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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皇家发展项目委员会办公室

国际香根草网络

关于开展香根草短视频比赛的通知
香根草系统——气候智能技术
在气候变化对各国及其人民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候，根据中国香根草网络提议，泰国皇家开发项目委员会
办公室（ORDPB）和国际香根草网络（TVNI）宣布，将举办一场短视频制作比赛，以展示香根草技术（VGT）
的重要性，以及作为气候智能技术的多种不同应用，支持缓解与土壤和水有关的关键问题。
1 目的：通过短视频展示香根草系统的重要性，及其发展、应用、推广和传播。尤其是增强社区对日趋普遍
的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和应对能力。
2 比赛内容：仅限于关于香根草系统的短视频（2-7分钟）
（注：好的短视频很可能会比长视频更好）。视频必
须是新创作的，
（不接受已经发布的视频。包括视频和音频以及照片的相互补充。视频不必是专业制作的。
“家
庭”视频是可以接受的，并受到鼓励，只要将事情说清楚即可。
3 语言：最好是英语。其他语言也可以，但必须有英文字幕以充分概括音频并描述内容。
4. 时间安排：所有视频，连同申请表（附件）
，应以电子方式发送至泰国皇家开发项目委员会办公室（ORDPB）：
vetivervideo@gmail.com （使用Dropbox等文件传输系统）
。
不迟于2022年9月1日。
5 视频评估和评判：ORDPB和TVNI将邀请一个由五人组成审查团评估提交的视频。评估（最高50分）将基
于：
a、 内容价值/有效性（1-10）
b、 与香根草系统未来需求和推广的相关性（1-10）
c、 预期技术影响值（1-10）
d、 对社区的预期社会影响值（1-10）
e、 创新程度（1-5）
f、 视频的整体质量（视频/音频/字幕）
（1-5）
6 奖项：
一段视频只能获得一个奖项。所有参赛者将获得参赛证书。获奖者将获得现金奖励和证书。所有参与者都将有
自己的视频在TVNI的YouTube频道上发布，并将通过文件传输协议，如Dropbox或SD光盘获得得奖视频。
总金额为8000美元的奖项将颁发给香根草获奖视频，具体如下：
最佳整体视频，考虑到最大的宣传效果-1000美元
社区/社交相关视频（2）-500美元
水土保持视频（2）-500美元
农业相关视频（2）-500美元
基础设施相关视频（2）-500美元）
植物修复/水质相关视频（2）-500美元
减灾相关视频（2）-500美元
香根草的其他用途（2）－500美元
7 公布评选结果：比赛结果将于在2022年10月15日左右由ORDPB组织的网络视频会上发布。
8 更新：本通知将不时更新，宣布可能的新信息和附加奖励、活动安排，以及可能涉及到你提交的视频的行政
变更。
9 报名表：如果您打算参加，必须填写第1部分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vetivervideo@gmail.com，组委会将提醒您，并确保您收到最新信息。
提交视频时间：不迟于2022年8月31日。并完成表格第2部分后一起交付：vetivervide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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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管理：泰国皇家发展项目委员会办公室将与国际香根草网络紧密合作，组织好这次视频比赛。
11 .问题：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提交至vetivervideo@gmail.com.
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Nongpun Meechuen and Dick Grimshaw
On behalf of ORDPB and TVNI
2022年3月18日

碳农业: 在植物和土壤中固碳
Elizabeth Waddington
我们目前的农业系统已经崩溃，是造成气候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使用大量化石燃料的同时，现代农业生
产方式每年释放数百万吨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的能力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然
而粮食安全正受到威胁。
碳农业提供了主要的解决方案，我们将通过深入研究植物和土壤中的碳固存对此加以研究。还将讨论碳农
业如何利用自然循环更有效地捕获碳，对粮食生产和应对气候危机产生积极影响。

