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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进行香根草管理和监测的香根草跟踪系统
Kittima Sivaarthitkul, Chunphen Larpchitr, Pornpat Nopmalai and Weera Pathakheenang
（土地开发部，拍凤裕庭路，恰图恰，曼谷 10900）
摘 要：2011 年土地开发部（LDD）开发了一个香根草跟踪系统（VGT）。其目的是管理和监测泰国各地区香根草种植的基础数
据库。VGT包括了香根草种植 14 个方面的空间地理信息系统，26 家私人和政府部门的机构可以通过LDD网站访问、编辑和检索。
14 个方面的香根草种植数据可分别检索到香根草种植园的地点和地理坐标、生态类型、株数、模式和效益等，包括展示活动的
图片和影像资料。作为全国 2011-2014 年香根草种植园数据的结果，目前VGT数据库已有 5311 个地点的记录。共种植 418 百万
株，且数量从 2011 年的 39 百万株持续增加至 2014 年 133 百万株。泰国北部数量最多，145 百万株，占 34.75%。中部平原区 107
百万株，占 25.79%。东北和南部地区分别为 92 和 72 百万株，占 22.08%和 17.38%。农区香根草种植的模式和用途主要是防止土
壤进入水库（2481 处，占 60.09%）、保持水土（1999 处，29.04%）改善肥力和保墒（95 处，2.30%）。LDD是政府的一个机构，
他为其他机构提供香根草种植所需草苗和技术支持。VGT数据库显示，在泰国Chrysopogon zizanioides是主要的种植类型，4092
处 ， 占 97.45% 。 此 外 ，数据 库 简 单 易用， 官 员 和 一般大 众 也 可 方便而 有 效 地 查询全 国 各 地 香根草 种 植 的 信息 ， 包 括
http://www.ldd.go.th网站上的地图和属性数据。而且，决策者也可以运用VGT数据库作为一个工具，来监测和管理实施的活动
和计划，促进未来香根草的应用，不断提倡香根草应用于水土保持、土壤改良、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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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壤和环境恶化在泰国农业区已成为主要的问题，导致农产品产量降低，很多地区土壤侵蚀严重。然而，
国王陛下敏锐地察觉到香根草在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很高的应用潜力和意义，香根草应用的开发和推广已实施了
23 年，多个机构都自发参与到香根草种植研究、推广和信息传播的活动中来。1993 年以来，土地开发部（LDD）
就参与到香根草种植用于水土保持项目的行动中来，以纪念 2011 年 12 月 5 日国王陛下 84 岁寿辰，同时多个
机构也广泛参与。同一年，香根草跟踪系统（VGT）被 LDD 开发出来，用于全国各地香根草种植的管理和监
测。
LDD 对皇家倡仪下的香根草应用项目高度重视，他们通过参与“皇家开发项目办公室（ORDPB）”资助委
员会和小组的各项活动，来促进和实施香根草的开发和应用。委托给 LDD 管理机构的任务涉及到技术问题、
跟踪和评估、宣传和资讯传播等，所有这些任务就是确保这一皇家倡导项目，在目前状况下更精确、更完整、
更有效能。除此之外，LDD 还是繁殖和生产裸根苗和袋装苗的重要机构，同时，每年还在当地给其他政府机
构和农民提供香根草苗和技术服务。
VGT 包括了香根草种植 14 个方面的空间地理信息系统，26 家私人和政府的机构可以通过 LDD 网站访问、
编辑和检索。14 个方面的香根草种植数据可分别检索到香根草种植园的地点和地理坐标、生态类型、株数、
模式和效益等，包括展示活动的图片和影像资料。这个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 2011-2014 年泰国各地的香根草种
植园数据建立的 VGT，来管理和监测香根草种植。可监测不同农业区及生态类型区国家和区域尺度每年种植
的数量、香根草种植园的分布图、利用模式等。

