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3 卷 第 2 期
2020 年 10 月

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实施的以香根草为基础的河岸保护项目
Sayoni Mondal

Priyank Pravin Patel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Presidency University, 86/1, College Street, Kolkata 700 073, India）
（原载Springer2020）

摘要
在印度大多数乡村贫困社区无力承担采用结构性措施进行河岸保护及其长期维护的费用。 河流的季风性特点以及以集约耕
种为基础的农村经济，进一步加剧了由每年洪峰带来的风险并导致河流改道。 减轻这种状况需要紧迫的、持续的、经济有效的
方法保护宝贵的农田并固定堤岸。 要达此目的，利用香根草减轻河岸侵蚀近来在印度有所发展，并在几个地方进行了试点。 本
文通过西孟加拉邦的案例，阐述了如何通过河岸整修、种植并培育香根草以减缓侵蚀，建成河边缓冲带。
我们重点聚焦于政府政策、（行政）机构框架以及当地村民的参与促进情况。特别强调了机构的工作流程以及基层对此项
目的认知，因为这是项目成功而有效的关键。 利用香根草控制侵蚀取得显著的成功，也阐述了在实施项目时遇到的障碍，以及
社区为基础的河流管理与监测的重要性。 该案例是类似项目，尤其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乡村的一个小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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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河岸侵蚀以及伴随的沉积物的流失(Piegay et al. 2005; Florsheim et al.2008)被认为是水质退化和河流卫生
状况损害的主要原因(Langendoen et al. 2012)。 这种状况随着河岸植被的砍伐(Abernethy and Rutherfurd
1998)、渠道化、不适当的修建水坝、取沙取石而加速。这些行动增加了河岸的不稳定性，造成了相邻宝贵的
土地的流失（通常是农田）。在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农村更为严重。常常导致人们走向贫困（如我们在印度东部
沿甘加河、雅鲁藏布江及其他河流所看到的Das et al. 2014)。
一般说来，尤其是在印度侵蚀控制项目大多着眼于采用硬工程措施(Allen and Leech 1997)。 包括抛石，
石头护墙，防波堤，混凝土墙，路堤。这些多为短期措施。这些往往难以有效地恢复河边生态，造成现有河流
条件的退化。（例如抛石坡面因为改变了栖息地而障碍了鱼类的生长(Polste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Limited 2003)。 它们通常通过现有裂缝和空隙加速了坡脚（物质）的冲刷。从而加速了坡脚物质的散失，由
于后方的水压，易于被掏空和下沉 (Lagasse et al. 2006)。在沙质河道处乱石堆加剧了不远处的下游侵蚀
(Scheireck 2001)。而混凝土结构限制了渗透和影响了植物生长(Torre 2001)。硬工程技术是复杂的岩土工
程系统，要求一定的科学技术来建设，需要长期的维护费用，如果建设不当更需追加（费用）(Bentrup and Hoag
1998)。
相反，生物工程致力于将硬工程物理法则与活的植物的生物成分(Stiles 1991)结合起来，利用沿河岸的
防护性植物墙起到整体表层保护作用(Donat 1995)，通过加固和增强土壤对侵蚀的抵抗力(Wells 2002)以恢复
不稳定的河流的地学和生态学功能。 这样的沿河岸的植物带影响到河流的水文运转和河岸的岩土工程技术性
质(Abernethy and Rutherfurd 2000; Maffra et al. 2017; Mulyono et al. 2018)。 因而提供了较大的河
岸稳定性，从而保护了泛滥平原大片土地。这种方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欧洲河流通常采用活的材料减
轻侵蚀 (Evette et al. 2009), 它们有着较高的声誉，并在近期成为河流修复措施的组成部分(Mondal and
Patel 2018)，对渠道动力学的影响为人们所了解，很多设计模型得到应用(Allen and Leech 1997)。
由于土壤水分状况得到改善，鱼类和微生物栖息地也得到改善，建筑和维护费用减少了，水质通过植物修
复得到改善 (Caulk et al. 2000; Girija et al.2016)。 硬工程措施不断被抛弃(Caulk et al. 2000)，在
对付侵蚀和河岸的不稳定性上，成为像印度(Ghosh and Bhattacharya 2018)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唯一行之有效
的方法。这里每年都要与季风洪水和随之而来的河岸侵蚀相抗争，在乡村地区既缺少资源，又缺少资金。