什么是碳农业？
碳农业是通过采用农业措施提高二氧化碳的固存率。这些做法提高了从大气中吸收碳并锁定为植物材料和
/或土壤有机物的速度。
实施碳农业通常涉及两个关键战略:
 通过最有效的植物选择和组合进行种植以固碳
 通过增加有机物质和避免耗尽土壤碳的做法来保持土壤以增加碳捕获量，从而防止土地碳的全面流失
碳农业的目标是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显著减少传统农业的碳排放，将农业生产从二氧化碳的净排放者转变
为净吸收者。
农民和种植者采取的简单措施可以把他们的土地变成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
大规模采用碳农业做法（一种再生农业）可以大大有助于解决我们的气候危机，为全球粮食生产和安全创造一
个可持续的未来。

为什么在植物和土壤中固碳很重要？
碳存在于大气、土地、海洋和活的有机物质中。它通过广泛的自然过程在这些不同的储层之间进行交换。
没有人类的干预，碳的自然流动将保持水平相当稳定，这意味着碳循环将保持和谐的平衡。
无可置疑，人类活动每年大大增加了释放到大气中的碳量，造成了世界碳循环的不平衡。但你可能没有意
识到的是，除了碳排放，人类活动还通过多种方式减少了植物和土壤固碳的数量。
根据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的数据，每年植物和其他光合生物吸收 7460 亿吨二氧化碳，然后释
放 7270 亿吨二氧化碳，锁定 190 亿吨。
植物在光合作用中吸收二氧化碳: 利用阳光从二氧化碳和水中获取养分。通过叶绿体细胞，植物吸收光能
并利用光能将水分解成氧和氢。氧气作为废物释放出来，但植物吸收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与氢结合生成糖，
成为它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空气中的碳储存在植物的组织中，直到植物腐烂或被土壤吸收为止。自然腐烂的植
物释放二氧化碳回到大气中。
增加植物从大气中吸收碳的能力对于减缓气候变化至关重要。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全世界的土壤如
何吸附碳，以及碳农业如何能够提高其吸附碳的能力。
减少碳排放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地球环境和生态系统。海洋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大
的碳汇，在植物、珊瑚和藻类中储存碳，目前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约有四分之一被藻类吸收。然而，
土地也很重要; 森林砍伐和土壤退化降低了我们这个星球的自我调节能力，但有效的土地管理可以产生重大影
响。
我们需要增加农业用地可以容纳的碳量，以及这样做的时间长度。目前，农业和林业通过二氧化碳吸收
大约抵消了 20% 的排放量，但是碳农业实践可以让我们改善这一统计数据。农业部门约占英国温室气体排放
量的 10% ; 因此，碳农业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一份独立报告显示，到 2045 年，苏格兰的农业部门可以轻松地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38% ，甚至可以
更进一步。农业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但可以成为气候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我们生产粮食的方式必须能
够减少排放并锁定更多的碳。通过改变现有的耕作方式，苏格兰可以成为全球向气候友好型农业过渡的前沿阵
地; 它已经在碳农业方面走在了前列，英国其他地区也可以效仿。美国国家农业联盟(NFU)表示，到 2040 年，
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减少到几乎为零——比政府的总体零排放目标提前了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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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全球范围内，碳农业对于实现零排放目标和过渡到一个可持续的、有道德的、公平
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

树木在碳农业中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理解碳农业，让我们来看看植物选择在这一实践中所起的作用。首先，最重要的碳农作物是
树木。

