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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洲狗尾草（Setaria sphacelata）是热带、亚热带优良栽培牧草。上世纪 70～80 年代，中国先后

从国外引入非洲狗尾草的栽培品种卡松古鲁（cv. Kazungula）、纳罗克(cv.Narok)、纳斯瓦（cv.Nasiwa）、

南迪（cv.Nandi）等在不同气候区域种植。云南省通过中澳合作项目于 1983年从澳大利亚引入非洲狗尾草

的诸多栽培品种，在云南热带、亚热带地区进行品比和区域试验，品种“纳罗克”于 1997年 11月通过国

家草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登记为国审引进品种，登记号为 181。在省（区）级品种选育过程中，最早的是

1981年～1986年，广西畜牧研究所从卡松古鲁非洲狗尾草杂合群体中选育出卡选 14号狗尾草于 1986年在

广西通过品种审定，登记为引进品种；其次是 2021年，云南的“云农１号非洲狗尾草”和贵州的“黔选 1

号非洲狗尾草”分别在云南和贵州获品种登记。通过近 40年的发展，纳罗克非洲狗尾草已广泛种植于云南

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并引种到贵州、广西等省（区）种植，纳罗克非洲狗尾草种子生产在云南实现了规

模化、国产化生产，产量达 10t～50t/年，由于纳罗克非洲狗尾草种子生产过程中发芽率低的实际问题，发

芽率一般仅为 1%～5%，较好的种子发芽率可达 5%～10%，严重影响了非洲狗尾草种业发展和振兴，尤其国

家标准“GB 6142-2008 禾本科草种子质量分级”对非洲狗尾草的种子发芽率要求为“一级种子发芽率应大

于等于 80%，二级种子发芽率应大于等于 75%，三级种子发芽率应大于等于 70%”与生产实际严重不符；其

次是云南省地方标准“DB53/T 211-2007 纳罗克非洲狗尾草良种生产技术规程”规定了纳罗克非洲狗尾草

的种子质量分级标准，一级种子质量发芽率应大于等于 30%，二级种子质量发芽率应大于等于 25%，三级种

子质量发芽率应大于等于 20%。因此，非洲狗尾草种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需进行研究和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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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趋势 

纳罗克非洲狗尾草（Setaria sphacelata cv.Narok），英文名 Setaria grass，在云南热带、亚

热带地区具有良好的适应性，是多年来唯一在云南实现种子规模化国产的多年生草种。近 40

年来，纳罗克非洲狗尾草不但作为优良牧草应用于人工草地建植、改良，同时也广泛应用于高

速公路斜坡水土保持、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种子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不需进口的局面。 

纳罗克非洲狗尾草具有适口性好、营养价值高、抗旱、耐酸、抗病、侵占能力强的优良特

性。目前，在云南及南方地区，非洲狗尾草的推广种植面积应在 3万 hm2 以上。在生产应用中，

                                                        
*
基金项目：“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云南省草产业技术体系”资助。 

作者简介：匡崇义（1966- ），男，汉族，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栽培牧草的应用、种子生产、人

工草地的建植及管理利用，草产品（青贮）加工技术开发研究。E-mail：13013313306@163.com 

通讯作者：薛世明（1964- ），男，汉族，研究员。 



2 

 

由于非洲狗尾草的花期较长，成熟种子落粒性强，大面积收获高质量、高发芽率的种子成本较

高，优质不优价。据多年来的种子监测情况，从 2001～2020年的 20年间，种子发芽率从 15%

逐步下降，部分商品种子发芽率仅在 1%～5%之间，并且均通过加大播种量、混播、包衣等方

式应用于生产，均取得了较好的种植效果。 

1  非洲狗尾草的品种选育概况 

1.1  纳罗克是唯一的国审非洲狗尾草品种 

从 1986年全国草品种审定工作开始至今，纳罗克非洲狗尾草是唯一的国审非洲狗尾草品

种。1983年，纳罗克非洲狗尾草从澳大利亚引入云南，通过 10多年的品比试验、区域试验和

生产试验，以及在云南不同气候带的推广种植，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于 1997年申报，

