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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补播速生型冷季牧草对杂交狼尾草
新品系翌年春季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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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张群珧，韩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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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索广东地区杂交狼尾草草地冬播速生型冷季牧草对杂交狼尾草翌年春季产量和品质的

影响。【方法】在刈后冬季休眠的杂交狼尾草行间，补播速生型冷季牧草光叶紫花苕（Vicia villosa）、箭筈豌
豆（V. sativa）和多花黑麦草（Lolium perenne），以不补播为对照，在翌年春季刈割时测定杂交狼尾草的产量
及营养品质。【结果】补播后翌年春季杂交狼尾草产草量和品质均有提高，11 月补播光叶紫花苕、箭筈豌豆、
多花黑麦草和 12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的杂交狼尾草产草量依次为 11 .85、8.85、8.83、7.54 t/ hm2（DM），比不
补播对照分别提高 65.5%、23.6%、23.3% 和 5.3%；杂交狼尾草粗蛋白质含量以补播光叶紫花苕处理最高。
【结论】
补播光叶紫花苕对杂交狼尾草生产性能的综合影响效果最好，其次是 11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箭筈豌豆，12 月
补播多花黑麦草效果欠佳，综合效果低于不补播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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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Overseeding Fast-growing Cold-Season Forage
in Winter on Yield and Quality of the New Strains of
Hybrid Pennisetum in Next Spring
HAN Kawen, SHI Xiulan, WEI Litai, YANG Lei, ZHANG Qunyao, HAN Ruihong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Guangzhou 510225,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e study was carried out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overseeding fast-growing cold-season
forage grass in winter on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hybrid Pennisetum in the next spring in Guangdong hybrid Pennisetum
grassland.【Method】 In the row of hybrid Pennisetum that is dormant after winter castration, the fast-growing cold-season
forage grass Vicia villosa, V. sativa, and Lolium perenne were reseeded in the rows of hybrid pennisetum during the winter
dormancy after mowing, with non-overseeding group as control, and the yield and nutritional quality of hybrid Pennisetum
were determined during spring cutting in the spring of the next year. 【Result】 The results showed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hybrid Pennisetum was improved in the next spring after overseeding. The yield of hybrid pennisetum after the reseeding of
V. villosa, V. sativa, and L. perenne in November and reseeding of Lolium perenne in December was 11.85, 8.85, 8.83 and
7.54 t/ hm2(DM), respectively, an increase of 65.5%, 23 .6%, 23.3% and 5.3% over those of the non-overseeding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The group with the reseeding of V. villosa has the highest crude protein content of hybrid Pennisetum.

收稿日期：2019-03-27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2015A020209187，2016A020207003)；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201607010099）；
广东省土地复垦植被恢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粤科函政字〔2013〕1589 号）
作者简介：韩卡文（1994-），女，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E-mail:1393176852@qq.com
通信作者：石秀兰（1964-），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草业科学，E-mail:shixiulan666@163.com

119
【Conclusion】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the reseeded V. villosa on the production performance of hybrid Pennisetum was
the best, followed by the L. perenne and L. perenne reseeded in November.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L. perenne was poor,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of non-overseeding treatment.
Key words：hybrid Pennisetum; cold-season forage; overseeding; produc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subordinate function

数法分析翌年春季的干草产量及品质状况，以期
筛选最佳补播组合，为广东地区杂交狼尾草的生
产利用提供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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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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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广州市番禺区仲恺教学科研基
地，该地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平均
气 温 21.8 ℃ ， 极 端 最 高 气 温 37.2 ℃， 极 端 最
低温 -0.4 ℃；年均降水量 1 635.6 mm，多集中
在 4~9 月份，无霜期年约 352 d；年平均日照时数
1807.6 h。试验地土壤为红黏土，全氮 1.13 g/kg、
有效磷 28.8 mg/kg 、速效钾含量为 54.8 mg/kg，有
机质含量为 28.7 g/kg。试验期间（2017 年 11 月—
2018 年 4 月）温度和降雨量如图 1 所示。