照片：Andreas Gücklhorn

树木在碳农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的大小(包括巨大的根部结构)允许高碳吸收，而且多年生植
物意味着这可以全年发生。
一般来说，树木在生长过程中具有惊人的储存碳的能力。研究表明，所有树种从种植到老年(超过 200
年)都会吸收二氧化碳。然而，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种植后 10 至 45 年) ，他们的碳固存量达到了顶峰。
关于树木的碳保留，森林的功效增加或减少取决于地理位置，时间（年），以及对它们的使用（方式）
。
与此同时，确定一棵树每年以及在其一生中能够吸收多少碳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因为这些速率受物种、
大小和年龄以及包括温度在内的许多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即使是最好的数字也只是估计数，而准确的数字是
难以获得的，因为这些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只与采集这些数字的特定地区有关。
虽然森林砍伐在全球变暖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重新造林并不是消除这些影响的灵丹妙药。在温带地
区种植实际上可以减少地球表面反射的阳光量——这只是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所涉及的复杂性的一部分。
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如果砍伐和焚烧树木，这些好处将会丧失，因为二氧化碳会被释放并重新回到大
气中。因此，森林的永久性是关键。

选择什么树
碳捕获计划通常青睐年轻的树木，这些树木生长得更快，但生长缓慢的树木在相当长的寿命内可以吸收
更多的碳。因此，从环境的角度来看，最好的策略通常是种植一些不同的树种，最大限度地实现短期和长期的
固碳。
最适合种植的树木往往是那些为人类提供额外利益的树木，它们被砍伐的可能性受到限制; 因此，水果
和坚果树往往是不错的选择。
其他选择包括可以修剪的树木(反复修剪至地面，不断生长出新枝)——这意味着可以在不阻止树木未来固
碳能力的情况下收获材料。在采伐系统中，较少的土地可以被分配给树木，同时提供相同的总体碳收益。

树木如何用于碳农业
对森林或林地的精心管理所能带来的不仅仅是树木的种植。在增加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一个真正的森林
或林地系统可以是包括多层次的种植、促进增加碳吸收的复杂系统。
传统的果园通常在树下种草，这种覆盖物保护了土壤，而树木则吸收了碳。然而，尽管这种覆盖可能是
有益的，但混合的地被植物(包括固氮植物和在树木周围分层种植的有益植物)将更大程度地增加碳吸收，创造
一个更有活力和更稳定的生态系统。
果园或林地管理将碳捕集树木与其他有益植物层结合起来通常被称为森林园艺，或者在更大范围内称为农
林复合。这是碳农业的一项关键战略，也可能涉及将树木纳入其他类型的农业生产，如传统的田间作物生长或
畜牧业。这些整合可能采取以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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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农业
森林农业是利用森林/林地种植高价值的特种作物，包括非木材林产品，如蘑菇和菌类、水果、坚果、耐
荫蔬菜、草药等，以及装饰和手工艺品等。
林地耕作系统
林地耕作系统包括在一排排有生产力的/有用的树木的行间种植农作物，即“通道农业”。这些树可以提
供额外的产量——例如水果或坚果，或者用作燃料或木材——同时不断的提供碳捕获效益。例如，这种系统中
的树木也可以选择固氮树种以增加（土壤）肥力。
林草系统
林草系统把树木和牲畜结合起来，通常将树木用于饲料生产。有时，将饲料引入到现有的林地或森林系统
中， 猪在农林复合生态系统中掘土，打碎土壤，它们践踏土壤有助于将有机物质融入土壤中。在这样一个系
统中，鸡和其他家禽及家畜也可以成功地在树木之间搜寻饲料。
防护林/等高种植
利用树木改善种植作物的环境条件是复合农林业/碳农业的另一个要素。永久性的防风林/防护林带或等
高线上的一排排树木也有助于增加一个地区的整体碳吸收。
河岸缓冲带
用树木和其他植物保护水道免受侵蚀和农业径流的影响是在碳农业中使用树木的另一种方式。除了保持
原地固碳外，这种种植还可以提供一系列其他好处。