材料和方法
VGT包括了香根草种植区 14 个方面的空间地理信息系统，26 家私人和政府的机构可以通过LDD网站访问、
编辑和检索。14 个方面的香根草种植数据可分别检索到香根草种植园的地点和地理坐标、生态类型、株数、
模式和效益等，包括展示活动的图片和影像资料。数据库收集的资料是 2011-2014 期间全国香根草种植园的结
果。为了进入VGT，需要一台电脑，通过一般的免费网络浏览器支持数据显示。VGT可通过两种方式进入，一是
通过LDD网站（www.ldd.go.th）内屏幕中的“Exe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 (EIS) in respect of Land Development，
土地开发管理信息系统（EIS）
”，然后进入“Data of Vetiver Grass Plantation Monitoring，香根草种植园
监测数据（有MIS和GIS两个版本）”菜单；或者输入http://eis.ldd.go.th/vgtrep/vgtrep.asp网址直接进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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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D 和另外 26 个机构还可进入数据库，选择菜单中的项目，添加、检索和编辑 14 个方面的数据库。在
“Summary with Multiple Conditions，多条件综合”项目中，屏幕上将显示对话框来选择种植年限，选择想要
进入的省份，或者想要进入的机构，或选择全部。VGT 程序将提供和显示所有选择项目的数据。还将显示每个
省和每个机构在选择时间内香根草种植园的综合结果。获得的数据可以电子表格和数据库文件的形式下载。
VGT 中重要的信息有每个地点香根草种植量、地理坐标、生态类型和种植模式。一般的说，每个实施年的
总结数据可在区域水平上进行分析，区域包括 15 个省组成的北方区、21 个省组成的东北区、27 个省组成的中
部平原区和 14 个省组成的南部区。此外，每个机构、每个省的总结数据也可被 LDD 和其他机构看到。
数据库中记录的每一个种植园位置可通过 GPS 坐标点位置检索到，他由 VGT 程序中 GIS 应用软件产生香
根草种植园点位图。创建的图件有国家和区域尺度（4 个区域）。2011-2014 期间，在 VGT 程序中，香根草种
植数量、种植模式和生态类型等数据可以 MIS 和 GIS 数据形式输出，它们均可与一般的电子表格和数据软件
相兼容。

结果和讨论
土地开发部（LDD）将处理从 VGT 输出的数据，演示每年香根草种植量。香根草种植园的数据被显示为
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包括北部区、东北区、中部平原区、南部区）、省域尺度（包括北部区 15 个省、东北区
21 个省、中部平原区 27 个省、南部区 14 个省）
。报告包括四个区域的香根草种植园位置图，演示各省、区域
香根草种植园地点的案例研究。这些数据将提交给委员会和 ORDPB，以便他们监控泰国的香根草种植园，制定
在皇家倡议下进一步发展和促进香根草应用的行动计划。报告还将散发到各个相关组织和一般大众，以便他们
能监测到香根草种植园发展的进展。
1、泰国香根草种植量
2011 年以来，LDD 通过 VGT 监测泰国的香根草种植园。结果发现，泰国的香根草种植园在 2011、2012、
（表 1 和图 1）。四年
2013、2014 财政年度，从 39 百万株、114 百万株、130 百万株到 133 百万株持续增长。
间，泰国种植园种植的香根草数量累计达到 418 百万株（表 1）。
表 1、泰国 2011-2014 期间每个区域种植的香根草株数
区域

