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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培条件下不同 pH 值对香根草幼苗形态和生理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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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 pH 2.0～pH 11.0 的 1 /2 Hoagland 培养液水培条件下，对培养 20 d 后香根草〔Vetiveria zizanioides (Linn.)Nash〕
幼苗形态、
叶片和根系部分生理指标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在强碱性( pH 11.0 和 pH 10.0) 及强酸性(pH 2.0 和 pH 3.0)
条件下，香根草幼苗的部分叶片枯黄，茎干枯，须根数量明显减少且长度趋短;而在弱碱性(pH 9.0 和 pH 8.0)及弱酸性(pH 5.0
和 pH 4.0)条件下，仅可见部分叶尖出现轻度失绿现象，根系形态无明显变化仅颜色有差异。随培养液 pH 值的增大(碱性增加)
或减小(酸性增加)，叶片含水量和叶绿素含量均逐渐降低且均小于对照(pH 6.5)，而相对电解质外渗率和 MDA 含量均逐渐增
加并高于对照;各指标在强碱性( pH 11.0 和 pH 10.0)及强酸性(pH 2.0 和 pH 3.0)条件下总体上与对照差异显著(P＜0.05)，
而在弱碱性(pH 9.0 和 pH 8.0)及弱酸性(pH 5.0 和 pH 4.0)条件下总体上与对照差异不显著(P＜0.05)。随培养液 pH 值的增
大( 碱性增加) 或减小(酸性增加)，幼苗的最大根长和根系活力均逐渐降低;在弱碱性( pH 8.0) 和弱酸性( pH 5.0) 条件下，
最大根长略小于对照、根系活力略大于对照，但差异均不显著;而在 pH 9.0～pH 11. 0 及 pH 4.0 ～ pH 2.0 条件下最大根长
及根系活力均显著小于对照，其中，在 pH 11.0 条件下根系最短、根系活力最小，分别仅为对照的 60.50% 和 9.52%。研究结果
揭示:香根草对环境酸碱性的适应范围较广，可适应 pH 4.0～pH 9.0 的土壤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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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赖以生存的土壤中含有多种物质，如果土壤溶解水中的物质释放的H 多于OH ，则土壤水分呈酸性，
[1]
反之土壤水分呈碱性 。植物生长在酸碱性不适宜(或极端pH 值)的土壤环境中，不仅可导致其矿质离子吸收
障碍，还会引起土壤或水培环境中溶氧量减少以及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微生物群落的失衡，从而造成植株根系吸
[2-3]
水能力下降、叶片干枯，甚至严重阻碍植物或作物生长，引起农业产量大幅降低 。
香根草〔Vetiveria zizanioides (Linn．) Nash〕又名岩兰草，是禾本科(Poaceae) 香根草属(Vetiveria Bory) 多
年生草本植物，属于C4类植物，原产于印度、东南亚和热带非洲，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主要牧草之一。该种
网状根系发达、生物产量高，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水土保持、工程边坡固定、矿山生态恢复和土地复垦、
水体净化以及污染物清除等环保领域;还可应用于香根油提取、饲草、编织、食用菌和药用菌栽培以及造纸原
[4-5]
料等方面 。香根草耐贫瘠并对干旱、盐分和重金属等均有一定的耐性，综合抗性和生态适应性很强;叶片中
[6-9]
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含量较高，是一种潜在的优良木质纤维素能源植物 。
作者采用水培法模拟不同pH 值的胁迫生境，研究不同pH 值对香根草幼苗形态、叶片和根系相关生理指
标的影响，分析香根草植株正常生长所需的pH值范围，以期为香根草的推广种植提供基础实验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香根草保存并种植于南京农业大学生科楼。于 2013 年 8 月从土壤中挖取春夏季新长出的分蘖植株并
分成单株小苗，对幼苗进行修剪并保留 25 cm 地上部和 10 cm 根系，将植株移植到具有 9 孔的泡沫板中，每
孔 1 株苗，每个周转箱放 1 张泡沫板，每处理 3 个周转箱，总计 27 株苗，置于自然光照、昼夜温度 18℃～
25℃的条件下进行水培。
