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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９８８ 年国际香根草网络主席里查德·格雷姆肖先生引入到中国的香根草技术是
一种利用香根草进行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生境恢复、防灾减灾、污染治理的生态工程与植
物修复技术。 在过去 ２０ 多年，该技术应用到中国南方 １０ 多个省区，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
益与社会效益。 然而，当年引入香根草技术时，海南、广东、福建等地早已有“野生”的香根
草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 １９３６ 年。 而最初的香根草种源究竟是中国本土生长还是从国外
引入？ 至今未见确凿的证据或资料。 目前，世界上栽种的香根草是通过分蘖等无性繁殖
的，在中国未发现香根草的无序蔓延及其“排他”现象。 与此相反，由于香根草的种植可改
善恶劣的生境条件，使其他乡土植物得以很快定居并生长，从而导致香根草自身萎缩甚至
消失。 此外，香根草对除草剂非常敏感，常因除草剂的喷洒而消失。 因此，把香根草当作外
来入侵种并认为会成为杂草的说法是缺少科学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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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根草（Ｖｅｔｉｖｅｒｉａ ｚｉｚａｎｉｏｉｄｅｓ），过去又称“岩兰

草”，是禾本科香根草属的一种多年生、丛生型草本

植物。 香根草系统（Ｖｅｔ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亦称香根草生

态工程技术，或简称香根草技术（Ｖｅｔｉ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 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９３；夏汉平等，
１９９８ａ），是一种利用香根草进行水土保持、环境保

护、生境恢复、防灾减灾、污染治理的生态工程与植

物修复技术，该技术成本低亷、操作简便、应用广泛。
１９８８ 年国际香根草网络主席里查德·格雷姆

肖先生通过世界银行在中国南方红壤的开发项目从

印度引种香根草到中国，用于南方红壤的水土保持，
从此香根草技术进入中国并推广应用开来。 １ 年

后，由农业部和水利部联合在福建邵武召开了国内

首个关于香根草种植技术的研讨会，进而开始了香

根草技术在中国的试验、研究与应用。 为了系统总

结经验和全面推广香根草技术，在国际香根草网络

的支持下中国香根草网络于 １９９６ 年正式成立。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在福州召开了国际香根草学术研讨

会，总结了香根草过去近 １０ 年的研究成果，阐述了

中国对香根草的试验、研究和应用情况，同时也介绍

了香根草技术在国外的进展（徐礼煜，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中国香根草网络与江西省公路管理局在南

昌召开了“国际香根草生物工程技术保持水土与工

程保护讲习研讨会”，会上国际知名专家介绍了香

根草技术在工程保护上的应用。 随后香根草技术在

中国公路、铁路边坡防护及水库、矿山、污水处理等

领域迅速推广。
在中国科学院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等机构的联合

主持下，第三届国际香根草大会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在

广州召开。 会前中国香根草网络出版了中英文版的

《香根草系统及其在中国的研究与应用》，总结了自

“福州会议”以来中国香根草的研究与应用进展（徐
礼煜等，２００３）。 同时，大会编辑出版的《第三届国

际香根草大会论文集》收集了全球有关香根草研究

与应用的最新成果，积极推动了香根草技术的国内

外交流（Ｔｒｕ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为了进一步促进香根草的推广和应用，使得农

民在利用香根草保持水土的同时得到更加直接的经

济效益，中国香根草网络于 ２００７ 年在广西桂林举办

了“首期国际香根草编织培训班”。 而后相继在广

西、安徽举办了 １０ 期香根草编织培训，为其利用尤

其是山区农民的增效增收开辟了新途径。
近几年又有一些香根草的专著与成果问世。 其

中，２００８ 年出版的《香根草系统的理论与实践》一

书，主要汇集了近些年来中国科技工作者在香根草

的研究和应用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成就，同时将国外

的主要研究成果和信息也介绍到中国（徐礼煜等，
２００８）。 与此同时，《香根草系统应用技术参考手

册》也于同年面世（Ｔｒｕ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与《Ｖｅｔｉ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 Ｔｈｅ Ｈｅｄｇ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Ｅｒｏｓｉｏｎ 》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１９８７）相匹配，目的是进一步交流成果，加速香根草

技术在中国和世界上的研究、应用和推广。
香根草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历 ２７ 年，其应用

领域包括从农田水土保持到基础设施防护，从环境

保护到污染治理，从固土护坡到防灾减灾等，其应用

地域已遍及南方 １０ 多个省市区以及香港和台湾地

区，绝大多数的推广应用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并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然而，近些年来也

