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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香根草网络及其在香根草系统应用与推广上的作用
经过近 5 年的技术探索及工程实践，昆明中稷远创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以香根草生产、矿山治理、产业
开发为主）与昆明光宝生物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水生态修复及污水治理、微生物制剂生产与销售、生
态修复与边坡防护工程施工）等联合成立了云南省香根草网络，研究集成了香根草种苗繁育、工程设计施工、
香根草资源化利用的全套技术体系，并在云南、四川、宁夏、甘肃等地进行了工程示范，取得了良好的工程效
果及市场反响。该网络力争成为香根草系统在云南省乃至中国西南地区的主要推动者和技术传播者。以下为该
网络的发展大事记。

1

建成以组培技术为核心的种苗生产扩繁体系

云南省全省国土总面积 38.4 万平方公里，山区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 94%。 年平均降水量约 1109mm, 干
湿季分明， 一年中 90%左右的降水都集中于雨季（5～10 月)而干季(11 月至次年 4 月)的降水总量仅占全年的
10%左右。由于山地面积大，降雨集中，往往导致水土流失甚至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随着香根草系
统在云南省以及整个西南地区应用的快速发展，对种植材料的需求与日俱增。超大需求量往往成为香根草系统
发展的瓶颈。为此，云南省香根草网络努力扩展香根草苗的批量化生产。
（1）2012 年 3 月建成了 500 平方的组培扩繁中心，实现年产 100 万株种苗的能力。并采集各地不同立地
条件和气候下的香根草植株进行了重组培养，完成了种苗选优的建设与组培（照片 1, 2）。

照片 1 香根草组培（室内）

照片 2 香根草组培（大棚）

（2）在云南红河、保山、楚雄、昆明、文山和四川西昌市、汶川县分别建立了规模不等的种苗基地。总
计超过 1000 亩，年产种苗过亿株（照片 3-5）。

照片 3 香根草苗圃（蒙自）

照片 4 香根草苗圃（晋宁）

照片 5 香根草苗圃（宜良）

（3）与中国建设集团合作，于 2011 年 5 月年在非洲刚果（布）合建了约 50 亩种苗基地（照片 6-7）。
为香根草在该国乃至非洲的应用与传播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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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施了一批示范工程与试验项目
云南省香根草网络从试验到示范，不断发展壮大。积极推动了云南省乃至云贵川地区香根草系统在不同领
域的应用，努力为该地区的国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2.1 积极参与“七彩云南保护行动”
2007 年云南省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启动和实施的“七彩云南保护行动计划”
，通过突出生态保护、环境治理、
节能降耗等方面的工作，使云南的“水更碧、山更青、天更蓝、地更绿，资源得到更好保护，生物多样性优势
更加突出”。香根草网络采用香根草为云南省实施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并结合云南矿业大省长期以来遗留

照片 6 工人在香根草苗圃地工作

照片 7 为香根草苗圃浇水

的生态治理难题，实施了黄金矿、錳矿、铜矿、采石场等矿区生态恢复项目。如云南建锰矿露天采矿区生态恢
复共 800 亩，第一期约 50 亩；昆明盘龙区九龙湾采石场生态恢复及禄劝县采石场水土流失治理（1600 亩，2013
年 6 月第一期约 100 亩）
；世界遗产—云南元阳梯田保护计划（2013 年 5 月）等。由于香根草是一种先锋植物，
适应性强，能在不毛之地快速生长，并能迅速改变生长地的微域生态环境，从而促进乡土植物的生长，达到改
善环境的作用（照片 8-13）。
与此同时，将香根草的应用推广到四川省。在四川西昌市实施了重钢集团太和矿区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恢
复一期工程。2012 年 6 月利用香根草体系，恢复该矿区约 40 亩裸露山体生态系统。

照片 8、9

重钢集团太和矿区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恢复一期工程（2012.06-2013.8）