2 应用活的植物保护河岸
灌木层和铺垫，树木和原木护坡，加有植物的土工网，活的木桩和稍捆，活的木栏墙，联合种植均为不同
的生物工程设计，常常根据侵蚀的种类和程度，工程所处位置、条件，应用的目的而异(Li and Eddlema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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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banks and Meadows 2002; Veticon Consulting 2017)。
将植物与硬装备措施结合起来，应用于难以进行自身固定的地方(Johnson 2006)，这类生物工程稳定措施
可加以规范化。在所有这些中，选择适当的植物种类是最重要的。既要节约资源，又符合审美要求。 草本植
物在与土壤侵蚀抗争方面具有独特的能力，是很好的压实动力，把分开的遭受侵蚀的土壤压到一起，因而由于
其张力作用(Baets et al. 2008)而稳定堤岸，并给贫瘠的土壤保存了养分(Babalola et al.2003)。
自行繁殖的草种具有较高的成活率，能够适应不良气候条件，因而较为理想(Liu et al. 2014; Lateh et
al. 2014)。 笔花豆(Stylosanthes guianessis)草冠较低，地表覆盖稠密；糖蜜草保护土壤防遭雨点冲击；
棕叶芦和象草通过增加剪切强度而加固土壤(Kafle and Balla 2008)。 另一个重要参数是植物的锚着力和根
系的加强力量是极重要的临界值，显示了为什么能够抵挡流水的临界抗剪强度(Fischenich 2001)。因此，通
过定量研究这些草本的根系长度、密度和表面积，弄清这些乡土植物对不同侵蚀类型的影响，以及控制河岸侵
蚀的效率(Shit and Maiti 2012)。
谈到这些，人们普遍认为香根草是最有效的控制侵蚀方法之一。 它是热带地区普遍生长的植物。在印度
北方人们称它“卡斯卡斯”（Khas Khas）。香根草拉丁名是Vetiveria zizanioides，现在更名为Chrysopogon
zizanioides（归入金须茅属——译著） 在早期出现在印度梵文神话作品中不仅因它的根系能控制侵蚀和保持
土壤，还因为它的其他诸多用途 (Maffei 2002)。 在印度南部人们首先种植香根草，从其根部提取芳香油。
这些操作后来传播到全世界 (Maffei 2002)。印度南部的香根草种类变成了“驯化”种，可能是从野生草人工
培育而成。 它不开花，不结籽(NRC 1993)。尤其适合于控制侵蚀。该草稠密带穗，较高（在生长条件好的地
方1.5m-3m）。多年生群落(Duke and duCellier 1993)。 适应于极端气候，能承受持续干旱和过量降雨(Truong
1999a)。 能够在各种土壤类型上生长，耐高盐度、高碱度和酸性硫酸盐(Truong and Baker 1996)。在不同土
壤pH下都能生长(Truong and Baker 1996; Zeitz 2015)。 作为一种水生植物，在降雨量高的地方生长最好。
可以在几乎所有地貌类型上生长，从高山到低平原，以及沿着河谷(Maffei 2002), 在排水好的沙土上生长最
好 (Greenfield 1989)。 从小的分支繁殖，而不是通过地下茎 (USDA NRCS 2009)。因而无侵入性，不与相邻
植物竞争。相反它所产生的微气候有益于其他乡土植物的生长 (Bertea and Camusso 2002)。
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将香根草应用于保持水土以前，仅应用于构建茅草屋顶和墙。它首次应用于控制土
壤流失是应用于斐济甘蔗集约生产(NRC 1993), 类似的例子发生在马来西亚和加勒比海地区(Ghosh and
Bhattacharya 2018)。成功的例子促成了世界银行于二十世纪80年代将香根草系统应用于印度中部干旱和侵蚀
严重地区(NRC 1993), 将香根草系统作为“控制侵蚀”的绿篱(Okon and Babalola 2004)。 因为其草冠正好
位于地表以下，在充分长成以后能够承受牛的践踏。其坚韧的成熟后的稠密的叶丛能够捕获地表水流和流失的
泥沙。 从来自斐济和印度的考察报道，香根草不仅防止农田土壤流失，并且提高土壤水分和地下水位，从而
促进了其他植物的生长(NRC 1993)。然而从管理角度看，只是在近期印度西孟加拉才采用香根草保护河岸。我
们在印度东部的西孟加拉州西南部考察了应用实例。 地方政府采用这一技术是把边坡防护从硬工程转变为生
物工程。这需要跨部门、多单位、和基层乡村的共同努力。 这显示了一个由政府资助、社区管理的以植被为
基础的河岸保护项目（通常位于边远贫困乡村）是如何得到成功实施的。 通过项目考察，利弊分析，促进了
在其它类似地方的项目设计。

