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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介绍：Stuart Brown 是一个有 16 年经验的农业顾问，
最近 5 年在柬埔寨工作。Stuart 是两个基本领域的专家：热带农学，包括草料系统，热
带农业种植系统中的土壤取样和分析；和商品价值链研究。他广泛地和国际发展社区和
个体合作。]

介绍——什么是草料？
一个最的简单定义，草料就是任何供给家畜食用的植物材料。但是，对于这篇文章
里关注的植物（草类和豆类）精确一点的定义是专门种植的对家畜有较高饲料价值的植
物，价值主要体现在：1）更高蛋白质含量，2）更低劳动力需要，3）对农业系统或社会
有附加的益处。
草类草料的特征是：短，伸展或挺拔和丛生状。豆科草料可以分成三种：短而展开
的，形成低矮覆盖物在匍匐茎或根状茎上发展新植株；缠绕并延伸，能发展到一个很广
的区域但不是由匍匐茎和根状茎来发展新植株；灌木或灌木状植物或树。本文所描述的
草类表现出最佳的特点就是丛状，而豆类是灌木状的。我还会提供其他豆类的信息，有
利于它们被多目的使用，它们被描述为短小的、伸展的、缠绕的并广阔发展的。所有品
种会在以下部分中详细广泛的介绍。
很多小型农民养殖家畜，多数是牛，是作为他们农业系统的一部分。在柬埔寨，很
多农民养一小群牛的原因有很多：作为“牛银行”，当文化活动、突发事件或其它未能
预知的花费需要钱时，他们就卖掉牛；又是他们农业系统（水稻、蔬菜）的肥料来源；
也是生物能的来源，它们可以推动设备或是作为交通工具。当现代机器的使用迅速增
加，最后一个功能变得越来越不常见了，牛在这方面的重要性转移到了机器，这样也就
开启的家畜养殖农户的其他收入渠道（小型奶牛或肉牛的养殖可以增加农户收入。）
东南亚低地水稻生产系统里，小型养殖农户需要提供饲料来维持牛的健康。农民常
常被迫需要去周边很多地方找草料。在湿季，对于农民来说一项最基本的技能就是使用
当地能用的植物，例如路边的杂草和岸堤上的草，来作为动物草料。水稻收获后进入干
季，稻秆也可以作为一种草料。农民常常花数小时从早上到晚上寻找草料，收割并运回
去给他们的牛，偶尔也从小型草料商人那里购买草料。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草料的蛋白
质很低，但它们是最易得的。农民通常不用知识或只用非常有限的知识来选择动物的草
料。
农民当前用来喂家畜的大多数草料质量低但是被公认是易获得和花费低的。但是，
花费时间寻找草料的机会成本通常没有被考虑在内；放牧或牵着动物去找吃的大量占用
了农民教育或其他生产活动的时间。我提出一个可选择的模式：把热带草料系统整合进
小型农业系统中，从而促进农民的生计。

在这篇文章中描述的草料都是非常适合热带环境的（湿季/干季；主要是酸性土壤环
境），对小型农户系统也是最佳的，潜在地也解决了时间/劳动问题，和东南亚小型农业
系统的经济限制:
a. 可通过商业或国际发展组织获得
b. 是通过该区域的国际和国内专家的研究和土地实践来小心选择出来的合适小
型农业系统的
c. 通常是适应东南亚气候和土壤的（参见以下品种详细介绍）
d. 已经通过参与的方式普遍在东南亚国家宣传和配置
e. 能提供比当地可获得的草料资源更多的生产力优势
f. 种植管理简单
g. 提供除喂养家畜外更多的农业系统好处

为改善生计种植草料
社会好处
就节约劳动力和时间来说，使用草料对于小型农业系统意义重大。草料能种在房子
或家畜的围栏周围，这样就节约了相当多的采集草料的时间。同时，养家畜的农户常常
面临草料短缺，特别是在旱季末。把草料种在房前屋后能帮助农民度过草料短缺的艰难
时期。
对于家庭规模有限制或其他土地不适宜种植草料的情况，种在房前屋后潜在地给了
家庭成员做其他选择的时间例如教育或其他商业活动。这个概念是 Connell, Stür and
Horne (2010)提出的。
把动物限制在住家周围（即草料周围）能确保有效地管理动物粪便。粪便能被有效
地收集和制成堆肥，这样对农业种植系统有更大的好处。
在老挝北部，一组农民通常每天花 3 个小时为他们的猪采集和准备食物。食物经常
质量不高，猪生长得不好。后来一种高蛋白的豆科植物，柱花草（Stylosanthes guianensis
cv. CIAT184），被饲料银行确定在这片区域与家庭复合饲料一起采用。结果，食物准备
时间缩短到不足 30 分钟，猪的催肥时间也从 10 个月缩短到 6 个月。