气温 Air temperature（℃）

【研究意义】广东人多耕地少，缺草少粮，
导致畜牧业生产与发展很不平稳。优化畜牧业结
构，推广肉牛、肉羊等是广东草地畜牧业发展战
略。“草”和“种”是促发展关键。杂交狼尾草
（Pennisetum americanum×P. purpureum） 属 多 年
生丛生型高大禾本科草本植物，生长快，产量高，
是草食家畜优质饲料和淡水鱼类青饵料［1］。杂交
狼尾草是广东省主栽的当家草种，仅饶平县种植
面积就有 80~93 hm2［2］。但杂交狼尾草属暖季饲草，
秋冬季处于休眠或半休眠状态，供青期只在盛夏
季节，11 月至翌年 3 月为空青期，优质饲草季节
性缺乏成为制约广东草食畜牧业发展的瓶颈。杂
交狼尾草种植行距一般 45~60 cm，秋季刈割后到
翌春约有 120~150 d 处于休眠阶段，行间地块处
于“闲置”状态。如何有效利用这些短期闲隙土
地种植一年生牧草，发挥植物间的共生互补作用，
补充冬春季青饲料供给不足的问题 , 是值得研究
的重要问题。
【前人研究进展】为解决饲草季节供应矛盾，
美国率先开展饲草生产互补系统研究，即在休眠
的多年生暖季型草地上补播 1 年生冷季型禾草或
豆科牧草。有研究在美国 Alabama 州的海岸狗牙
根（Costal Bermudagrass） 草 地 补 播 多 花 黑 麦 草
（ltalian ryegrass），可使放牧时间从 178 d 延长
至 240 d［3］。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研究，秋季
在四川、贵州等地的暖季型草地上补播多花黑麦
草、1 年生豆科牧草，可明显提高草地质量和产
量［4-5］。杨中艺等［6 ］提出了“多花黑麦草 - 水稻”
草田轮作，与互补系统原理类似。建立适宜的冷
暖季饲草互补生产系统，均衡饲草供应，是目前
开展南方牧草生产研究的热点问题。
【本研究切入点】秋冬季节在多年生暖季
型草地上补播速生型冷季牧草能否成功的关键因
素：一是补播草种能否成功定植；二是多年生暖
季牧草翌年能否顺利返青，恢复生长。目前有关
杂交狼尾草草地冬季补播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报
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以仲恺农业工
程学院自育品系杂交狼尾草新品系［7］为研究对象，
采用免耕补播技术在杂交狼尾草行间补播 1 年生
冷季牧草，旨在探究冬季补播不同草种对杂交狼
尾草新品系春季生长状况的影响，并利用隶属函

时间 Time
数据来源于广州市番禺气象局网站
The data are collected from the website of Guangzhou
Panyu Meteorological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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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验地区气温和降雨量
Temperature and rainfall in the pilot area

试验材料
以 2017 年 6 月利用种茎扦插繁殖的杂交狼
尾草新品系为研究对象，补播草种为豆科箭筈
豌 豆（Vicia sativa， 发 芽 率 90% )、 光 叶 紫 花 苕
（Vicia villosa，发芽率 90% )，禾本科多花黑麦
草（Lolium multiﬂorum，发芽率 90% )。
1.3 试验方法
试验设 4 个处理，2017 年 11 月 14 日补播箭
筈豌豆、光叶紫花苕、多花黑麦草，12 月 7 日补
播多花黑麦草，以不补播为对照。采用田间随机
区组设计，每个处理 3 次重复，小区面积 15.6 m2

120
（6 m×2.6 m），条播行距 15 cm，播种量按理论
最大播种量计算，分别为 90、75、25 kg/hm2。
杂交狼尾草新品系试验地于 2017 年 6 月建
植，条播，株行距 30 cm×60 cm，密度 4.5 万株
/hm2，四周设 1 m 保护行，区组间隔 1 m。11 月
11 日刈割，留茬高度 20 cm，按试验设计在刈后
草地行间补播草种。播前采用免耕法清除行间杂
草，耙松表土；播后适当浇水确保田间出苗率，
后期进行粗放管理，期间未进行施肥，以免对杂
交狼尾草越冬不利。
1.4 测定标指及方法
2018 年 3 月 28 日每小区随机选取代表性杂
交狼尾草株丛 10 丛，测量株高、叶层高、分蘖数、
冠幅直径，然后按留茬 15 cm 刈割，从中随机选
取 10 丛测鲜产，3 次重复［8-9］；65℃烘至恒重，
称干重，以鲜草产量和干物质含量计算干草产量，
并换算成每公顷草地干物质产量。干鲜比、茎叶
比按照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程［8］测量计算。
将测完茎叶比的干样混合后送至广州汇标监测中
心进行粗养分测定。粗蛋白 (crude protein，CP)、
粗纤维 (crude fiber，CF) 、粗脂肪 (ether extract，
EE)、粗灰分 (Ash) 分别按照 GB/T6432-1994、GB/
T6433-2006、GB/T6434-2006、GB/T6438-2007
方法测定；无氮浸出物 (nitrogen free extract，NFE)
含量（%）=100%- 粗蛋白质 %- 粗脂肪 %- 粗纤
Table 1

