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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拟通过审定草品种 

 

1.‘兰箭 1 号’春箭筈豌豆 

草种名称：春箭筈豌豆 学名：Vicia sativa ‘Lanjian 1’ 

品种类别：育成品种   

申报单位：兰州大学 

选 育 人：南志标、王彦荣、聂斌、张卫国、马隆喜 

 

品种特性 

豆科一年生草本。主根发达，入土深 40-60 cm，苗期侧根 20-35 条，有根瘤着生，株高

90-120 cm。在海拔 3000 m 左右的区域能够完成生育周期，生育期 110 天左右。平均干草产

量 4740 kg/hm
2，平均种子产量 2130 kg/hm

2，地上部分氮素产量约 120 kg/hm
2。 

 

主要用途  

生态修复草和牧草兼用，主要用于退化草地及传统农区改土肥田，也可与燕麦混播建植

一年生人工草地。 

 

栽培技术要点 

播前深耕施肥，5 月上旬播种，播种前进行根瘤菌拌种。收种田播种量为 97.5 kg/ hm
2；

收草田，单播播种量为 120-150 kg/hm
2；与燕麦混播，播种量是单播的 40%-50%。条播或撒

播，条播行距 15-20 cm，播深 3-4 cm。出苗后 30 天除草 1 次，分枝至现蕾期可灌溉 1-2 次。

盛花期刈割，头茬草刈割时留茬高度 5-10 cm。 

 

适宜推广区域 

适宜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及淮北地区种植。 

 

 

2.‘甘绿 2 号’鹰嘴紫云英  

草种名称：鹰嘴紫云英 学名：Astragalus cicer ‘Ganlv 2’ 

品种类别：育成品种   

申报单位：甘肃创绿草业科技有限公司、甘肃农业大学 

选 育 人：曹致中、马晖玲、赵波、牛奎举、陈水红、戴德荣、董文科   

 

品种特性 

豆科多年生草本。根系强大、侧根发达，具根茎繁殖特性，根着生白色或浅黄色根瘤。

地上茎匍匐生长，株高 60-80 cm。平均干草产量 8910 kg/hm
2，平均种子产量 428.9 kg/hm

2，

初花期粗蛋白含量为 17.81%。对轻度、中度干旱胁迫有很强的耐受性，能耐 100-120 mmol/L

混合盐碱胁迫，在苜蓿生长不良的粗砂地、中度盐碱地可以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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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生态修复草和牧草兼用，主要用于沙荒地、盐碱地改良，保持水土、防风固沙，也可用

于人工草地种植，放牧或刈割利用。 

 

栽培技术要点 

精细整地，结合整地施足基肥。在北方地区夏末秋初雨季播种较易成功。播种量 30 

kg/hm
2，播深 1-2 cm，播后镇压。苗期生长缓慢，应注意防除杂草，生长期可施氮肥和复合

肥 150-300 kg/hm
2。在生长 5-6 年后，大田土质紧实，草层容易衰败，可翻耕，更新后的草

层可恢复生机。初花期刈割，可年刈 2-3 次。 

  

适宜推广区域 

适宜我国北方风沙沿线沙荒地、低产田、盐碱地种植。 

 

 

3.‘中林育 2 号’野牛草  

草种名称：野牛草 学名：Buchloe dactyloides ‘Zhonglinyu 2’ 

品种类别：育成品种   

申报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选 育 人：钱永强、孙振元、刘俊祥、巨关升、刘风山、刘文国  

 

品种特性 

多年生暖季型草本。具矮化特性，株高 6.0-8.0 cm。叶片深绿色，密布绒毛，近基株叶

长 5-7 cm，叶宽 2.6-3 mm。匍匐茎发达，节间长 7- 8 cm，直径 0.12 cm。按株行距 30 cm ×30 

cm 建植，60 天左右盖度可达到 85%，在华北地区越冬率 90%以上。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贫瘠丘陵、工程创面、退化草原、公园绿地、机场等生态修复与绿地建设。 

