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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雨季后期，在泰国北部清佬地区围绕一些山地村落的永久性山区种植地焕发

出了丰富的绿色。这些属于傈僳，拉祜，德昂和克伦族农民的青翠的土地被一块

块绿色肥料/覆盖植物（gm/ccs）所覆盖。这些植物包括饭豆（Vigna umbellata），
豇豆/黑豆（Vigna unguiculata）, 扁豆

（ lablab purpureus） , 花生（Arachis 
hypogaea ） 和  矮 刀 豆 （ Canavalia 
ensiformis）。 

大量种植 gm/ccs 植物是当地农民在

上世纪 80 年代早期发展的豆科-玉米套

种系统的一部分。套种种植（Relay 
cropping）是一种混作种植方式，即在作

物生长周期里，把两种或以上作物种在

一起。第二种作物常常在第一种作物已

经进入生殖阶段但还没有收获的时候开

始种植（Van Keer, et al.） 
 
经过这些年，这个 gm/ccs 套种系统已经吸引了外界的农业发展机构和农民

们的注意。 ECHO 亚洲影响中心常常带参观者去接触山地村落的农民，去观察

他们种植 gm/ccs 的方式。这篇文章将描述这里的农民使用这个系统的成就，主

要的优点和缺点还有探索让其他地方的人可能采纳和适应相似方法的机会。 
 
在 Sri Lanna 公园的农业变迁 

对于种植 gm/ccs 的山地村落来说，他们的困难之处在于这些村子位于 Sri 
Lanna 国家公园的边界。每个村子都是在 1989 年这个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建立的

了。以前，这个山地部落的农民从事的是以种植旱稻为主刀耕火种的农业。其他

旱地作物和稻谷一起被种植，他们包括芝麻，葵花，辣椒，匍匐豆科植物，木豆，

高粱和不同种类的葫芦科植物。 
传统上，山区种植地每几年需要退耕还林一次来让土壤又重新恢复肥力。一

旦土壤的肥力得到足够恢复，新一轮的种植又可以进行。尽管国家公园当权者目

前给予住在 Sri Lanna 的农民一个非正式的土地所有权，农业活动依然被禁止在

已经清理了十年以上的土地上进行。现在，Sri Lanna 的农民被禁止清理土地进

行轮作种植。 
永久性山区种植地（海拔在 450-600m）的土壤主要有两种：高产的石灰岩

土壤和容易退化的石英片岩土壤。尽管有些土地相对平坦，但大多数种植地区是

十分陡的。 

泰国北部的 gm/cc 系统 



根据非正式社区土地管理系统，当地农民据理力争地申请了使用一些土地。

大多数农户只有少于 1-2 公顷的土地（1 公顷1= 6.25 rai，rai 是泰国土地的计量

单位）。由于这样少量的农地资源和刀耕火种方式被禁止，传统的森林休耕方法

（一般 3 到 10 年）不再可能。 
20 世纪 80 年代，当地农民把从其他村子带来的杂交水稻里发现的扁豆种子

套种在玉米地里，套作农业在这个地区就开始了。两年前，他们开始种植从土地

发展部门（L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LDD）获得的饭豆。20 世纪 90 年

代前期，一种高产的灌木类豇豆（黑豆）被一个市场中间商介绍到这个地区，之

后是一段时间的花生的种植。最后，在 21 世纪初，矮刀豆被介绍进来（但是总

的种植面积依然有限）。 
 
Gm/ccs 的快速季节性休耕 

这种在 Sri Lanna 村落间广泛应用的玉米和豆类套种系统被 Somchai 和
Prinz 描 述 为 快 速 季 节 性 休 耕 管 理 系 统 (accelerated seasonal fallow 
management）。当玉米已经有成熟植株的时候（在大概玉米收获前的一个月）