照片 10、11 昆明盘龙区九龙湾采石场生态修复前后（2013.5.16-2014.10）

照片 12、13 昆明盘龙区两面寺采石场生态修复前后（2013 年 4 月-2014 年 9 月）
2

2.2 将香根草系统应用于扶贫
研究表明，鲜嫩香根草茎叶蛋白质含量比紫花苜蓿、聚合草、三叶草、甘薯藤、稻草都高，稍低于紫云英；
干草虽比紫花苜蓿等饲草低，但比青储饲料玉米和最常用的牲畜越冬饲料稻草、青稞草都高，蛋白氨酸接近上
述饲草，赖氨酸则明显高于上述饲草，表明嫩香根草用作牲畜饲草有利于牲畜生长发育，是牛、羊、猪、兔、
鱼等的较好饲料。尤其喂养牛、羊适口性较好，所以，发挥香根草耐瘠、耐旱、速生快长的优势，结合水土保
持见缝插针多种植，利用其幼嫩鲜草或将其晒制干草，用作喂养牲畜，有利畜牧业发展。
2014 年 5 月开始，云南省香根草网络将香根草系统推广应用到了云南产业扶贫中，并结合云南正在实施
的“大力发展高原山地牧业”的政策，使香根草真正变成了养殖业的优质饲草（照片 14、15）
。在楚雄、昆明、
红河等地规模化种植香根草的同时，采用该网络自主研制的 GB1 微生物菌种，发酵生产优质饲料，服务当地
养殖企业。当地政府计划 3 年内在金沙江、绿汁江流域推广种植 10 万亩左右。

照片 14 香根草用于喂牛

照片 15 香根草用于喂鹅

2.3 香根草系统应用于地震灾害后的环境治理与恢复
基于香根草根系抗拉强度达 40-120MPa(平均 75MPa), 约相当于一般钢材极限抗拉强度的 1/6，显著高于
许多乔、灌硬树木根系的力学抗张强度。同时，香根草根系数量多成网状而深扎，与土壤接触面积大，其固土
能力强。通过抗张力、摩擦力和粘附作用等而对土壤发挥像钢筋似的增强作用。2011 年 4 月 26 日，在四川省
汶川县林业等部门支持下，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合作，实施了地震灾区生态恢复与治理示范工程。对汶川、理县
等地 5 处约 50 亩的边坡进行了防护与治理。至今效果良好，且得到了当地应用。2013 年当地政府部门已在岷
江沿岸实施了约 300 亩的治理工程。
2.4 应用于水电站工地的保护与生态恢复
与云南、四川等地水电站建设中的生态恢复相结合，实施了华能大华电站、四川华润鸭嘴河电站破碎山体
治理与生态项目。今后该类项目将此作为主攻方向。
2.5 为非洲公路建设服务
在 2012-2013 期间，与中建集团合作，将香根草系统推广到刚果（布）
（照片 16、17），完成了该国国家
一号公路边坡防护建设工程（照片 18、19）。拟以该基地为核心，加以推广，并扩展到苏丹等国。

照片 16 恩卡伊香根草种苗基地

照片 17 香根草种植技术培训现场

照片 18、19 刚果布国家一号公路边坡防护（2012,10 摄，左为施工现场，右为示范香根草边坡绿篱）

2.6 香根草复合农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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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根草生长迅速，生物量大，在种植一个生长季以后（5-6 个月），其高度可达 2m 以上；种植在果、茶园
和坡耕地上的香根草蓠，每年割 3-4 次可获 8-15kg/m 鲜草产量，纯种地为 58-100t/ha、根系 24t/ha 以上。
在经济作物中种植香根草篱，可以有效控制水土流失，促进地表水渗透到地下，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土壤肥力，
提高农业效益，减少自然灾害。
云南省香根草网络与云南当地农林牧产业结合，与经济果林套种，实现了固土保水、防虫增收。在楚雄双
柏县与葡萄园套种，在云南保山怒江河谷与咖啡套种，在云南文山三七科技示范园与三七套种，大理与重楼套
种，富民与苹果套种。将香根草用于云南“褚橙庄园”（2014 年 10 月完成试种），以解决其果林水土流失治理
与防虫减灾，扩大了香根草的影响度。
2.7 治理石漠化、沙化土壤
将香根草体系应用到云南省石漠化治理之中，2013 年—2014 年分别在云南省寻甸县、石林县、个旧市、
砚山县分别实施了约 1000 亩的治理项目，较好地起到了固埂保水土，套种防虫害的作用。目前正加大力度向
周边的贵州毕节市推广应用。拟于 2015 年开始用 5-10 年时间，治理该市约 150 平方公里的石漠化荒山坡，并
结合当地实际开展循环生态产业项目。
同时，还于 2013—2014 年将该技术推广到宁夏灵武、甘肃省民勤县、景泰县、通渭县、临洮等 5 个县，
进行试验，各建立了 5 亩的种苗基地（照片 20，21）。