来源:Wikipedia

灌木和植物篱在碳吸收中的作用
灌木和篱笆在碳农业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灌木和篱笆作为永久的、多年生的农业景观或园林特色，对
于注重碳的土地管理至关重要。一个篱笆越宽越高，它通常会吸附更多的碳，但是仔细设计和管理混合篱笆系
统也可以改善整体吸附（效果）
。
沿着田地边界的防风林和保护性篱笆可以在典型的农业景观中创造永久性，带来一系列环境效益——包
括增加碳吸收。
深根性多年生植物的作用
所有的植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助于固碳，但那些深根性植物将更有效地把碳储存在土壤中。因此，其他多
年生植物，特别是那些根系深而稠密的植物，在土地管理中也能有效地固碳。木本植物的根部可能会长时间深
深地埋藏在土壤下面，使碳在未来许多年都不会释放出来。

4

摄影：Photo kazuend

竹子是一种多年生植物，在全球碳吸收方面特别有趣。巨大的木质竹子与树木有着共同的特点，并且具有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碳吸附能力。
不过，还是有一系列因素可以影响竹子的（碳）吸附效率，因此人们提醒不要过于相信个别研究的结果。
尽管如此，事实证明，活的竹子和树木种植园储存的碳量差不多: 每公顷大约储存 100 到 400 吨碳。与木材一
样，它也有能力取代其他碳价格昂贵的产品，而且如果得到有效管理和利用，它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碳从
大气中保留下来。
尽管在英国，竹子可能不会在碳农业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人们相信，竹子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全球
性的重要潜力。据预测，到 2050 年，它将吸附总共 83 亿至 213 亿吨的二氧化碳。
碳吸附与一年生作物
农田土壤有机碳含量远低于自然生态系统。当土壤从天然土地或半天然土地，如森林、林地、草原、干旱
大草原和热带草原转变为典型的农业时，土壤有机碳含量减少了 30% 到 40% 。
一年生作物的根生物量通常比多年生作物低，因为它们不需要以同样的方式储存能量。平均而言，植物
将 76% 的碳储存分配给枝条，只有 24% 分配给根部。然而，由于不同的气候和环境条件，这种差异可能相当
大。
有趣的是，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设计植物以获得更多根系，能够储存更多二氧化碳，然后逐渐分解并
将碳沉积回土壤中。将这些植物纳入全球农业食物链可能有助于每年减少 20% 至 46% 的过量二氧化碳排放。
土壤中的碳捕获
土壤中的碳含量是大气中碳含量的四倍，比植被中的碳含量还要多。这意味着我们如何生产和保护土壤
与我们种植什么、在哪里种植一样重要；考虑到这一点，改变农业和园艺实践是增加碳固存的公认方法。土壤
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碳汇，抵消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很大一部分。
土壤对碳的吸收程度取决于土地的利用方式。随着作物富含碳的生物量被收获和移除，用于一年生作物种
植的土地会耗尽土壤有机碳。耕耘和种植也会减少碳的储存，释放 CO₂ 进入大气层。
种植者如何提高土壤的碳捕获能力
在短期内，农民和园丁在种植一年生作物时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增加碳吸收。首先: 通过森林园艺或农林复
合栽培(混合种植方案而不是单一作物种植) ，将多年生植物纳入年度粮食生产。通过使用覆盖作物和连续种
植，保持作物全年覆盖，这也很重要。
将农业用地改为牧场，以及使用诸如免耕耕作、覆盖、分层作物和轮作等永续栽培技术——这些在有机
耕作系统中更为常用的技术——也可以增加农田的碳汇容量。
其他增加土壤碳的措施包括:
 收割并翻入土壤中的“绿肥”（被犁入土壤的植物）
。
绿肥是在保护土壤的场地上种植的覆盖作物。它们将养分（和碳）释放到表层土壤中，并且
在收割和翻入时可以改善土壤结构。
 添加堆肥/肥料（棕色有机物）
。
 将生物炭（黑色有机物）加入土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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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土壤中的微生物/真菌生命，保护脆弱的土壤网。
 有效的作物管理、作物轮作和多样化的种植计划。
这些措施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土壤中的碳流失，如:
 最少耕作，或在较浅深度耕作（
“免耕”和“不挖”实践）
。
 谨慎使用农业机械，减少行人和车辆压实土壤。
 避免过量牲畜，并谨慎管理牲畜。
 土壤管理，确保良好的健康土壤，以避免侵蚀和压实。精心和适当的种植。
所有这些措施都可以带来一系列好处，包括增加碳的固存和减少土壤中的碳损失。农民可以使用碳农场
计算器计算出他们可以采取的措施。
碳农业效益的证据
碳农业系由马林碳项目研究的，由两位土地所有者 John Wick 和 Peggy Rathmann 合作努力而成。 还有加
利福尼亚大学的科学家们。研究结果表明，在放牧牧场上一次施用半英寸厚的堆肥层，可以使牧草和其他饲料
作物的产量增加 40 至 70%，帮助土壤每公顷多容纳 26000 升水，并在 30 年内每公顷每年至少增加 1 吨的土壤
固碳量——所有这些都不需要再次施用。世界各地的其他碳农业研究项目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James Hutton 研究所对英国的气候变化和碳农业以及可持续农业/土地管理实践进行了重要研究。它们
为农民和土地管理者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的资源，他们希望在植物和土壤中更有效地固碳，包括一个土壤碳应用
程序，帮助土地所有者快速、轻松地了解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
对农场碳工具包网站上的一系列案例研究表明可以做些什么。关于这些做法的其他有用信息，以及它们
是如何实施的，可以通过国际千分之四倡议找到。该倡议于 2015 年在法国举行的第 21 届缔约方会议上启动，
鼓励利益相关者在对土地和土壤进行适当管理的基础上，向高产、高弹性农业转型。
我们如何通过可持续农业来帮助捕获碳
我们这些不是农民或土地所有者的人仍然可以帮助发展可持续碳农业的未来。记住，农场依赖于消费者。
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吃当地的、季节性的、有机的农产品——最好是那些实施综合农场管理系统和碳农业解决
方案的农场的产品。