建立 gm/ccs 系统，大量的氮就会被固定下来，大量的有机物也会产生。这样的

话，自然休耕的目的（例如，改善土地状况和促进农业生产）能在短时间小面积

上就能实现。 
国际 gm/cc 系统的发起人 Roland Bunch 指出，要保持农地生产力，一公

顷地一年至少需要 10 到 25 吨有机物质（湿重）。幸运的是，Sri Lanna 的农民

种植的大多数 gm/cc 作物能保持这个量或者还更多。例如，扁豆能产生每公顷

25 到 40 吨的有机物质，矮刀豆能提供 40 到 50 吨。所有这些被种植的豆类植

物每年至少能固定氮 80kg/公顷（见表 1）。 
不像在温带气候的 gm/cc 系统，在 Sri Lanna 的豆类并不被在开花期砍倒

并混入泥土中。相反，农民们会种植他们持续整个生命周期直到收获。收获后的

剩余部分被覆盖或者部分覆盖在泥土表面等待慢慢分解。 
 
Gm/ccs 的多重功能 

Gm/ccs 能在 Sri Lanna 农民之间被采纳并被长期使用主要归因于这些豆类

植物的多重功能带来的好处。这些好处主要有： 
 作为绿肥覆盖作物：1）能控制 4 到 8 个月的杂草。2）覆盖并保护土壤。

3）向土壤提供大量的有机物。4）固定大量的氮 
 有作为食物的价值，尤其是饭豆和黑豆的嫩豆荚（饭豆和黑豆的干种子

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被当地农民作为食物）。花生倒是很容易就被使用。

矮刀豆只有嫩豆荚可以食用（成熟的豆子有毒）。 
 每种豆类都有市场价值。这应该是这些豆类作物最吸引人的好处。 
 

表 1 ：Sri Lanna 永久性山地种植地的不同绿色肥料覆盖植物在杂草控制，固

氮，有机物生成，市场价值和使用价值方面的能力 
绿色肥料覆盖

植物的种类 
杂 草 控

制 
固 氮 比 例

（千克 /公
顷） 

有机物含量

（吨/公顷）

（湿重） 

泰北市场价

值 
使用价值 

扁豆/黑豆 好 73-3541 ≤ 353 在不同的地 嫩豆荚和干

                                                        
1 1 公顷=16.7 亩 



(Vigna 
unguiculata) 

~802 方都有市场

价值 
豆可以食用 

饭豆 
(Vigna 
umbellata) 

好 ~802 ≤ 334 在不同的地

方都有市场

价值 

嫩豆荚和干

豆可以食用 

矮刀豆 
(Canavalia 
ensiformis) 

好 2402 40-50 能

被测量到 4 
有限的市场

价值 
嫩豆荚可食

用；成熟的

豆子有毒 
扁豆 
(Lablab 
purpureum) 

好 2205 

1302 
25-404 在不同的地

方都有市场

价值 

菜园品种的

嫩豆荚可以

食用；土地

品种的干豆

可以食用 
花生/落花生 
(Arachis 
hypogaea) 

一般 72-1241 13.176 广泛的市场

价值 
种子被广泛

使用 

来源于不同资源 
附：1. 来源于 Silva 和 Uchida。 

2. 来源于 Bunch 
3. 来源于 PROTA 
4. 来源于 Ecocrop 
5. 来源于 FAO 
6. 来源于 Weerasinghe and Lathiff 

 
种植时间表和生产方式 

Sri Lanna 的农民都采用一个非正式的年度套种时间表。以下大多数对种植时

间表和相关的生产实践的描述来源于 Somchai 和 Prinz 的 Voices from the forest 
(《来自森林的声音》)。 

通常三月和四月的农事是（干季的最后阶段）和作物一起生长的杂草会被锄

掉，然后堆起来烧掉。但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起，在这个地区的很多农民开始采

用了一种不需要烧的方式，因为他们很好地

了解了把作物中的生物量转化为土壤有机

物的价值。雨季作物种完之后，然后把种植

剩余空间常常被进行等高条作。在这些永久

山区种植地增加作物的多样性包括水果树

也是农民限制旱季烧山的一种方式。 
另一个导致焚烧种植残留物减少的原

因是除草剂的广泛使用。根据德昂族的经

验，开始只是用锄头除去杂草，然后五月先

种上玉米在 8 月种上绿肥/覆盖植物。但是

20 世纪 90 年代，获得劳动力的困难和化学

药剂在当地的开始使用使得德昂农民开始

采用除草剂，例如草甘膦和白草枯二氯化物。 和玉米套种的扁豆 



在种植玉米和豆类之前使用除草剂，就几乎不需要用锄头锄草了。因此，犁地的

方式都没有什么发展进化。 
当雨季来临的时候，杂交玉米（20 世纪 90 年代引进）经常和第二种作物一

起种植，例如冬瓜和南瓜。玉米的间距是 70×50 厘米。 
在雨季，农民也常常种植两种种类的花生。花生种子的长期储存很困难，所

以在雨季刚开始时有一小段时期的早期种植，主要是为了生产种子。这样能确保

有足够的新鲜种子提供给大概 4 个月之后的主要种植季。 
从 8 月到 9 月，驱除杂草后，豆类就被种在玉米行与行之间。傈僳族农民以

70×50 厘米的间距种植菜豆和扁豆，以 70×30 厘米的间距种植豇豆（见表 2）。
Nam Saeng Loongmuang 报告指出德昂族农民是在每座山上种几种不同的种类。

