颖、一年生早熟禾和多年生黑麦草更
易受害。雪腐病在秋季到次年春季积雪融化时都会
发生，如早春遇到强降雨，病菌孢子会随水流侵染
草坪而形成流水状病斑。
雪腐病形成的秃斑会使杂草有机会侵入，病斑
严重时，需要对草坪进行补播。最容易发病的地方
往往被积雪长期覆盖，及不平整和有坡度的草坪。
预防方法主要包括在秋末喷洒杀菌剂，入冬前修剪
草坪并清除修剪物。目前还没有能完全抗雪腐病的
草坪品种，但丹农经多年抗病选育的新品种已经具
有较高的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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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10世界马术大赛使用
丹农草种
Rick Myers

Rickm@intlseed.com

丹农美国国际种子公司（DLF
International
Seeds）已为即将于2010年9月25日至10月10日在
美国肯塔基州Alltech举行的国际马术大赛提供了草
种。该赛事是由国际马术联合会（FEI）举办的，
这也是第一次在欧洲以外举办该赛事。
丹农的草坪种子被用于越野和场地障碍赛的
草坪，具体品种包括午夜型草地早熟禾新品种翡翠
（Rhythm），高羊茅新品种瑞星（Rhizing Star）
、要塞（Garrison）和狂欢（Jamboree）。瑞星是
根茎型品种，耐践踏和损伤恢复能力超强；要塞是
半矮生也是扩展型品种，分蘖能力强，能形成细密
耐践踏的高质量草坪；狂欢是矮生型高质量品种，
成坪快，抗病性强。上述草种混播成的草坪，将为
这次国际赛事提供高质量、耐践踏性超强的草坪。

本届国际马术大赛将包括盛装舞步、场地障
碍和越野等八个项目。国际马术大赛每四年举办
一届，在两次奥运会间进行，由国际马术联合会
（FEI）主办。国际马术联合会是被国际奥委会认
可的国际马术运动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国际马术赛
事，并建立和执行相应的规则和规范。

丹农草坪型高羊茅
新品种的新特性
2010年6月丹农北京田间日活动展示了由丹农
欧洲和美国育成的草坪型高羊茅新品种12个，这些
新品种深绿细密，抗病性出色，代表了高羊茅品种
选育的最新成果，其中很多品种还属于矮生、半矮
生、扩展型和根茎型等新类型。
在过去的十年里，高羊茅育种的成就明显高于
早熟禾和黑麦草品种，新品种在草坪质量，特别是
叶片质地和密度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同时仍保持良
好的抗病和抗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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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外对草坪型高羊茅品种的最新分类方法，
按照品种春秋季地上部分的生长高度的不同，可分为
牧草型（高于标准对照品种，如肯塔基31）、标准草
坪型（与对照Crewcut和Rebal等品种相当）、半矮生
型（比对照品种矮5厘米左右）和矮生型品种（比对
照品种矮10厘米或更多）四类，好多老草坪型品种由
于生长快，可被分类为‘牧草型’品种，该实验一般
在特定气候条件下进行，测定时间等方面也有相应规
定。
矮生和半矮生品种的意义在于可减少草坪的修剪
次数，草坪更细密。也有研究证明，由于这些新品种
一般分蘖密度较高，全年修剪下的草屑重量与标准品
种没有显著差别，所以说矮生品种可减少修剪量的说
法是不对的。
早期育成的矮生和半矮生品种，由于密度较高，
对褐斑和腐霉等高羊茅主要病害的抗性不如标准品
种，影响了其推广应用，但最新的品种经专门选育，
已具有良好的抗病性。
两外还有两类特殊类型的高羊茅品种，一
类 是 有 短 根 茎 品 种 （ RTF） ， 可 显 著 提 高 成 坪 速
度，耐践踏和损伤恢复能力，如丹农的新品种瑞星
（Rhizing Star）。另一类是分蘖能力超强的扩展型
品种（STF），虽然没有根茎，但分蘖扩展能力强，
其株丛直径可达到标准品种的2-3倍，也具有出色的
快速成坪、耐践踏和快速恢复特性，丹农新品种要塞
（Garrison）就属于该类型。
丹农欧洲育成的四个高羊茅新品种都具有
深绿细密的叶片，抗病性出色，其中的卡纳瓦罗
（Cannavaro）是本届NTEP中叶片质地排名第一的
品种。另三个品种绿溪（GreenBrooks）、太阳伞
（Umbrella）和勇敢的心（BraveHeart）还具有草皮
强度高和成坪快等优点。
丹农美国育成的八个新品种中，除根茎型新
品种瑞星外，其余品种都属于矮生和半矮生品种。
四 个 半 矮 生 品 种 分 别 是 女 神 （ Banshee） 、 精 华
（Essential）、肥猫（FatCat）和要塞（Garrison）
。 三 个 矮 生 品 种 是 狂 欢 （ Jamboree） 、 火 箭
（Rocket）和斗牛犬（Te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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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世界杯足球场已准备就绪
Thomas Hansen
tha@dlf.dk