照片 20 香根草治理宁夏灵武沙漠盐碱地

照片 21 香根草与沙枣套种示范（2012.6—2013.12）

3 深度研发香根草资源化利用与产业化发展
近些年来，除了将香根草系统应用于基础设施保护、工程和环境保护、自然灾害防治、以香根草为基础的
复合农林业等外，云南省香根草网络还不断致力于开拓新产品，发展新工艺。
（1）逐步开发出了香根草系列产品。如香根草纯露(市场已售)，岩兰香食用菌系列（如鸡腿菇、平菇、
金针菇等），利用香根草固有的檀香味研发出了“香润尔”烟友伴侣以及可燃香系列（照片 22）。公司建成了
生产车间，菌类生产厂房各一处。

照片 22 开发出的香根草系列产品

（2）与养殖业结合，掌控了香根草茎叶生产饲料的工艺技术。为利用香根草批量生产动物饲料打下基础。
（3）与农业庄园经济相结合，在昆明周边发展会员式的“香草园”农业庄园，以加大对香根草的宣传应
用，提出了“健康养殖从草开始”，将香根草应用到了云南“大力发展高山牧业”的产业化进程中。开发了“香
根草面点系列”与鲜饮草汁。
（4） 2011 年至今与中石油昆仑燃气公司云南公司合作，利用香根草 C 物质含量高，生产沼气等新能源。
目前已完成了中试。
（5）从 2011 年起，先后参加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国家科技部举办的“桥头堡”建设成果对接展览会，昆
明泛亚国际珍贵苗木展览会，昆明泛亚国际农业博览会(2012, 2014)，全面展示宣传了香根草及其功能作用和
开发的系列产品，受到了与会领导、政府和市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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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废水处理的计算机模型
Paul Truong* and Nicholas Truong
*

国际香根草网络亚洲和大洋洲事务负责人

摘 要 目前，计算机模型可用于模拟保证香根草系统技术成功处理大量废水所需土地面积。模拟过程中所需主要输入参数包括：
长期（50-100 年）和准确的气象数据、土壤类型和深度、地下水位以及流入废水的精确质量和数量。
显然，对于少量废水处理，这些参数不易或无法获得。迄今为止，所有香根草系统处理少量废水的项目都是基于试验及有
误差的方法和经验。为了克服这个难题，我们需要一种科学的模型。
基于香根草系统的最新知识和经验，这篇文章给出了一种更精确的方法，来模拟少量废水处理所需土地面积。
关键词 下水道污水，垃圾填埋渗滤液，咖啡废水，模拟