年份

总株数

2011

2012

2013

2014

株数

%

北部区

7,608,124

39,925,034

55,742,600

42,047,870

145,323,628

34.75

东北区

14,769,000

21,896,508

20,034,070

35,648,640

92,348,218

22.08

中部平原区

9,806,900

26,923,015

37,208,767

33,897,740

107,836,422

25.79

南部区

7,022,134

26,177,500

17,542,500

21,914,400

72,656,534

17.38

总计

39,206,158

114,922,057

130,527,937

133,508,650

418,164,802

100.00

就总量而言，泰国北部的香根草种植园占比例最高，145 百万株，占总量 34.75%。然后是中部平原区、东
北区、南部区，分别为 107 百万株、92 百万株、72 百万株，分别占总量的 25.79%、22.08%、17.38%（表 2、
图 2）。这是由于北方大部分地区是坡地和丘陵地。因此，大量的香根草被种植用于防止土壤遭受侵蚀。排在
第二位的中部平原区大部分是低地平原，在灌溉区之外每年建设 50,000 处水源地。围绕水塘至少种植 2-3 行
香根草，以防止淤积。
LDD输出了几幅图件显示了国家和区域尺度（北部区、中部平原区、东北区和南部区）2011-2014年间香
根草种植园的分布（图3）。也输出了省级尺度（清迈省）、区级尺度（清迈省的湄汀区）和街道尺度（清迈
省湄汀区的Inthakhil街道）香根草种植园案例研究的图件（图4）。
2. 泰国农业区香根草利用模式
在泰国，香根草在农区有不同的利用方式，主要可分为下列四种：
（1）在坡地、道路边坡、田间道路两侧种植香根草防止土壤侵蚀，如图 5 中（a）等高种植、（b）梯田边缘、
（c）道路边坡、（d）田间道路两侧。
（2）在水库、池塘、河流、运河、溪流、渠道周边种植防止淤积，如图 6（a）水库、
（b）渠道、
（c）高阶地
边缘、（d）排水道。
（3）在经济作物生产区种植香根草提高肥力、保墒，如图 7（a）蔬菜作物、
（b）旱地作物、
（c）果实或多年
生树种、（d）农田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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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泰国 2011-2014 年每年香根草种植株数

图 2 泰国 2011-2014 年每个区域香根草的种植株数

图 3 2011-2014 年度国家尺度（a）、北部区（b）和中部平原区（c）区域尺度香根草种植园位置分布图

图 4 2011-2014 年间案例研究区香根草种植园位置分布图：（a）清迈省，（b）湄汀区，（c）Inthakhil 街道

（4）香根草在废水池和污染场地种植用于环境修复，如图 8（a）废水池、（b）污染场地。
2011-2014 年期间，在农区种植的香根草可分为 4 种主要的模式。第一种模式是防止土壤侵蚀，第二模式
是防止水源区淤积，第三种模式是提高土壤肥力和保墒，第四种是其他用途。四种利用模式所占百分比分别为
29.04%、60.09%、2.30%、8.57%（表 2）
显然，泰国香根草种植园大部分是以防止水体淤积为目的，有 2481 处（60.90%），然后是防止土壤侵蚀，
1999 处（29.04%）。针对这一点，LDD 提出了在灌区外建设水源区的决策建议，以便保证农民在干旱季节有水
源提供。每年大约建设 50000 个池塘，围绕池塘种植 2-3 排香根草，阻止土壤进入池塘而淤积。此外，香根草
还被种植在斜坡地、道路两侧边坡以及田间道路两侧，防止在雨季遭受土壤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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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在坡地种植香根草防止土壤侵蚀

图 6 种植香根草防止水体淤积

3. 泰国种植香根草的生态类型
LDD 及相关机构调查和收集了全国不同自然生境的香根草，共收集遍布全国的 112 见香根草样品。这些样
品可分为低地香根草（Chrysopogon zizaniodes）和高地香根草（Chrysopogon nemoralis）两类。根据初步分类，
有 28 个生态类型。在试验地适合生长的这些生态类型不通过种子繁殖，其中有十个生态型在项目实施中被选
作推广品种，用于水土保持。他们能在干旱条件下存活并快速生长，易于分蘖繁殖。实施项目中所选定的十个
品种包括，低地香根草：Sri Lanka、Kamphaengphet 2、Suratthani、Songkhla 3；高地香根草：Loei、Nakhonsawan、
Kamphaengphet 1、Roi ET、Ratchaburi、Prachuab Khirik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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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在经济作物生产区种植香根草提高肥力、保墒

