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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根草系统支撑了社区在不确定情况下的能力（续） 
Richard Grimshaw 

（国际香根草网络创始人） 
  

（上接第 21 卷第一期）第二个例子是沙纳先生（Gezahegn Gudeta Shana）。他 42 岁，是 Oromia 省 Mettu

区 Tulube 村的农民。已经结婚并有 5 个儿子。他年轻时帮助他父亲在农场干活直到完成了 9 年教育。1985 年

父亲去世后他全天候的在农场干活。2005 年他首次得到了埃塞俄比亚湿地协会项目协调员 Tilahun Semu 先生

的培训，学习了应用香根草保持水土。不久在当地发展机构的帮助下在他村里自己的农田中，准备了 3570m2

新修梯田，种了 2 小卡车的香根草。后来他认识到不一定要修梯田，另外有 800m2 未修梯田的地方直接种了

香根草以便节省劳动力和时间。 图 9 为香根草篱和玉米；图 10，11 显示了由香根草篱保护的农田（坡度 10%）。 

Gezahegn 发现由于香根草篱的作用土壤水分得到了很好的保持，使得玉米产量增加了 50%。  

  
图 9:  Gezahegn 先生：从香根草系统获得效益的农民          图 10   Gezahegn 先生的农场和香根草篱 

  
图 11 Gezahegn 先生的农场和香根草篱（同图 10）    图 12 Mettu 地区临近湿地的典型农场，香根草促进了地下水的补充 

由于受到过较好的文化实践，如成行种植、除草和适量施肥，他的玉米产量增加到 8.7-10吨/ha，是该地

区平均产量的 4.5倍（2吨/ha）。除了水土保持外，他还应用香根草叶片作为青饲料、用着牛舍和粮仓房顶及

装饰品。 此外，他还开始出售香根草苗以增加收益。在第一年，通过挖起 2500m草篱生产出 5000丛草苗，获

利 400 美元。 他相信他将有更多的香根草苗用于出售，以便得到更多收益。由于他利用香根草篱对他的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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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改良，在他的 3.5公顷土地上种植了经过改良的杂交玉米，并与 Illuababor 农业与乡村发展办公室签订

了合同。  他在本地区乃至整个埃塞俄比亚，尤其是本村的香根草推广种植实践上起了榜样作用。他帮助了其

他农民分享他的经验。 他胜任着土卢倍（村）集水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土卢倍农民合作社主席、和 Sor-Gaba

农民协会主席之职。该协会系 Illuababor 行政区 12个地区中 56个合作社中的佼佼者。 附近的农场也得到

了香根草的保护。埃塞俄比亚湿地协会也积极推广香根草，因为他们发现由香根草保护的农场保持了土壤，增

加了地下水，通过增加地下水改善并恢复了附近的湿地，进而创造了条件促进了野生生物的回归，也为养牛农

户提供了较好牧场。 

图 12 显示了土卢倍村的典型农场，右边中部是得到了改善的湿地。该地可以从谷歌地图上看到 （坐标

为：8°19'27.04"N, 35°32'2.80"E）。  

第三个例子位于 Mettu地区的东面 150英里，与 Anno镇毗连。谷歌地图显示了部分 Anno农场。(谷歌地

图坐标: 9°6'0.60"N, 36°57'53.62"E)。能够清晰的看到香根草篱长达约 250km（图 13）. 

  
图 13: Anno 农场示香根草篱，示草篱与常年不断的泉水       图 14 作物收获后的 Anno 农场（得到香根草篱的保护） 

Anno 农场有 500 ha, 部分地区由香根草保护，草篱长约 250km。 该农场原来是国有农场，后来在私有

化时走下坡路。砍伐了森林，水土流失严重，变成了不毛之地。 在采用了香根草篱后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得

到 很 大 提 高 。 地 下 水 也 得 到 明 显 补 充 ， 使 得 季 节 性 泉 水 变 成 了 长 流 水 。 更 多 内 容 参 见  
http://www.vetiver.org/ETH_WORKSHOP_09/ETH_A5.pd

f 

上面的照片显示了农场的一些香根草篱。该地区坡

度变化很大，从 1%到 10%。种植作物为玉米，即使在

干旱年份生长也不错。 现在的泉水终年不断。泉眼周边

种植了一些树，因泉水的引入生长很好。  然而很明显，

由香根草篱保护的大片的庄稼地（图 13 林地周边及上

部）是导致了泉水常年不断的产生原因。 紧靠泉眼上部

有一些老的乡土树木，即使在泉水间歇存在时已经生长

（图 13）当地的农场官员们也未将香根草篱与地下水的

补充联系起来。在 2008 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亞的斯

亚贝巴召开了一次全国香根草会议。   

图 15 常年不断的泉水              http://www.vetiver.org/ETH_WORKSHOP_09/ETH-OO%20Proceedings.htm  