种花生的山的种植间距是 25 厘米。饭豆和黑豆的大概是 30 到 40 厘米。种扁豆

的山的种植间距 1 米。 
 
表 2- Sri Lanna 永久性山区种植地的绿肥/覆盖作物的收集到的和推荐的种植间

距及种子使用量。 
绿色肥料/覆盖植物的种

类 
大致的种植间距（收集的数据

和/或推荐数据 1） 
经计算的种子使用

量 2 
（千克/rai） 

豇豆/黑豆 
(Vigna unguiculata) 

70cm×30cm (傈僳) 
40cm×30cm(德昂) 
30cm×25cm(推荐) 

3.05(傈僳) 
5.33(德昂) 
8.53(推荐) 

饭豆 
(Vigna umbellata) 

70cm×50cm(傈僳) 
40cm×30cm(德昂) 
40cm×30cm(推荐) 

1.83(傈僳) 
5.33(德昂) 
5.33(推荐) 

矮刀豆 
(Canavalia ensiformis) 

50cm×50cm(推荐) 42.5(推荐) 

扁豆 
(Lablab purpureum) 

70cm×50cm(傈僳) 
1m×1m(德昂) 
70cm×50cm(推荐) 

7.31(傈僳) 
2.56(德昂) 
7.31(推荐) 

花生/落花生 
(Arachis hypogaea) 

25cm×25cm(德昂) 
50cm×20cm(推荐) 

50.18(德昂) 
31.36(推荐) 

附：1. 推荐种植间距来源于不同的资源（有利于最佳的土地覆盖和氮固定）。 
2. 以报告或推荐的间距来计算，种子使用量是的一座山 4 粒种子。 

 
    9 月，农民推倒干秆子来收获玉米。同时，农民踩一踩豆子的嫩藤，以助于

生长更多的枝和开花。10 月，通常豆藤就覆盖满整篇土地了。 
豆类作物的收获期不同。花生在 11 和 12 月收获。豇豆（黑豆）收获期是从

12 月到 1 月。饭豆 1 月到 2 月收获。扁豆 2 月到 3 月收获。 
 
收获和产量 

当黑豆的（20 厘米长），扁豆的（4 到 5 厘米长）和矮刀豆的（最长 30 厘米）

豆荚干了之后可以被收获了。收获下来的豆荚被铺开进一步晒干，然后装入麻袋

储存或者击打或踩踏来脱粒。 
饭豆的收获不一样。10cm 长的豆荚能从一簇簇的枝上获得。因为很难从单



个枝条上获得，所以农民用镰刀把整个成熟的枝条砍下来。经过足够的干燥以后，

这些枝条被放在帆布上用长棍来击

打从而脱粒。之后，脱出来的豆子被

收集起来，清洗和干燥。脱粒后的枝

条通常被留在地里待慢慢分解。 
花生长在地下，所以要把根和长

在根上的豆荚挖出来。挖出来的根串

在地里进行干燥，然后在篮子边缘击

打让一个个的豆荚掉下来。在进一步

干燥后，花生被出售（不论是带壳还

是不带壳的都被出售，但是大多数农

民还是出售不带壳的花生）。 
Yawt loongmuang（在 Pang Dang 

Nai 社区）的估计，1rai 面积的高产

永久性山区种植地能产大概 15 tang 干黑豆，25 tang 饭豆，15 tang 扁豆和 50-100 
tang 花生。轮作地玉米的产量要高于平均水平。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Somchai
和 Prinz 说到，在 Huai Nam Rin，轮作地非杂交玉米的平均产量是 3.05 吨/公顷。