图 8 香根草在废水池和污染场地种植用于环境修复
表 2、2011-2014 年期间泰国香根草各种种植模式的数量
香根草利用模式

年份

总计

2011

2012

2013

2014

数量

%

防止土壤侵蚀

212

166

432

389

1199

29.04

防止水体淤积

252

411

1040

778

2481

60.09

提高土壤肥力和保墒

4

62

26

3

95

2.3

其他

38

91

80

145

354

8.57

总计

506

730

1578

1315

4129

100

2011-2014 年，泰国登记在册的 4199 个香根草种植园中，4092 个
（占总数 97.45%）种植的是 C. zizaniodes，
107 个（2.55%）是 C. nemoralis（表 3）
。这主要是由于 C. zizaniodes 易于生长、发芽和大量分蘖繁殖。因此，
LDD 生产的 C. zizaniodes 数量要比 C. nemoralis 大得多。除此之外，C. zizaniodes 的叶面被蜡质覆盖，使得叶
子柔软有光泽。相反，C. nemoralis 叶面蜡质较少，显得粗糙而黯淡，会伤害皮肤。LDD 研究者的研究结果还
表明，C. zizaniodes 比 C. nemoralis 生长快，成活力高，尤其在种植的开始阶段，大部分农民偏爱 C. zizaniodes，
而不是 C. nemoralis。
4 建议和获益
对LDD的官员以及这一工作直接相关的机构而言，精确地、完整地、定期地添加和记录每个地点的实际
数据是必需的，以在实施和监测的基础上，确保这一皇家倡议的香根草利用项目不断发展和扩大。为了达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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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人们可以在LDD网站（http://www.ldd.go.th）首页下载VGT用户手册以及香根草监测手册（MIS和GIS
形式）。与香根草种植相关的 26 个机构负责协调各方将香根草种植园的数据准确地补充到VGT中，这是该系统
在泰国对香根草种植园进行监测和实施的关键要素。
表 3、2011-2014 年期间泰国种植香根草的生态类型
年份

类型

总计

2011

2012

2013

2014

记录数

%

C. zizaniodes

480

771

1648

1193

4092

97.45

C. nemoralis

22

40

7

38

107

2.55

总计

502

811

1655

1231

4199

100.00

VGT 由数据库中的信息支撑，并且 LDD 提供一站式服务，可提供泰国每年国家和区域范围内的香根草种
植园数量、香根草利用类型、种植香根草种类等信息，也提供香根草种植园的位置图，以建立进一步的发展行
动计划，促进由皇家启动的香根草的利用，并向社会组织和大众公开相关信息。
农业从业人员、学生以及一般公众可进入和搜索有关各地区香根草种植园的信息，也可学到香根草运用于
水土保持方面的各种利用模式。一般公众可以进入 LDD 网页，很容易地、方便地、有效地通过空间和属性通道
搜索到香根草种植园信息。他们可以选择到适合当地情况的香根草利用模式。此外，VGT 中的香根草种植园
数据库经过处理还可用于制定可持续发展条件下，促进香根草利用的行动计划。

结论
2011 年以来，LDD 开发 VGT 系统，其目的在于管理和监测各地香根草种植园的情况。VGT 包括了香根
草种植 14 个方面的空间地理信息系统，26 家私人和政府部门的机构可以通过 LDD 网站直接访问、编辑和检
索所有信息。作为全国 2011-2014 年香根草种植园数据的结果，目前 VGT 数据库已有 5311 个地点的记录。
共种植 418 百万株，且数量从 2011 年的 39 百万株持续增加至 2014 年 133 百万株。泰国北部数量最多，145
百万株，占 34.75%。中部平原区 107 百万株，占 25.79%。东北和南部地区分别为 92 和 72 百万株，占 22.08%
和 17.38%。
系统输出国家和区域范围内每年香根草种植园的数量和分布图。农区香根草种植的模式和用途主要是防止
土壤进入水库（2481 处，占 60.09%）、保持水土（1999 处，29.04%）改善肥力和保墒（95 处，2.30%）。LDD
是政府的一个机构，他为其他机构提供香根草种植所需草苗和技术支持。VGT 数据库显示，在泰国 Chrysopogon
zizanioides 是主要的种植类型，4092 处，占 97.45%。
此外，数据库简单易用，官员和一般大众也可方便而有效地查询全国各地香根草种植的信息，包括
http://www.ldd.go.th网站上的地图和属性数据。而且，决策者也可以运用VGT数据库作为一个工具，来监测和管
理实施的活动和计划，促进未来香根草的应用，不断提倡将香根草应用于水土保持、土壤改良、环境保护。
※※※※※※※※※※※※※※※※※※※※※※※※※※※※※※※※※※※※※※※※※※※※※※※※※

土壤侵蚀威胁粮食生产（续）
David Pimentel 和 Michael Burgess
（康乃尔大学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