那些对香根草技术的推广，尤其是在非洲农场的应用的人可能有兴趣。 

来自中国的文章也有一些有趣的结果，涉及香根草对土壤肥力诸方面的影响，值得参考  

http://www.vetiver.org/ICV3-Proceedings/CHN_VS_agdev.pdf 

下列影像资料也与本文有关，值得一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tZ1xgdie5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WLML4tJfM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J2D1QudD0E&t=3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u8y9PW0M&t=1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Qe5VWG3CY 

http://www.iciba.com/ 

https://2.bp.blogspot.com/-vSjoPAzQFMg/WHLf5XzBcxI/AAAAAAAAO9s/kg0iJ55jnqgRRnsJ9E3yZkesSqwnGNSwQCEw/s1600/ETH_Ano+farm-+xx.jpg
https://2.bp.blogspot.com/-dP-v3qx3PR0/WHLf4hzlnzI/AAAAAAAAO9s/A72_ZfpL5_wqmPDeX85KrJ8BGO_sxS7QwCEw/s1600/DSC00141.JPG
http://www.vetiver.org/ETH_WORKSHOP_09/ETH_A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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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根草系统支撑了社区在不确定情况下的能力（ 2）：水资源 
Richard Grimshaw 

（国际香根草网络创始人） 

这是有关利用香根草系统在不确定情况下帮助社区恢复活力的第二部分，他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持续贫困

和很少的经济来源等难题时很难从政府和其它途径得到支持。正如我在文章第一部分中所说，在热带和半干旱

地区的农民都较贫困。即使在摆脱贫困以后，现在或是将来仍然无力应对困扰他们的环境问题。大多数社区农

民担心，能否通过他们的小型农场或企业过上较好生活。他们担心水源是否有保障，质量是否有保证。他们担

心灾害会使他们脱离相邻社区，得不到他们的帮助。他们看到因环境管理不善而带来的连绵不断的健康问题。

这些问题看得十分严重，大多数社区找不到花费低廉的、行之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而香根草系统就可

以帮助他们。它花费低廉，相对简单，安全，已经得到 30多年的验证。 

在印度南部地区，农民应用香根草技术保持水土已经有好几十年了。后来于 20世纪 80年代新西兰的 John 

Greenfield 在印度世界银行工作期间又把它重新介绍过来，并加以“学术化”。目的是推荐香根草技术控制水

土流失，以替代传统的工程等高堤。后来香根草技术加上其他的一些应用，构成了香根草系统。  

本文讨论了应用香根草技术提高水的利用率。在我们星球上，水的有效性和品质对人类和动物持续发展是

头等重要。对城乡地区贫困社区而言特别重要。可靠的水资源供应可以减少风险和支出。为作物和家畜生长提

供保障。正如在文章第一部分所提到，香根草篱能够提高土壤含水量，提升地下水位。可以减少地表径流达

70%。据估计可以增加下渗地下水 20%。径流的减少和地下水的补充导致水分向下游富集，增加了泉水和井水

供应及水库库容。  

下面 2 张照片显示了埃塞俄比亚 Ano 农场地下渗出的泉水。这一长流水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在农场的上坡

500 公顷的上种植了 250km的香根草篱，增加了地下水的补给。 

   

图 1 Ano 农场渗出的泉水                              图 2 水渠中的水收集了图 1 显示的泉水（Ano 农场，私人通讯） 

在集水区修建香根草篱减少了雨水的冲击，分散了径流，降低了流速，从而减少了水土流失。不仅让当地

农民受益，还减少了下游的泥沙和相应的经济损失。 应当指出大多数农民（约 98%）的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

均依赖于雨水。他们从来没有灌溉设备。就是有灌溉设备的农民，也希望减少它的利用率。而香根草篱是实现

雨养农业的较好技术（图 3）。 

 

图 3 大规模种植香根草应用于土地修复，增加土壤肥力和水分，泉水得以恢复（Ano 农场，私人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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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是大家关心的第二大问题。污水来源主要有：（1）极端天气导致的洪涝灾害泥沙沉积。（2）工业污水、