3 目标
本文的目的是：
 阐述香根草在防治河岸侵蚀上的作用。
 讨论以植被为主体的河岸保护项目是怎样在西孟加拉乡村设计和实施出来的？聚焦于沿着河流进行物理
整修的（单位）运行的机制，以及当地居民对项目的认知。
 将生物工程措施与传统的硬工程方法的造价进行比较。

4 方法
从已经出版的文献、有关报告、和报纸文章中搜集关于香根草控制水土流失的有效性的资料。地方政府有
关部门准备了试验地区有关项目实施的文献包括实施单位、所需要的经费、几个单位的相互关系。在应用香根
草保持水土的地方对乡民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当地人民对该项目的看法。问卷聚焦于草本植物在保护河岸的
有效性，乡民在选择保护地点上的作用及种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于 2019 年春季，在 Gholsai 村进行全面定
点调查，这是选择用来种植香根草的村子之一。是在印度冬季季风季节到了之前，种植香根草并开始生长的时
候。
在地图上勾画出河岸平整供种草的位置。 在2020年1月在同一地点反复进行地形调查，以便弄清楚与相邻
的未种草保护的地段相比，种草河岸地段的情况。这时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季风和季风后的季节，此时的水
流达到了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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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地区
本文致力于应用香根草生物工程技术保护Ketia河岸以防止侵蚀。该河为Silabati河的支流。位于西孟加拉
邦西南部Paschim Medinipur区的砖红壤地带（图1）。 这些河流是典型的低地河流(Rosgen分类中的C和 E类型,
具有开阔的泛滥平原, 轻度由河沟围绕， 宽度/深度比低到高。弯曲度中等到高。—Rosgen 1994)。 Silabati 河
宽度150--90 m，支流为50到80 m。平均流速0.35 m/s（貧水期）到 2.3 m/s （丰水期）。资料来源于野外调
查。 在雨季，Silabati河将洪水倾泻到较低的支流， 在试验地区水位总是超过研究地段的界定的危险水位8.99m,
Ketia河也承受了部分季风雨流量。在Ketia河的较低部分的河段，河水又进一步流入Katan河。这是二级河流,
与Silabati河在下游汇合，从Ketia河流回流入主河道。这些河流导致了Ghatal区较低的地方每年发生洪水和河岸
下沉。Zamindari era 河堤网络 (在印度权贵和英帝国时期为西孟加拉的地主）在洪水到来之前勘察了河流并
加以维护。该工作不仅十分费钱还导致了在河流与泛滥平原之间关键的横向衔接渐渐瓦解。 河岸侵蚀和堤坝
继续遭到破坏，在洪水之后留下大量泥沙，农田养分持续下降。 常规方法证明并不有效，因而选择了几个点
试验，主要采用香根草进行保护，以衡量它在减轻灾害方面的有效性。