有人将香根草列为外来入侵种或担心它会成为杂

草，原因之一是该种植株高大，常形成密丛，还能分

泌化感物质，排挤当地植物（李振宇等，２００２）。 这

由此带来 ３ 个问题：（１）香根草是否是外来入侵种；
（２）香根草是否会否演化成杂草；（３）香根草是否会

分泌化感物质，从而影响其他植物的正常生长。 实

际上，在香根草技术的推广应用过程中，也常有用户

咨询类似问题或表现出同样的担心。 对此，我们认

为有必要对这 ３ 个问题进行探讨，展示香根草的实

际应用情况，以期为香根草推广应用提供依据。

１　 香根草是外来入侵种吗？

中国早些年从国外引进过香根草。 从目前能查

到的文献记载来看，最初是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从印

度和印度尼西亚引进，主要目的是提炼根油（梁盛

森，１９５７）。 后来，即 １９８８ 年格雷姆肖先生将香根草

技术引入中国时也从国外带进了香根草种苗。 但这

不能表明香根草是外来种，更不能断定是入侵种。
１９３６ 年，“野生”的香根草在海南岛被发现，当时由

植物学家刘心祈先生采集的标本仍保存在中国科学

院华南植物园的标本馆里（图 １）。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海南岛又发现了野生的岩兰草，而且其植物形态与

栽培种无显著区别（梁盛森，１９５７）；６０ 年代又相继

在海南临高县多文、文昌一带发现有分布（黄步汉

等，１９６４）。 可见，香根草当年在海南是多处自生自

发的 存 在， 生 境 条 件 也 明 显 不 同 （ 夏 汉 平 等，
１９９８ｂ）。
　 　 除海南外，广东有更大面积的香根草分布，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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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５０ 年代在吴川、茂名、电白 ３ 地交界的河流入

海地带发现了一片面积达 ６６７０ ｈｍ２的野生香根草

群落。 当地群众就反映该植物已在此生长数百年，
老百姓一直称这片大草原为“草蓈”，把其中的香根

草称为白茅、油茅、茅骨（黄步汉等，１９６４；广东植物

研究所，１９７６）。 虽然近 ４０ 年来人为过度开发利用

与破坏，这一天然群落已完全破碎化，总面积也大幅

缩小，群落结构和组成亦发生了较大变化，但现在仍

可看到野生的香根草群落或零星生长在荒野的香根

草（夏汉平等，１９９８ｂ；刘金祥等，２００２）。 此外，目前

能查到的国内最早描述香根草的文献是美国植物学

家 Ａ． Ｓ． Ｈｉｔｃｈｃｏｃｋ 于 １９２９ 发表在 《 Ｌｉｎｎ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上的“Ｇｒａｓｓｅｓ ｏｆ Ｃａｎｔ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ｃｉｎｉｔｙ”这篇文

章，作者猜测在广州及周边地区可能有该物种存在，
尽管作者在当时未能在广州地区见到香根草标本或

活体植株（Ｈｉｔｃｈｃｏｃｋ，１９２９）。
这表明：（１）中国早已有野生香根草种的记载，

并且在多地发现了其天然分布的群落；（２）这些野

图 １　 １９３６ 年从海南东方县白沙村采集的香根草标本
Ｆｉｇ． １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ｓａｍｐｌｅｄ ｆｒｏｍ Ｂａｉｓｈ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Ｄｏｎｇｆ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 １９３６