2010年6月10日，丹农种子公司在北京顺义的
草坪试验基地举办了田间日活动，近50名经销商和
草种用户参加。这是继2006年丹农首次田间日活动
后的第二次活动。
本次田间日展示了丹农草坪品种61个，包
括草地早熟禾、草坪型高羊茅、黑麦草、匍匐翦
股颖和草坪型白三叶品种，含新品种27个。高羊
茅新品种卡纳瓦罗（Cannavaro）细致的叶片，
女神（Banshee）深绿的颜色，早熟禾新品种狂
想曲（Rhapsody）和未来（Futurity）的突出表
现，以及四倍体草坪型多年生黑麦草新品种泰格
（TetraGreen）和双赢（Double）的新特性，都给
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高羊茅新品种属于兼
备良好抗病性和高草坪质量的矮生和半矮生品种。
丹农公司在国内的草种推广，多年来一
直坚持先试验试种，再推广应用的原则。草
坪试验一般是在中低水肥条件下进行，以考
察品种的抗病抗逆性，只有表现好的品种才会
被推广应用，试验一般持续三年或更长时间。

丹农（DLF-TRIFOLIUM）是全球最大的草种
生产和销售商。在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英
国、法国、德国、捷克、俄罗斯、中国、新西兰、
美国和阿根廷等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通过发达的
销售和服务网络为全球草种用户服务。

丹农公司于2009年底为2010南非世界杯足球
场冬季交播提供了专用草种，种子是由丹农的合作
伙伴Hygrotech Saad公司负责运送的。

一组南非专业草坪工程公司已于今年3-4月份
完成了世界杯足球场的第一次冬季交播，所用种子
为丹农专门混配的多年生黑麦草和草地早熟禾。
由于南非已进入冬季，为进一步提高交播草坪
的密度和耐践踏能力，又于5月中旬用能在冬季快
速成坪并活跃生长的草坪型一年生黑麦草冬宝进行
了第二次交播，以获得更活跃的冬季生长和耐践踏
性。
丹农公司经过与当地专业草坪工程公司和FIFA
任命的草坪总监Schoeman博士的通力合作，已为
参加世界杯的32个国家的足球劲旅提供了高质量的
世界杯水平的运动场草坪。

丹农一直致力于满足客户的需求和草种市场的
需要，拥有全球最大的草坪和牧草研究和育种项
目，不断提高品种的品质和可靠性，以满足市场的
需求。丹农公司的品种都经过遍布全球的试验网络
的测试，以适应不同的气候和环境条件。

丹农种子集团中国代表处：
电话：010—84977049，84970423

传真：010—84970411 E-Mail：info@dlf.com.cn

网址：www.dl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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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优质牧草饲喂试验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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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04年开始，云南省草山饲料工作站在全省不同气候带的20几
个试验点持续多年进行了100多个牧草品种的试验评价和试种，目前
已筛选出一批生产性能突出，适应性强的一年生黑麦草(邦德、安格
斯1号和双筒枪等)、紫花苜蓿、鸭茅（安巴、德娜塔和阿索斯等）
、多年生黑麦草（麦迪和凯利等）、白三叶（克朗德和雷司令等）
和羊茅黑麦草（黑客和拜伦等）等品种，部分品种已通过国家审定
或正参加国家区域试验。
在推广种植优质牧草的基础上，2008-2010年在会泽、泸西、
洱源和个旧四个县市进行了一年生黑麦草和紫花苜蓿与当地传统青
绿饲料的肉牛、奶牛、肉羊和奶山羊饲喂试验，其中会泽进行了肉
牛、肉羊的2个试验，泸西进行了奶山羊和肉牛的2个试验，洱源和
个旧分别进行了奶牛的试验。通过4个县市的努力，试验效果明显。
使用苜蓿和一年生黑麦草各50%或者20%的苜蓿加80%的一年生黑麦
草做日粮中青绿饲料组分的两个处理，其饲喂效果明显优于当地的
传统青绿饲料，家畜在肉奶增产的同时，乳蛋白等品质指标的提升
更明显。这些试验的经济效益分析表明，单位肉奶的生产成本较传
统低质量青绿饲草加精料的饲养方式有所降低。这些试验说明，因
地制宜地发展优质牧草种植，能很好地促进当地畜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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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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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动物友好型’内生菌
的牧草品种

丹 农 的 4倍 体 草 坪 型 多 年 生 黑 麦 草 品 种
（4Turf）在世界各地的试验和评测中，表现出成
坪更快、混播融合性好、抗逆和抗病性强、耐磨耐
践踏性强、持久性好、养护投入低和对环境影响小
等优势。除适合用于草坪补播和冬季交播外，也能
与其他草种混播来提高草坪的抗逆性和耐践踏性。
1. 建植快：4倍体品种出苗快，种苗更强壮，
建植也更快，不给杂草侵入的机会，混播、补播和
交播表现都很出色。
2. 更好的抗病抗逆性：4倍体品种在选育过程
中重点提高了对炎热和冷凉气候条件下多种病害
的抗性，包括锈病、叶斑病、腐霉病和红丝病等。
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测试也证明了其良好的抗病能
力。4倍体品种还具有在干旱、炎热和严冬等逆境
下更好的恢复能力，综合表现优于2倍体品种。
3. 耐 践 踏 性 好 ： 4 倍 体 品 种 泰 格
（TetraGreen）和双赢（Double）等品种在德国
等地的试验中表现出明显优于2倍体品种的耐践踏
性，在一个9分制的试验中，耐践踏性得到8分。
4. 极佳的混播组分：4倍体品种的叶片稍宽，
株型更开放，混播融合性强，与高羊茅混播时叶
片质地更一致；与早熟禾等混播时不会因激烈的竞
争而降低早熟禾的密度；用于狗牙根等暖季型草坪
冬季交播时，建植速度和春季转换都优于2倍体品
种。
5. 投入低更环保：4倍体品种的抗逆性更出
色，对肥料和药剂的需求低，可降低草坪养护成本
并减小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4倍体多年生黑麦草的出色抗逆性对气候条件
更极端的中国市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明显提高
草坪表现和降低养护成本。