图1 研究地区的地图，显示西孟加拉的Silabati 河流域（a）和沿Ketia河种植香根草保护河岸的位置（b）

6 香根草在保护河岸上的作用
香根草沿稠密的绿篱生长，从两个方面保护了遭受侵蚀的斜坡：深长的、相互缠绕的纤维状根系向下深扎
达3m起到很好的抛锚作用 (Demirel and Demirel 2005), 固结了土壤，通过增强土壤剪切强度、加大坡地的稳定
性而防止其移动(Islam et al. 2017)。草篱地面以上的部分可以滞留沉积物，降低由于暴雨而形成的地表径流流
速(Truong et al. 2008; Yinglun 2018)。即使香根草密植丛间距为10cm，它的根系垂直向下，不会影响临近的农
作物(Bertea and Camusso 2002)。 试验表明在2个月内根系深达1m，在3个月内深达2m以上。即使在不利气候条
件（热或冷）下也是这样(NRC 1993)。 试验表明种植行间距30cm能够满足在短期内稳固河岸的要求(如果需要
快速有效，但需要较多的种植材料和花费）。 如果种植材料不足，行间距可为75cm，从长远观点看也能解决
问题 (Ghosh et al. 2018)。
香根草的根系总长度与根系剪切强度直接相关。充分生长的香根草增加保护不好的堤岸的安全因子（FoS)
达2.6倍 (Truong et al. 2008; Islam and Badhon 2016)。平均抗张强度75 MPa (Hengchaovanich and Nilaweera 1996;
Ghosh and Bhattacharya 2018)，对崩塌的堤岸的研究表明，覆盖土壤基质的香根草实地抗剪强度是裸地的1.4
倍。因而极大的增加了FoS值。从而减少了侵蚀量约70% (Nasrin 2013)。香根草地上部分可以生长到1.2m高。 但
一旦生长到15cm就加以修建，以刺激它快速生长和分蘖(Maffei 2002), 作为一个“底盘重”的草，能够防止倒
伏。香根草草篱的水力学特性显示它能够有效地抵御洪水流动速度达5m/s。因而减少河岸边坡的侵蚀(Truong
2000; Truong et al. 2008)。当将香根草与其他活的植物（如竹子）或者土工网（两者都是当地常用的）相结合
时，他们能够有效地减缓流速，从而滞留额外的沉积物(Noorasyikin and Zainab 2016; Tardio et al. 2017)，使沿
河岸水的流速变慢，使得部分悬浮泥沙沉淀，并沿着河岸岸脚逐渐形成护堤一样的地貌，为不稳定的河岸提供
支撑。它需要少许维护，在起初几年需要把沟壑填上。对香根草定期修剪和每年要对地上部分进行修剪以达到
控制侵蚀的最佳效果(Grimshaw 1993),并要制定出种植和收获最佳时间(Islam and Badhon 2017)。

7 在印度次大陆香根草缓冲带对河岸的保护作用
讽趣地讲虽然将香根草应用于土壤侵蚀控制是印度传统的和乡土的知识，已经有几个世纪。 在古老的梵
文书中已有提及，并尤其是在二十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推荐、并在世界上广为传播之前已经采用(Greenfield
1989; Ghosh and Bhattacharya 2018)。 香根草应用于保护河岸的例子在近期在印度次大陆很少，主要是因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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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人员对其应用的忽视，和缺少专业工程师的认可(NRC 1993; Ghosh and Bhattacharya 2018)。这是由于行政人
员自身没有进行独立的香根草试验示范。后来世界银行在印度进行了试验，实施了指导性的项目（参见他们的
报告） (NRC 1993)。现在将该技术应用于河岸侵蚀防治和坡地固定已经是稳定的现实，标志了管理认识和政
策的重大转变。其他生物工程方法如土工布以前也有人应用并进行了调查(Ghosh et al. 2016)。应用活的植物保
护河岸，以及为了特定的目的进行培育是很新的事情。在国家的东边和南部只有少数案例（根据国际香根草追
踪系统(iVGT App)资料）。 香根草在西孟加拉Hooghly区第一试验区沿着Mundeshwari河河岸上种植了900m。
由Mahatma Gandhi国家乡村职业保障计划局实施。结果认为植物是很好的固坡工具，其根系能够有效地把松散
的土壤固结到一起。而其成束的绿篱可以降低水流速度(PTI 2012)。定期修剪能够促进其旺盛生长，修剪物可
以用于饲养家畜。
在西孟加拉邦Nadia区Bethuadahari地方沿 Bhagirathi河种植的香根草的作用非常显著。香根草极大的减少
了侵蚀，稳固了河岸，种植距离适当可达最佳效果。种植的香根草还能增加土壤养分，供其他作物使用(Ghosh
et al. 2018)。在经常发洪水的西孟加拉邦的北部和南部沿着Teesta和 Ichhamati河的许多地方(那里也经常发洪
水）种植了不少香根草，以稳固河岸。在Bauriakan村的Orissa地方，沿 Devi河易遭侵蚀的地方也种植了香根
草。那里遭受到沙矿的威胁，而且堤岸液化。曾经认为（种草）是减轻反复遭受洪水危害以及河岸大幅度下降
的措施（通过增加河岸的粗糙系数，从而降低流速，控制洪峰） (Mishra and Subhalaxmi 2018)。在Assam，尤
其是在Brahmaputra河谷和沿Guwahati–Shillong公路的地方也种植了不少香根草应用于保护河岸和山坡（Ghosh
and Bhattacharya 2018)。 种植香根草用于防止农田径流造成土壤流失已有较长历史。在Uttar Pradesh,
Maharashtra, Tamil Nadu and Karnataka州都有事例记载(Greenfield 1990)。为了不同目的在非常贫困的Karnataka
村种植香根草，不毛之地通过香根草有机农作措施得到恢复(Patil 1991)。在与孟加拉国交界的地方，沿Padma
河种植了香根草应用于稳固坡地，防治因为遭受水浪和潮汐而遭受的侵蚀。同时由于它固有的植物修复功能可
移除因为工业污水而进入河流的重金属(Danh et al. 2009; Sulee 2016; Sulee et al. 2017), 并能减少除草剂的浓
度，提高水质，有助于碳固定(Chomchalow 2003a; Oshunsanya and Aliku 2017)。