通过国家草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登记为国审草品种，登记号为 181。种子供应根据市场需求，

最多年份的种子数量达 50吨左右，一般情况达 10吨左右，主要产于昆明周边和临沧永德县。 

1.2  省级品种选育 

1.2.1  广西（区）级品种选育 

1981 年～1986 年，广西畜牧研究所从国外引进的卡松古鲁非洲狗尾草（Setaria sphacelata 

cv.Kazungula）杂合群体中选育出卡选 14号狗尾草（Setaria sphacelata cv.Kaxuan 14），于 1986

年在广西通过品种审定，登记为引进品种。 

1.2.2  云南省级品种选育 

云南农业大学和永德县畜牧兽医局利用在永德县种植 30 余年的纳罗克非洲狗尾草进行选

育研究，于 2021年申报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草品种审定委员会登记为“云农１号非洲狗尾草”

育成品种。种子宽卵圆形，千粒重 1.0g左右。 

1.2.3  贵州省级品种选育 

2021年，贵州省草业研究所、贵州大学动物科学学院以 2011年从卡松古鲁狗尾草群体中

选出的优良白穗变异植株为亲本，采用分株繁殖、隔离种植收种、多次单株选择而育成。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获贵州省林草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登记，登记为“黔选 1 号非洲狗尾草”。

成熟种子灰褐色，千粒重 1.18g。 

2  纳罗克非洲狗尾草的特征特性及生态适应性 

2.1  植物学特征 

非洲狗尾草为疏丛型上繁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秆直立，株高 1.5～2 米。具短根茎，须根

发达，入土 40cm左右。茎粗 4-8mm，幼苗茎基部淡紫红色，压扁而具脊。叶线性，长 15-40cm，

宽 7-12mm，光滑无毛；圆锥花序紧缩呈圆柱形，直立或弯曲下垂，长 10-40cm，主轴密被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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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毛，小穂宽卵形，直径 2-3mm，柱头紫色，少数白色。颖果较大，宽卵圆形，直径约 3mm。

染色体=2n=4X=36。种子千粒重一般为 0.4～0.6g。 

2.2  生物学特性 

非洲狗尾草适宜云南热带、亚热带地区种植。植株寿命较长，喜温暖湿润气候，喜肥沃含

氮高的红壤，耐水淹，开花前适口性好，营养价值高，消化率高达 72％。在亚热带地区，多

年平均干物质产量可达 10吨/公顷以上。营养期干物质中粗蛋白 10.47%，粗脂肪 1.89%，粗纤

维 37.9%，灰分 6.95%，无氮浸出物 39.49%。 

非洲狗尾草播期为 6～8月，单播播种量为 1公斤/亩，混播量为 0.3～0.5 公斤/亩，播

种深度以 0.5～2厘米为宜，撒播或条播均可。由于幼苗生长缓慢，播种时需施一定量的氮磷

钾复合肥，同时注意防除杂草，以利幼苗生长。土地全耕、地面平整精细。生长点低，放牧和

刈割对再生影响较小，刈牧兼用，刈割制作青贮或干草、宜在花期进行，放牧利用宜在抽穗前。 

2.3  非洲狗尾草的生态适应性 

2.3.1  成熟种子落粒性强，具有较强的生态适应性和物种自我保护能力 

由于纳罗克非洲狗尾草开花期不一致，种子边成熟边脱落，人工收获的种子很多为空瘪种

子，故人工收获的种子发芽率较低；边熟边落于地间的种子在云南夏秋季能够不断发芽长成正

常植株，因此，纳罗克非洲狗尾草具有较强的生态适应性和物种自我保护的能力。 

2.3.2  种子小而轻，同量种子粒数多，相对繁殖率更高 

纳罗克非洲狗尾草种子千粒重一般只有 0.4g，种子小而轻，是东非狼尾草、多年生黑麦

草、多花黑麦草种子的 1/5 大小，是鸭茅种子的 1/2 大小，是宽叶雀稗种子大小的 1/3.25，

是伏生臂形草种子大小的 1/10，是白三叶种子的 1/1.75 大小，因此，同等重量的种子，非洲

狗尾草的种子粒数更多，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发芽率低的问题，其相对繁殖率更高。 