羊茅属和黑麦草属野生植物常含有与植物体共
生的内生真菌（Endophyte），植物体为其提供营
养物质，内生真菌分泌的生物碱等化学物质可帮助
植物抵御害虫，进而提高植物的抗逆性。这一特性
对提高草坪品种的抗性很有价值，现在许多草坪型
高羊茅、紫羊茅和黑麦草品种都含有内生菌。
对草坪有益的内生菌对牧草却可能是有害的，
一些种类的内生菌分泌物会危害采食牧草的家畜，
典型危害有黑麦草生物碱引起的绵羊 ‘黑麦草蹒
跚’病，羊茅中麦角缬碱可引起家畜夏季体温升
高和采食量下降，以及冬季的‘羊茅蹄’病，内
生真菌分泌物还可能引起母畜流产和难产，这些病
症都会影响家畜的健康和生产性能。为避免这些危
害，以前的做法是选育不含内生菌的牧草品种，这
在避免家畜危害的同时也降低了牧草的抗虫和其他
抗性。牧草所含内生菌可通过种子在不同世代间继
承，种子中的内生菌一般可存活1-2年。
最新的解决办法是利用筛选出的不产生对家
畜有害物质的‘动物友好型’内生菌株，培育即有
良好抗性，又对家畜安全的牧草新品种。丹农美国
和澳洲公司都有这类牧草品种育成，很多品种正在
参加安全检测和适用性试验。试验结果已证明其安
全性和良好的抗逆性，一些含该类内生菌的苇状羊
茅和黑麦草品种将很快进入生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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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季型草坪的常用混播
方法
草地早熟禾和高羊茅是国内使用最广泛的的两
种草坪草，多年生黑麦草有时也会小比例混播来抑
制苗期杂草，紫羊茅和匍匐翦股颖等草种有时也会
使用。不同草种和品种各有所长，建坪时常需要靠
混播来实现优势互补。下面介绍一些常用的冷季型
草坪混播，所提及的混播百分比都是重量百分比，
在使用时还需要依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
草皮生产：草皮生产要求出苗和成坪速度快，
草皮强度高，与杂草的竞争能力强，抗病抗逆性
好。草地早熟禾草皮的播种量一般是15-20克/平
米，常采用三个以上不同类型的品种混播，午夜型
等高档品种的苗期生长较慢，可加入25%左右出苗
快，根系发达的优异等中档品种，也可加入15%的朱
丽斯等侵占型品种，或最多35%的Mid-Atlantic型品
种来加快成坪，而加入10%左右的多年生黑麦草可
有效抑制苗期杂草。高羊茅草皮正常播量30-40克/
平米，也建议采用多品种混播以提高适应性，由于
缺乏根茎，成坪时间常比早熟禾长，加快成坪的方
法主要有覆网并适度加大播量（建议增加播量小于
30%，以防严重病害和根系发育不良），也可混入
30%左右根茎型品种如瑞星，还有人混入一些草地
早熟禾来促进成坪。

运动场草坪：足球、橄榄球和棒球等运动场草
坪要求有良好的耐践踏性和快速损伤恢复能力，正
常修剪高度2-4厘米。一些大型体育场往往光照条件
不好，对草坪耐荫性提出了要求，这时高羊茅会比
早熟禾更能胜任，早熟禾中的狂想曲等美洲型品种
的耐荫性更强。以高羊茅为主体的运动场草坪，高
羊茅占70%，可选用以猎狗6号为代表的新一代细
叶型品种，还可混入根茎型品种瑞星来提高耐践踏
性，20-30%的早熟禾起到快速修复损伤的作用，适
合选用美洲型、午夜型、Julia型和侵占型品种，气
候较温和地区还可加入10%的多年生黑麦草，播量
40克/平米左右。以早熟禾为主时可与20%的多年
生黑麦草混播，以加快草坪更新速度，早熟禾品种
仍选用美洲型、午夜型和侵占型品种，以获得良好
的耐荫、抗病和耐践踏性，播量20克/平米左右。