图2 西孟加拉乡村以香根草为基础的河岸保护项目流程图

8 促进香根草沿着河岸种植：工作进程
在试验区很多点上都应用香根草技术(Grimshaw 2006a, b)，主要应用于保护河岸。 首先在Ghatal区村级潘
查雅特（村落共同体）区Monoharpur-I 进行试验。结果很显著（虽然没有进行科学测量，也没有形成报告）。
成功信息传播到该区其他的村落共同体。此后在其他地方也种植了香根草： 沿Ketia河两岸Kuthi Konarpur 的
乡村；Dewanchak-I 村落共同体Kismat Kotulpur 和 Kanakpur；Dewanchak-II村落共同体Gholsai等地。这些都
是侵蚀严重的地方，坡脚一直遭到冲刷和沉降，被Gram Panchayats （包含一些村庄的地方行政单位，简称GP）
选作种植香根草的试验地。
它有权进行设计和实施（图2）。计划一旦制定出来，就成为有关GP的行动计划，配置预算，报请地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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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办公室批准。如果预算在3.5拉克斯卢比之内（约5000美元），GP将直接履行河岸平整与香根草种植计划。
如果预算在4-8拉克斯卢比约5700-11500美元则由分局（SDO）审查批准。如果超过8拉克斯卢比则由区本部办
公室批准。这显示了河边缓冲带是如何构思并获得资助的迂回过程。行政（审批）过程常常需要时间，甚至耽
搁。并影响到整个项目的可行性，因为香根草在防治侵蚀、保护河岸之前需要有一定的生长时间。 因为行政
上的耽误，香根草种植后生长的时间很短（通常少于3个月——在季风到来之前）。与长时间的生长相比，效
果较差或是没有像较长时间生长的那样显著，香根草纤维根系难以深扎去固定较深部分土壤。
在经费得到批准以后，由能够提供香根草苗的单位参与投标。 乡村革新运动组织（GRAM）和AASMANI
是两个非政府组织。他们有自己的香根草苗圃。通常是草苗供应者。所有（种植）材料和劳动力都是由MGNREG100
工作日提供。 这是一个100天工作项目，属于国家乡村职业保障行动（2005）。为乡村贫困人口提供工作权利。
是本生物工程项目实施的支柱。虽然并非完全为了这一项工作，该项目提供了所需的劳动力和他们的报酬。从
事修复河岸的工作，种植草苗并在生长期加以维护，使得该工作得以成功。作为MGNREGS 的一部分，自从
开展工作并正常运转以来, 每个GP（小组，当地行政单位，由几个村民组成）被委托准备一个“能手名册”，
他们来自村民，可以为该项目雇佣并取得报酬，在得到项目许可的情况下，作为劳动力参与各项发展活动(通
常是造林、水资源保护与干旱防护、水的收集与灌溉、常规水体整修与土地开发、防洪、或乡村沟通---乡村
发展部，2005) 。香根草种植地点，乡村能手名册上持有MGNREGS工作卡的人则确定下来为了此项目而雇佣。
他们监视围挡地区的整个过程，土地准备，草苗种植，在生长初期除草、覆盖和日常管护。 在性别分工上通
常土地平整和种植由男人完成，而浇水和维护由妇女完成。根据MGNREGA的资料，（种植）材料与劳动力
的比例是40:60。社会保障措施（如MGNREGS）与生物工程环境保护项目相结合，不仅能增加个人收益并且
得到较大的社会和生态效益。 妇女参加工作，从事较轻微的劳动如在河边缓冲区浇水、除草不仅增加了一家
多人的（参与工作的）收益，也鼓励了当地成员较多的参与。 成为一个从事河岸保护的真正社区。