生香根草不但没有蔓延，反而大面积萎缩，尤其是海

南基本上找不到野生种群或自然生长的香根草（夏
汉平等，２００１）。 这些香根草到底从何而来，是当地

乡土植物还是从国外引进？ 中国何时有香根草，已
存在多久？ 未能找到相关的报道或令人信服的文献

记载，也无从考证。
假如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前）在中国南部（尤其

是海南岛）发现的香根草也是从国外引进的，其目

的仅为提取精油，而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人们的消

费水平、工艺技术水平等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的海

南较为落后与闭塞。 另外，若真是引进，那么由谁引

进，何时引进，从何引进，引作何用？ 这些问题都无

据可查或未找到文献记载。 因此，仅凭后来一两次

（批）引种就断定香根草是外来物种是不够严谨的。
此外，在 １９８８ 年 １１ 月，当格雷姆肖先生拿着从

国外带来的香根草苗在福建作推广宣传时，在场的

陪同人员也当即指出，该草在福建的光泽县、建阳市

等地本来就有。 随即双方一起至建阳市将口镇西岸

村沙滩与光泽县止马镇白门楼村坡地参观，实地见

到了长势良好的香根草（图 ２）。 由此说明，在世界

银行引入香根草到中国之前，不但广东、海南已有香

根草，福建等地也有。 表明，香根草很可能就是中国

的乡土植物。 从已有的文献记载与目前的状况来

看，中国亦为香根草原产地的可能性较大。

２　 香根草会蔓延成杂草吗？

２ １　 香根草的形态与生理特征

香根草密生成丛，主要靠根颈产生的分蘖繁殖

出新的个体。该植物虽然抽穗开花，但在陆地自然

图 ２　 在福建光泽县止马镇参观野生的香根草
Ｆｉｇ．２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ｗｉｌｄ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ｉｎ Ｚｈｉｍａ ｔｏｗｎ， Ｇｕａｎｇｚｅ ｃｏｕｎ⁃
ｔｙ，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９８８，格雷姆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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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几乎不结实，因此基本上不存在靠种子传播

的可能性；它也没有根状茎或匐伏茎，因此也不会四

处蔓延。 这些形态特征或生理特性决定香根草不可

能成为农田杂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９３；
夏汉平等，１９９７）。 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在中国大陆发

现香根草算起，迄今 ８０ 多年，除湿地生长的香根草

有种子繁殖的可能外（刘金祥等，２００５），陆地上的

香根草均是通过植株本身的分蘖繁殖的，也未见过

香根草无序蔓延与排他现象。 相反，有据可查的或

野外看到的都是人工种植的香根草逐渐退化或原有

的野生香根草群落大面积萎缩。
国外引种香根草的实践也得出相同结论。 例

如，Ｄｏｕｇ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 Ｓａｎｔａ
Ｂａｒｂａｒａ 地区引进香根草（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品种），用于坡地

稳定和侵蚀治理。 目前，他在该地开展的 ６０ 多个项

目都显示，香根草的效果很好，１０ 多年过去了，从未

发现蔓延为害的问题。 ＰＩＥＲ（太平洋岛屿生态系统

风险）评估的结论是，香根草的风险因子非常之低。
Ｄｏｕｇ 的观察证实了 ＰＩＥＲ 的评估结论（ＶＥＴＩＶＥＲ⁃
ＩＭ，Ｎｏ． ４５，Ｊｕｌｙ ２００８，Ｐ１）。

入侵植物在生态学上是有严格定义的。 一般而

言，对于依赖种子或其他有性繁殖体的入侵植物，扩
散能力是 ５０ 年内扩散距离大于 １００ ｍ；对于主要依

赖无性繁殖而扩散的入侵植物而言，要求 ３ 年内扩

散距离 ６ ｍ 以上（Ｐｙšｅ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总之，入侵植

物表现为个体数众多、扩散能力强、对环境影响较大

（Ｐｙšｅ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对香根草而

言，虽然它对环境影响较大，但根据野外观测，它的

扩散速度远未达到上述标准。 因此，从扩散能力来

看，香根草不算是入侵植物。
２ ２　 香根草是一先锋植物

很多试验表明，香根草是一种优良的先锋植物，
在生态环境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可以生长，并且能够

迅速改变当地的微域生态环境，为当地乡土植物的

定居与生长创造条件，随后香根草逐渐被乡土植物

所取代。 笔者曾经在泰国北部地区看到栽培的香根

草被当地乡土植物所取代的案例。 这种情况在中国

也屡见不鲜。 为了推动香根草系统在铁路边坡上的

应用，中国香根草网络与新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合

作，于 ２００１ 年春首次在苏北里下河冲积平原区的新

建铁路边坡上进行试验，３ 个月后，基本形成绿篱，
起到了保护铁路边坡的作用；７ 年后再次访问时香

根草继续保持生长良好的状态，铁路边坡依然得到

很好保护；但在 １３ 年后调查时发现，香根草不但没

有向路边的稻田蔓延，而且在铁路边坡上已经很难

发现，基本上为乡土植物所取代（图３—图５） 。在

图 ３　 江苏某铁路边坡种植 ３ 个月以后的香根草
Ｆｉｇ．３　 Ｖｅｔｉｖｅｒ ３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ａ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Ｊｉ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０１，徐礼煜摄）。