 

栽培技术要点 

用于生态修复时，机械植苗，雨季前穴植，株行距 1 m ×1 m，随种随压实，充分灌溉，

建植成活后无需特殊管理。用于绿地建植时，机械清除杂草，按行距 30 cm 开沟，株距 30 cm

栽植，覆土镇压。一周内保证土壤湿润，之后正常管理。 

 

适宜推广区域 

适宜华北地区低养护困难立地生态修复与绿地建设。 

 

 

4.‘中林育 3 号’野牛草  

草种名称：野牛草 学名：Buchloe dactyloides ‘Zhonglinyu 3’ 

品种类别：育成品种   

申报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选 育 人：钱永强、孙振元、刘俊祥、巨关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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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特性 

多年生暖季型草本，不结实。株高 15.4-20.3 cm，叶片深绿色，密布绒毛，近基株叶长

18.5±3.6cm，叶宽 2.2-2.6 mm。匍匐茎发达，节间长 7.3±1.4 cm，直径 0.12 cm。按株行距

30 cm ×30 cm 建植，60 天左右盖度可达到 85%。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机场绿化或生态修复。 

 

栽培技术要点 

用于生态修复时，机械植苗，雨季前穴植，株行距 1 m×1 m，随种随压实，充分灌溉，

建植成活后无需特殊管理。用于绿地建植时，机械清除杂草，按行距 30 cm 开沟，株距 30 cm

栽植，覆土镇压。一周内保证土壤湿润，之后正常管理。 

 

适宜推广区域 

适宜于我国北方地区机场绿地建植或困难立地生态修复。  

 

 

5.‘鲁滨 2 号’杂交狗牙根  

草种名称：杂交狗牙根 学名：Cynodon transvaalensis × C. dactylon ‘Lubin 2’ 

品种类别：育成品种   

申报单位：鲁东大学 

选 育 人：傅金民、李晓宁、殷燕玲 

 

品种特性 

禾本科多年生三倍体草本，不能结实，通过草茎繁殖。具发达横走根茎，地上部匍匐地

面，节上常生不定根，株高约 30 cm。叶宽2.05 mm，密度为 219个/100 cm
2。在滨海盐碱

地建植后，0-10 cm土层含盐量降低35.0%，有机质含量增加16.5 %，全氮含量增加45.5 %。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滨海盐碱地生态修复及绿化。 

 

栽培技术要点 

适于 5-10 月种植，6-9 月最优。一般采用草茎栽植，在滨海盐碱地采用铺草皮法进行建

植，按 30 cm×30 cm 铲下草皮，土厚 2-3 cm。栽植完成后及时浇水，入冬前和返青期及时

浇透水。建植前施复合肥 450 kg/hm
2；晚秋施尿素 105-120 kg/hm

2。 

 

适宜推广区域 

适宜我国黄河以南的华中、华东地区种植。 

 

 

6.‘鲁滨 3 号’海雀稗 

草种名称：海雀稗 学名：Paspalum vaginatum ‘Lubin 3’ 

品种类别：育成品种   

申报单位：鲁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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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育 人：傅金民、范树高、王广阳 

 

品种特性 

禾本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根状茎或匍匐茎，茎秆细而坚韧，节上常生不定根，株高约

30 cm。叶宽 2.9 mm，密度为 238 个/100 cm
2。2.5% 海水处理 20 天，表型性状良好；在海

滨盐渍土地建植后，0-10 cm 土层含盐量降低 32.4% -57.7%，有机质含量增加 11.4%-46.0%。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海滨地区盐渍土地生态修复及绿化，也可用于公共绿地建设。 

 

栽培技术要点 

适于 5-10 月种植，6-9 月最优。一般采用草茎栽植，在滨海盐碱地采用铺草皮法进行建

植，按 30 cm×30 cm 铲下草皮，土厚 2-3 cm。栽植完成后及时浇水，入冬前和返青期及时

浇透水。建植前施复合肥 450 kg/hm
2；晚秋施尿素 105-120 kg/hm

2。 

 