9 培育和种植规范
一旦小组获得草苗，就保存在苗圃用牛粪培养，使得根系能够在最好的条件下生长良好。 在众多的香根
草繁殖的方法中，应用裸根进行无性繁殖是最常用的技术。不仅因为它简单，而且花费低廉。从一株母本植物
通过根分蘖可以产生众多植株。分蘖是从植株茎的基部长出的新稍(Truong 2008)。 一旦将分蘖挖出就应该保
持湿润，一直到生长出新的根系。在雨季初期种植生长最好(Joy 2009)。越南芹苴大学所用的芽孽技术通常包
括4步：侧芽发育、产生新稍、从新稍上长出新根、生产大量新的植株。香根草的组织，尤其是幼苗尖端，新
生花朵和节芽可以用来进行组织培养。 应用单位大多为园艺工业单位（很少在其他部门），因为其效益较低。
应用分蘖进行营养繁殖较其他方法都好。值得在地方上进一步推广(Islam 2003)。
防止在香根草行间滋生杂草，通常在种植前几周用油处理。该油通常是天然除草剂，包括桔子提取物、丁
香油、液体肥皂、白醋。 但一般单位和个人不用此方法，在试验区域常常根据非政府组织的建议在种植香根草
时采取措施，以确保香根草的生长。即使没有采用抑制油，香根草生长往往也很好。一旦生长充分香根草本身
就是有效的杂草抑制剂(Oshunsanya and Aliku 2017)。 试验用的草苗通常在种植前在牛粪水中浸泡片刻，一旦
种植以后就要浇水，很少考虑种植地的土壤性质(Mekonnen 2000)。在生长初期，每周常常浇水3-4次。试用NPK
肥料加上水凝胶（超级吸水材料，在种植时可以转换成凝胶以储存多余的水分）。在用水紧张的地方可以减少
花费。 试验表明在种植时使用水凝胶以后不需要另外浇水。在香根草种植以后，土工布有时候用来覆盖地表。
3周以后根系开始发育，在种植后3-4个月要定期施用有机肥。轮流施用蚯蚓粪和Jivamrit（一种特殊肥料，由
牛粪尿、绿豆粉和木霉组成。在施入土壤中之前发酵4天。）可以加速香根草的生长。
香根草苗通常由非政府组织提供，为阿萨姆（Assam）变种，与印度南部的变种（泰米尔纳德邦当地种）
相比较为便宜的。主要考虑成本。对各脱氧核糖核酸研究表明，香根草Assam 变种是印度南部变种的基因型，
叫蒙脱或日光型(https ://www.assam flood s.org/vetiv er-grass -youtu be/)。在Assam 地方长得像野草(Smitha et al.
2014; Behera 2018)。传统上，在有的地方用着芳香油生产。 现在有组织的进行生产，实现商品化用于芳香油
的生产(Maibangsa and Boro 2018)。所用品种为KS-1，由位于Lucknow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药品与香料
植物中心研究所推出(http://eagri .org/eagri 50/HORT2 82/lec11 .html)。 然而，印度南部品种根系比Assam长，
因而实际上也在Assam 地区有计划的应用于斜坡固定和土壤保持，表现出较好的土壤固定作用。 在这些乡村
实施的项目已有经验表明，过量的滞水，尤其是在生长初期不利于香根草生长。特别是Assam品种。 滞留水
要2个月才完全撤出该地区。在此期间新种植香根草如果全部被泥沙覆盖会腐烂（ Truong等人2008在湄公河三
角洲也有报道）。所以在冬季和旱季提前种植成功率大，生长好，在下次季风洪水来到时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一旦香根草生长充分，在深的水流下也能成活。在泥泞的水中能呆淹2个月(Duke and duCellier 1993; NRC
1993)。