2.3.3  易开花结实，相对种子产量高 

纳罗克非洲狗尾草在云南 2200m海拔以下的暖温带、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北

热带均可抽穗、开花、结实，完成全生育期，种子均能成熟。在云南种植利用近 40年以来，

累计种植面积达 3万 hm2 以上，种业生产实现了国产化云南生产，据不完全统计，种子产量最

高的年份达 40～50t，有时供应到省外贵州和广西等省（区），应用于生态畜牧业建设和试验示

范等项目。 

2.3.4  分蘖补偿能力强，草地植被盖度高 

虽然非洲狗尾草种子发芽率不高，但幼苗的分蘖能力极强。据试验观测，在非洲狗尾草发

芽率低的草地上植株密度低的情况下，植株分蘖能力较强，可显著弥补种子发芽率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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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种植当年每平方米的分蘖数可达 300左右，第二年分蘖数可达 500左右。因此，非洲狗尾

草具有较强的分蘖补偿能力，建成的草地具有较高的植被盖度。 

2.3.5  郁闭调节能力强，植被立体盖度高 

相反，随着种子发芽率的增高，非洲狗尾草植株地间密度增加，分蘖能力反而减小，当植

株密度较高时，由于群落郁闭度的增加，致使部分幼苗受郁闭而死亡；但由于非洲狗尾草株高

较高达 1.5～2 米，可在不同空间交替分蘖，植株枝条在不同空间得到充分生长，致使其立体

盖度更高。 

2.3.6  自繁更新能力强，具有持续改良草地的生态修复功能 

纳罗克非洲狗尾草种植后极易开花结实，种子分批陆续成熟，成熟种子落于地间极易发芽

长成小苗，特别是在云南夏季，雨热同期使非洲狗尾草幼苗生长快、分蘖加速，为非洲狗尾草

的自繁更新创造了良好的生长条件，通过非洲狗尾草不断的分蘖生长，直至单位面积和空间内

形成相对稳定的分蘖枝，达到郁闭调节的最高立体盖度，因此，非洲狗尾草的生态修复功能较

强。 

3  国家标准 

在最早的国家标准“GB 6142-1985 禾本科主要栽培牧草种子质量分级（已废止）”中，

规定了非洲狗尾草种子发芽率标准“一级种子发芽率应大于 80%，二级种子发芽率应大于 70%，

三级种子发芽率应大于 60%”，该标准由中国农科院草原研究所主持，组织国内高校、科研院

所共 8家单位进行研究制定，经国家标准局于 1985年 6月颁布；该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阅

了苏联国家标准、澳大利亚牧草种子标准和罗马尼亚种子标准等国外文献，并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930-82 牧草种子检验规程》的规定，使制定的标准符合我国牧草种子生

产的水平，使标准有一定的先进性，又有较大的科学性。 

2008年，由农业部牧草与草坪草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负责标准起草修订，

于 2008年 6月 27发布，2009 年 1月 1日实施“GB 6142-2008 禾本科草种子质量分级”代替

“GB 6142-1985 禾本科主要栽培牧草种子质量分级（已废止）”。在该修订的新标准中，规定

了非洲狗尾草的种子发芽率标准为“一级种子发芽率应大于等于 80%，二级种子发芽率应大于

等于 75%，三级种子发芽率应大于等于 70%”。 

4  省级标准 

2007年 2 月 15日，由云南省草山饲料工作站负责起草，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云

南省地方标准“DB53/T 211-2007 纳罗克非洲狗尾草良种生产技术规程”，于 2007 年 3月 1

日实施，该标准根据云南省多年种植利用非洲狗尾草的具体情况和种业生产状况，制定了纳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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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非洲狗尾草的种子质量分级标准，一级种子质量发芽率应大于等于 30%，二级种子质量发芽