Treatment
12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
Reseeding of Lolium multiﬂorum in December
11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
Reseeding of Lolium multiﬂorum in November
Reseeding of Vicia sativa
补播光叶紫花苕
Reseeding of Vicia villosa
未补播（CK）
Non-reseeding(CK)

2

结果与分析

2.1

补播对杂交狼尾草新品系农艺性状的影响
从图 1、表 1 可以看出，试验期间平均温度
＞ 12℃，最低温度＞ 5℃，不同处理杂交狼尾草
新品系仍有缓慢生长，株高及叶层高度均以补播
箭筈豌豆处理最高（118.57 cm 和 100.40 cm），
其 次 是 补 播 光 叶 紫 花 苕 处 理（114.63 cm 和
96.30 cm）， 均 显 著 高 于 CK；其他处理与 CK
无显著差异。不同处理均有抽穗现象，从植株绝
对高度与叶层高度差可间接反映抽穗状况，补播
豆科处理抽穗相对迟缓。12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处
理每丛分蘖数最多（59 个），CK 分蘖数最少为
45 个，各处理间分蘖数差异不显著。

表 1 杂交狼尾草系株高及草层高度变化
Changes of plant height and grass layer height of hybrid Pennisetum

处理

补播箭筈豌豆

维 %- 粗灰分 %［10］（式中 4 个指标均为建立在
干物质基础上的百分含量）。粗蛋白产量 = 干草
产量 × 粗蛋白含量 %。
不同处理杂交狼尾草新品系干草产量、营养
品质，采用模糊数学隶属函数法进行综合评价，
根据以下公式［11］ 计算单个指标的隶属函数值，
再求各处理的平均隶属函数值。
X(μ1) ＝ (X － Xmin)/(Xmax － Xmin)
采用 EXCEL2013 和 SPSS21.0 软件进行数据
初步整理、统计分析，用 Duncan 新复极差法进
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株高

叶层高

株高 - 叶层高

Plant height

Grass layer height

Plant height minus grass

（cm）

（cm）

layer height（cm）

99.23±4.9670b

78.23±5.5209c

20.93±2.2878a

59±6.0644a

88.92±7.6438b

107.23±5.7955ab

80.63±3.8220bc

26.60±4.6576a

55±5.5075a

79.38±7.0910bc

118.57±4.8902a

100.40±5.4249a

18.17±0.9351a

55±7.2111a

107.45±3.9434a

114.63±3.8489a

96.30±3.1564ab

19.07±1.8509a

53±5.8594a

110.60±4.2194a

102.90±2.9103b

78.17±5.5209c

24.73±4.3803a

45±2.3333a

62.77±0.4630c

每丛分蘖数
Tiller number

冠幅
Crown width
（cm）

注：同列数据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
Note：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冠幅是描述禾本科植株叶片密度及生长分
散程度的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植株生长的
特性［12］。不同处理中冠幅直径以补播光叶紫花
苕组最大，其次是补播箭筈豌豆处理，分别为
110.60、107.45 cm，高出 CK 76%、71%，补播箭

筈豌豆处理、光叶紫花苕处理显著高于补播多花
黑麦草处理及 CK。
2.2 补播对杂交狼尾草新品系生产性能的影响
补播处理株丛生物量、干草产量均高于 CK
（表 2），从大到小依次为：补播光叶紫花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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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箭筈豌豆处理＞ 11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组＞
12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处理＞ CK，补播光叶紫花
苕处理比 CK 增产 4.31 t/hm2，并显著高于其他处
理，补播箭筈豌豆处理、11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处
理、12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组分别 比 CK 增产 1.69、
1.67、0.38 t/hm2，但差异不显著。
茎叶比是评价牧草营养价值优劣指标之一，
茎叶比越小，牧草的适口性及消化率越好，其营
养价值也越高［13］。由表 2 可知，不同处理间杂