1.2 方法
1.2.1 水培处理方法 实验共设置 9 个处理，其中碱性 pH 值处理 4 组，分别为 pH 8.0、pH 9.0、pH 10.0
和 pH 11.0，用 2 mol·L-1KOH 溶液和 1 /2 Hoagland 营养液配制; 酸性 pH 值处理 4 组，分别为 pH 2.0、pH
3.0、pH 4.0 和 pH 5.0，用 2 mol·L -1H2 SO4 溶液和 1 /2 Hoagland 营养液配制;对照为不含 H2 SO4 和 K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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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 /2 Hoagland 营养液，pH 6.5。每处理设 3 次重复。实验过程中采用 PHSJ－5 型实验室 pH 计(上海雷磁
仪器厂)控制培养液 pH 值，每隔 1 d 更换 1 次培养液。培养 20 d 后进行香根草植株形态观察，并采样进行
相关指标测定。
1.2.2 植株形态观察 培养 20 d 后，观察和比较各处理组香根草植株形态和根系形态，同时拍照记录。
1.2.3 叶片生理指标测定方法 叶片生理指标测定方法参照文献[6]的方法测定叶片含水量。从每个周转箱中取
3 ～ 4 株香根草幼苗的叶片，混合后用去离子水冲洗干净并吸干水分，采用上海良平仪器厂生产的 JY5002 型
电子天平(精度 0.01 g)称量鲜质量(FW);然后置于 105 ℃条件下杀青 15 min 后于 80 ℃烘干至恒质量，采用德
国 Sartorius BSA 224 型电子天平( 精度 0.1 mg) 称量干质量(DW)。按照公式“叶片含水量=〔(FW － DW) /FW〕
× 100%”计算叶片含水量。重复测定 3 次。
参照张宪政[10]的方法测定叶绿素含量;参照文献[7]的方法测定叶片相对电解质外渗率和 MDA 含量。各项指
标均重复测定 3 次。
1.2.4 根长和根系活力测定方法 将植株平放在实验台上，轻轻拉直根系，用直尺(精度 0.1 cm) 测量每处理
组每株根系中最长根的长度，其平均值即为各处理组的最大根长;参照文献[11]的方法测定根系活力，重复测定 3
次。
1.3 数据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0 统计分析软件计算各指标的平均值和标准误，并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 pH 值培养液对香根草幼苗形态的影响
观察结果表明:经强碱性(pH 11.0 和 pH 10.0)及强酸性(pH 2.0 和 pH 3.0) 培养液水培 20 d 后，香根
草植株的部分叶片枯黄，茎明显干枯并变白;与对照组(pH 6.5)相比较，经 pH 9.0、pH 8.0、pH 5.0 和 pH 4.0
培养液水培 20 d 后，仅可见香根草植株部分叶尖出现轻度失绿现象。
在碱性(pH 8.0 ～ pH 11.0)条件下香根草根系呈褐黄色，而在酸性(pH 2.0～pH 6.5)条件下其根系颜
色较白。随培养液 pH 值的增大( 即碱性增加) 或减小(即酸性增加)，植株须根数量逐渐减少且须根长度趋短;
其中，在 pH 4.0 ～ pH 9.0 条件下仅根系颜色有差异，但在强碱性(pH 11.0 和 pH 10.0) 以及强酸性(pH 2.0
和 pH 3.0)胁迫条件下须根数量明显减少且长度趋短。总体上，仅在强碱性或强酸性的极端胁迫条件下香根草
植株出现明显的受害症状。
2.2 不同 pH 值培养液对香根草幼苗叶片部分生理指标的影响
经不同 pH 值培养液水培 20 d 后香根草幼苗叶片的含水量、叶绿素含量、相对电解质外渗率和 MDA 含
量见表 1。
2.2.1 对叶片含水量的影响 由表 1 可以看出:随培养液 pH 值的增大(碱性增加)或减小(酸性增加)，香根草幼
苗叶片含水量均逐渐降低且小于对照。经 pH 6.5(对照)培养液水培 20 d 后，叶片含水量最高，达 61.59%;而经
强碱性(pH 11. 0 和 pH 10.0)及强酸性(pH 2.0 和 pH 3.0) 培养液水培 20 d 后叶片含水量均显著低于对照(P＜
0.05)，但经弱碱性(pH 9.0 和 pH 8.0)或弱酸性(pH 5.0 和 pH 4.0)培养液水培 20 d 后香根草叶片含水量小于对
照，但与对照无显著差异(P＜0.05)。
2.2.2 对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由表 1 可见:随培养液 pH 值的增大(碱性增加)或减小(酸性增加)，香根草幼
苗叶片叶绿素含量均逐渐降低且显著小于对照(P＜0.05)，而各处理组间叶绿素含量也有显著差异。其中，经
强碱性(pH 11.0 和 pH 10. 0)及强酸性(pH 2．0 和 pH 3．0) 培养液水培 20 d 后叶片叶绿素含量分别较对照降
低 88.36%、82.33%、81.03%和 65.09%;而在弱碱性或弱酸性条件下叶片叶绿素含量的降幅减小。
*