土壤改良和环境好处
小型农业系统中的草料有许多环境好处，例如土壤保护和水土流失控制，通过豆类
固氮作用改良土壤肥力，减少或消除短期移动农业。
尤其对东南亚半山地区意义非常，在这些地区潮湿季节极易受泥石流伤害，而且如
果不让土地休耕的话肥力降低非常快。一个包含了长期的草料品种的农业修复系统可以
获得终年绿植覆盖。如果还包含豆科植物，还能维持和提高肥力。
控制水土流失的好处与以上提到的社会好处密切相关。因为维护了易土壤流失的地
区的永久土壤覆盖，土壤获得了保护同时也为家畜提供了稳定的草料供给，因此降低了
寻找草料所需的时间。相应地就创造了其他工作和提高生计的机会。

通过家畜优化来增加收入

因为区域快速发展，整个东南亚地区肉牛的需求增加，小型农户也想加入到这个发
展的浪潮中。一种方法是通过喂家畜高蛋白的草料，加速催肥动物，从而缩短它们进入
市场的时间。
把热带草料发展成高蛋白食物，一方面能促进家畜体重增加，另一方面对家畜健康
有益。蛋白质能帮助发展肌肉并为动物提供能量。为了增加体重和促进健康，动物应该
摄入干饲料 12%到 15%的粗蛋白质。草料指南还指示，为了生长良好体重增加，牛每天
需要摄入的干饲料应该是他们体重的 2.5 到 3.5%，或者他们体重 10 到 15%的湿饲料。
（更多有关草料粗蛋白的细节在“最佳”草料部分阐述。）
在柬埔寨，牛通常被喂米壳和秸秆，这些食物不容易消化并在胃里停留很长时间。
这就意味着牛就进食较少，结果肥肉和肌肉长得也较少。
嫩草和豆类的新鲜叶子对于牛来说比秸秆好消化，也能更快增加体重。为了最佳的
生长，小牛需要大量鲜草和豆科植物。
牧草产量很高。例如在高肥力的土壤里大黍（Panicum maximum ）的产量是 25 吨/
公顷/年。如果每公顷投入 200 到 400 千克钠的肥料，牧草的产量会更高，当然也需要适
当的水。
豆类的产量不像牧草那样多，但它们提供了多种好处，之前已经提及。豆类的蛋白
质比牧草更高，所以产生相应的好处所需要投喂的食物就更少。豆类还提供健康生长需
要的重要矿物质和维生素。除了营养，豆类还通过落叶、根和生物量产生增加了土壤的
氮含量。把牧草和豆类混合在牛的食物里将很大程度上提高动物的质量从而售卖价格也
将提高。
牧草的最佳使用是发展适合一个地方的每种牧草的多样化单品种设置，这样就使动
物的食物品种丰富，对于农民又易于采摘。因为单一品种集中在一块田，农民可以很容
易地甄别提供给家畜的合适混合饲料。例如在新建的果园里树与树之间种几行大黍
（Panicum maximum ）或柱花草（Stylosanthes guianensis）。随着果园的发展，果园经济
价值上升而牧草的经济意义下降。除了种树，种植豆类能在其他没有利用的空间提供有
用的食物资源。
以下牧草使用列表能帮助农民增加他或她的放牧规模还可以降低动物达到严格的市
场体重所需的时间。这个被认为是“买瘦，卖肥”的策略。
[编者注：这篇文章重点关注的是对反刍动物有用的牧草。反刍动物就是有多个腔室胃，
能通过食物在胃里的发酵获得营养的动物对于其他非反刍动物，例如猪，这些草料也可
以供应，但 ECHO 亚洲也会通过自然农业方法提供发酵饲料生产的信息。]