（上接18卷3期8页“土壤侵蚀威胁粮食生产”）
当下，全球农田面积约为15亿公顷，而人类从事农业生产以来所抛荒弃农田面积就达20亿公顷，两者大致
相等。这些被抛荒的土地，曾经产量和收益都较高，如今不仅生物质产量减少，而且还丧失了原本能提供的、
可观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据估计，每年全球因土壤侵蚀导致生产力降低而抛荒的农田约为1000万公
顷。世界上农业生态系统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地区是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平均为30-40吨/公顷/年。在发展中
国家，那些位于边远地区小型农场的农田，土壤质量贫瘠、地形陡峭，土壤侵蚀状况尤其严重。同时，贫穷的
农民更倾向于种植行栽作物玉米和豆类，而行栽作物因其无法覆盖整个土壤表面，易遭受土壤侵蚀。例如厄瓜
多尔的山区，约60%的农田因侵蚀和不当的农业活动而抛荒，荒废的土地被风和水侵蚀破坏。南美洲的亚马逊
地区存在相似问题，特别是那些为了种植甘蔗等作物和畜牧业而砍伐大面积森林的地区。以往的土壤侵蚀已造
成整个非洲地区作物年平均产量降低8.2%，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作物年平均产量降低6.2%。如果高的土壤侵蚀
速率持续下去，两地区作物年平均产量可能分别要降低16.5%和14.5%。
3.3 美国农田
最低的平均农田侵蚀率出现在美国和欧洲，分别为10和15吨/公顷/年；美国的农田侵蚀率由1982年的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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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公顷/年降低到2007年的10.8吨/公顷/年。然而，尽管这些侵蚀率相对较低，但是也大大超出了由母质形成
自然土壤的速率（农业条件下，土壤形成速率为0.5-1吨/公顷/年。这意味着美国大多数农田土壤侵蚀速率高
于土壤形成速率。美国某些最高产的农业生态系统土壤侵蚀状况严重。例如，在过去150年的农业活动中，爱
荷华州近一半的肥沃表层土壤因侵蚀而流失了。尽管1982年约16.6吨/公顷/年的侵蚀速率已经降低，但是，在
爱荷华及周边地区，地形起伏，加之绝大部分土地种植玉米和大豆，行栽作物的行间表土暴露于风雨中， 土
壤侵蚀依然维持11.5吨/公顷/年的较高速率。与之相似，美国西北部的普鲁斯地区，100多年的耕作导致40%
的肥沃土壤流失。在这两个地区，都普遍采取集约农业的方式，每年一熟种植很常见。同时，大多数田块在深
秋及冬季没有作物覆盖，土壤暴露造成进一步侵蚀。每年，大量珍贵的农田由于风蚀和水蚀而丧失生产力，进
而被抛荒。
3.4 草场和牧场
相比于美国农田土壤10.8吨/公顷/年的平均侵蚀率，草场土壤侵蚀率偏低，约6吨/公顷/年。但是，当过
度放牧时，草场侵蚀将加剧。即使是在美国，也有约75%的非联邦土地需要采取保护措施以减少放牧压力。超
过一半的牧场，包括联邦或非联邦牧场，现在已过度放牧，土壤侵蚀速率有所提高。
虽然美国农田土壤侵蚀率在过去30年里有所降低，但草场和牧场仍保持较高侵蚀速率（6吨/公顷/年）。
世界上大多数草场和牧场较高的侵蚀速率并不鲜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牛、绵羊和山羊的高强度放牧使得大
多数的植被覆盖消失，致使土壤裸露遭受严重侵蚀。在非洲，约80%的草场和牧场遭受严重侵蚀和退化。之前，
人们认为土壤裸露的主要原因是过度放牧和作物残留被移走作为烹饪燃料。但是，直到1990年代，研究人员才
发现，这些原因同降雨变化和干旱的出现等对植被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很难确定人类活动对侵蚀的影响程度。
牧场退化及其土壤侵蚀常发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但是据一些研究的观点，只有在动物迁徙受到限制
而被集中起来的情况下，才会导致特定区域的牧场出现过度放牧，而非所有的草场。
3.5 森林土地
在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土壤被植被所保护，土壤侵蚀率非常低，仅为0.004-0.05吨/公顷/年。树叶和树
枝不仅阻断和减少雨滴和风的强度，而且覆盖在树下的土壤上，进一步保护土壤。然而，当树木被砍伐变为耕
地和牧场时，这种情况就剧烈的改变了，那时土壤将直接暴露在风和雨作用下。