矿山、农业、家庭污水流入供水系统。污染物既影响到地表水，也影响到地下水。影响到城乡供水的水质。而

现在香根草技术已经是公认的植物修复技术。 澳大利亚的 Paul Truong 早在 20年前就开始了研究，后来他和

他的同事又加以证实和发展，表明香根草技术能够有效的处理污水，在大多数情况下符合以太网标准（EPA）。 

  

图 4 利用香根草处理社区污水（中国，冯子元）             图 5 包含应用香根草处理污水的池子（中国，冯子元） 

将香根草技术应用于植被修复的项目可大可小，从大型、复杂的矿山植被恢复到小型腐烂物或污水处理系

统。该技术依赖于香根草的忍耐和移除高含量有毒物质的非凡能力。诸如 Pb、As、Cu、以及超高含量的硝酸

盐、磷酸盐、以及农业化学物质。 该技术包括多方面的应用，如地面上的香根草篱（保护、植被恢复、矿山

缓冲物的吸收、垃圾场、农业） ；修建湿地（家庭污水处理，家畜废物，小型工业排污系统）； 雨水公园（用

于处理偶然发生城市和城郊结合部的地表径流）；以及在污水池水面漂浮的香根草（用于重金属、硝酸盐、磷

酸盐和生化需氧量的去除） 。 现在有很多很好的例子将香根草系统用着工程污水处理的一部分。图 4，5的

例子来源于中国广州香根草业冯子元先生，显示了一个小型乡村社区的完整的污水收集处理系统。   

  

图 6 香根草系统应用于溪岸的保护                        图 7 香根草为蹲坑厕所减少污染提供隐私 

（斐济，John Greenfield 私人通讯）                         （海地，Roger Gietzen 私人通讯 

  

图 8 应用香根草湿地处理咖啡加工厂流出液                      图 9 利用 20M
2
的香根草湿地处理家庭污水               

达到太网标准后流入相邻河流（Technoserve 私人通讯）           （秘鲁，利马；Alois Kennerknecht 私人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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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小型贫困社区可以采用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他们的急需。诸如建立小河河岸上的香根草缓冲带

（图 6），香根草保护的蹲坑厕所(图 7)，香根草篱保护的泉水。一些社区加工厂如咖啡湿加工废液过去都是直

接流入作为饮用水的河流。现在就可以应用香根草处理这些废液（图 8）。 

在城市，将雨水和家庭污水引入特定的香根草湿地。如图所示是秘鲁利马 Alois Kennerknecht 所建的城

市恢复模式。显示了在城市，贫困市民靠铁锹和双手建立的杰出的示范模式（图 9）。乡村水源如水箱、池塘

多具有多种用途（包括宗教方面的应用），常常利用过度而且遭到污染。而要改善水质可以采用香根草浮岛，

或是采用香根草保护池塘岸边（起到过滤和稳固作用）。 

   
图 10 污水池上的香根草浮舟（澳大利亚，Paul）             图 11 浮舟上生长的香根草的根系（澳大利亚，Paul）   

国际香根草网络网页上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阐述了如何将香根草技术正确应用于社区。在很多情况下数

行香根草篱就可以保护重要的水源，或是清洁水源并能消除污水气味。 或是稳固并减少乡村垃圾场流出的污

水。  在蹬坑厕所四周种植几丛香根草就可以减少疾病。在浮床上种植一些香根草就可以使得水源更加适合于

应用。 所有这些都是贫困社区在花费很少的情况下就能实现的。就像在秘鲁那样唯一需要的就是铁锹和技巧。 

 

  

 

国际香根草跟踪系统邀请您的参与 
 

国际香根草网络正在与泰国皇家项目发展办公室以及亚洲理工学院合作，建立香根草跟踪 App 系统。 即

一个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让全世界香根草应用者将他们香根草的应用进入全球数据库。每个人都可以进入该数

据库。 这将极大的促进香根草系统在全球的发展与传播。 使得需要获得帮助的人以及香根草新用户就近找到

帮助，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与有经验的人接触。 此外这将是一个强有力的网络平台，及时让人们了解世界上发

生的事情。 

我现在写信给你们，因为亚洲理工学院已经创建了 beta 软件跟踪应用程序，准备试验。我想知道是否你

愿意成为一名试验者。 亚洲理工学院要求我们提供 5 个国家的联系方式，以便请他们试验应用程序，管理信

息的数据库、架构和信息管理规程以及质量控制。 国际香根草网络期望进行更广泛的试验，我们了解到亚洲

理工学院会努力使得初始试验得到扩展，让更多的人参与。 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向他们提供参与试验的

