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遗传资源学报２０１０，１１（１）：１－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中国两南横断山区的野生鸭茅资源
钟

声，黄梅芬，段新慧

（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昆明６５０２１２）

摘要：中国西南横断山区广泛分布野生鸭茅资源，包括鸭茅亚种和喜马拉雅鸭茅亚种。二者的分布范围相近，但在形态及物
候发育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鸭茅亚种的主要农艺性状优于喜马拉雅鸭茅亚种。两个亚种在人工控制条件下可以杂交形成三倍
体后代，但自然状态下尚未发现二者杂交的确切证据。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对两个鸭茅亚种的基础研究，但从保护和利用研究角
度出发，开展的工作较少。从来源角度分析，喜马拉雅鸭茅亚种为当地起源类型，鸭茅亚种为外来归化种的可能性较大。由于喜
马拉雅鸭茅面临鸭茅亚种的竞争威胁，因此应加强中国喜马拉雅鸭茅亚种野生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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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茅（Ｄａｃｔｙｌｉｓ

Ｌ．）是温带著名牧草，

形态及发育特征，野生鸭茅又可进一步细分为欧洲

具有耐阴、耐旱、耐贫瘠和持久性强等优点…，是中

型和地中海型，前者为夏季生长、冬季休眠型，后者

国温带及南方中高海拔地区生态建设中的骨干草

则正好相反。目前世界上广泛栽培的主要是起源于

种拉，。鸭茅起源于北半球，包括欧亚大陆和北非等

欧洲的四倍体鸭茅亚种（Ｄａｃｔｙｌｉｓ

地＂１。自然界中的野生鸭茅主要有四倍体和二倍

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ａ）旧Ｊ，二倍体鸭茅亚种栽培利用较少。但

体两种类型，两种倍型都包含多个亚种”４ ｏ，相同倍

作为育种材料，国外已培育了许多品种｜３≯４。。中国

型不同亚种间普遍能够自由杂交＂’５ ｏ。根据起源、

是鸭茅的起源地之一，但迄今为止，我国仅有少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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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个野生鸭茅栽培品种，新品种培育及登记尚为空

８００—３５００ｍ。多呈点状或小范围内连续分布，地域

白ｏ“。对国外鸭茅栽培品种及种子的严重依赖，已

性特征不如喜马拉雅鸭茅强。多出现于人为活动频

成为中国西南中高海拔地区草地生态建设中的重要

繁的路边、草地或农田，局部地段可以成为优势种。

不利因素。本文仅对横断山区野生鸭茅资源的主要

在海拔１５００～３５００ｍ的中温带至寒温带，经常可以

类型、特点、分类、分布及研究利用现状作专题讨论，

观察到两个鸭茅亚种混生，但尚未观察到二者通过

为加快该地区野生鸭茅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借鉴。

自然杂交产生过渡类型的确切证据。

横断山区野生鸭茅资源的主要类型

１

及分布
中国西南横断山区野生鸭茅资源分布广泛…。
核型研究结果表明，横断山区野生鸭茅有二倍体和
四倍体两种类型。二倍体为喜马拉雅鸭茅亚种
（Ｄａｃｔｙｌｉｓ

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ａ

茅亚种（Ｄａｃｔｙｌｉｓ

ｓｕｂｓｐ．ｈｉｍａｌａｙｅｎｓｉｓ），四倍体为鸭

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ａ Ｌ

ｓｕｂｓｐ．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ａ）。喜

马拉雅鸭茅亚种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包
括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西部ｐ４引。依据笔者近１０
年来考察结果，喜马拉雅鸭茅在中国西南主要分布

图１

于青藏高原边缘及横断山脉地区，包括西藏、青海、
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及湖北等地（图１），低于２５

布的海拔范围可达１０００～４５００ｍ，气候范围可达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ｕｂｓｐ．