引言
目前，计算机模型可用于模拟保证香根草系统技术成功处理大量废水所需土地面积。模拟过程中所需主要
输入参数包括：长期（50-100 年）和准确的气候数据、土壤类型和深度、地下水位以及流入废水的精确质量
和数量，还要输入当地环境保护部门颁布的排水限值(Truong and Truong, 2011)。
显然，应用于小规模产生的少量废水处理，这些参数不易或无法获得。因此，精确确定所需土地面积相当困难。
当香根草系统技术应用于大尺度项目在全世界蓬勃发展之时，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于处理家庭及小型
社区少量废水的小尺度项目，该项技术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但迄今为止，所有香根草系统处理少量废水处理项
目都是基于试验及有误差的方法和经验。为了克服这个难题，我们需要一种基于科学的模型，使管理层相信这
项技术的有效性和精确性。
目的
为处理以下来源的小体积废水，研发出一个基于科学的计算机模型：
哥伦比亚、拉丁美洲和全球的个体咖啡农户或小型合作社；
单个住户和小型社区下水道污水以及世界各国的垃圾填埋渗滤液。
哥伦比亚咖啡行业的背景
咖啡是哥伦比亚主要的农业出口产品，而大多数供应商是一些小型个体农户。哥伦比亚的咖啡产量约占世
界的 12%，是几家最大的国际咖啡加工企业的主要供应商，如雀巢和卡夫。在 2012-2013 年的咖啡产量中，哥
伦比亚是继巴西、越南、印度尼西亚之后的世界第四大咖啡生产国。巴西、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这三大咖啡生产
国主要生产罗布斯塔咖啡。而哥伦比亚生产的都是高质量的阿拉伯咖啡（大约 1000 万袋，每袋 60 公斤）
，是
世界上阿拉伯咖啡最大的供应商。
中央加工厂是种植园和农民收获咖啡的主要处理中心。这些工厂在收获季节满负荷运转，而在淡季低负荷
运行。淡季低负荷运行时，工厂的花费要比旺季多 2-3 倍。为了维持生计，这些工厂在淡季只得选择停业。 如
果选择停业，那么小的生产商就没有排水口。据哥伦比亚咖啡联合会统计，有 563,000 户哥伦比亚农户种植咖
啡，农村地区 96%的农户为小于 5 公顷的农场。
根据雨林联盟的调查，全世界大约种植了 1200 万公顷的咖啡，这些农场大部分在优先保护的地区。过去，
咖啡被广泛种植在原始雨林林冠下。但是现在，在新的种植体系下，林冠被清掉了，咖啡灌丛被种植在浓密的
绿篱中，并施用大量农用化学品。这种单一的种植可生产更多的咖啡豆，但在巨大的环境代价下，可提供良好
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传统复合农林系统消失了。野生动植物的消失，导致土壤被冲刷至山下，河流充满泥沙和
农用化学品。为了鼓励维持传统的复合农林系统，雨林联盟提供一种认证，以帮助小型个体农户提高谈判筹码，
进入高端市场。认证既维持了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和其他环境效益，又保证了小型咖啡农户的生计。这些小型家
庭农场通常采用老的咖啡栽培方式，可提供野生动植物良好栖息地的传统复合农林系统得以维持。
如果环境条件可以满足雨林联盟的认证，淡季时，个体农户或小型社区就会有动力在田间生产樱桃。对这
些小的农户来说，这将会明显提高他们的收入，尤其在目前咖啡价格低迷的形势下。四年前，60 公斤一袋的
价格是 105 美金，而现在仅仅 50 美金不到。这种形势在近期还有可能持续下去，因为美国、欧洲和日本，对
咖啡的需求仍在下降。
对哥伦比亚的农户来说，受两方面的因素影响。一是低廉的阿拉伯咖啡价格，另一个由于工资上升带来的
生产成本增加。咖啡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作物，采摘过程仍主要靠人工完成。
污水处理的背景
相较于哥伦比亚咖啡工业的问题，基于科学的计算机模型处理少量废水方法的全球需求更为强烈，这是因
为它直接影响到人体健康和清洁水供应（Truong, 2010 and Truong and Cruz, 2010）。这已在印度尼西亚的
亚齐省明显地显现了，美国和丹麦红十字会在这儿提供了 3000 多间房屋安置 2001 年海啸的受害者。每个房屋
都有一个基于香根草的污水处理系统。类似的处理装置已应用于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和巴布
亚新几内亚等国家。
尽管这些处理装置非常成功和有效，设计方案也经过了不断的尝试和修改，同时也从其它少量废水处理项
5