溶液 pH 值
pH11.0
pH10.0
pH9.0
pH8.0
pH6.5(CK)
pH5.0
pH4.0
pH3.0
pH2.0
*

表 1 不同 pH 值对香根草幼苗叶片含水量及相关生理指标的影响
含水量/%
叶绿素含量/ mg·g-1
相对电解质渗漏率/ %
丙二醛含量/ nmol·g-1
41.52±0.19a
52.39±0.47b
57.84±0.46cd
59.08±1.19d
61.59±1.32d
60.19±1.24d
57.29±1.24bcd
53.16±0.81bc
44.61±0.46a

0.271±0.005a
0.414±0.006b
1.271±0.004d
2.050±0.002f
2.319±0.004h
2.210±0.014g
1.431±0.013e
0.807±0.002c
0.435±0.001b

21.58±1.22d
18.50±0.46bcd
16.69±0.67ab
14.58±0.40a
14.14±0.60a
15.73±0.32ab
16.31±0.53ab
17.73±0.26abc
20.35±0.82cd

34.37±0.52e
30.33±0.32d
30.02±0.06d
22.26±1.08b
15.92±0.24a
16.69±0.19a
16.80±0.42a
22.34±0.10b
26.09±0.20c

同列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2.2.3 对叶片相对电解质外渗率的影响 由表 1 可见:随培养液 pH 值的增大(碱性增加) 或减小(酸性增加)，香
根草幼苗叶片的相对电解质外渗率均逐渐增大且均大于对照。经强碱性(pH 11.0 和 pH 10.0)及强酸性(pH 2.0)
2

培养液水培 20 d 后，叶片相对电解质外渗率均显著高于对照(P＜0.05)，且在 pH 11.0 条件下达到最大，为
21.58%;而在 pH 3.0、pH 4.0 和 pH 5.0(弱酸性)及 pH 9.0 和 pH 8.0(弱碱性) 条件下香根草叶片相对电解质外渗
率均与对照无显著差异(P＞0.05)。
2.2.4 对叶片 MDA 含量的影响 由表 1 还可见:随培养液 pH 值的增大(碱性增加)或减小(酸性增加)，香根草
幼苗叶片的丙二醛(MDA) 含量均逐渐增加且高于对照。其中，在弱酸性(pH 4.0 和 pH 5.0) 条件下叶片的 MDA
含量与对照差异不显著，而在碱性(pH 8.0～pH 11.0)及强酸性(pH 3.0 和 pH 2.0) 条件下香根草叶片的 MDA 含
量均显著高于对照，且在 pH 11.0 条件下 MDA 含量最高，为对照的 2.16 倍。
2.3 不同 pH 值培养液对香根草最大根长及根系活力的影响
经不同 pH 值培养液水培 20 d 后香根草幼苗最大根长及根系活力见表 2。
2.3.1 对最大根长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 随培养液 pH 值的增大(碱性增加) 或减小(酸性增加)，香根草幼苗最
大根长均逐渐减小且小于对照。在弱碱性(pH 8.0)和弱酸性(pH 5.0)条件下幼苗的最大根长均略小于对照且与对
照差异不显著(P＞0.05);而在 pH 9.0 ～ pH 11.0 及 pH 4.0 ～ pH 2.0 条件下最大根长均显著小于对照(P＜
0.05)，其中在 pH 11.0 条件下根长最短，最大根长仅为对照的 60.50%。
2.3.2 对根系活力的影响 由表 2 还可知:随培养液 pH 值的增大(碱性增加)或减小(酸性增加)，香根草幼苗根
系活力均逐渐降低。在弱碱性(pH 8.0) 和弱酸性(pH 5.0)条件下根系活力均略大于对照但与对照差异不显著(P
＞0.05);而在 pH 9.0～pH 11.0 及 pH 4.0～pH 2.0 条件下根系活力均显著小于对照(P＜0.05)，
其中，在强碱性(pH
11.0) 和强酸性(pH 2.0)条件下根系活力分别仅为对照的 9.52% 和 14.44%。
表 2 不同 pH 值对香根草幼苗最大根长和根系活力的影响
溶液 pH 值
最大根长 / cm
根系活力 /μg·g-1·h-1
pH11.0