摄影：Francesco Gallarotti

通过前往当地农贸市场，参观当地农场商店，或加入蔬菜箱或当地 CSA 计划，我们可以支持碳农业倡议，
让农民和土地所有者更容易做出必要的改变。
碳农业与生态系统有关，而不仅仅是植物和土壤。
到目前为止，我们关注的是人类管理或栽培系统中植物和土壤的固碳作用。但是，在更为野生和自然的环
境中进行碳封存也非常重要。
重新造林、恢复生态系统和植树造林无疑将在应对气候危机中发挥作用。保护现有森林和恢复退化的林
木生态系统都是固碳的关键。重新造林(在原有林地上种植)和植树造林(在原来非林地上种植)虽然不是万能
药，但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农民可以带头。
然而，生态系统保护不仅涉及森林和林地。湿地储存着世界上 14.5%的土壤碳，但仅占陆地总面积的 6%。
因此，湿地的有效保护和恢复对于缓解和适应气候危机至关重要。我们的海洋也需要保护，海藻和海草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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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利于碳封存。
因此，碳农业和可持续粮食生产必须始终考虑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农田建设绝不能导致关键碳汇生态系统
的减少或破坏；可持续农业应始终致力于维护和保护此类生态系统，同时为人类种植粮食和提供其他资源。
再野化及其与碳农业的联系
再野化——大规模保护和生态系统恢复——与碳农业有关。它涉及对整个生态系统的整体思考，以及如何
将野生动物和更广泛的自然系统整合到可持续的粮食生产和土地管理中。
再野化表明，在实施碳农业措施时，农场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土地，还要考虑到更广泛的环境。理想情况下，
生物区域内的碳农民应该共同努力，恢复和改善碳捕获系统。例如，大面积的植树计划可以成为野生动物走廊
和保护区的一部分。通过以这种方式与所在地区的其他人合作，农民和土地所有者可以在帮助固碳方面做得更
多。