高尔夫球道：球道草坪通常需要修剪到1.3-3.0
厘米，大赛时可能修剪得更低，以前主要使用草地早
熟禾的高档品种，近年来新育成的细叶高羊茅品种已
能满足其对草坪质量和修剪高度的要求，逐步开始用
于球道草坪。早熟禾球道通常可加入10%的多年生黑
麦草，适合球道使用的耐低剪早熟禾品种主要有午夜
型、美洲型、Mid-Atlantic型和侵占型，总播量20克/
平米。高羊茅球道可选用细叶型高羊茅品种占50%，
午夜、美洲加侵占型品种计30%，再加上多年生黑麦
草20%（气候冷凉地区可减少10%多年生黑麦草，换
成10%紫羊茅），总播种量以40克/平米为宜。

低修剪草坪：高尔夫果岭、草地网球和保龄球场
等草坪需要修剪到毫米级别，北方最常用的草种是匍
匐翦股颖，播量8-10克/平米，可剪到2-6毫米。如不
需要修剪特别低，如6-10毫米，且气候冷凉，可采用
细弱翦股颖、邱氏紫羊茅、黑麦草和早熟禾等混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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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早熟禾品种
不同类型的早熟禾品种在混播中起到不同的作用，如午夜型和美洲型品种提高抗性，美洲、BVMG和侵占
型品种加快成坪，美洲型品种还能提高耐荫能力，侵占型品种还能提高耐践踏和损伤恢复等，不同类型品种
的合理混播才能得到理想的草坪。

翡 翠
午夜型，深绿色
耐热抗病能力强
返青较早，持久

狂想曲
美洲型，深绿致密
耐荫，耐热抗病
返青早，耐低剪

优 异
BVMG型，种子较大
出苗和成坪快
根系发达，草皮强韧

朱丽斯
侵占型，分蘖力强
强耐践踏，恢复快
致密，草皮强度高
混播建议比例15%

KATIE
凯 蒂

佛特纳
BVMG型，成坪快
返青早，耐践踏
抗病，中等深绿

丹农（DLF-TRIFOLIUM）是全球最大的草种
生产和销售商。在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英
国、法国、德国、捷克、俄罗斯、中国、新西兰、
美国和阿根廷等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通过发达的
销售和服务网络为全球草种用户服务。

Shamrock型，深绿色
种苗活力强，成坪快
抗褐斑，耐低养护

丹农一直致力于满足客户的需求和草种市场的
需要，拥有全球最大的草坪和牧草研究和育种项
目，不断提高品种的品质和可靠性，以满足市场的
需求。丹农公司的品种都经过遍布全球的试验网络
的测试，以适应不同的气候和环境条件。

丹农种子集团中国代表处：
电话：010—84977049，84970423

传真：010—84970411 E-Mail：info@dlf.com.cn

网址：www.dl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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ᭈഄЁⱘ᳔ৢϔϾ䯂乬ᰃഫˈ⡍߿ᰃຸ
䋼ഄ㉬䞡ⱘഄഫˈഫⱘᄬӮϹ䞡ᕅડ᪁⾡
ߎ㢫ⱘഛࣔᑺˈᑨຸᖂᯊ⫼Ⲭ㗭Ậ䕂䬛
य़఼ㄝᴎẄ⸈ߚܙǄ

ᓎ䆂Փ⫼ϧ⫼᪁⾡ᴎˈϡҙᬜ⥛催ˈϨ㛑䖒ࠄ
催ⱘഛࣔᑺⱘ⹂ޚ᪁䞣ǄՓ⫼ᨛ᪁⾡ᴎᇍ
ᎹҎⱘ❳㒗ᑺ㽕∖ᕜ催ˈ᪁⾡ৢ䳔⫼㽚㗭
㽚ᑊ䬛य़ˈᠡ㛑⹂ֱߎ㢫ഛࣔϔ㟈Ǆ
㤝ാ⾡ᄤᇣ㗠䕏ˈ᪁ৢ㽚⌙ˈ䚼ߚ⾡ᄤӮ⬭
ഄ㸼ˈ᪁⾡ৢⱘ䬛य़ৃՓ݊Ϣຸ㋻ᆚ㾺ˈ
ᰒ㨫ᦤ催থ㢑ߎ㢫⥛ˈ᠔ҹ᪁⾡ৢ⒮य़ᰃ䴲ᐌ
ᖙ㽕ⱘ᪡Ǆߚܙ䬛य़ⱘ㤝ാ㢫ᳳᐌⳟ㾕ࠄ㹿䔺
䕚⺒䖛ⱘഄᮍߎ㢫དǄ