交狼尾草新品系茎叶比分布范围在 0.926~1.203 之
间，新品系叶量最高为补播光叶紫花苕处理，补
播箭筈豌豆处理叶量低于 CK。干鲜比从大到小
依次为：CK ＞ 11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处理＞ 12 月
补播多花黑麦草处理＞补播光叶紫花苕处理＞补
播箭筈豌豆处理；干鲜比越小说明植株含水量越
多，植株越鲜嫩，适口性也越好，本试验结果表明，
补播豆科牧草处理含水量相对较高，其次是补播
禾本科牧草处理，CK 含水量最低。

表 2 杂交狼尾草产草量、茎叶比、干鲜比变化
Table 2 Changes of grass yield, stem and leaf ratio, dry and fresh weight ratio of hybrid Pennisetum
处理
Treatment
12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
Reseeding of Lolium multiﬂorum in December
11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
Reseeding of Lolium multiﬂorum in November
补播箭筈豌豆
Reseeding of Vicia sativa
补播箭筈豌豆
Reseeding of Vicia sativa
未补播（CK）
Non-reseeding(CK)

株丛干重

株丛鲜重

Hay yield of bunch

Fresh yield of bunch

（kg，DM）

（kg，FM）

0.1885±0.0030b

干草产量

茎叶比

干鲜比

S/L ratio

D/F ratio（%）

0.8229±0.0135c

0.978

22.91

7.54±0.1233b

0.2206±0.0102b

0.8603±0.0426bc

1.071

25.73

8.83±0.4112b

0.2211±0.0131b

1.0382±0.0618b

1.203

21.30

8.85±0.9123b

0.2964±0.0268a

1.3152±0.1192a

0.926

22.53

11.85±1.07468a

0.1790±0.0024b

0.6679±0.0093c

1.072

26.81

7.16±0.0993b

Yield of grass
（t/hm2，DM）

注：同列数据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
Note：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2.3

补播对杂交狼尾草新品系营养品质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不同补播处理组杂交狼尾草新
品系的粗蛋白含量表现为：12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
处理（8.29%）＞补播光叶紫花苕处理（8.17%）
＞ CK（8.04%）＞补播箭筈豌豆处理（6.86%）

＞ 11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处理（6.46%）；粗纤维
含量表现为：12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处理（41.00%）
＞补播箭筈豌豆处理（32.30%）＞ CK（31.00%）
＞ 11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处理（29.40%）＞补播
光叶紫花苕处理（28.80%）。牧草粗蛋白、粗纤

表 3 杂交狼尾草营养物质含量及产量变化
Table 3 Changes of contents and yields of crude nutrient components strain of hybrid Pennisetum
粗蛋白质 粗纤维产 粗脂肪产

无氮浸出

粗灰分

处理

产量

量

量

物产量

产量

粗蛋白

粗纤维

粗脂肪 无氮浸出物

粗灰分

Treatment

CP yield

CF yield

EE yield

NFE yield

ASH yield

CP (%)

CF (%)

EE (%)

NFE (%)

ASH (%)

(t/hm2)

(t/hm2)

(t/hm2)

(t/hm2)

(t/hm2)

0.6250

3.0914

0.0528

2.9941

0.9802

8.29

41.00

0.70

39.71

10.30

0.5704

2.5960

0.0442

4.7717

0.8477

6.46

29.40

0.50

54.04

9.60

0.6071

2.8586

0.0266

4.5524

0.8054

6.86

32.30

0.30

51.44

9.10

0.9681

3.4128

0.0948

6.2367

1.1376

8.17

28.80

0.80

52.63

9.60

0.5757

2.2196

0.0644

3.6631

0.6372

8.04

31.00

0.90

51.16

8.90

12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
Reseeding of Lolium multiﬂorum in December
11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
Reseeding of Lolium multiﬂorum in November
补播箭筈豌豆
Reseeding of Vicia sativa
补播箭筈豌豆
Reseeding of Vicia sativa
未补播（CK）
Non-reseeding (CK)