10 河岸修复与香根草对河岸的影响
在种植香根草之前2周，对沿河岸有关区域进行修整以方便种植（图3）。坡度通常为45-60°，种植坑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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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15cm，深15-20cm(USDA NRCS 2009)。草苗放在坑中央以便相邻植株根系的竞争最小，这些根系垂直向下生
长，本来影响也不大。种植后，需要4个月时间香根草充分成熟，但在遮阴好的地方生长受到阻碍。在最初数
月降雨量35-45cm时香根草生长最好。6个月以后根系常常穿插至60cm深，对土壤充分起到锚固作用。 在旱季
香根草可能萎焉，但在季风季节又很快恢复，给与葱翠的覆盖(图4)。
植株间的距离为10cm即可生长良好(USDA NRCS 2009)，在Gholsai乡村种植时就是这样（图5）。推荐的
行间距是当坡度为35时45cm，当坡度为60时30cm。以便在坡地陡的地方覆盖密一些。图6显示坡面修复，以
利香根草的种植。这里香根草沿着Ketia河右侧河岸的外洼面种植。乡村就坐落在这里，易遭侵蚀和切割。 河
岸高约9m，位于层层山坡中，上面部分平缓，坡度10，7m宽。中部部位坡度一致，坡度30，长度18m。两种
坡均划分成一些小的台阶，香根草苗沿台阶而种（如在2019年1月所调查的情况）。 堤岸的下部由砍下来的竹
子和沙袋支撑。在香根草生根以后就地固定裸露土壤 ( Tardio et al. 2017)。一旦香根草充分生长以后，香根草
就能充分覆盖河岸并固定下面的土壤。从香根草种植起，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以及香根草的生长阶段测量其生长
情况（表1）。在对相同地点进行反复地形调查时（2020年1月）发现河岸被充分生长的香根草所覆盖（图7）。

图3 Ketia 河的区域（Ghatal 区Shyampur 村）(22° 36′ 36″ N, 87° 37′ 33″ E)准备种植香根草
a：打入竹桩
b：根据地形排列竹子土工格栅
c：在竹子格栅内填土
d：完成坡地准备以便种植香根草

在12个月以后进行广泛的站点调查（像最初在2019年1月调查那样）已经不可能，因为香根草生长稠密难
以接近，又害怕踩踏生长旺盛的香根草，我们只能对最初的横断面再作调查。与老的横断面相比，新的横断面
已经略有增高，因为在高洪水水位时香根草篱滞留了一些泥沙，有些地方还有一些土块（图6）。 这是人们所
期望的，因为香根草能够增加土壤的水力传导(Edem and Okoko 2015)，促进下渗，减少岸上的地表径流。从而
降慢流速，使得泥沙在一些地方沉淀下来(Edem and Oshunsanya 2014;Truong and Hengchaovanich 1997)。 然而，
河流对岸则明显遭受侵蚀。在种植香根草河岸上面一段也有类似影响（图8）。显示出明显的河岸下沉和侧向
侵蚀的证据。发生在河岸的外凹部，甚至在内凹部。因此，应用香根草的作用得到清晰的证明。在与当地村民
反复进行的地形调查表明，河岸的稳定性得到加固，在香根草覆盖区的后方，附近几乎没有侵蚀发生。 然而，
要想成功，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初期要对河岸加以修整。还要做好育苗工作，然后进行草苗种植。这些工作至少
在季风（通常也是洪水）到来之前2-3个月进行。以便香根草能够覆盖整个河岸表面，并使得根系能够深扎。
以便垂直向下穿插的纤维质的根系（Tamil Nad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09)，增强土壤的固持能力(Tamil Nad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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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在Ghatal 区Kuthighat 村(22° 37′ 06″ N, 87° 37′ 26″ E)沿着Ketia河种植香根草。
a： 表现为旱季外貌。
b：在季风季节显示出葱翠的活力。
c: 充分生长的一丛香根草根系。
d: 正准备种植香根草的河岸。
（未完待续）