最佳空间使用和草料的双重作用
很多草料在农业系统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例如，除了为家畜提供食物，树型豆科植
物还可以形成栅栏和障碍物来保护主要的经济作物。在印度尼西亚的很多地区，墨西哥
丁香（Gliricidia sepium） 被用作栅栏。这种植物能生命周期很长。当种植密集时，它能
组成一个合适家畜的障碍物，而且砍下来之后可以作为食物和绿色肥料。
在斯里兰卡、菲律宾和其他地方，种植树型豆科植物可以代替撑杆支持胡椒生产，
减少使用常用自然树种做的杆。这些活栅栏比伐木做杆便宜，还能通过固定和叶子掉落
提供氮，在胡椒生产的某些阶段还能满足严格的遮阴要求。

东南亚热带草料物种
很多品种已经被实验过并介绍进东南亚：乳汁草、臂型草属的很多品种、雀稗和柱
花草等等。以下的列表将介绍我认为家畜养殖最好的草料，这些草料的种子和植株都是
能买到的；同时都适应广泛的农业生态；而且对主要的小型农业系统来说很好管理，一
般可以把饲养家畜和种植结合起来。
[编者注：大多数信息都是 ECHO 亚洲发布的，但是农业不是以一代十的方法，所以我们
希望我们的网络成员小心考虑这些选择是否易得，并且考虑它们是怎么适合一个特殊的
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或工程计划。我们也希望你第一次尝试时采用一种低风险的方式
（比如做一个小农业资源中心或其他类似的农民项目），请自己先解开“锁”再全面推
广给其他农民。]

大黍（Panicum maximum (synonym Megathyrsis maximus) ）
通用名：天竺草
粗蛋白含量：6-25%，取决于种植年限和氮的供给
描述
大黍（P. maximum）是一种直立草，非常适宜收割-搬运模式。它通常能适应短期干
旱的季节，如果遇到长旱季需要灌溉。这种植物包括短品种（S 类型）和高品种（TM 类
型 ） 。 后 一 种 品 种 在 东 南 亚 很 常 见 ， 主 要 类 型 有 例 如 Si Muang, 还 有 坦 桑 尼 亚
（Tanzania）或紫色几内亚（Purple Guinea）和大梦巴卡几内亚(larger Mombaça Guinea)
（参见以下第 5 部分）.
梦巴卡几内亚能长到 1.65 米，叶子可以达到 3 米宽。研究显示它的产量可以比坦桑
尼亚几内亚多 28%。它也非常耐旱和耐冷。同时，在以上提到的高产量品种里，对于牛
养膘上它比其他大黍属品种表现更好（Cook et al, 2005）。
坦桑尼亚，或紫色几内亚比梦巴卡几内亚有更广的适应性，但是只能适应一般干旱
和寒冷。图 1 和图 2 展示了这两个在东南亚很常见品种的物理特征。
栽培
这些品种能通过直接撒种种植也可以从老植株上移植种植，在雨季开始时有更多种
植方式。对于大黍最简单最快速的种植方式是根插条。抬起需要种植的植株并把分蘖枝
拆开，确保每个分蘖上有一点根。修剪多余的叶子以最小化水分流失，从而给植株更高
的成活机会。
如果从种子开始培植，需要确定你使用的是已知的可靠的种子来源。每公顷种大约
5 公斤种子，深度不要超过 2 厘米。大黍的种子很小，如果深度超过 2 厘米会导致发芽
不一致和直立困难。更多的栽培信息参见 Stür, W.W. and Horne, P.M. (2001)。
管理——肥料、杂草管理、收割频率
对于营养，大黍是一种相当“饥饿”的。在小型单一品种种植上，使用动物粪便就
能帮助维持大黍的生长。但是，如果要达到更高生产率，无机肥料可能是必要的。按照
Cook et al (2005)所说，如果经常被收割和被动物啃食，大黍还是需要肥料。不肥沃的土
壤可能也需要每年 200 到 400 千克/公顷的氮。
像梦巴卡几内亚这样的品种在雨季每 6 个星期可以收割一次，在更冷的干季每 8 到
10 个星期收割一次。根据所处的东南亚的位置，灌溉是确保草料持续生长和长叶子必须
的。

杂草控制很关键，尤其是在发芽和早期栽培和收割以后。营养管理也很重要，为了
确保有价值的草的产量就不能给杂草侵占的机会。
更多信息请访问：
热带草料——大黍 Tropical Forages – Panicum maximum:
http://www.tropicalforages.info/key/Forages/Media/Html/Panicum_maximum.htm
热带种子——梦巴卡几内亚 Tropical Seeds – Mombaça Guinea:
http://www.tropseeds.com/mombasa/
坦桑尼亚几内亚 Tanzania Guinea: http://www.tropseeds.com/tanzania-guinea-grass/