适宜推广区域 

适宜我国北纬 36°以南滨海地区种植。 

 

 

7.‘丽秋’狼尾草 

草种名称：狼尾草 学名：Pennisetum alopecuroides ‘Liqiu’ 

品种类别：育成品种   

申报单位：北京草业与环境研究发展中心 

选 育 人：武菊英、滕文军、岳跃森、范希峰、张辉、滕珂、温海峰、韩朝 

 

品种特性 

禾本科多年生暖季型草本。植株丛生，株高 101-117 cm，冠幅 92-125 cm。叶丛浓密呈

深绿色，叶长 80 cm 左右，叶宽 12 mm 左右。穗状圆锥花序呈白玉色，花序长 20 cm 左右，

单株花序数 80-124 个。7 月下旬至 8 月初花，8 月中旬至 8 月下旬进入盛花，10 月下旬至

11 月初为枯黄期，绿色期 200 天左右。 

  

主要用途  

园林绿化，花坛、花镜材料，也可用于荒山、坡地的生态修复或景观营造。 

 

栽培技术要点 

一般采用穴栽，深度以 15-20 cm 为宜，移栽后充分灌溉。植株成活后，一般不需要进

行灌溉，雨季注意排水；施足底肥后不需要额外施肥；生长季不修剪，来年返青前刈割，留

茬高度 15 cm 左右。 

 

适宜推广区域 

适宜我国华中、华北地区种植。   

 

 

8.‘武陵’假俭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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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种名称：假俭草 学名：Eremochloa ophiuroides ‘Wuling’ 

品种类别：野生驯化品种   

申报单位：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四川农业大学、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贵州大学 

选 育 人：苟文龙、白史且、闫利军、马啸、刘南清、李平、童琪、张建波、李西、张丽霞

陈莉敏、孙飞达 

 

品种特性 

禾本科多年生暖季性草本。植株低矮，高 10-20 cm，茎秆基部直立，叶片常基生，叶

长 2-8 cm，叶宽 1.5-4 mm，密度 81.3 个/100 cm
2。在成都地区生育期 210 天左右，绿期 290-300

天。匍匐茎发达，修复效率高，按株行距 100 cm ×100 cm 建植，70 天左右盖度可达到 75% 

以上。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边坡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及低养护绿化。 

 

栽培技术要点 

用于生态修复时，清除坡面杂草、石块，结合整地施复合肥500 kg/hm
2；草茎直播，用

量150-200 g/m
2，覆土1-1.5 cm，适度镇压；分株移栽，条栽行距20 cm；建植期及时浇水。

用于绿地建植时，精细整地，结合整地施复合肥500 kg/hm
2。草茎切成含2-3节茎段，均匀撒

在土表，播种量150-200 g/m
2，覆土1-1.5 cm，适度镇压，浇透水；建植成功后，常规草坪管

理。 

 

适宜推广区域 

适宜我国西南地区及长江中下游海拔 1500 m 以下区域种植。 

 

 

9.‘小哨’马蹄金 

草种名称：马蹄金 学名：Dichondra repens ‘Xiaoshao’ 

品种类别：野生驯化品种   

申报单位：四川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成都时代创绿园艺有限公司 

选 育 人：彭燕、干友民、李州、马啸、任健、刘伟、周凯、赵俊茗、冯光燕、徐杰 

 

品种特性 

旋花科马蹄金属多年生草本。草层低矮，平均 2.39 cm，以匍匐茎分枝繁殖，主匍匐茎

长近 20 cm，节着地生根，节间短，长度约 1.1 cm。观赏部分由叶柄和叶片构成，叶片近

似圆形，呈马蹄状，翠绿色。全年绿期，最佳观赏期 6-8 月。 

 

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城市绿化、观赏草坪及水土保持等。 

 