你了解你身边的香根草的重要性
----国际香根草网络的问卷调查
问题标题
1.我是 :
香根草的种植者/供应商（为商业用途） 答案：60.78%。
香根草承包商/咨询公司/提供服务的人 答案：29.41%。
对应用香根草技术有兴趣的政府机构或私营企业 答案：9.80%。
2. 我主要的客户（种植者/供应商）
，应用地区（承包商）
，或兴趣（政府/公司）在于：
土地保护与稳定（边坡，河岸，堤坝，海岸等） 答案：58.86%。
基础设施保护（固定）
（道路，建筑，堤坝等） 答案：9.8%。
环境保护（污水处理，沥出液处理，污染土壤和水）答案：11.76%。
水土保持（农业，林业，流域保护）
。答案： 17.65%。
其他（请说明） 答案：3.92%。
3. 你和你的客户是否关心香根草是否会有侵袭力？
不关心。 答案：34.00%。
有点关心，但很少。 答案：44%。
偶尔有人关心，因为这一点而不选用香根草。 答案：6.00%。
普遍关心，因而不用香根草。答案：6.00%。
总是关心，或者几乎总是关心，因而一般不考虑采用香根草。答案：10.00%。
4. 在多大的程度上赞同“我坚信我了解我所种植或应用的香根草的来源。它不具有入侵性，为无性繁殖
品种”
不同意。答案：4.00%。
有点儿不同意。答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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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儿同意。答案：10.00%。
同意。答案：20.00%。
100%同意。答案：64.00%。
5. 你能证明你所供应的或购买的香根草来自香根草无性系基因组的重要性。
没有必要。答案：7.84%。
一点儿。答案：5.88%。
不太重要。答案：19.61%。
非常重要。答案：25.49%。
必须。答案：41.18%。
6. 如果国际香根草网络能够提供证明，说明香根草是在特定的苗圃培育出来的，经过基因测试，来自无
性系基因组，那么你的市场前景（生长/供应）或需求（政府/公司）会
无区别。答案：3.92%
也许会增加，但不显著。答案：39.22%。
可能会大幅度增加。答案：9.80%。
增加很多。答案：15.69%。
将会增加很多新的用途。答案：1.37%。
7. 请与我联系，我有兴趣进行香根草试验。我的地址是：

۞۞۞۞۞۞۞۞۞۞۞۞۞۞۞۞۞۞۞۞۞۞۞۞۞۞۞۞۞۞۞۞۞۞۞۞۞

消息报道：香根草应用于扶贫开发
1988 年引入中国南方红壤开发区试种的香根草其所表现的广泛适应性、速生性等“神奇”特性就显现在
人们面前而引起普遍关注，农业官员、农业科技人员及部分农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对其试验研究及应用推广中
去。30 多年来，香根草系统在农业上的应用可归纳为：应用于果、茶、旱作坡地水土保持，确保持续农业发
展；其茎叶覆盖防旱保墒改善田间生态环境；茎叶施入土壤培肥改土增加作物产量；应用农区风沙地挡风固沙
保护环境；应用嫩稍嫩叶喂养牛、羊等发展畜牧业；应用其干草培养木耳等食用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等等。
四川省农牧厅土肥处及江西省红壤开发总公司对香根草的饲用营养价值的分析化验结果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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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红壤研究所割嫩香根草茎、叶喂牛，半月生的嫩草，牛全部吃光，一个月的嫩草，
牛采食率 90.9%；投喂鱼群，其半月生、一月生茎、叶摄食率分别为 59-71%，44-56%，香根草越嫩喂食效果越
好。已拔节的茎、叶开始老化，不能用作饲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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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昆明光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引种香根草至甘肃迭部县用于家畜养殖，走出一条扶贫和产业发展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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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81597，传真：（025）86881000
E-mail: lyxu@issas.ac.cn Homepage: http://www.vetiver.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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