注：粗纤维、粗脂肪、无氮浸出物和粗灰分含量均为基于干物质基础的测定值。
Note: The contents of CF、 EF、NTE and ASH are the measured value hased on dry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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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含量与植物高度有很大关系，本试验中 12 月补
播多花黑麦草组杂交狼尾草植株高度最矮，粗蛋
白含量最高，但同时粗纤维、粗灰分含量也高于
其他处理。
单位面积营养物质产量能准确反映饲用植物
和种植制度的生产价值［10,14］。本试验中补播光叶
紫花苕处理各营养物质产量均位居首位，其中粗
蛋白产量高出 CK 68%，除了 11 月补播多花黑麦
草处理粗蛋白质产量低于 CK 0.9% 外，其他补播
处理粗蛋白产量均高于 CK。
2.4 模糊隶属函数的综合评价
从营养价值来看，粗蛋白质是牧草中的主要
营养物质；粗脂肪和无氮浸出物是主要的热能物

质；粗灰分为牧草中的矿物质，直接影响家畜的
生长发育。因此，这 5 个指标的测定值越高，牧
草的营养价值就越高，品质越好。粗纤维是主要
的能源物质之一，但其含量与消化率呈负相关，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粗纤维含量越低越好［15-16］。
平均隶属函数值可表示综合指标的相对优劣，平
均隶属函数值越大，综合营养品质越佳［17］，以
此计算不同处理下干重及营养成分的平均隶属函
数值。结果（表 4）表明，平均隶属函数值以补
播光叶紫花苕处理最高（0.8196），其次是 11 月
补播多花黑麦草处理 （0.4546），补播箭筈豌豆
处理排第 3 位（0.3225），数值最小是 12 月补播
多花黑麦草处理，低于 CK。

表 4 杂交狼尾草产量与品质的隶属函数值
Table 4 The subordinate function value of yield and quality of hybrid Pennisetum
处理

干草产量

粗蛋白产量

粗纤维产量

粗脂肪产量

无氮浸出物产

粗灰分产量

平均值

排序

Treatment

Yield of grass

CP yield

CF yield

EE yield

量 NFE yield

ASH yield

Mean

Rank

0.0802

0.1337

0.2700

0.3859

0.000

0.2780

0.1913

5

0.3635

0.0000

0.6790

0.2601

1.000

0.4250

0.4546

2

0.3584

0.0873

0.4669

0.000

0.8680

0.3343

0.3525

3

1.000

1.000

0.000

1.000

0.9174

1.000

0.8196

1

0.000

0.0098

1.000

0.5559

0.3745

0.000

0.3234

4

12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
Reseeding of Lolium multiﬂorum
in December
11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
Reseeding of Lolium multiﬂorum
in November
补播箭筈豌豆
Reseeding of Vicia sativa
补播箭筈豌豆
Reseeding of Vicia sativa
未补播（CK）
Non-reseeding (CK)

3

讨论

3.1 补播对杂交狼尾草新品系翌年春季产量构成
的影响
高度和盖度是牧草群落的两个数量特征，能
反映出草地群落的生长状况、牧草产量状况［18］。
本研究 2017 年冬季在休眠的杂交狼尾草新品系行
间补播冷季速生型 1 年生豆科（箭筈豌豆、光叶
紫花苕）、禾本科（多花黑麦草）草种，2018 年
春季发现，11 月份补播对杂交狼尾草新品系株高、
草层高度、分蘖数、冠幅均有一定促进作用，各
指标均高于不补播对照组，尤其是补播豆科处理
牧草高度、冠幅显著高于对照，而补播多花黑麦
草处理与对照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箭筈
豌豆、光叶紫花苕具有匍匐生长习性，能更好覆
盖地面，避免土壤水分蒸发，提高地温；豆科牧
草与禾本科牧草混播可互惠互利，豆科牧草直根
系能够固氮，在免耕补播时随着根系向土层深处