13.57±0.25a

pH10.0

16.13±0.25b

5.38±0.33bc

pH9.0

18.07±0.24c

17.15±0.67d

2.11±0.13a

pH8.0

21.60±0.32d

23.25±0.25f

pH6.5(CK)

22.43±0.29d

22.16±0.65f

pH5.0

21.03±0.37d

23.46±0.43f

pH4.0

17.97±0.07c

19.54±0.22e

pH3.0

16.20±0.47b

7.56±0.45c

pH2.0

15.03±0.40ab

3.20±0.44ab

*

*

同列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和结论
植物在遭受干旱、盐分和高温等逆境胁迫时，体内会发生一系列的形态和生理生化变化，表现为植物生长
受到抑制;叶片含水量和叶绿素含量下降;细胞膜膜脂过氧化加剧、膜透性增大、相对电解质外渗率和膜脂过氧
化产物( 如 MDA) 含量升高等，这些指标变化较小则通常表明该植物对逆境胁迫的适应能力较强[12-13]。土壤或
营养液碱性或酸性过大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植株的正常生长发育;多数植物适应微酸性至中性的土壤环境，但
也有些植物对酸性生境或碱性生境具有一定的耐性。例如，茶〔Camellia sinensis(Linn.) Kuntze〕、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 Linn.) 和烟草(Nicotiana tabacum Linn．) 等作物耐酸，适宜在酸性土壤中生长[14];甜菜(Beta vulgaris
Linn.)、紫苜蓿(Medicago sativa Linn.)等作物则要求中性或微碱性土壤，对酸性土壤不太适应。而有些植物可
在 pH 值较宽泛的生境中生长，例如:荞麦(Fagopyrum esculentum Moench)、黑麦( Secale cereale Linn.) 和芝麻
( Sesamum indicum Linn.)等[15]。此外，土壤酸碱性失衡还会影响各种离子的浓度，从而影响植物对养分或营养
元素的有效吸收[16]。
香根草对干旱、盐分、高温、贫瘠和重金属等胁迫均有一定的耐性，表明其具有良好的综合抗性和生态适
[6-8,12]
应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用不同 pH 值(含极端 pH 值) 培养液水培后，香根草幼苗形态以及叶片的部分生
理指标和根系的生长及活力均有明显变化。用 pH 6.5(对照) 培养液培养 20d，香根草叶片含水量最高，这与武
永军等[17]对蚕豆(Vicia faba Linn.)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在 pH 4.0～pH 9.0 条件下香根草幼苗基本能正常生长，
其叶片含水量和叶绿素含量降幅较小、叶片相对电解质外渗率 MDA 含量增加，但总体上与对照差异不显著。
刘金祥等[18]报道:在 pH 4.5、pH 3.5、pH 2.5 和 pH 1.5 的模拟酸雨中，pH 3.5 是影响香根草叶片叶绿素含量、
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和水分利用效率的临界点，作者通过水培实验获得的研究结果与之基本相同。在强碱性(pH
11.0 和 pH 10.0) 培养条件下，香根草植株叶片明显枯黄、茎部也明显干枯并失绿，说明香根草对强碱性生境
的适应性较弱。
根系是植物体较为活跃的代谢器官，也是与外界环境直接接触的部位之一[19];根系活力是表征植物生命活
动的重要指标，影响根系对水分和矿质元素的主动吸收[20];根际生境的 pH 值是影响根系活力的重要因子[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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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对照组(pH 6.5) 香根草幼苗根系生长良好、须根数量较多、根长度较长;而随培养液酸碱性的增强，
香根草幼苗须根数量减少、
根长度变短，该现象与于荣[20]对短梗五加〔Acanthopanax sessiliflorus (Rupr.et Maxim.)
Seem．
〕的研究结果相似。但在弱酸和弱碱性(pH 4.0～pH 9.0) 条件下香根草幼苗根系形态及其活力变化不显
著，植株整体上受危害较轻;而在强碱性(pH 11.0 和 pH 10.0) 和强酸性(pH 2.0 和 pH 3.0)条件下香根草幼苗须
根数量明显减少、根系明显变短，显示其受伤害较重，虽然植株没有死亡，但其生长已明显受到抑制。
中国幅员辽阔，尽管土壤酸碱性南(偏酸) 北(偏碱)差异很大，但土壤 pH 值大多在 pH 4.0～pH 9.0 之间[22]。
自然界中多数植物可在微酸性(pH 5.5 ～pH 6.5)环境中生长良好[23]，根际环境的酸碱性过低或过高(尤其是极
端 pH 值) 都会对植物的生长和发育产生严重影响[3]，特别是过低 pH 值还可伴随其他逆境胁迫的产生，如与
铝毒害相伴发生[24]。综合研究结果表明:香根草根系对根际环境酸碱性的适应范围较广，其适应的环境 pH 值
分别可向酸性和碱性 2 个方向适度扩展，即酸性可达到 pH 4.0、碱性可达到 pH 9.0，表现出对生境酸碱度的适
应能力较强。根据香根草的这一特性，可考虑将其在弱酸或弱碱性的土壤上推广种植，这对提高能源植物香根
草和酸碱性土壤的资源利用效率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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芨芨草考察再次在我国北方展开
徐礼煜 1 胡德友 2 汤乐弘 2
（1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南京 210008；2 江苏天鹏蓝德草业生态技术有限公司，南京 210001）