4 土壤侵蚀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土壤侵蚀减少陆地生态系统的综合生产力。按重要性排序，土壤侵蚀增加水的径流从而降低水的渗透和土
壤的持水能力。同时，在侵蚀的过程中，有机质和重要的植物养分被从土壤中带走，土壤的深度也被降低。这
些变化不仅抑制植被生长，而且减少土壤中有价值生物群落和生物多样性的出现。这些因素交互影响，从中区
分某种因素的影响近乎不可能。例如，土壤有机质损失增加地表径流，既可减少土壤持水能力，又可降低土壤
养分水平，也可减少自然生物群落的生物量及土壤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4.1 水的可用性
因为所有植物需要大量的水以维持生长和果实生产，所以，水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一个主要限制因素。例如，
1公顷玉米在大约3个月的生长期内，将需要700万升的水，同时还有额外的200万升水从土壤中蒸发掉。在降雨
造成土壤侵蚀的过程中，径流水由于进入土壤的水和提供植物生长利用的水减少而显著增加。
4.2 养分流失
土壤侵蚀带走重要的植物养分，如氮、磷、钾和钙等。通常，每单位重量被侵蚀土壤的营养物质比留下的
土壤高3倍。1吨肥沃的表层土壤平均含有1-6kg的氮，1-3kg的磷和2-30kg的钾，而土壤侵蚀后的表层土含氮仅
为0.1-0.5kg/t。为了弥补养分损失，满足作物生产，常需要施用大量化肥。Troeh等估计，由于土壤养分流失，
美国农业每年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如果土层较深，约300mm，如果每年每公顷只损失10-20吨土壤，那么，损失
的营养可以通过商品肥或牲畜粪便补充。然而，这种替代策略对于农民和政府来说是昂贵的，并且通常贫穷的
农民负担不起化肥。化肥施用不仅依赖化石能源，而且化学品还会危害人类健康，污染土壤、水和空气。
4.3 土壤有机质
通常每公顷肥沃土壤含有100吨有机质（总表土重的4%~5%）。约95%的土壤氮和25%~50%的磷包含在土壤有
机质中。因为大部分土壤有机质贴近土壤表层如腐烂的叶和茎，因此，土壤侵蚀显著减少土壤有机质。风和水
侵蚀选择性的带走土壤中的细小有机颗粒，留下较大的土壤颗粒和石块。许多研究表明，被风和水侵蚀带走的
土壤，其有机质含量是残留土壤的1.3-5倍。土壤有机质减少0.9%-1.4%将会导致潜在粮食产量减少50%。
土壤有机质因其促进土壤团聚体的形成，增加土壤孔隙度，而成为珍贵的资源。进而土壤结构的改善有利
于水的渗透，最终提高土壤的整体生产力。同时，有机质有助于阳离子交换、增加植物根生长、促进重要土壤
微生物的增加。
一旦有机质层损失掉，由于土壤机构退化和包含在有机质中的营养物质损失，生态系统生产力下降，及其
上植物生物量减少。除了产量下降外，总的生物的生物量和这些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大幅下降。
4.4 土壤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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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中的植物要求土壤提供足够的深度以扩展根系。各类生物，如蚯蚓，也需要合适的土壤深度。这样，
当侵蚀大幅减少土壤深度，使之由30cm的厚层土变为1cm的薄层土时，植物根析伸展空间被缩化，植物会发育
不良。

5.生物量、土壤生物和生物多样性
存在于任何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直接关乎生命和无生命有机物质的存在量。如上所述，侵蚀通过减少
土壤有机质减少整个土壤生物量和生物多样性。最终，将会对土壤系统中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造成深
远影响。生物量丰度和物种多样性间建立了多种有效的联系。植被是生态系统生物量的主要组成成分，为动物
表 1 温带草场不同生物体每公顷生物量