㢫ᳳ∈ߚㅵ⧚˖

㢫ᳳ∈ߚㅵ⧚ϡ䗴៤ⱘ㤝ാ⾗᭥䴲ᐌᐌ㾕ˈ
༈䳒࣪ϡདഄϡᑇӮކ䍄⾡ᄤˈ༈ߚᏗϡ
ড়⧚Ӯ䗴៤☠ϡഛࣔˈຸ䋼ഄᏂ߿гӮՓֱ
∈㛑Ꮒⱘഄᮍܜᑆ➹⅏㢫Ǆ
᪁⾡ৢⱘ佪☠ᖙ乏⌛䗣ˈ䗮ᐌ䳔㽕∈
1.5-2ᇣᯊˈ⌛∈ৢ⹂ֱሖ䖒ࠄ15६㉇Ϩ≵᳝
ⓣ⌛ᇥ⌛ഄഫˈ䖭ḋৃ⹂ֱ⏅ሖ∈ߚ㡃དˈ֗䖯
㤝ാḍ㋏⏅ሖথሩᑊ䰡Ԣ㢫ᳳৢ㓁⌛∈䲒ᑺˈབ
䘛ഄϡᑇຸᥦ∈ϡདˈৃߎ⦄⿃∈ᯊ᱖ذ
0.5-1ᇣᯊݡ㒻㓁Ǆ
᪁⾡ৢϔϾ᳜Ꮊেⱘ㢫ᳳ∈ߚㅵ⧚ᕜ݇䬂ˈ
⍺ⱘ㢫ᑞᰃ㤝ാ៤ࡳᓎỡⱘ佪㽕ᴵӊˈձ䋼
⇨ᴵӊˈ䗮ᐌ↣2-3⌛∈ϔˈⷖ䋼ຸᑆ⛁
⇨ᴵӊϟৃ㛑䳔㽕↣䱨⌛∈Ǆབ佪⌛∈
ৢˈߚܙ㓁↣⌛∈ᯊ䯈ϔ㠀ಯकߚ䩳ࠄϔᇣᯊे
ৃˈ䖭ᯊབᵰ᳝ഄϡᑇຸ㋻ᅲᑺϡϔ㟈ⱘᚙ
߭މ䳔乥㐕ഄ⌛∈ˈᎹᔎᑺᇚ催Ǆ
䳔㽕⊼ᛣⱘᰃˈ⌛∈гϡ㛑䖛ˈᮽ䖛⌛
∈Ӯ䰏ഄ⏽Ϟछˈᓊ㓧ߎ㢫Ǆ߱⾟䯈⇨⏽催Ѣ
20ᑺᯊˈ䖛ⱘ⌛∈ৃ㛑ᓩ䍋㢫ᳳ⮙ᆇǄϔ㠀ݡ
⌛∈ࠡˈ㑺ϔञ㸼বᑆˈԚᑆ⏅ᑺϡᕫ䍙䖛
६㉇Ǆ
݊Ҫৃᓩ䍋⾗᭥ⱘॳ䖬᳝㢫ᳳᴖ㤝ǃ⮙㰿ᆇ
ᮑ㙹⫼㥃ϡᔧㄝ˄བᮑ㙹ϡഛࣔǃ⫼㥃⌧ᑺᯊ
䯈䫭䇃ˈҹঞ䞣Փ⫼ሓ㋴ㄝ䗳ᬜ∂㙹㗠ᗑ㾚⻋䪒
㙹ㄝ˅ˈԚᭈഄǃ᪁⾡㢫ᳳ∈ߚㅵ⧚䗮ᐌᰃЏ㽕
ॳˈা᳝䅸ⳳ㾷އ䖭ѯ⦃㡖ⱘ䯂乬ˈᠡ㛑Ӭ䋼催
ᬜഄ⫳ѻ催䋼䞣ⱘ㤝Ⲃ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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٧ග༃ࠪናڱග
ᮑ㙹ᰃ㤝ാㅵ⧚ⱘϔϾ䞡㽕⦃㡖ˈড়⧚ᮑ㙹ৃ
ᦤ催㤝ാ䋼䞣ᡫᗻⱘৠᯊˈޣᇥׂ࠾ݰ㥃ⱘ
䌍⫼ˈ䰡Ԣݏᡸ៤ᴀˈᑊৃࡴᖿ៤ാǄ㤝ാ䳔㽕ⱘ
ϝ⾡䞣㧹ܗݏ㋴ᰃ∂ǃ⻋䪒ˈ᳔ᐌ⫼ⱘϝ⾡㙹
᭭ᰃሓ㋴ǃ⻋䝌Ѡ㛎݊Ҫড়㙹˄ᣝ៤ߚজߚ∂
⻋ǃ∂䪒∂⻋䪒ܼӋㄝ˅Ǆሓ㋴ㄝ䗳ᬜ∂㙹䗮ᐌ
ᰃՓ⫼䞣᳔ⱘ㙹᭭ˈ᱂䘡ᇍ⻋䪒㙹ⱘ䞡㾚ϡǄ
أ䞡∂㙹ˈᗑ㾚ᑇ㸵ᮑ㙹ⱘ䯂乬ᕜˈӮ䗴៤㤝ാ
ᕦ䭓ˈࡴׂ࠾Ꮉ䞣ˈ催⏽催ᄷ㡖䖬Ӯࡴ
ᙷ⮙ᆇⱘ亢䰽Ǆ