芨芨草(Achnatherum splendens (Trin), Nerski) 是多年生禾本科牧草。该草丛高浓密，产草量高，枯枝
宿存良好，芨芨草适应性强，耐盐、耐碱、耐寒、耐旱，根系发达。 它在青嫩时适口性及营养价值高，是
大家畜良好的饲料；芨芨草是农牧区编织日常用品的优质原料；芨芨草纤维适合制造优质纸张。然而芨芨草
在水土保持上的功能未能得到应有的认识和应用。

1 中国香根草网络及其对芨芨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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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94 年世界银行支持了我国黄土高原水土保持项目，该项目涉及到我国中西部山西、陕西、内蒙
古等多个省份，历时多年。1998 年项目进行中期评估，原世界银行官员，后来的国际香根草网络主席格雷
姆肖先生参加了考察，中国香根草网络协调员徐礼煜也应邀参加。他们重点考察了芨芨草等植物在黄土高原
地区水土保持上的作用（照片 1）
。认为芨芨草是很好的水土保持草本，对黄土高原地区控制水土流失能够
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来在国际香根草网络的支持下 2000 年起开始了研究生
课题，专门探讨芨芨草的护坡功能。题目是“芨芨草对土壤性
质的影响以及它在干旱寒冷地区控制土壤侵蚀的潜力”。该课
题得到了 Wallace Genetic Foundation 赞助。
水土流失一直是影响我国北方山区农业生产及环境的主要
问题。为防治水土流失人们采取了诸多的工程措施，如修筑梯
田、塘坝、挖鱼鳞坑、修筑谷坊等等。这些措施就单纯防治水
土流失来讲固然有效，但需要较高的人力、物力、财力。相比
之下，生物措施投资少，见效快，它不仅能有效地控制水土流
保持水土倍受人们青睐。然而，在特定的水土流失区选择一种合
适的水土保持植物并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它需要考虑很
多因素，但其中重要的一条必须是所选品种应具有良好的水土保持功能且能适应种植所在地区的环境。芨芨
草（Achnatherum splendens (Ttin), Nerski）植丛浓密，冠幅宽大，根系发达。它不但有很强的水土保持功能，
而且耐盐碱、耐干旱。绝大多数现存的芨芨草为天然生长，无须管理。在人工收获（主要用于扎扫把）或火
烧后生长更好。
王库（2001）在对陕西、山西、内蒙、宁夏等省（区）进行野外调研的基础上，研究了芨芨草对土壤
物理性质、土壤的抗冲性、抗蚀性、土壤的抗剪强度及土壤养分的影响, 并研究了芨芨草的耐盐性，阐明芨
[1]
芨草能明显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提高土壤的抗冲性、抗蚀性和抗剪强度, 并有一定的耐盐性 。较系统的
研究了芨芨草的水土保持特性, 为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流失控制，开发水土保持草种资源提供了一
个新的思路。根据芨芨草所分布地区的地形、地貌、及生态等特性将芨芨草分为三个生态类型区。即草甸生
态类型区、半荒漠生态类型区及沟谷陡坡生态类型区，并重点解剖了遭受严重侵蚀的沟谷生态类型，为芨芨
草的进一步研究、应用奠定了基础。
照片 1 世界银行考察芨芨草（1998,保德）

