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清新丽禾草坪有限公司译    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 www.sino-green.com.cn 

 

 

百慕达品种是Ultradwarf的诱变？ 

业界传闻ultradwarf品种发生变异意味着果岭会恶化？ 

BY J. EARL ELSNER 

在 90 年代末，ultradwarf

百慕大品种挑战了 Tifdwarf

暖季型高尔夫球场的主导

地位。2008 年，它们是南部

大多数高尔夫球场的选择

品种。它们的果岭速度，平

滑度，均一度收到高尔夫球

员的欢迎。它们明显缺乏突

变性激励了球场管理者。 

超过 14,000 个果岭种植了

Ultradwarf 品种，并且它似

乎不会像Tifdwarf一样会在

推杆果岭上发生表面质量

恶化。Tifway 和其他品种果

岭边缘都出现了侵蚀的例

子。来自生产地域或苗圃的

前期果岭植物得以留存的

地方和极少数有污染物的

地方介绍的很少。10 年，

14,000 个有很少污染问题

的果岭是一个了不起的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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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ltradwarf 生产地域观察到匍匐茎或地上茎突变。这些突变可以各种形态的形式发生，但认证机构和生产商的努力工作，可以

确保这些会很少出现在球场上。 

 

虽然，在ultradwarf生产

地域，尚未发现明显罕见的

突变型植物。一般这些都是

有网球到篮球大小的个别

斑块。不同的形态，它类似

于Tifgreen和Tifdwarf果岭

和生产地域得非典型植物。

所以，问题变成 ：为什么

ultradwarf突变在生产地域

生存，但在果岭上不生存？ 

 

本文谈及了关于百慕大

果岭突变品种的几个问题。

希望这会减轻球场管理者

担心ultradwarf果岭表面会

像Tifgreen和Tifdwarf一样

的心理。重要的一点是鼓励

种植者和认证机构继续努

力。 

 

所有以DNA为基础的有

机体有基因突变，其中的一

些突变更甚于另一些突变。

种系突变是核DNA用于发

展优势品种的遗传特征的

重要来源。线粒体DNA突变

是达尔文进化模式的基础，

这表明，现代人类有一个共

同的女性非洲祖先，支持了

有关人类迁徙路线不包括

非洲的理论。体细胞基因突

变是油桃，脐橙，新奇的观

赏植物的来源，以及

Tifdwarf（Burton，1965年）

和ultradwarfs的来源。 

 

关于果岭突变会造成的

恐惧和害怕的讨论，随着体

细胞突变，Tifdwarf和

ultradwarfs将不再存在。在

Drs. Glen Burton (1971)，众

多C. dactylon x C. 

transvaalensis幼苗，韦恩.

汉娜，和查尔斯.塔利亚费罗

的方案已经和Tifdwarf或

ultradwarfs的耐修剪性相同。

然而，诱变育种和自然突变，

在Tifgreen上发生的复杂突

变体已用于提供发展高尔

夫球手要求的快速果岭速

度和表面质量的必要条件。 

 

在 ultradwarf 生产地域观

察到匍匐茎或地上茎突变。

这些突变可以各种形态的

形式发生，但认证机构和生

产商的努力工作，可以确保

这些会很少出现在球场上。 

 

在草坪草无性繁殖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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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计划重，自然产生的体细

胞突变的数量，导致数不同

植物的形态变异，但纪律非

常小。Caetano异常形容

Tifgreen基因组不稳定， 

Tifgreen体细胞突变低于

1/10
8（Caetano异常，2002）

核苷酸一代。另一方面，

Tifway基因组描述为稳定。

Caetano异常的数据与基金

会和其他从来没有发生突

变记载的Tifway苗圃的一

致。迄今为止，Tifway种植

中调查过的非典型植株都

是被引入的外来资源所污

染的。 

 

1/10
8在得突变体似乎是

一个几乎微不足道的数目。

但是，如果假设提出，每个

百慕大匍匐茎节点（节点有

至少两个潜在的侧芽，每个

侧芽等于一个核苷酸代）代

表一个核苷酸生成，然后节

点在生产地域，或果岭，它

不应该是不足为奇的突变

可能是在Tifgreen问题及其

衍生生态型.这一简单的相

关性还强调，频繁收获小枝

区域有较高的突变的风险，

相比相对稳定果岭环境。在

生产地域，每次收获后产生

大量的营养芽。每当一个新

的营养芽形成，染色体有发

生变化的风险，它可以产生

一个不同的形态和生长特

征的新植物。幸运的是，大

多数突变是没有竞争力，不

会在群体中长存，但是确实

存在导致相当大破坏的可

能。 

 

笔者看到在世界各地草

皮农场和果岭由Burton 和

Powell（1971年）描述的形

态类型的例子很多。它们的

生长率各有不同，像

Tifgreen比ultradwarfs更矮，

叶片颜色从淡黄色到深绿

色，多产种穗到几乎没有种

穗，狭长的叶片到宽短的叶

片，伴随着对除草剂，高温，

和凉夜的反映不同而不同。

看来，一个几乎无限多的形

态类型是可以出现在

Tifgreen集合体的。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

Tifgreen集合体突变的潜力

是在其他群体成员中保持

主导地位的，无论是

Tifdwarf， ultradwarf，或其

他选择。此外，利用各种

DNA指纹技术的几个实验

室的研究一致显示，目前每

个ultradwarf品种与Tifgreen，

Tifdwarf和较远比较稳定

Tifway（Goatley等，2005年; 