图 ４　 上述生长 ７ 年后的香根草绿篱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ｈｅｄｇｅｒｏｗｓ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７ ｙｅａｒｓ
（２００８，徐礼煜摄）。

图 ５　 生长 １３ 年后的香根草大多被乡土植物取代
Ｆｉｇ．５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ｈｅｄｇｅｒｏｗｓ ｗｅｒｅ ｒｅ⁃
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ｌｏ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ｇｒｏｗｎ ｆｏｒ １３ ｙｅａｒｓ
（２０１４，徐礼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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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在安徽岳西茶园中间套的香根草因喷洒除草剂而全
部枯死
Ｆｉｇ． ６ 　 Ｖｅｔｉｖｅｒ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ｋｉｌｌｅｄ ｂｙ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ｉｎ Ｙｕｅｘｉ ｔｅａ ｇａｒｄｅｎ，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０，徐礼煜摄）。

广东，用于公路护坡的香根草最初茂盛生长，但仅过

４ 年左右就被同时种植的其他植物或随后定居的乡

土植物所取代，香根草几乎不见踪影（夏汉平等，
２００２）。 香根草之所以会逐渐退化甚至消失，根本

原因是香根草不耐阴，当其他植物特别是乔木长大

而导致处于林下的香根草得不到足够的阳光时，其
生长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消亡。
２ ３　 香根草对除草剂敏感

野外观察发现，香根草对除草剂十分敏感。 在

南昌，香根草苗圃地由于受到临近地块喷洒除草剂

而枯死。 在安徽岳西，茶园边坡种植香根草篱，也因

老乡施用除草剂而全部消失（图 ６）。 表明，要想清

除香根草，喷施除草剂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更环

保的办法是从土中挖出香根草，它随即很快死亡，不
会再萌生。

由此可见，香根草几乎不可能成为杂草，需要清

除香根草时也是简单、易行。

３　 香根草是否有化感作用？

香根草，顾名思义就是根内含有“香油”的植

物。 其根的确能分泌有机化合物，这是制造香料最

有价值和最重要的原料之一，同时它又是天然定香

剂。 过去对香根草的利用主要就是取其根油，作为

调制各种香精的重要原料或用来驱蚊治病；近年来

还发现香根油可用作杀菌剂和杀虫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９３）。 分析表明，香根油的化学成

分非常复杂，内含多种岩兰醇（Ｖｅｔｉｖｅｒｏｌｓ）、岩兰酮

（Ｖｅｔｉｖｏｎｅｓ）、岩兰烯 （ Ｖｅｔｉｖｅｎｅ） 和岩兰酯 （ Ｖｅｔｉｖｅ⁃
ｎａｔｅ）的有机化合物；目前有超过 ６０ ～ １５０ 种左右的

化合物从香根油中分离出来，主要是倍半萜类化合

物以及烃、乙醇、羧酸等（Ａｋｈｉｌ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９３）。 但这些化合物是否会有化

感作用或对其他植物的生长产生不利影响仍缺少科

学的观测与严谨的实验，也未见相关的研究报道，笔
者在野外多年的推广应用过程中亦未观察到有这样

的现象。 因此，笔者认为，有关香根草“还能分泌化

感物质，排挤当地植物”的说法（李振宇等，２００２）缺
少科学依据。

４　 结　 论

在 １９８８ 年香根草技术引入中国之前，在海南、
广东、福建等地已经发现有“野生”的香根草的存

在，时间可以追溯到 １９３６ 年甚至更早。 这些野生的

香根草是中国本土生长还是从国外引入？ 至今未见

到相关的证据或文献报道。
香根草的形态特征与生理特性决定它不会成为

杂草。 香根草基本上都是通过分蘖繁殖，至少从 １９３６
年以来的 ８０ 年时间里未见香根草的无序蔓延或入侵

农田现象。 相反，原有香根草资源或野生的香根草群

落正在大面积萎缩。 此外，香根草的扩散速度很慢，
远未达到“入侵植物”的扩散速度的水平。

实践表明，香根草对除草剂特别敏感，在江西和

安徽的实践表明，香根草可因对相间套的农林作物

或临近农田喷洒除草剂而消失。 迄今尚无证据表明

香根草分泌物具有化感作用或排他现象。
因此，把香根草当外来入侵种无可靠证据，认为

香根草分泌化感物质、排挤当地植物亦缺乏严谨的

科学实验或深入的野外调研；相反，中国有可能亦是

香根草的原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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