∂㙹ⱘড়⧚Փ⫼˖ 㤝ാ⬅Ѣ乥㐕ׂ࠾ˈ
∂㙹䳔∖䞣䕗催ˈᮽ❳⾒催㕞㣙ⱘᑈ∂㋴䳔∖䞣
Ў12-30↣ܟᑇ㉇ˈབՓ⫼ሓ㋴ㄝ䗳ᬜ∂㙹ˈ䳔㽕
25-65↣ܟᑇ㉇ˈ⬅Ѣ䗳ᬜ㙹᭭ߚ㾷ᖿˈৃ䱣∈⎟
༅ˈ䳔㽕ߚᮑܹˈ↣10↣ܟᑇ㉇ᎺেǄ㔎
∂㤝ാ买㡆থ咘ˈ⿔⭣ⷂᇣˈ∂㙹䖛ⱘ㤝ാ߭⫳
䭓䖛ᖿˈᯧᔶ៤㤝ൿሖϨ⮙ᆇ䕗Ǆ㤝ാᓎỡ䰊
↉ˈབ䘛ࠄᆚᑺԢˈḍ㋏ϡথ䖒㗠᮴⊩៤ാᯊˈ
ϡᅰऩᮑ∂㙹ˈᑨ䗑ᮑ䰸∂䖬᳝⻋䪒៤ߚⱘ
ড়㙹ᬜᵰདǄ
⻋㙹ৃᰒ㨫֗䖯ᮄ⾡ỡ㤝ാḍ㋏ⱘথ㚆ˈࡴ
ᖿ៤ാˈԚ⻋ᆍᯧ㹿ຸᅮˈ᠔ҹ⡍߿䗖ড়خ
⾡㙹᪁⾡ᯊᮑ⫼ˈ⻋䝌Ѡ䫉᳔䗖ড়ˈ݊∂⻋↨՟
䗖Ё˄∂㋴18%ᎺেˈѨ⇻࣪Ѡ⻋46%˅ˈ߽⫼⥛
催ˈ᪁⾡ᯊৃ↣ᑇ㉇ᮑ⫼15-20↣ܟᑇ㉇˄10-15݀
᭸↣ѽ˅ˈ᪁⾡ᯊⱘ㽚ৃֱ䆕݊Ϣຸⱘߚܙ
㾺Ǆ⻋㙹ⱘϔϾ䞡㽕⫼ᰃᦤ催ᡫᯅǃᡫᆦǃᡫ
⮙㗤Ⲥ⺅ㄝᡫ䗚ᗻǄᮑܹⱘ⻋㙹᳝Ⳍᔧϔ䚼ߚӮ
㹿ຸᅮˈৃᑈঞ䭓ⱘᯊ䯈ݙ䗤ℹߚ㾷߽
⫼ˈ䖭ህᰃ⻋㙹ⱘ䭓ᬜᗻˈԚ䖭ᇍ㒣ᐌ䫆䍄㸼ⱘ
㤝Ⲃ⫳ѻᑊϡ䗖⫼ˈ᠔ҹ⫳ѻ㤝Ⲃ↣᪁⾡䛑䳔㽕
⫼⻋㙹⾡خ㙹ǄԚ⻋㙹гϡᅰ䖛ˈ⻋䖛࠽ৃᇐ㟈
㤝ാ䋼ഄ㉫㊭ˈᢑ〫ᓔ㢅Ǆ
䪒㙹㤝ാϞফ䞡㾚ⱘᑺ᳔Ԣˈ䪒ⱘЏ㽕
⫼Ѣᦤ催㤝ാⱘᡫ䗚ᗻˈ⬅Ѣ࣫ᮍຸϔ㠀ϡ
㔎䪒ˈЁԢݏᡸ㤝ാ䪒㙹䳔∖ԢˈԚᔧ∂⻋∈ᑇ䕗
催ᯊˈ䪒㙹ⱘ䞡㽕⫼Ѣᑇ㸵㧹ˈݏ⍜䰸݊Ҫ㙹
᭭䖛ⱘ↦ᆇǄ⬅Ѣ䪒㙹ᆍᯧ⎟༅ˈ䈵䗳ᬜ∂㙹ϔ
ḋˈг䳔ᇥ䞣Ǆ䪒㙹ⱘ⫼䞣ϔ㠀ࠊ∂㙹ⱘ
1/2ᎺেǄ
㤝ഄᮽ❳⾒催㕞㣙ㄝދᄷൟ㤝ാ㤝ⱘ∂⻋䪒
ᮑ㙹↨՟ϔ㠀Ў2:1:13:1:2ˈᑇ㸵ᣝ䳔ᮑ㙹ᰃ㦋
ᕫ催䋼䞣عᒋ㤝ാⱘ⸔Ǆ䗳ᬜ∂㙹䪒㙹ᆍᯧ⎟
༅ˈᅰᇥ䞣
ᮑ⫼ˈ⻋㙹
䗖ড়⾡خ㙹ˈᇥ
∂⻋ⱘ⻋䝌
Ѡ䫉ህᰃ⧚ᛇⱘ
⾡㙹Ǆߎ㢫ৢ
ⱘ䗑㙹ҹ∂䪒
∂⻋䪒ড়㙹
Ўᅰˈ݊֗䖯៤
ാⱘᬜᵰӬѢ
ऩᮑ∂㙹ǄᏆᮑ
⫼䎇䞣⻋⾡
㙹ⱘ㤝ാˈৃ
ϔ↉ᯊ䯈ݙϡ
ݡ䗑ᮑ⻋㙹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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٧ගثठኪડ
♢⛁ⱘᄷᴹࠄњˈ䱣ⴔ催⏽催⇨ⱘᴹЈˈ
࣫Ҁㄝढ࣫ഄऎⱘ㤝ാㅵ⧚㗙ݡ䖢ᴹ⮙ᆇⱘ㗗偠Ǆ
᳔ᐌ㾕ⱘϸ⾡ⳳ㦠⮙ᆇᰃ㻤᭥⮙㜤䳝˄ᶃ㧢˅⮙ˈ
݊⮙ॳ⠽ߚ߿ᰃϱḌ㦠ሲ㜤䳝㦠ሲⱘⳳ㦠ˈ݊Ё㜤
䳝⮙ᇍ催㕞㣙ⱘॅᆇˈᑊৃ催∈ߚᴵӊϟᖿ䗳
䴶⿃⟚থˈ䖬㛑։ᶧᑐ㢫Ǆϸ⾡⮙ᆇ⏙᰼᳝䴆∈
ᯊ䛑Ӯߎ⦄ⱑ㡆♄ⱑ㡆㦠ϱˈ㻤᭥⮙Ёৢᳳৃᔶ៤
䕗㾘߭ⱘ㲭ⴐ⢊⮙᭥ˈ㜤䳝⮙ⱘ⮙᷾ৃ᳝㉬⿴⊍⏡⢊
㜤⚖Ǆ
⮙ᆇⱘ䰆⊏䰸䗝⫼ᡫ⮙ક⾡ࡴᔎ⬄䯈∈㙹ㅵ⧚
˄བ䙓ܡऩᮑሓ㋴ㄝ∂㙹ˈ⫼ড়㙹ˈࠊ∈ߚ
ঞᯊ࠾㤝ㄝ˅ˈህ࣪ᄺ䰆⊏ᦤߎ⚍ᓎ䆂˖
1.ⳂࠡᏖഎϞⱘᴔ㦠᳝ࠖᕜ⾡ˈᣝ✻݊⫼
ᴎ⧚ৃߚЎֱᡸࠖݙൟᴔ㦠ࠖϸ㉏ˈՓ⫼ᮍ⊩
Ϟˈ⬅ѢҷỂ䬄䫠ᠥ⍋ㄝֱᡸࠖϡ᳝ݙӴᇐ
ᗻˈЏ㽕⫼Ѣᴔ♁ỡ᷾㸼䴶ǃຸᶃ㤝ሖЁⱘ⮙ॳ
⠽ˈᑨᇍ㤝ാׂ࠾ৢ⋦ˈᑊϢݙൟᴔ㦠ࠖ䜡ড়
Ѹ᳓Փ⫼ˈҹৠᯊᴔ♁Ꮖ㒣։ᶧܹỡ⠽ⱘ⮙ॳ⠽Ǆ
2. ϡৠᴔ㦠ࠖᇍϡৠ⮙ᆇⱘᬜᵰгϡৠˈ䳔ձ
⮙ᆇ⾡㉏䖯㸠䗝ᢽˈབѩቫ䳝㋴ǃ⬆ᠬᏗ⋹ǃⱒ
㦠⏙㉝䫜ᅕ˄ϝ䝂˅ᇍ㻤᭥⮙ⱘ䰆⊏ᬜᵰདˈ㗠
⬆䳰♉ǃ♁䳝♉ǃᴔ↦ⷒЭ⻋䪱ㄝ㥃ࠖᇍ㜤䳝⮙ⱘ
⫼ᖿˈ㦠♉˄ᬠ⻎䩴˅ҷỂ䬄䫠Ўᐌ⫼㥃
⠽ˈᇍϸ⾡⮙ᆇ䛑᳝ᬜᵰǄ
3.Ў䰆ℶѻ⫳ᡫ㥃ᗻᑊࡴᔎ㥃ᬜˈᑨѸ᳓䜡
Փ⫼⾡ᴔ㦠ࠖǄ
4.ℸˈ催⏽催ⱘ⮙ᆇথᄷ㡖ᴹЈࠡˈᑨ
ᦤᮽՓ⫼ᴔ㦠ࠖ䖯㸠乘䰆ˈ݊ᬜᵰ䖰དѢ⮙ᆇথ⫳ৢ
⫼ݡ㥃Ǆ
5.Ў乘䰆㢫ᳳ⮙ᆇˈৃ䞛⫼ҷỂ䬄䫠ǃ㦠♉ǃ
⬆ᠬᏗ⋹♁䳝♉ㄝ㥃ࠖᢠ⾡Ǆ
ᓎ䆂ϟज5⚍ҹৢ㥃ˈৃᓊ䭓㥃⠽⍌⏡ᯊ
䯈ˈ⫼㥃ৢ8-12ᇣᯊϡᑨ᳝䰡䲼Ǆ䲼ׂ࠾ৢгᓎ
䆂⫼㥃Ǆݙൟᴔ㦠ࠖ䘛㋻ᗹᚙމгৃ࠾㤝ᚙމ
ϟ⋦Ǆ⹂ᅮᓔྟ⫼㥃ⱘᯊ䯈ϡᑨㄝߎ⦄⮙᭥ˈϔ㠀
ҹᣕ㓁5ҹϞ䯈᳔Ԣ⏽ᑺ催Ѣ20ᑺᯊህᑨᓔྟ乘
䰆⫼㥃ˈ⏙᰼᳝䴆∈ᯊ䅸ⳳ㾖ᆳ㤝ാˈབথ⦄㦠ϱ
ህ䳔⋦ᴔ㦠ࠖњ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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ಜഉ֥ປሀናܹᄣ
Denise Dehart
denised@dlfis.com