图 1：在柬埔寨的干丹省，坦桑尼亚或紫色几内亚在以前是稻田的隆起的培养床上坚固的立着（来源：
Stuart Brown 2011）

图 2：左边是开花的坦桑尼亚草；右边是梦巴卡草（来源: Cook et al 2005）

臂型草的杂交品种（cv. 莫拉特 II; 开曼）（Brachiaria species hybrid (cv. Mulato
II; Cayman) ）
通用名：杂交臂型草
粗蛋白含量：从 10 到 17%，取决于土壤肥力。
描述
莫拉特 II （Mulato II）有半直立生长的习惯，它是刚果臂形草 B. brizantha, 和 B.
decumbens 的人造杂交品种。它比大黍耐旱等级更高。莫拉特 II 广泛地适应于热带酸性
土壤环境，最佳环境是 pH 值在 4.5 到 8.0 之间；它比其他草更耐高铝化环境。
cv. 开曼（cv. Cayman）是另一种臂型草杂交品种 [编者注：取决于栽培品种或类
型，这是一种通过明确特征命名的品种，这使它区别于其他栽培品种和类型。]. 它与莫
拉特 II 有相似的生产特征，但是在更长的时期内它更能抵御土壤潮湿。开曼在季节性环
境中长得更好，这样的环境土壤不必用水泡，但要保持潮湿几个星期。
栽培
如果渠道可靠臂型草通常由种子来种植,当快速栽培时发芽率高。撒种率达到 5 千克
每公顷，排间距大约在 50 厘米，被认为是最适合臂型草牢固生长的。图 3 展示了一丛牢
固生长的臂型草，表现了它的直立性和叶子的特征。
臂型草也能通过根插条来栽培，就像大黍，这样是为了确保快速栽培并能与杂草竞
争。
管理——肥料，杂草控制，收割频率
由于他们的直立特性和对于大多数小型农户较小地块的易得性，在东南亚臂型草是最常
用的收割-搬运模式的品种。根据立地环境和周围环境状况，在密切监视土壤肥力的状况
下，这种植物可以每六周收割一次。
杂交臂型草对氮供应反应迅速。如果易得，提供粪便非常有好处。牧草的长势应该
由营养缺乏信号来监控，根据情况相应增加肥料和粪便。
更多信息请参见：
热带草料——臂型草属.杂交品种 Tropical Forages – Brachiaria spp. hybrids:
http://www.tropicalforages.info/key/Forages/Media/Html/Brachiaria_spp._hybrids.htm
热带种子-莫拉特 II Tropical Seeds – Mulato II: http://www.tropseeds.com/mulato-ii/; Cayman:
http://www.tropseeds.com/cayman/

图 3：稳定生长的臂型草杂交品种 cv.莫拉特（来源：Cook et al 2005）

黑籽雀稗（Paspalum atratum ）
通用名：雀稗；黑籽
粗蛋白含量：5-10%之间，取决于土壤肥力
描述
黑籽雀稗（Paspalum atratum）是另一种直立叶状牧草，非常适合收割-搬运喂养模
式，与以上描述的物种类似。它需要肥力合适的土壤，但是如果营养管理得当，该物种
可以忍受低肥力酸性环境。雨季偶然的水涝环境极其适合它，但是一般不适合长期的干
旱季节，这种情况有更耐旱的品种，例如杂交臂型草。
黑籽雀稗的叶子嫩的时候柔软并有很高的适口性，但老了之后变得粗糙缺乏适口
性。黑籽雀稗最适合频繁收割（会使它生长更快），它会长出大量嫩叶成为优良的动物
饲料。图 4 强调黑籽雀稗的簇状特性
栽培
与其他品种一样，通过根插条或撒籽，黑籽雀稗很容易栽培。如果撒籽栽培，每公
顷使用 2 到 5 千克，行间距大约 50 厘米，同时确保在重要的发芽和栽培阶段杂草要得到
控制。
管理 ——肥料，杂草控制，收割频率
这种品种允许频繁和低位置的收割，但是最好在收割之前让其适度再生长。在主要
的收割季节大约每六个星期收割一次，在旱季每 8 个星期一次。
更多信息参见：
热带草料——黑籽雀稗 Tropical Forages – Paspalum atratum:
http://www.tropicalforages.info/key/Forages/Media/Html/Paspalum_atratum.htm
热带种子——乌汶雀稗 Tropical Seeds – Ubon Paspalum: http://www.tropseeds.com/ubonpaspalum/