2 近期对我国芨芨草的考察研究
为了进一步了解芨芨草的生态特性，尽快将芨芨草应用到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中，为我国国民经济服务，
中国香根草网络与江苏天鹏蓝德生态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对我国北方部地区芨芨草的生长情况进行了考察，从
2016 年 8 月 31 日起至 9 月 12 日，历时 13 天。之所以选择在这一时间段是为了在考察芨芨草的生态习性的同
时，了解芨芨草的开花结子情况，以便为芨芨草的繁殖试验做好准备（照片 2）
。

照片 2 现场研究芨芨草种子

照片 3 地上、地下部分分别达 2m 以上

照片 4 向当地老乡了解芨芨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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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山西省黄土高原地区芨芨草的护坡功能
首先考察了山西大同地区芨芨草的护坡功能。与以前看到的相似，芨芨草在黄土高原地区的护坡功能十分
显著。由于黄土高原地区土壤侵蚀严重，芨芨草大多分布于侵蚀沟边缘较高部位，能够很好的固定边坡，防止
边坡进一步垮塌和冲刷，保护好农户房舍或院墙。芨芨草的地上部分可达 2m 以上，其根部亦可达 2m 或更深（照
片 3）
。
芨芨草在当地的主要用途就是扎扫把（照片 4）
，据说是因为它韧性好，轻而且不易断。这种扫把在黄土
高原以及我国西北地区十分普遍。在宁夏一把扫把可以卖 18 元。但是农民对于芨芨草的水土保持功能并无太
多认识。
芨芨草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多以丛分布。而且典型的固坡效果多出现在较老的民居附近，可能与人类活
动（如清扫院子）以及生长缓慢有关。且都是自生自灭，从未听说有农民人工栽培。但不管怎样，芨芨草的护
坡功能是一览无遗而且毋庸置疑的（照片 5）
。从照片 5 可以看出芨芨草的护坡与保护坡上房舍的作用。
2.2 宁夏芨芨草的分布与生长情况
在宁夏惠农，考察选择了从南到北、从黄河冲积平原到贺兰山山麓、从低到高一条线。在平原地区，芨
芨草大多分布在沟渠及少数空地上，也有分布在老宅周围。
在这些地方芨芨草往往生长茂盛。一丛芨芨草的高度可达
210cm，直径达 1m。在老宅周围芨芨草生长旺盛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因为这些地方土壤水分、养分条件较好。此外，在老
宅（而不是新宅）周围生长好有可能从侧面说明芨芨草生长
周期较长，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长成大的草丛。
随着海拔升高，芨芨草在石质半荒漠地区的长势随之减
弱。与海拔升高，坡地地形明显，土壤水分、养分贫瘠、含
大量石块有关。这里长年干旱, 深居西北内陆高原，属典型
的大陆性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年降雨量在 200-300mm 左右,
蒸发量却在 1000mm 以上,且多发各种自然灾害。在此立地条
件下，芨芨草生长不良，每丛高度只有 100cm，丛径 40-50cm。
照片 5 芨芨草的固坡作用十分明显
大多零星生长在石头间歇（照片 6）。但也说明了芨芨草十分
耐瘠。这也为芨芨草在贫瘠、干旱地区的利用提供了依据。在山坡上局部坡积物较厚处芨芨草仍然有少量成片
分布，长势较好。生长高度可以达到 150cm 左右。
此外，在距离山脚约 20km 的平地上，发现有大面积芨芨草分布（照片 7）。并在排水沟两旁整齐分布。
老乡们都反映芨芨草常常生长在农作区与放牧区交界的地方，也就是说喜欢生长在牧区立地条件较好的地方。
在粮食短缺时人们往往开垦芨芨草生长地，将它改为农作。
2.3 内蒙古芨芨草的生长
考察所在的临河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河套平原腹部。地处北纬 40°34’～41°17’，东经 107°6’～
107°44’
。隶属巴彦淖尔市，为市府所在地。临河深处内陆，属于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其特点是：降水
量少、风大、气候干燥。 多年平均降水南部为 138.8mm，北部 156.2mm，蒸发量达 2236.7mm，蒸发量为降水
量的 16.1 倍。根据伊万偌夫公式计算湿润系数为 O.12，属极干旱气候。在最湿润的 8 月为半干旱气候类型。
然而，在另一方面，临河区位于黄河冲积平原，海拔 1029～1045m，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微度倾斜。冲积
平原近黄河岸地带是河缓滩，宽窄不一，一般在 150～5000m，高出黄河水面 0 .5～1m，地面平坦开阔。有
些地段表层是细砂，灌溉渠道与黄河故道也多沉积沙子，在长期风蚀作用下，形成不少碟形洼地（俗称圪卜）
和沙丘。流动沙丘高度 2～20m 之间，以目形沙丘居多。半固定沙丘一般高 1～1.5m，与风蚀洼地相间分布，
2
固定沙丘低缓，呈波状起伏，多生长沙蓬、蒺藜等耐旱植物。一般洼地面积 0.5～2km ，深 0.5～1m，间有更
大更深者。风蚀洼地，黄河故道遗留下来的天然堤与古河间低地，废灌溉渠道等，积水而成湖泊（俗称海子）,
因而构成平原多湖泊的地貌景观。正因如此，该地区虽然降雨量很少，但土壤立地条件不一定很差。地下水埋
深：本市绝大部分在 150cm 以下，占全市总土壤面积的 81.02％，高于 l50cm 的占全市总土壤面积的 18.98％。
加上昼夜温差较大，日较差最大为 5 月(16.9℃)，在作物生长季节的 4—9 月，日较差 13～16℃，有利于光合
产物的积累。所以，考察时在该地区发现了“芨芨草王”
（照片 8）
。一丛芨芨草高达 3m，丛直径在 3～4m。
芨芨草一般分布在较高沙丘和距离房舍不远的地方，多呈零星或小面积成片分布。据当地老乡介绍，有的芨芨
草丛可能已经生长了 50 多年，现在仍然健康生长。他在十多岁时就看见该草丛，现在 60 多岁了，依然在此。