Williams，2003年）密切相

关。因此，它不应该是发生

在ultradwarf生产地域意外

的突变。实地视察支持这些

结论： 

 

理论上，一个突变的生

存取决于发生地基质管理

的选择优势或劣势。经验表

明以下几个关系： 

 

当从一个Tifdwarf果岭

突变中发展一个ultradwarf

类植物，较矮的植物应该有

修剪高度优势。如果其他生

理特征是至少相等的，突变

产生膨胀，密度，枯草层和

粒状圆形斑块。它也可能会

通过机械操作污染其他果

岭区域（垂直修剪，天气，

和cup placement）。 

 

在一个新小枝叶ultra 

dwarf果岭，如果与Tifgreen

或Tifdwarf具有相似生长特

性的污染枝叶，污染物会迅

速膨胀， ultra dwarf将会失

去竞争力当割草高度降低

时，竞争关系会转变为以

ultradwarf占优势，非

ultradwarf植物将通过割草

被抑制而且可能会完全消

失，但在此期间，将表面质

量可能会受到影响。 

 

多数证据支持，成功的

突变发生在ultradwarf生产

地域，但当在ultradwarf果岭

发生事件时突变不会成为

一个问题。果岭ultradwarf

突变体明显缺乏竞争力的

原因尚不清楚。这可能是由

于它们生理或其他缺点阻

止其在果岭建立独特种群。

这也可能是突变体的颜色

和绿色植物叶形态下得管

理类似与ultradwarf品种，使

他们融入，不破坏果岭的表

面。或者，它可能是这些因

素和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

这取决于具体的突变的特

征。 

 

然而，在斯普林地域

Ultradwarf突变应引起关注。 

如果在 ultradwarf 生产地域，

与 Tifgreen 或 Tifdwarf 具有

相似生长特性的突变植物

物种被建立，每次茎区收获，

更具侵入性的植株将比

ultradwarf 扩展更为迅速，

通过传统枝叶挖掘试验多

重收获后，侵入植株将可能

成为主导类型 



海南清新丽禾草坪有限公司译    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 www.sino-green.com.cn 

 

如果在茎区有一个突变植

物生长特性相似或比 

ultradwarf更矮小，该突变可

能持续，但不应该扩大。然

而，如果此突变体具有显著

不同的叶子颜色和枝叶收

获污染，则在新ultradwarf

中应更值得注意。 

 

在ultradwarf生产地域中

要求细致的去杂去劣以维

持遗传和形态的统一。在

ultradwarf果岭中，降低污染

频度的一个关键是，在

Tifdwarf的认证中更多的注

意力应是生产商和认证机

构把形态的一致性作为比

较的重点。随着ultradwarf

品种逐渐变老，对草坪种植

者和认证机构而言，在此方

面付出更多的注意力尤为

重要。突变的潜力应不改变，

但每一个新的成功的突变

增加了潜在的累积的非典

型负荷，这种现象可能存在

于生产地域。每个人都必须

查明和消除这种突变的可

能性，否则有可能是一场灾

难即将发生。 

 

最后一个问题：什么时

候一个变种植物被认为是

一个型外（非典型）？细心

的管理者在百慕大果岭多

次看到株内变异并希望获

得DNA指纹图谱。在

Georgia的认证程序规则，几

乎是一个范例，即DNA指纹 

图谱只是一个工具但未

必是最终的答案。如果植物

看起来不一样，生长不同，

或反应不同，当且仅当它是

一类非典型。在某些情况下

微环境会造成混乱，使正常

的植物可能表现出非典型

特征。在这种条件下，用一

个统一的标准通过比较已

知标准品种用以确定是否

为一个类型。 

 

seashore paspalum近况

说明，在标定一株植物是一

个型外（非典型）时，形态

和生长特性可能会比DNA

指纹图谱更有效。果岭有非

典型色块被疑为是一个型

外。 从不同颜色区或者不

同生长特性的地区获得三

个样本。DNA指纹图谱表明，

一个是与母体品种不同，一

个是稍有不同，一个是没有 

什么区别。但是，所有

三种植物符合非典型品种

的定义，因为它们有不同的

形态和/或生长特性。相反的

DNA指纹图谱在标定一株

植物是也可能出错，因为指

纹图谱利用多态现象不显

示植物生长特性。

 

 

总之，ultradwarf 果岭

在提供优秀且没有恶化特

征的击球表面上有良好的

记录，这源于果岭表面的

突变。 Ultradwarf 草皮和

节茎生产者一直在努力保

持遗传，形态，生理和均

一性。如果未来 10 年依然

保持像前 10 年一样的

ultradwarf 节茎和草皮则

需要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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