图 4：黑籽雀稗的簇状特性（来源：Cook et al 2005）

象草（Pennisetum purpureum ）
通用名：大象草；紫狼尾草
粗蛋白含量：根据再生长年纪和土壤肥力变化，幅度是 9.5 到 19.7%。
描述
这是一种高草，大丛状类似甘蔗。如果养到成熟它可以长到 3 米高，形似手杖。它
通过茎根或在根上的节传播，当节接触地面后会长出新的植株。
象草（P. purpureum ）相当耐旱，但是只是在形成了巨大的根系网络的情况下。在
降雨量大并且短暂干旱的季节，它的叶产量最好。所有这一科的物种需要持续的高肥料
投入， 肥料减少时产量会降低。图 5 显示了一个成熟的象草植株，准备在最大叶产量时
收割。
栽培
这种草只能采用鲜茎扦插，至少要两节埋入土里确保根系发展。根据品种不同，通
过种子生产的杂交象草通常成活性和生育率低。
管理——肥料，杂草管理，收割频率
象草需要高肥力土壤来维持产量。因此，必须确保投入适当的肥料——特别是氮从
而继续高水平叶产量。经常这种品种被种在动物围栏附近，所以粪便可以按时提供。但
是，只是使用家畜粪便是不够的。
更多信息参见：

热带草料——象草 Tropical Forages – Pennisetum purpureum:
http://www.tropicalforages.info/key/Forages/Media/Html/Pennisetum_purpureum.htm
[编者注：ECHO 亚洲已经接受和推广了一种紫狼尾草（象草）和珍珠稗（御谷）的杂
交，这种品种是由泰国家畜发展部培育，被称作“Pakchong 1”或“超级狼尾草”，据
称粗蛋白可以达 16-18%。如需植株，请联系 asia@echonet.org]

图 5：象草的成熟植株（来源：Cook et al 2005）

豆类（Legume species ）
柱花草（Stylosanthes guianensis ）
通用名：常见柱花草；柱花草
粗蛋白含量：12-20%
描述
这种豆科株花草（S. guianensis）对于所有家畜都是高质量饲料。它能做干饲料也能
做湿饲料，或者经过处理能做成干草或叶粉储存稍后使用。它是一种短周期多年生植物
（生命期 2 到 3 年）。形似小灌木，适应大多数的土壤和自然环境。在旱季也保持绿
色。
柱花草是收割-运输方式主要使用的品种，如果养到产籽或采用轮流放牧，它也是一
种有效的长期牧草系统。图 6 显示它有柔软的叶子和茎，非常适合作为新鲜动物饲料。
栽培
柱花草最适合撒籽种植。大多数品种在旱季产的籽都有生育能力。对于种植单一品
种，大约每公顷 5 千克籽就足够了。行间距 40 厘米便于收获和杂草控制。

管理——肥料，杂草控制，收割频率
小心确保收割频率不要太短也不要太长。如果长得太高并且木质化，这种植物再生
长的点就少了。砍到离地 15 厘米最好，低位置多个生长点会生长（见图 6）.之后的砍伐
就可以根据湿度和生长情况而定，大约 8 周收割一次。
更多信息参见：
热带草料——株花草 Tropical Forages – Stylosanthes guianensis:
http://www.tropicalforages.info/key/Forages/Media/Html/Stylosanthes_guianensis_var._guia
nensis.htm
热带种子——乌汶株花草 Tropical Seeds – Ubon Stylo: http://www.tropseeds.com/ubonstylo/

图 6：准备第一次砍伐的株花草（来源：Cook et al 2005）

更多有用品种
多年生花生（Arachis pintoi ）
通用名：平托花生
粗蛋白质含量：13-25%之间
描述
这是一种有魅力的矮生豆类，它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开一日的黄花。它对于所有家畜
都是高质量食物，能忍耐略性放牧或收割。但是，它需要相当肥沃结构好的土壤。它需
要被灌溉除非长在少有或几乎没有旱季的地方。