这个产量并没有使用化肥，他比普通的平均产量高 50%。除了一些可以烤食的嫩

玉米棒由农户自己消耗，还有一小部分做为动物饲料，其他的都被出售给中间商。

现在，玉米的价格是 6 到 8 铢2一千克，玉米的收入是农民的主要收入。 
但是，在很多陡坡的永久性种植地 gm/cc 系统的轮作地玉米和旱稻的产量并

不令人满意，特别是在石英片岩土壤地区。经过一段时间，大片的这些土地开始

退化，变得不再能用于一年生作物种植了。结果，大多数的这些地就都变成了混

合果园和农林混作土地。 
 
Gm/cc 系统的市场 

经过在村子之间销售作物的中间商的检验，这 5 种作为 gm/cc 系统套作的植

物是有市场价值的。因为市场的波动，农民的扁豆，黑豆和饭豆的门槛价持续变

化。根据 Yawt Loongmuang 分析，2011 年这三种豆子的价格都很诱人，黑豆价

格是 19 铢（0.63 美元）/千克，饭豆 24 铢（0.8 美元）/千克，扁豆 25 铢（0.83
美元）/千克。 

因为会供大于求，豆子的价格也会跌破成本，所以在每个种植季，农民通常

会回避风险地种植两种或者更多的绿肥/覆盖作物。如果价格太低使得出售豆子

无利可图，煮过的饭豆，扁豆和豇豆也可以作物动物饲料。 
尽管矮刀豆的市场有很多限制，在这个地区的少部分农民依然种植它。清佬

NaWai 村的农民 Alea Santya 提到，2011 年一个清迈的中间商以 20-25 铢/千克的

价格收购矮刀豆。 
黑豇豆和饭豆被做成像豆面食等不同的食物，所以他们能用于国内消费和出

口。扁豆在当地被做成一种便宜的带咸味的零食，同时也可以用于出口。然而，

矮刀豆只在当地作为 gm/cc 系统的种子来使用。 
花生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市场。因为市场稳定，目前在清佬花生的种植面积增