目中获得了好的经验，但它并不是一个基于科学的模型。
香根草体系用于污水处理的原理

有关国家的咖啡豆产量

由于香根草所具有的一些特殊属性，如对废水中的污染物质有很强的耐性和吸收性、湿地条件下极高的水
份利用率，使得它非常适用于处理家庭、城市和工业废水。而最为重要的是，它在广泛气候和逆境土壤条件下
能够产生很高的生物量。
香根草从生长的介质中移除污染物和水的能力主要取决于生物量的多少，因此，生物量积累的越快、越多，
处理过程也会越快、越有效。
因此，如果能够估计某一环境下的生物量，那么，处理过程的效率就可以预测，进而所需的土地面积就可
合理、准确地计算出来。
针对少量污水的模拟
从搜集到的国际香根草网络和泰国皇家开发项目委员会近 20 年来资助项目的研究数据，Veticon 咨询公
司研发出了 EDVI-2，用来确定处理少量污水所需土地面积。EDVI-2 是 EDV-I 模型（利用污水灌溉香根草的处
理方法）的一个非常简化的版本。利用简化的模型，可以通过一系列图表确定所需的土地面积，而不是计算机。
不过为了使模型可以广泛地接受，模型必须是科学合理的，并需要一个最小数据集。
输入数据集
气象数据：记录的标准气象数据，可在最近的气象站或观测点所在城市获取。
•降雨量（mm/年）
•蒸发皿蒸发量（mm/年）
•潜在蒸散量（PET），按蒸发皿蒸发量的 70%计算（Deesaeng et al, 2002）
污水输入数据
•每月污水输入体积
•每月 N 输入量（体积×污水中的 N 含量）
•每月 P 输入量（体积×污水中的 P 含量）

图 1：氮处理所需土地面积、最大和最小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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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磷处理所需土地面积、最大和最小体积

N 处理
2
图 1 说明，每个月要处理 1 公斤 N，则需要 80m 的土地，329 升/天的最小灌水量，1600 升/天的最大灌水
量，如表 1 所示。
表 1：氮处理所需土地面积、最大和最小体积
所需土地面积
最小输入量*
(m2)
(L/Day)

每月输入 N
(kg)

0.1
0.2
0.5
0.8
1.0
1.5
2.0
3.0

8
16
40
64
80
120
160
240

最大输入量**
(L/Day)

33
66
164
263
329
493
658
986

160
320
800
1280
1600
2400
3200
4800

说明
*最小输水量是指保持香根草生长良好的需水量，低于这个值时，香根草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
**最大输水量包括污水和用于稀释高矿化度污水的干净水。

P 处理
2
图 2 表明，每个月要处理 0.1 公斤 P，则需要 80m 的土地，110 升/天的最小灌水量，和 1600 升/天的最
大灌水量，正如表 2 所示。
表 2：磷处理所需土地面积、最大和最小体积
所需土地面积
最小输入量
(m2)
(L/Day)

每月输入 P
(kg)

0.01
0.02
0.05
0.08
0.10
0.15
0.20
0.30

8
16
40
64
80
120
160
240

11
22
55
88
110
164
219
329

最大输入量
(L/Day)

160
320
800
1280
1600
2400
3200
4800

需要的土地面积
由于污水中的 N 和 P 需要同时处理，因此，所需土地面积是处理 N 和 P 的最大面积。例如，表 1 和 2 显
2
2
示每个月输入 1 公斤 N 和 0.08 公斤 P 进入的污水，分别需要 80m 和 64m 的土地来处理；推荐香根草种植面积
2
为 80m 。
降雨的影响
只有年降雨量与年潜在蒸散量（PET）相等情况下，且土壤中没有净的水储存，表 1 和表 2 中的土地面积
才是适用的。当降雨量超过年潜在蒸散量时（正案例），所需的土地面积相应增加，相反（负案例）则相应降
低。但是，所需土地面积在降雨量与潜在蒸散量间差异较小时不敏感，例如：当降水量超过潜在蒸量 30 毫米/
每月时，土地面积只增加了 5%。
表 3 显示了在极端情况下所需土地面积的变异。例如：当降雨量和潜在蒸散量的差为 150 mm/月时，正案例的
2
2
2
土地面积会由 80 m 增加到 107 m ；负案例的土地面积会降低到 64 m 。
（未完待续）
表 3：当降雨量高于或低于潜在蒸散量是所需土地面积
所需土地面积
正案例
(m2)
(m2)

8
16
40
64
80
120
160
240

10.7
21
53
85
107
160
213
320

负案例
(m2)