生长，能有效破除土壤板结，提高土壤孔隙度，
涵养水源，有利于禾本科牧草生长。而多花黑麦
草为丛生型须根系，采用条播对地面覆盖能力相
对较差，根系分布浅与杂交狼尾草存在一定的资
源竞争。
杂交狼尾草温度大于 10℃时仍能生长。本研
究中，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试验地平均温
度＞ 12℃，最低温度＞ 5℃，11 月补播后的灌溉
及 12 月份后降雨增多，不补播的杂交狼尾草新品
系冬季仍有缓慢生长，但与补播处理相比生长处
于弱势。延迟补播时间对成功建立冷暖季饲草混
播系统有一定影响，本试验在 12 月份补播多花黑
麦草，田间观察前期多花黑麦草出苗相对缓慢，
难以发挥地面覆盖作用，随着温度升高，春季降
雨量增多，后期生长速度较快，对促进杂交狼尾
草株高作用并不明显，只对分蘖数和冠幅的提高
有一定作用。各处理中以补播光叶紫花苕处理产
量显著大于其他处理，其他补播处理虽然产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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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对照，但无显著差异，这与杨春华等［19］、
侯典超等［13］、舒思敏等［4］的研究结果类似。
3.2 补播对杂交狼尾草新品系春季营养品质的影响
牧草中的粗蛋白和粗纤维含量是影响牧草
营养价值的最主要因素［20-23］，并且在一定程度
上起决定作用，营养价值高的牧草，粗蛋白质含
量高，粗纤维含量低。冬季在休眠的杂交狼尾草
新品系行间补播冷季速生型１年生饲草，对提高
杂交狼尾草单位面积粗蛋白质产量有一定促进作
用。本试验结果表明，杂交狼尾草新品系养分
（粗蛋白、粗纤维、粗脂肪、粗灰分、无氮浸出
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均以补播光叶紫花苕处理最
高，其中粗蛋白产量高达 0.9681 kg/hm2，高出对
照 68%；11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粗蛋白产量低于不
补播对照 0.9%。对照由于干草产量低，因此单位
面积粗纤维、粗蛋白产量均较低。
任继周［21］认为，粗纤维≤ 27% 为上等牧草，
介于 27%~34% 之间的为中等牧草，≥ 34% 为下
等牧草。本试验中 12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处理粗
蛋白含量最高、达 8.29%，粗纤维含量最高、为
41%，而其他处理粗纤维含量介于 27%~34% 之
间，以补播光叶紫花苕处理最低，主要是杂交狼
尾草茎叶比最小，叶量多，营养价值相对较高；
其次是 11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处理为 29.4%，对照
为 31%，补播箭豌豆处理的杂交狼尾草茎叶比最
大，茎秆相对粗壮，粗纤维为 32.3%。舒思敏等［4］
研究秋季在牛鞭草草地补播光叶紫花苕、豌豆、
箭筈豌豆，认为也是以补播光叶紫花苕表现好于
箭筈豌豆。
3.3 补播对杂交狼尾草新品系春季生产性能和品
质的综合评价
优质饲草生产要产量、品质兼顾，营养品
质包括粗蛋白质、粗纤维、粗脂肪等多方面，
单一指标难以精确评价。隶属函数法可以消除
个别指标带来的片面性，使各处理的差异具有
可比性［17，22］，因此本研究利用隶属函数法对
各补播组合的干草产量、营养物质产量进行了
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在杂交狼尾草草地补播
１年生饲草，11 月中旬各补播综合评价好于未
补播对照及 12 月补播处理，以补播光叶紫花苕
最好，是最适补播模式；其次是 11 月中旬补播
黑麦草，而补播箭筈豌豆处理排第 3 位；冬季
延迟补播时间会造成暖季草春季生产性能下降。
冬季在杂交狼尾草休眠期间补播速生型冷季
草种的目的，一是为获得冬季补播饲草产量，二
是在不影响杂交狼尾春季生长的情况下提早收获

优质杂交狼尾草。本试验只针对补播后杂交狼尾
草春季产量和品质进行了分析，今后还需对补播
后冷季饲草生产性能的表现及补播对土壤理化性
质的影响作进一步研究。

4

结论

广东地区冬季在杂交狼尾草新品系行间补播
冷季速生型豆科、禾本科草种，既可增加饲草产
量，又可提高单位面积土地利用效率，但只有把
握适宜补播时机、选择适宜补播草种才能更好发
挥共生互惠作用。试验结果表明，杂交狼尾草新
品系行间补播光叶紫花苕，对提高杂交狼尾草干
草产量与营养品质有显著效果，综合评价表现最
优；其次是 11 月补播多花黑麦草组合、箭筈豌豆
组合；而延迟补播时间对春季杂交狼尾草产量和
品质的改善效果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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