3 芨芨草的繁殖
这次考察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芨芨草的种子结实特性从而加以人工繁殖。为芨芨草在固坡上的应用创造条
件。内蒙古老乡说芨芨草种子在白露后成熟（今年为 9 月 7 日），考察正在此前后进行。当时有的种子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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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 半荒漠地区石缝中生长的芨芨草（宁夏惠农）

照片 8 生长在内蒙古临河的“芨芨草王”

照片 7 平地上大片芨芨草与农作物毗邻

熟， 呈暗棕色。有的尚在灌浆期间。总的说来，芨芨
草种子很轻、很小，呈纺锤形，长约 3mm，宽约 0.8mm
[2]
（照片 9）
。由于太小，千粒重仅仅为 0.77 g 。因而
采集起来有一定困难。且有些花穗里面似无发育成熟的
种子。此外，在芨芨草生长的地方，地表还发现了一些
圆形种子堆积，直径约 3cm，中心为一动物空洞，可能
是蚂蚁取食所致。在洞穴周围也散落着不少种子外壳，
为花穗上发现的空壳种子提供了佐证。
这就为芨芨草的繁殖增添了不确定因素。而且芨芨草的
[3]
发芽受到温度的限制，最佳温度在 25/15℃ 。还要注
意播种深度应当≤1.5cm，并要保持土壤湿润十多天(卫
]
东，1998) 。
为了进一步摸清芨芨草的繁殖方法，笔者分别在
山西、宁夏和内蒙古选择了合作伙伴，期望在当地采
收种子，进行种植试验，取得经验以便推广。在种子
繁殖成功以后再用幼苗进行移植，因为老苗新陈代谢
]
能力差，不适宜移植（刘吉堂，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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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吉堂, 1998, 芨芨草人工繁育栽培技术研究,石河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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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 芨芨草花穗与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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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竹深加工 效益翻几番
中国香根草网络王明珠教授、刘国明博士一行两人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经安庆去菖蒲。当天中午到达菖蒲
镇，受到王启兵镇长、王喜生副镇长的迎接。下午就马不停蹄地去港河村举办了毛竹种植技术培训。课堂设在
村部新盖的三层大楼，由菖蒲镇林业站张华生副站长讲课，内容包括种植毛竹林地的选择、留荀养株；科学施
肥、防治病虫、田间管理等。参加培训的主要是参与毛竹栽培项目的贫困农户。此外，菖蒲镇和港河村的有关
负责同志也出席了培训，他们要求村民们抓住参与培训的机会，认真听讲，以便管理好自己的毛竹园，将来不
但要生产出高质量的毛竹，还要生产出高品质的竹笋，多途径地开发，尽快获得较高的收益。
次日，王明珠教授一行两人在王喜生副镇长和港河村书记宋根鹏的陪同下，先后察看了竹笋加工厂和茶叶
加工厂。在竹笋加工厂内，看到了从笋剥壳到装框蒸煮、压扁清洗直至烘干的全过程。20 斤鲜笋可以烘制 1
斤笋干。每年预计产鲜笋 100 万斤，笋干 5 万斤，以每斤笋干工商价 60-70 元计，产值 300-350 万元。此外，
7