照片：Barth Bailey

野化还表明我们应该与自然合作，而不是与之对抗。在单个农场和更大的生态系统中，保护的最佳方法通
常是顺其自然——因此，我们不做的事情对于碳农业和碳封存来说可能与我们所做的事情一样重要。
在顶级捕食者供不应求或已经灭绝的地方，重新引入关键物种对于使景观吸收更多碳也非常重要。 当草
食动物（如鹿或羊）过多时，自然生态系统和农场可能会变得不平衡，因为过多的数量会耗尽特定土地的植被。
因此，自然捕食者的重新野生化和重新引入也可以在确保特定地区的碳封存植被高速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碳农业的未来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自然气候解决方案的碳吸附的潜力有四分之一与土壤碳有关。这 25%代表了每年吸
附 238 亿吨二氧化碳，其中 40%涉及保护现有土壤碳。另外 60%涉及增加土壤碳和重建枯竭的存量。显然，可
持续碳农业确实可以在未来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由自然保护协会（TNC）研究人员领导的团队估计，如果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土壤保护和土壤建设活动
可以提供近 10%的碳减排量，以避免突破 2 摄氏度的气候变化壁垒。
尽管研究表明，在植物和土壤中固碳将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碳农业肯定不是没有挑战
的。对农民来说，实施起来可能很困难，即使实施了，最终可被封存的碳量也有限。
单靠缓解和碳封存不太可能足以应对气候危机。因此，我们都应该尽我们所能，在我们自己的管辖区和
世界各地实施、促进和实现碳农业。但首先是减少碳排放，并适应我们不断变化的气候，也至关重要。
继续前进，农民和土地管理者、政府和个人的合作将是至关重要的。农民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实施更可持
续的做法(如上文所述)。政府和当局可以通过一项碳农业议案或法案，或引入其他碳农业立法来提供帮助。他
们可以通过提供碳农业补助金，或者以其他方式鼓励碳农业来帮助农民和种植者。我们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通过在财政上支持农民，购买他们的农产品，投票支持那些推动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人。我们也可以发出自己的
声音，为所有人争取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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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田：种下香根草 增效又环保
红网时刻新闻 4 月 2 日讯（通讯员 蒋军君）眼下正是春耕生产的农忙时节，连日来，在位于新田县陶岭
镇的千亩香根草示范园里，多台大型机械正在翻耕整地，30 多名工人则忙着种植香根草，呈现出一派如火如
荼的春耕景象。

照片 1-2 新开辟的香根草种植园

香根草是禾本科，属多年生草本植物。须根含香精油，油浓褐色，稠性大，紫罗兰香型，挥发性低，可
用作定香剂；幼叶是优质饲料，其茎、叶中富蛋白质、氨基酸以及脂类、矿质元素等，还具有很好的消炎灭菌
作用，可以代替饲料中添加的抗生素；茎秆可作食用菌包、造纸原料。香根草还具有极强生态适应性的抗逆能
力，生长迅速，根系发达，即使在非常贫瘠、紧实、强酸碱甚至具有铝毒的土壤上都能生长，可以作为一种解
毒植物，活化土壤，改善土质。它的茎杆也十分粗壮、坚硬如竹，因而成为水土保持植物中的佼佼者，被越来
越多的国家视作“大自然赐给人类的宝贝”。

照片 3-4 香根草种植现场

新田县香根草示范园由湖南省粮农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一期种植面积达 1000 亩，公司还将建设
香根草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科研机构和研发出系列香根草产品，通过三年时间打造国家级香根草产业园。
建好后，每年可为国家节约粮食约 7 万吨、吸附空气中的碳元素以及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既有可观的经济效
益，又有可观的社会效益。
该公司还计划与新田县惠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在原惠峰农庄的基础上进行规划，拓展建设集生
态旅游、科普研学、观光采摘的农旅综合体，规划在周边种植万亩以上的香根草基地，带动更多农户就业增收。
（资料来源：红网时刻新闻；今日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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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