率应大于等于 25%，三级种子质量发芽率应大于等于 20%。 

5  制约非洲狗尾草种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5.1  制定标准存在的问题 

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不论是地方标准的制定还是国家标准的制定，应广泛征集各行业的

专家、企业家、行政主管领导等。在此存在的问题是国家标准与省级标准矛盾而差异较大的问

题，云南省是种植利用非洲狗尾草面积最大的省份，是唯一登记国审纳罗克品种的省份，也是

较早制定地方标准的省份，在 2007年 2月 15日发布云南省地方标准“DB53/T 211-2007 纳罗

克非洲狗尾草良种生产技术规程”，但修订的国家标准“GB 6142-2008 禾本科草种子质量分级”

是 2008年 6月 27发布，比云南省的标准晚一年多，二者在发芽率标准上差异较大，同时，修

订的国家标准仅参考了国外资料，未征求国内非洲狗尾草种植面积最大的云南省专家的建议，

导致国家标准与云南省非洲狗尾草种业生产实际严重脱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云南省非洲狗

尾草种业的发展。 

5.2  认识不足限制了非洲狗尾草的应用 

根据热带、亚热带地区多年生禾本科牧草的共性来看，很多人存在认识不到位的问题，如

热区多年生禾本科牧草具有的落粒性、分蘖补偿特性、郁闭调节、休眠特性、自繁更新、持续

改良草地、前期生长缓慢等的生长特性，与温带牧草和一年生农作物生长特性不同，影响了草

地改良和使用者的信心。 

5.3  草地建植技术影响非洲狗尾草的种植效果 

在种植利用非洲狗尾草的技术问题上，只有全面了解非洲狗尾草的生物学特性，充分认识

分蘖补偿特性、落粒性、自繁更新、持续改良草地的特性等技术问题，掌握好播种技术、播种

方法等关键技术环节，才能在生产和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优良草种的优异特性，真正实现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种业振兴。 

6  建议 

通过以上各方面对非洲狗尾草的分析和总结可看出，云南非洲狗尾草种业发展面临较大的

问题，培育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能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种子的草品种确属不易，需要加强

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6.1  立足生产实际，修订国家标准和省级标准 

根据云南多年来的生产实践，邀请省内外专家、企业家、行政管理领导，召开研讨会议，

立足长短结合、立足云南生产实际，研究修订统一的、确实可行的非洲狗尾草良种生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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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云南非洲狗尾草种业发展和振兴实施方案。 

6.2  加强培训和提高认识 

根据非洲狗尾草的特征特性、生长特点，加强各地技术和实践培训，真正认识到非洲狗尾

草种业的培育和振兴对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坚决克服依赖进口的思

想。 

6.3  增加投入，加强种业技术研发 

要立足云南现有基础和条件，增加科研投入，提高种业生产水平，培育具有云南特色的“云

草---纳罗克非洲狗尾草种业生产和加工业”，在满足国内需要的前提下，面向南亚、东南亚出

口，只有这样，才能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纳罗克非洲狗尾草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才能在

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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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taria sphacelata is an excellent cultivated forage in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Yunnan. In 

1983, Yunnan Province introduced the cultivars of Setaria sphacelata from Australia, such as 

cv.Kazungula, cv.Narok, cv.Nasiwa and cv.Nandi, through Sino-Australian cooperation projects, and 

carried out the product ratio and regional tests in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The variety "Narok" was approved by the National Grass Variety Certification Committee in 

November 1997 and registered as a national approved imported variety, the registration number is 

181. After nearly 40 years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Setaria sphacelata cv.Narok has been 

widely planted in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areas of Yunnan, and introduced to Guizhou, Guangxi and 

other provinces for planting.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Setaria sphacelata, 

low seed germination rate, and the great difference in seed quality requirements between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standards, Yunnan Province is faced with many problems for the only grass seed that has 

realized large-scale domestic seed production. In this paper,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taria sphacelata seed industry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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