以前毛竹主要应用于建筑行业的脚手架，但现在搭架大都改用钢制品。因而毛竹的销售受到影响。而且在崎岖
的山坡上，毛竹的运输也十分困难，一人一次只能扛一根毛竹下山，劳力价值仅 10 元。而一人挑运鲜笋可达
百余斤，煮成笋干 5 斤上下，效益可达数百元。同时，毛竹一年先后可出笋 4 次。为了多产竹笋，在毛竹的栽
培上采用先保留第一代竹笋，以后陆续冒出的笋则可多次采挖，并且可以冬荀春贮与春荀冬贮，以便在最适宜
的季节出售鲜笋，增加其收益。
与此同时，王教授等还参观了红、绿茶加工厂。这也是菖蒲镇引进的新项目，不仅茶树春夏秋三季均可采
摘，大大延长了采摘时间与鲜茶产量，而且加工产品全部用于出口，每吨红、绿（绿珍珠）茶价值达 5 万美元。
极大地提高了茶叶的效益。
预计今年出口可达 500 多吨。其茶叶的香味据测试也超过了安徽雷同地区的名产品。
种植香根草保持水土也是项目的重要内容。17 日王教授等人现场考察的毛竹种植地块，针对水土流失状
况，与镇政府、村委会一起步骤了等高种植香根草计划，要求穴距 10-15cm、穴种苗 3-4 枝，做好香根草篱护
坡，以达到持续发展的目的。
为了竹笋进一步高产稳产，镇政府考虑在竹园中安装滴灌或喷灌设施，解除长笋时期的干旱威胁。据浙江、
湖南类似地区的实验，预计可增产 20-30%。对此，也恳望能够得到国外有关单位的资助。预计，一个用于灌
3
溉的直径 3m、深度 1m 多、贮水 10m 的水池，约需经费 2000 元。再加上辅助喷、滴灌设施设备数千元。
此外，发展有机蔬菜也是当地政府重点考虑的项目。他们已经与杭州有关单位签署合同，直接与农户挂钩，
建立 200 亩时令有机蔬菜的生产基地，做到上午采收，下午运输至杭州 30 个社区销售，让杭州市民能够直接
吃上大别山的新鲜有机蔬菜。

照片 1 栽种香根草田间观察调查

照片 2 竹笋机械加工成笋干

照片 3 茶叶机器加工前的凉干

照片 4 凉干茶叶后转动运入机器内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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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预告
由徐礼煜、夏汉平主编的“香根草系统的研究与应用”即将于与读者见面。这是编者继 1998 年“香根草研
究与展望”
；2003 年“香根草系统及其在中国的研究与应用”
；2008 年“香根草系统的理论与实践”出版以来的
又一编著。全书涉及面广、叙述详尽、资料丰富、图文并茂，共分为六章：1）、香根草系统应用发展概况；2）、
生态特征与生物能源；3）
、生态环境及其保护；4）
、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5）、栽培、编织与繁殖技术；6）、
香根草系统推广应用，共计 37 篇文章，约 40 万字。该书主要总结了中国近 10 年来香根草系统的实践与研究成
果。阐述了最新进展与推广应用中发生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办法。同时也介绍了香根草系统在国外的一些进展，
这对有志于了解、进而研究国内外香根草系统现状、进展及其推广应用的人员均有较大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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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