国家和个人名册。 试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你可能有多少输入的数据（作为国家或者是个人） 。 这些数据包

括在试验期内能够上传多少应用、多少地点，或者你所在国家有多少其他用户或者是新用户能够吸收进来参与

试验，并上传他们的应用地点。   

因此，我想了解：  

1) 你有兴趣参加吗？你需要有一台国际标准或是安卓智能手机，能够上传你的申请，并能联系到也想上

传的其他人。并作为其他人上传的验证器。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出去到现场确认，你只要经验他们输入的内容，

确认系统是否吻合。 

2) 如果你有兴趣参加，能否估计在 6 个月内你有多少应用能够上传，或者有多少其他的人愿意试验和上

传他们的应用。我将把所有愿意参加者的联系信息 提供给亚洲理工学院，期望有超过 5 个国家参与试验。  

谢谢你的关注和参与。期望得到你的回复。  
Jim Smyle 

（国际香根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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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国际香根草大会泰国国王奖开始申报 

 
第七届国际香根草大会将于 2020年 10月 26到 29日在泰国清迈举办。会上将发放泰国国王奖。 

泰国国王奖共分三大类六小类。 

1杰出香根草研究 

1.1 农业方面的研究； 

1.2 非农业方面研究 

2香根草系统杰出传播与应用 

2.1   技术传播与转化 

2.2   香根草系统的应用 

3 人民参与 

3.1   农田应用与社会经济影响 

3.2   减灾与环境保护。 

每个奖项 2500美金，加上获奖者参加会议的费用包括：交通费

以及参会期间的食宿。 

泰国国王香根草奖励开始于 1996，每隔 4-5 年发放一次，并成

为国际香根草大会的一部分。之前已经发放过 6 次，用于表彰在香

根草事业上做出杰出贡献的研究人员和发展人员。请与您的同事们

分享这一信息。 

与此同时，国际香根草网络也将发奖，细则将在近期发布。本

次会议主题是香根草应用于水土保持。关于会议详细情况的第二轮

通知将在近几个月发出。 

申报截止日期：2020年 3月 30日。 

联系电子邮件：rdpb_vetiver@yahoo.com 

 

 
 

 

国际香根草网络关于香根草品种及其应用的政策阐述 

国际香根草网络了解到一些香根草的品种被人们应用于土地管理和保护的不同的目的。有时这些会导致困

惑。在某些情况下关系到那些品种是属于国际香根草网络所宣传的“香根草系统”范畴。下面是香根草系统的

现行政策。 

“国际香根草网络所特指的香根草系统（The Vetiver System）是基于香根草 Chrysopogon zizanioides (L.) 

Roberty 品种或变种的应用”（注：香根草原名 Vetiveria zizanioides，香根草属，后来改为金须茅属）。其他

所有可繁殖的金须茅属种类(syn. Vetiveria)也可能用于与香根草系统相类似的目的。但是不能保证与能够繁殖

的大家所熟知的、经过试验并得到证明的香根草（C. zizanioides）一样有效并满足香根草的技术规范。可繁殖

的香根草的变种也可能有这些用途，乡土植物也可能应用于保持水土、管理土地，然而国际香根草网络不鼓励

应用它们。并努力劝阻购买这些种苗，或是进口有生命力的种子与种植材料到该植物并非它们的乡土植物的国

家和地区，以免造成生物入侵的风险。 

 

 

 

 

 

 

 

mailto:rdpb_vetive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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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来岚查看实验区香根草种植情况 

 

香根草在平潭大有潜力 
丁云 

  

2019年 4月 22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国际香根草网络中国协调员徐礼煜，省九届人大

常委、省水利厅原厅长陈国樑等国内香根草专家来岚，就实验区香根草种植情况进行考察。专家们在现场实地

查看，对实验区香根草种植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并鼓励平潭大力种植香根草。 

香根草是一种优良的水土保持生态植物，自 1996年开始在平潭种植。“种植香根草有利于改善平潭的生态

环境，香根草在平潭未来大有可为、大有潜力。”徐礼煜说。 

 