加了很多。 
 
                                                        
2 铢（baht）: 泰国的货币单位。1 铢=0.2028 人民币（2012/10/26 数据）。 

在地里的饭豆的脱粒 



化学投入 
尽管 gm/ccs 系统有固氮，产生土壤有机物和抑制杂草生长的农业生态方面

的好处，在 Sri Lanna 进行间种的农民依然使用了很多年的农业化学药剂进行

gm/ccs 的生产。这些药剂主要包括除草剂，杀虫剂和激素。化肥通常不用于间作。 
在种植玉米和绿肥/覆盖植物之前，大量的杂草被草甘膦和百草枯二氯化物杀

灭。为了防止死灰复燃，农民们承认他们使用的量大于专家推荐的量。化学药剂

的价格在持续增长（2011 年，5 升百草枯二氯化物是 750 铢，前几年是 500 铢），

但目前的价格依然是可以接受的。 
我问农民，如果草甘膦的价格接

近 1000 铢的话，他们会怎么办。他

们回答说，他们会减少除草剂的使用

量，可能他们只在杂草比较多的地方

使用。 
除了除草剂，农民也会喷激素在

每种豆上来促进开花和豆荚的形成。

从开花的早期和豆荚形成的早期，他

们通常使用三种激素。另外，一种毛

毛 虫 （ 可 能 是 豆 荚 螟 , Maruca 
testulalis）会寄生在豇豆和饭豆上，所

以需要使用杀虫剂，例如合成拟除虫菊

酯。矮刀豆也受一种豆荚螟影响，但是扁豆和花生不会受影响。Alea Santya 说，

有的种植者使用化学杀虫剂来控制矮刀豆豆荚螟, 其他一些则使用印楝树和其

他自然的喷雾剂。 
尽管 gm/ccs 的种植依靠大量的农业化学药剂，但是农民们已经开始对健康

和环保有关注了。 
 
对 gm/ccs 系统的长期轮作策略 

 
除了轮作玉米和豆类，很多 Sri 

Lanna 的农民继续在永久性山区种植

地的一部分有限的土地上种植旱稻。

大多数的农民喜欢种旱稻，并把旱稻

作为主要的食物。但是这种稻谷需要

肥沃的土壤。农民也提到，长期在同

一块地种植旱稻会导致害虫的问题，

例如水稻螟虫。 
幸运的是，在快速的改良型季节

性休耕系统里使用 gm/ccs 能持续维

护永久性山区种植地的土壤。但是这

个系统需要间歇性种植旱稻（每两到三年种一次），这样才能减缓土壤的退化。 
花生是另一种农民避免每年种植的作物。他们要至少每两年轮换种植其他作

物。如果持续在同一块地种植花生，花生的产量会下降，因为病虫害率上升和土

壤肥力下降。尽管作为一种豆类植物，花生依然被认为不是最有效的 gm/ccs 作

物，因为在收获时有机物产生的量没有大到影响土壤质量。如果在同一块地上种

除草剂在套种地里的使用 

套作花生 



植花生，农民认为为了维持足够的土壤肥力和控制害虫，额外的投入和花费是必

要的。 
 
是否 gm/cc 套作系统可以被推广到每一个地方？ 

又于花费和可用性的限制，在比较边缘的地方化肥还是无法使用的。在大片

需要人工劳动力投入的土地上，自然肥料和如混合肥料的土壤改良剂的生产和使

用也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当传统的休耕方式在永久性种植地和水稻种植地不能

使用时，gm/ccs 可能是最可行的提供足够有机物和氮的方式。 
虽然套作 gm/ccs 系统在 Sri Lanna 的农民身上获得成功，但是把类似的系统

介绍到其他村子还是有挑战性的。例如，只要传统的耕作方式依然被那些习惯于

刀耕火种的农民所使用，推广和使用基于 gm/ccs 的快速改良的休耕方式还是不

太可能的。害虫的问题和缺乏市场可能是推广 gm/cc 套作系统的另外的限制。 
 
推广 gm/cc 套作系统的优点，弱点和机遇的总结 
结合 gm/cc 套作系统在 Sri Lanna 的使用而总结的优点： 

 因为农民使用自己生产的

种子，所以 Gm/cc 的种子是

自给自足的。 
 每种 gm/cc 的植物都是有多

种功能的，不仅保持土壤肥

力还为农民提供食物和可

观的收益。 
 Gm/cc 套作系统可以在农民

之间自己传授，需要的外部

干涉很少。 
 有效的市场渠道对 gm/ccs

套作系统的推广是很有帮

助的。 
 
结合 gm/cc 套作系统在 Sri Lanna 和其他地方的使用而总结的弱点： 

 有大量的油脂性农业化学物质在套作系统里使用（特别是，节省劳动力

的除草剂）。这些都有增加生产成本和产生健康环境问题的风险。 
 在石英片岩土壤的地方，只使用 gm/ccs 系统是不能阻止土壤退化的。 
 农民采用不同的种植间距和种子使用量常常会导致种子和土地使用的

低效率。 
 Sri Lanna 的 gm/cc 系统只在雨季后期和干季前期及中期提供有效的土

壤覆盖。 
 不像清佬，在其他地区，gm/ccs 的市场还没有打开，介绍相似的种植系

统的机会还是有限的。 
 Gm/ccs 系统可以采用的地方还是有限的，据报道啮齿动物会瞄准小片种

植的豆类。 
 
用于克服在 Sri Lanna 和其他地方的 gm/cc 套作系统面临的挑战的机遇。 

 技术/发展机构和农民应该研究怎么延长 gm/cc 作物的种植期，这样就能

饭豆 



覆盖雨季初期。种植加长可以更有效地控制杂草的生长，同时覆盖土壤

表面更长时间。一种方式可以是让套种的作物不往上爬，例如在玉米地

里套种其他 gm/ccs 作物之前，种一段时间的耐阴的矮刀豆。 
 机构和农民应该试试当地易获得的自然杀虫剂的效率（例如，印楝树,

和木醋酸），从而确定最安全和低成本的同时针对不同 gm/cc 作物的害

虫的控制方法。 
 在 gm/cc 使用前，有效的土壤保护测量（例如，等高植被带）应该实施，

从而防止和减缓在陡坡的土壤的退化。 
 另外，有地方特点的 gm/cc 评估是需要的。要找在当地有市场潜力的还

要适合作为当地食物的具有多种功能的 gm/cc 作物。 
 销售 gm/cc 的市场渠道是要了解到的。让 gm/cc 的生产在这个地区是有

利可图的。 
完整版的对泰国北部的 gm/cc 套种系统的说明的演示在这个链接可以找到：

http://www.echonet.org/repository#1006:d:Green Manure Cover Crops。  
 
ECHO Asia 种子银行能提供一定数量的扁豆，黑豆（豇豆），饭豆还有矮刀豆的

种子。(AsiaSeedBan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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