和微生物的生存提供大量必需资源。这一点可通过表1来说明。
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是土壤的重要成分，构成了较高比例的土
壤生物量。1立方米的土壤含有200,000个节肢动物、10,000条
蚯蚓和上亿的微生物。1公顷肥沃土壤可能含有重达10,000kg
生物量的无脊椎动物和微生物。此外，甚至在潮湿的有机土壤
中，土壤细菌和真菌还会高出一般土壤约4,000-6,000种，生物
多样性更加丰富。侵蚀速率高于土壤形成速率
（0.5-1t/ha/year）10到20倍，减少了土壤生物的多样性和丰
富度。相反，控制侵蚀的农业举措和保持适当的土壤有机质有
利于土壤生物的增殖。有机物或动物粪便的施用也会提高土壤
的生物多样性。在俄罗斯，当有机质或动物粪便添加到小麦试验小区时，大型生物（多为节肢动物类）的物种
多样性增加了16%。类似地，在日本的草地小区试验中，添加有机质动物粪便后，大型生物（亦多为节肢动物
类）的物种多样性增加了至少两倍，而在匈牙利农田中增加了10倍。
生物体
植物
真菌
细菌
节肢动物
环节动物
原生动物
藻类
线虫
哺乳动物
鸟类

生物量 (kg 鲜重)
20,000
4,000
3,000
1,000
1,320
380
200
120
1.2
0.3

※※※※※※※※※※※※※※※※※※※※※※※※※※※※※※※※※※※※※※※※※※※※※※※※※

香根草编织品国内外市场正在逐步打开
1988 年在将香根草引进中国早期，主要着眼于农业发展和利用香根草篱保护高质量的经济林，建立以香
根草为基础的复合农林业系统。而香根草强大根系保持水土的效果和收益并不能在短期内显现出来，导致一
些农民对香根草的种植兴趣减少。为此，中国香根草网络于 2007 年邀请了 3 名泰国专家来中国广西举办了我
国首届香根草编织培训班。 在随后的十年中又相继在广西和安徽等地举办了 12 期编织培训班，共培训了 300
多位农民。深受农民尤其是绝大多数中青年妇女的青睐。通过编织的工艺品出售，粗略统计获得的收益近 10
万元，大大提高了编织妇女的积极性，进而也改善了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且由于编织品可逐步替代塑料
制品，既减轻了环境污染，又保护了乡村环境。
从各地培训的效果及编织的产品看，香根草编织品的类型与质量差异较大，每人编织的收益也相差悬殊，
几十元到数千元不等。其效益的高低与产品种类、质量、营销手段及其市场开拓相关。首先，香根草叶片虽然
可用于编织很多不同产品，但由于是纯手工编织，耗时长，质量难以控制，规格很难统一，一类产品往往千姿
百态。这在编织初期尚可留存于自我欣赏或赠送给亲朋好友，而作为一个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就难以为继。如编
织一个草帽、花篮、草蓆，要化几天时间，用工成本高，价格难以为消费者接受。为此，选择对路产品成为香
根草编织持续的最重要因素。项目组曾专门组织人员对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一些销售和旅游市场进行调研，
最后从文化、历史传统，编织速度和难易程度等综合考虑，选择了小葫芦作为主打产品，组织批量生产。因为
葫芦与“福禄”用音，又富有传统的神秘感，且有“葫芦娃”、
“葫芦兄弟”等不少赞美葫芦的神话故事，很受
消费者欢迎。
去年云南省香根草网络一次性购买了 500 个小葫芦，在南亚博览会上展销，为香根草编织品走出国门打开
了通道。此后南京有关单位又一次性购买了 10 套香根草系列编织品，每套包括篮、花瓶、葫芦等，将不同的
香根草产品组合到一起成套出售，或是作为礼品送给客户，既为香根草编织品找到了新的销路，又宣传了香根
草的作用。在今年“5.1”期间，黄尾镇在彩虹瀑布景区摆摊试销，一个摊位一天卖出了 30 个小葫芦，价值 300
元，估计经过进一步的改进，可以大幅度提高销售量。最近，国际香根草主席格林姆肖的女儿孟刘准备为国外
沃尔玛超市每年购买 3-5 千件编织品，只是要求产品有经过注册的单位组织生产，以便控制其质量，按期完成
订单。可见香根草编织品的生产与销售正在步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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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