6.4
13
32
51
64
96
128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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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辞旧迎新前夕的 1 月 27 日晚，实施德国项目的安徽金寨县有关单位负责人冒着雪花飘扬的严寒，驾
车来到中国香根草网络依托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28 日上午在土壤所遥感资源室会议室与中国香根
草网络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座谈。徐研究员首先谈及了德国对项目实施的具体指标与要求：如对香根草编织妇
女要求每人每年编织增收 1000 元；低产茶园改造要求提供实施后的改观照片、增产、增收及品质提高的具体
数字。要建好香根草等高种植绿篱示范样板；实现编织品多样化；小葫芦要统一规格、保证质量、按质论价。
接着，大畈村领导汇报了德援项目实施三年多来取得的诸多实际成效及其经验教训。如二个水塘清淤和
堤坝整修后，雨季蓄水量成倍增加，不仅扩大了稻田灌溉面积与保证灌水需求，并在大旱之年取得了丰收。 还
引领了县水利局投资 40 多万元，进行灌排渠道的固化，以进一步提高灌排效率。
香根草首次种植受冻害后，通过 2 年摸索，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由于种植地处香根草适应区北部边
缘，因谷雨前土壤湿度不够，气温低，谷雨后移栽才能保证其成活率。日均气温 25℃以上时香根草才能旺盛
生长；低改茶园苔刈、施用有机复合肥后，第二年长势明显改观，不仅增产，茶质又有明显提高；香根草小
葫芦编织采取按质论价、优质奖励后，妇女编织的积极性更为高涨，产品也较为规范，收入最多的编织妇女
已近 5000 元。总之，实施成效明显，干群希望来年继续开展新一轮的项目。尤其是全村 60%村民分布在路西，
相对更为贫困，以山林为主的山地面积大，栽茶问题多，吃水困难，下一期可以大力发展养殖业与着手改善
村民的吃水条件。
县种植局陈局长提出：在进一步做好徐研究员要求各项工作的同时，除了在大畈村今后要着重改善村西
部居民吃水与养羊、养牛等项目以外，结合金寨即将成为国家批准的长寿县（近期公示），要求我们对长寿及
其相关项目的开发做些调查研究、宣传工作，如结合养生旅游、生态环境优化的“农家小院”、“养生小院”
等开发做好准备工作。恰好黄标研究员 21 世纪初曾做过江苏
如皋、广西巴马等地区长寿因素的分析研究，座谈会上对长
寿三因素，即遗传、生活习惯和环境因素等通过幻灯片作了
具体介绍，在诸因素中遗传、良好生活习惯是基础、最关健
的还是环境因素，如巴马长寿老人多集中在石灰岩地区；如
皋长寿老人多集中于土壤壤质、pH 微碱性、Se、B、Mo、Ni
等微量元素活化、丰富的地段。陈局长等人听了介绍后，很
受启发，考虑返回去以后向县领导汇报，争取开展该县长寿
关健因子的分析探讨。
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

桂林《香根草防治水土流失研究成果示范推广项目》进展顺利
该项目是《香根草防治金橘园水土流失效果研究》项目成果的应用推广，为桂林市科学技术局科技成果
转化与推广专项资助的项目，旨在防治果园的水土流失，保护果园环境，提高果园抗灾害的能力。目前已接
近尾声。
桂林阳朔县果园多位于山区，坡度较大。因原有植被破坏，一旦
遇到大雨，极易导致水土流失和塌方，造成损失。该项目中香根草主
要种植在果园原有和新开辟的园中道路两侧，对果园管理作业干扰极
小，割下的香根草又可用于冬季保水保墒覆盖地表的原料，节约生产
成本。自 2013 年启动实施以来，在示范点果园共种植香根草约 18 万
株苗，形成草篱约 8000 米。从实际情况来看，防止边坡侵蚀效果明
显。
主办：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中国香根草网络，南京市第 821 信箱，南京市北京东路 71 号
邮编：210008，电话：（025）86881269，传真：（025）86881000
E-mail: lyxu@issas.ac.cn
Homepage: http://www.vetiver.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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