䖥ᑈᴹ㤝ാൟ催㕞㣙ક⾡䗝㚆ⱘ䖯ℹᎼˈ
ϔᡍݐ㡃དാ⫼⡍ᗻᡫ⮙ᡫ䗚ᗻⱘᮄક⾡㚆
៤ǄЍ⌆ݰ㚆⾡Ёᖗ䞛⫼㕢Ϣ⌆ᴤ᭭ᴖѸ䗝
㚆ˈ㚆៤њϔᡍ⣀⡍ⱘ催ક䋼ક⾡Ǆ
䖭ѯЍ呺㚆៤ⱘક⾡᳝Ϣ㕢ᮄક⾡ϔḋ
ߎ㡆ⱘാ⫼⡍ᗻˈ买㡆⏅㓓ˈ⠛㒚ᆚᶨ䕃ˈᡫ⮙
ᡫ䗚ᗻߎ㡆ˈϢ㕢ક⾡ϡৠⱘᰃˈ䖭ѯક⾡ހᄷ
㸼⦄⌏䎗ˈᄷ䖨䴦ᮽˈހᄷ⇨䕗⏽ഄ
ऎ⫳䭓ᯎⲯˈހᄷ买㡆དǄ࢛ᬶⱘᖗ˄Brave
Heart˅ህᰃϔϾफ࣫ᮍ⇨䖛⏵ᏺ㸼⦄⡍߿ߎ
㡆ⱘક⾡ˈᑊ᳝ᕜᔎⱘᡫ㻤᭥⮙㛑Ǆ
䖭ѯક⾡ⱘϔϾ⡍㡆ᰃḍ㋏থ䖒ˈ㤝Ⲃᔎᑺ
催ˈ䖭ϔ⡍ᗻᏆNTEP䆩偠ݙ㤝Ⲃݰഎⱘ䆩
⾡Ёᕫࠄ偠䆕ˈ݊㤝Ⲃৃ䍋ोᯊ䯈ৃ↨㕢ક⾡ᮽ
ˈৃഄ㸼ᆚᑺ䖬⬹ᰒ⿔⭣ᯊѻߎ催ᔎᑺⱘ
㤝Ⲃोˈҷ㸼ક⾡᳝⑾˄GreenBrook˅ǃ⌾
˄GreenFront˅ǃ࢛ᬶⱘᖗ˄Brave Heart˅䰇
Ӳ˄Umbrella˅ㄝǄ