栽培技术要点 

长江流域的最佳栽植期为 4-7 月。草皮块铺植，10 cm ×10 cm 的草皮块按行距 20-30 cm、

窝距 20-25 cm 均匀铺植，每天灌溉，湿润土层 5-7 cm，直至草块定根。成坪后，夏季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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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季节每 2 天灌溉 1 次，生长季每月施氮肥 1 次，用量 20 kg/hm
2。注意杂草防除和病虫

害防治。 

 

适宜推广区域 

适宜我国西南地区及长江中下游海拔 2000 m 以下区域种植。 

 

 

10.‘川西’斑茅 

草种名称：斑茅 学名：Erianthus arundinaceus ‘ Chuanxi’ 

品种类别：野生驯化品种   

申报单位：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贵州省草业研究所 

选 育 人：鄢家俊、白史且、张建波、李英主、常丹、张文、张劲、闫利军、李达旭 

游明鸿、季晓菲、龙忠富 

 

品种特性 

禾本科多年生高大丛生草本。主根不明显，须根系发达，茎秆直立粗壮，高 4.3-5.8m，

茎粗 14.8-32.3 mm，茎节数 13-21 个，单株分蘖数 180-256 个。适应性强，极粗生，各类土

壤均能生长。纤维素含量 33.28%，乙醇转化率 170.9 g/kg，TS 甲烷转化率 80.63 ml/g。 

 

主要用途  

能源草和生态修复草兼用，可直接作为燃料，也可用于生物乙醇或生物甲烷转化，还可

用于固土护坡、水土保持等。 

 

栽培技术要点 

种植前翻耕 20-30 cm，结合整地施有机肥 15000-20000 kg /hm
2 作基肥。春季 3-4 月，秋

季 9-10 月种植，育苗移栽或种茎无性繁殖，株行距 80 cm ×80 cm。移栽后或冬春季遇旱时

及时灌溉；拔节期追施复合肥 500-600 kg/hm
2，刈割后追施尿素 150 kg/hm

2；苗期及时中耕

除草。成熟期刈割利用，留茬 10-15 cm。 

 

适宜推广区域  

适宜我国西南、华南和华中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种植。 

 

 

11.‘科尔沁沙地’扁蓿豆 

草种名称：扁蓿豆 学名：Medicago ruthenica ‘keerqinshadi’  

品种类别：野生驯化品种   

申报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选 育 人：李鸿雁、李志勇、武自念、郭茂伟、黄帆、闫晓红 

  

品种特性 

豆科多年生二倍体草本。根系发达，株高 115 cm 左右，株丛直径 205 cm 左右，生育期

120-140 天。平均干草产量 4456.8 kg/hm
2，平均种子产量 172.9 kg/hm

2，开花期粗蛋白质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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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4.03%。生长第二年根系入土深度可达 120 cm 左右，成株在 -45℃ 的低温条件下能安

全越冬，年降水量 250 mm 以上的地区能良好生长。 

 

主要用途  

生态修复草、牧草兼用，主要用于水土保持、防风固沙、草地植被恢复及人工草地建设。 

 

栽培技术要点 

精细整地，结合整地施足基肥。春、夏、秋播种均可，适合雨季播种。播前应进行种子

硬实处理，条播或穴播均可，条播行距 30-40 cm，播量为 7.5 kg/hm
2，播深 2-3 cm；穴播，

每穴 3-5 粒种子，株距 40 cm 左右，播后及时镇压。苗期及时除草，分枝期适当补充水肥。 

 

适宜推广区域 

适宜在内蒙古中西部、陕西、甘肃等年降水量 250 mm 以上地区种植。 

 

 

12.‘忻州’偏穗鹅观草 

草种名称：偏穗鹅观草 学名：Roegneria komarovii ‘Xinzhou’ 

品种类别：野生驯化品种   

申报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选 育 人：解继红、于林清、王运涛、李元恒、马宝玉 

 