多功能的“神草”，宜大面积种植 

在北厝镇中湖村三十六脚湖，湖边的护坡上整齐地种植着香根草。据了解，这批香根草是 2017年 10月开

始种植，目前长势良好。 

专家组一行沿着种植地一边查看一边询问。“平潭种植香根草情况如何？”这是徐礼煜第三次来到平潭查

看香根草，在他看来香根草优势多，对平潭的生态环境改善大有帮助。 

“平潭靠海，沙地多，防风固沙是生态难题。香根草具有耐旱耐寒、耐盐耐碱、耐贫瘠、生长快、产量高

等优势。在平潭种植香根草不仅成活率高，还具备防止水土流失、蓄水保土、防风抗逆等优势。”徐礼煜说，

从目前三十六脚湖周边种植情况看，香根草成活率高、管理到位、成效显著。 

徐礼煜希望平潭继续增加香根草的种植面积，“在湖边种植香根草，可以减少氮和磷流入水域，防止水源

的富营养化。不仅如此，香根草是一种先锋植物，在种植成活后可改善周边贫瘠土壤，帮助其他植物生长，改

善周边生态环境。” 

  
照片 1 专家们在现场考察                                   照片 2 现场讨论 

  
照片 3 徐礼煜教授接受现场采访                             照片 4 主要考察者留影 

23年种植历史，发展前景良好 

平潭香根草种植、发展的见证人刘英告诉记者，香根草在平潭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 1996 年。当年，在

省内相关部门的推荐下，平潭开始引进种植香根草。那时候香根草是用来做篱笆的。“在试种中发现，香根草

在水土保持方面的性能表现更为卓越，所以开始将其运用在水土保持上。”刘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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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世界银行、国际香根草网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福建省水土保持试验站等多单

位的支持下，于 1997年 10月 21-26在福州召开了《国际香根草学术研讨会》。会上组织了与会代表来平潭参

观考察。会后出版了《香根草研究与展望》一书。 

多年来，平潭不断培育种植香根草，先后在城关镇桂山庄 、三十六脚湖等地试种，积累了种植和管理经

验，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成活率也不断提升。 

2003 年，福建龙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在平潭开展香根草种植，并在敖东镇东崑村设立基地。如今，基地

种植了百亩高约 2米多的香根草，长势很好。“后来我们成立公司培育香根草，现在香根草种植技术较成熟，

种苗培育、技术研发、规划设计、种植和管理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刘英说。 

此外，福建省龙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创新推出了一种种苗提供、种植指导、种后管理“一条龙”模式。目

前，已在湖南、安徽、海南和福建等 8个省市的铁路、公路堤岸护坡和山地、海岛等地推广种植，共从平潭输

出面积约 100万平方米、6300 多万株的香根草种苗。 

“平潭种植香根草优势明显、未来发展前景良好。”陈国樑说。   

“生态”+“经济”，探索双赢局面 

香根草全身都是宝，徐礼煜告诉记者，香根草用途十分广泛，能制作成医用喷雾、香皂、香精等各种用品。

“我们希望平潭可以在这方面探索，做强香根草产业，达到双赢的局面。”徐礼煜说。 

此外，陈国樑表示，目前省相关部门将搭建平潭生态修复保护海岛示范基地，聘请专家学者对平潭开展生

态修复科研，进一步提升平潭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基地成立后，会加大对香根草的研究，有利于香根草在平

潭的进一步发展。”陈国樑说。 

实验区农发局水利处水保科科长丁峰说，下一步将把香根草治理水土流失技术应用列入平潭“麒麟活脉”

总项目中，将其运用于平潭的水土保持。 

  
照片 5 应用香根草保护海边鱼塘                       照片 6 国内外与会代表在平潭参观应用香根草保护荷荷巴（1997） 

 早在 2000年 1月 18－22日期间，在泰国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香根草大会上，诗琳通公主向中国代表徐礼煜

研究员提出，“下届香根草会议是否在中国召开”，

并表示她将出席该届会议。并与徐谈及了该届会议在

中国召开的地点，认为福建是较为理想的选择地点之

一，因为福州曾经于 1997年 10月召开了“国际香根

草学术研讨会”。香根草应用与发展也有一定的基础。

同时她还提出，她春季外交事务多，又值雨季，希望

在秋季召开。并指出，在经费方面，她将与中国方面

交涉，请有关部门给予支持。此后于 2001年 11月 6

－12日，受诗琳通公主委托， 国际香根草大会持续

委员会主任、泰国皇家发展项目委员会秘书长 Sumet

等人在徐礼煜的陪同下访问了福州， 并由泰国驻广州

总领事 Uthai 和 领事 Nonthaphan 等人陪同，以寻求

省、市政府对会议的支持。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三届国

照片 7 国际香根草专家拜会福州市政府（2001）             际香根草大会后改在 2003年 10 月 6-9日在广州召开。    

（原载平潭时报，2018 年 4 月 24 日，本文有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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