䗋Դⱑϝ㕢䰓㚃㡆Ꮂⱘᇣ༈ࡼ⠽ು㒣
ग़њ⡍⅞ⱘ㗗偠ˈ៤ࡳ㗤ফњ䞡6200⺙䈵Ellen↣
ⱘ䏽䏣Ǆࡼ⠽ುᛇᓎ៤ಯᄷᐌ㓓Ϩ㗤䞡ᑺ䏉䏣ⱘ
㓓ഄǄ䗋Դⱑϝᰃ2010ᑈ10᳜߱⾡ỡⱘˈߎ㢫
ᓎỡ䛑ᕜ乎߽Ǆࡼ⠽
ು᠔ഄ⇨䕗⛁ˈ
᮹✻ܙ䎇Ǆ
ࡼ ⠽ ು ᡔ ᴃ
Ꮉ䋳䋷ҎJ.
J.
Muehlhaussen
䇈˖Ā䗋Դⱑϝ
⫳䭓㡃དˈ㒣ग़њ䆌㗗偠Ǆ៥Ӏ݀ುഄ໘䰓㚃㡆
ᎲЁ䚼ˈএᑈހ᳝㣅ᇌⱘ䰡䲼ˈࡴϞϸഎ䲾
ⱘᘏ䰡∈䞣᳝11㣅ᇌᎺেǄ᠔᳝䖭ѯ䛑≵᳝ᓊ㓧䗋
Դⱑϝⱘ⫳䭓ˈ㤝ഄᔍᗻᕜདˈ䈵ᕜѿফ↣
Ϟ䴶ᙴ䯆ⱘᬷℹˈᑊᕜ୰䞛亳䗋Դⱑϝᔧᮽ
⚍āǄ

व㒇⪺㔫˄Cannavaro˅гᰃЍ呺㚆៤ⱘϔϾ
⣀⡍ક⾡ˈ݊⠛ⱘ㒚ᆚᑺ䍙䍞њҹᕔ㚆៤ⱘ᠔
᳝催㕞㣙ક⾡ˈ᳔ᮄⱘNTEP䆩偠Ёˈ⠛䋼ഄ
ᥦৡϔǄ䗖ᅰⱘ⾡ỡᆚᑺㅵ⧚ᴵӊϟˈ݊
⠛ᆑᑺⳌᔧѢЁㄝᆑⱘ㤝ഄᮽ❳⾒ક⾡ˈᰃ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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