品种特性 

禾本科多年生草本。株型直立，疏丛型，须根系，根系主要集中在 0-20cm 土层，株高

110-160cm。干草产量 5158-5387 kg/hm
2，种子产量 591-621 kg/hm

2，粗蛋白含量 13.8%。在

我国北方高纬度地区-32.0℃ 可安全越冬，在含盐量 0.3-0.5%，pH=8.5 左右的土壤正常生长

发育。 

 

主要用途  

生态修复草和牧草兼用，主要用于北方退化草地补播、盐碱地改良及人工草地建植。 

 

栽培技术要点 

深耕 20 cm，平整耙细，结合整地施足基肥。5 月初至 8 月底均可播种，以条播为主，

播种深度 1-2 cm；收草田播种行距 30-40 cm，播量 22.5 kg/hm
2；种子田行距 40-50 cm，播

量 18 kg/hm
2。退化草地补播采用免耕播种机播种，播种量为 27 kg/hm

2。苗期生长缓慢，应

及时除杂，注意灌水和施肥，以施氮肥为主。 

 

适宜推广区域 

适宜我国内蒙古、河北、甘肃、山西等半干旱及中度盐碱地区种植。 

 

 

13.‘梦龙’燕麦 

草种名称：燕麦 学名：Avena sativa ‘Magnum’ 

品种类别：引进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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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北京百斯特草业有限公司 

选 育 人：游明鸿、季晓菲、闫利军、白史且、杨江山、雷雄、张建波、李达旭、邰建辉 

 

品种特性 

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根系发达，茎秆粗壮直立，株高 130-185 cm，单位面积分蘖数达

792.6 个。对土壤要求不严，适于凉爽湿润地区种植，在四川红原地区生育期 134 天。平均

干草产量为 12590 kg/hm
2，种子产量 2220.6-3785.6 kg/hm

2，乳熟期粗蛋白含量为 12.6%。 

 

主要用途  

饲草刈割利用，主要用于高产人工草地建植、卧圈种草，也可用于多年生草地建植的先

锋草种以及南方冬闲田种草等。 

 

栽培技术要点 

播种前精细整地，结合整地施足基肥。高寒牧区 4 月底至 5 月中旬播种，农区冬闲田秋

播种植。条播或撒播，条播行距 20-40cm，播量 120-180 kg/hm
2，播深 2-3cm。分蘖期至拔

节期追施尿素 150-225 kg/hm
2。乳熟期稍高于地面刈割，蜡熟期收获种子。 

 

适宜推广区域 

适宜川西、甘南等青藏高原东部、北方冷凉地区以及南方农区冬闲田种植。 

 

 

14.‘福瑞至’燕麦 

草种名称：燕麦 学名：Avena sativa ‘ForagePlus’ 

品种类别：引进品种   

申报单位：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北京正道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畜牧总站 

选 育 人：马啸、雷雄、游明鸿、李达旭、闫利军、赵俊茗、翟桂玉、季晓菲、苟文龙、赵利 

 

品种特性 

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根系发达，株型紧凑，茎秆粗壮直立光滑，株高 130-185 cm。叶

片宽大，叶长 43.5-56.7 cm。晚熟品种，在成都平原秋季种植生育期 232 天。干草产量为

9784-15008 kg/hm
2，种子产量为 2410-2583 kg/hm

2，乳熟期粗蛋白含量为 15%。 

 

主要用途  

饲草刈割利用，主要用于西南农区草田轮作，也可用于高原牧区一年生人工草地建植，

还可作为多年生草地建植当年的先锋草种等。 

 

栽培技术要点 

播种前精细整地，结合整地施足基肥。在农区冬闲田秋播，牧区一般春播。条播或撒播，

条播行距 20-30 cm，播量 90-120 kg/hm
2，播深 2-3 cm。分蘖期至拔节期追施尿素 150-225 

kg/hm
2。乳熟期稍高于地面刈割。 

 

适宜推广区域 

适宜我国西南农区、青藏高原海拔 3500 m 以下地区及北方相似生态区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