ｈｉｍａｌａｙｅｎｓ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Ｎ

的我国南方地区尚未发现。喜马拉雅鸭茅在中国分

喜马拉雅鸭茅在中国的主要分布区域

Ｆｉｇ．１

２

两个鸭茅亚种的主要差异

温带至中亚热气候带。但以海拔１８００—３５００ｍ寒

横断山区的两个鸭茅亚种无论是外形特征还是

温带至中温带的林缘、疏林和草地上较常见。在各

生长发育均存在明显差异（表１），尤其是花序（图２）

种植被类型中，基本上以伴生种形式出现，未发现由

和小穗被毛特征（图３）差异使得二者较容易区别。

喜马拉雅鸭茅作为建群种或优势种形成的天然草

此外，相同条件下喜马托雅鸭茅亚种的叶片气孔也明

地。从大范围角度看，喜马拉雅鸭茅在自然分布区

显较鸭茅亚种小。二者生长发育的主要差异表现在：

域内展现出连续分布的特点。但受人为活动的干预

喜马拉雅鸭茅亚种开始分蘖的时间通常比鸭茅亚种

及植被的破坏，以及横断山区复杂多样的的地形及

晚１—２周，第１分蘖通常出现在第３片叶的叶腋处，

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喜马拉雅鸭茅在局部地区存在

而鸭茅亚种第１分蘖则通常出现在第２片叶的叶腋

间断分布、独立进化的趋势。鸭茅亚种在中国西南

处；喜马拉雅鸭茅亚种在自然分布区域通常表现为早

分布范围总体来说较喜马拉雅鸭茅更为广泛，但

熟，全生育期较鸭茅亚种短２个月以上，但在亚热带

海拔分布范围较喜马拉雅鸭茅稍低，通常情况下为

异地种植时，喜马拉雅鸭茅亚种的生育期则更长。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喜马拉雅鸭茅亚种与鸭茅亚种的主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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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有直接栽培利用价值，但为一种很好的育种材
料¨“。遗传学研究结果表明，喜马拉雅鸭茅亚种之
间同源性较高，遗传差异较小；与四倍体栽培种相比
较，喜马拉雅鸭茅亚种在核型、花粉数量、种子千粒
重、酯酶和过氧化物酶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１“；从
分子水平分析，横断山区野生鸭茅遗传变异及染色
体倍性与地理分布密切相关¨。１。“。用秋水仙素处
理萌动种子，获得了混倍体喜马拉雅鸭茅（同一植
株根尖中二倍体细胞和四倍体细胞混存），混倍体
鸭茅的形态学特征及生长发育均与二倍体无明显差
异¨“。从混倍体鸭茅自然传粉后代中，获得了喜马
图２

喜马拉雅鸭茅亚种ｆ左）与鸭茅亚种（右）的花序形态

拉雅鸭茅的同源四倍体。从开发利用角度，中国西

Ｔｈｅ ｐａｎｉｃｌ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ｓｕｂｓｐ．

南地区鸭茅亚种目前登记了３个栽培品种＂１，但在

Ｆｉｇ．２

ｈｉｍａｌａｙｅｎｓｉｓ（１ｅｆｔ）ａｎｄ ｓｕｂｓｐ．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ａ（ｒｉｇｈｔ）

实际生产中推广应用范围不大。喜马拉雅鸭茅亚种
作为育种材料，从利用角度来看所开展的工作目前
较少。主要原因有：同源四倍体的气孔和种子均较
二倍体大，但形态、发育与二倍体差异较小¨…。以
喜马拉雅鸭茅亚种的同源四倍体为母本，与横断山
区的鸭茅亚种杂交，获得的杂交Ｆ．为四倍体，其形
态学特征及物候发育均介于亲本之间，早期生长与
四倍体鸭茅亚种相当，优于喜马拉雅鸭茅亚种，繁殖
性能与喜马拉雅鸭茅亚种相近，强于鸭茅亚种，分
蘖、再生性及干物质产量均强于喜马拉雅鸭茅亚种，
但明湿不如鸭茅亚种Ⅲ１。以喜马拉雅鸭茅亚种为
母本，与横断山区鸭茅亚种进行杂交，获得了杂交三

图３喜马拉雅鸭茅亚种（左）与鸭茅亚种（右）

倍体后代，所获三倍体后代小穗被毛特征介于亲本

及杂交后代（中）的小穗特征

之间（图３），但高度不育，其早期生长、分蘖、再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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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ｍｉｄｄｌｅ）

中国对横断山区野生鸭茅资源的

研究与利用
尽管文献对中国西南横断山区野生鸭茅资源早
有记载，但中国从牧草资源研究与利用角度开展工

明显优于母本二倍体。杂交三倍体开放传粉后代倍
性复杂，混倍体、四倍体和五倍体都有旧川。上述表
明横断山区的两个鸭茅亚种存在自然杂交的可能
性，但自然状态下，尚未观察到二者自然杂交形成的
过渡类型后代，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４讨论
４．１横断山区两个鸭茅亚种的可能来源

作则只是近ｌＯ多年的事。１９９４年，四川农业大学

国外普遍依据野生鸭茅的自然分布地区、染色

张新权等…１在中国首次报导了横断山区野生鸭茅

体倍性特征以及形态特征等的差异，在鸭茅种以下

资源的核型，证实了野生二倍体的存在。周自玮

分出许多亚种＂巧一’。依据《中国植物志》记载，中国

等¨引进一步证实野生二倍体鸭茅中存在２Ａ和２Ｂ

鸭茅属含１个种、２个亚种。其中，鸭茅亚种分布于

两种类型。从生物学特性及主要农艺性状角度的研

中国西南、西北诸省区，在河北、河南、山东、江苏等

究结果表明，喜马拉雅鸭茅亚种与鸭茅亚种在生长

省有栽培或因引种而逸为野生，喜马拉雅鸭茅亚种

发育时间、速度上明昆不同，喜马拉雅鸭茅亚种前期

分布于西藏吉隆一ｏ。笔者查阅了中国农业科学院

生长缓慢，后期生长迅速，但从产草量、再生性、茎叶

草原研究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中国西南的西藏自治

比等主要农艺性状角度分析，喜马拉雅鸭茅亚种没

区、贵州省等地采集的鸭茅标本（均只定了种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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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定亚种名），结果多数为喜马拉雅鸭茅亚种，从采集
人对少数标本特别注明“有纤毛”（即原亚种）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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