平托花生（A. pintoi）是一种地面覆盖物并且固氮。作为一种地面覆盖物，它能帮助
果园驱赶杂草。平托花生喜欢温和的树荫。正如以上提到过的，平托花生对于果园是非
常有用的品种；在胡椒种植园里，它也能和墨西哥丁香形成良好的关系（参见图 7）。
栽培
如果能获得高质量种子，这种物种通常长得很好。从种子种植让这种植物长出强壮
的根系。但是，如果不及时种植种子坏得快。在果园里用从长势良好的平托花生上取根
插条的方式发展这种品种更好，要确保移植部分包括一些有根系的匍匐茎。
采用扦插而不是播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平托花生的种子其实是在地下生长，就像
花生一样，如果不破坏植株很难精确地获得种子（见图 8）。
管理——肥料、杂草控制，收割频率
平托花生不必施氮肥料；但是在某些低肥力的土壤里，这种物种需要增加一些磷肥或
微量养料。
这种物种适合低位置收割，但是注意割的时候不要给杂草入侵的机会；否则簇状草将占
主导。在草场环境中，平托花生与以上提到的草类能形成良好的关系。
更多信息参见：
热带草料——多年生花生 Tropical Forages – Arachis pintoi:
http://www.tropicalforages.info/key/Forages/Media/Html/Arachis_pintoi.htm
热 带 种 子 —— 多 年 生 花 生
http://www.tropseeds.com/arachis-pintoi/

Tropical

Seeds

–

Arachis

pintoi:

图 7：作为地面覆盖物的平托花生被种在胡椒树下。墨西哥丁香被用作生物支撑（来源 Cook et al 2005）

图 8：平托花生果实的形成（来源 Cook et al 2005）

银合欢（Leucaena leucocephala ）
通用名：银合欢
粗蛋白质含量：达到 30%
描述
银合欢（L. leucocephala）是一种易变化的豆科植物，在东南亚已经本地化。它是一
种多年生树状豆类，非常适合种在小型农户的房前屋后，旱季也保持绿色。这种物种对
小型农业系统有很多好处，它能作为反刍动物的高质量高蛋白的叶状饲料；或生物围
栏；或薪柴和建筑材料。银合欢可以被频繁地和侵略性地砍伐。
栽培
银合欢最好通过籽种植。但是，它一般生长很慢，所以要把动物和幼小植株隔开，
并防止杂草侵犯。它的种子有一层坚硬的外壳，为确保种子发芽应该把外壳戳破。戳破
的技术有很多种；例如把种子倾没在沸水中 5 秒然后迅速放入冷水中，或者用剪刀逐个
剪开种子尾部的小点，以湿润种子。
银合欢不是特别耐酸性和不肥沃的土壤。但是，以我的经验，其实这种品种比文献
记载的耐受。常常能在柬埔寨的低地水稻地区的路边发现它们，也能在杂草丛生的金边
城市区域发现它们，这些区域土壤通常是酸性的肥力也很低。如果你在环境有挑战的区
域工作，这种品种值得尝试。
管理——肥料，杂草控制，收割频率
这种物种出奇地能忍受低位置和频繁的砍伐。为了方便收割叶子和枝干喂家畜，这
种植物被修剪为大约 1 米的灌木，允许在合适的高度上形成多个分枝。图 9 展示了这种
植物成林的能力。
银合欢通常不需要无机肥料。但是加一些家畜粪便对它有好处。
更多信息参见：

热带草料——银合欢 Tropical Forages – Leucaena leucocephala:
http://www.tropicalforages.info/key/Forages/Media/Html/Leucaena_leucocephala.htm
[编者注：ECHO 亚洲通过种子银行提供两种银合欢。请注意，就算它在许多东南亚国家
已经本地化，但它还是有可能变成一种侵略性品种。]

图 9：银合欢；这是从低矮灌木再生长出来的（来源 Cook et al 2005）Figure 1: Leucaena leucocephala;, note
the regrowth from a low coppice (source Cook et al 2005)

墨西哥丁香（Gliricidia sepium）
通用名：毒鼠豆（gliricidia）
粗蛋白含量：在 18-30%之间
描述
墨西哥丁香(G. Sepium)是另一种中型树状豆科植物，广泛用于小型农业系统。墨西
哥丁香通常被用作家庭花园的生物栅栏，她的叶茎可以砍下加入堆肥。它也是有用的高
产叶用豆科家畜饲料（见图 10）。因为气味特殊，有的文献提出黄牛和水牛需要经过
“训练”才吃墨西哥丁香，但是如果与其他草料混合它将容易被接受（Horne, P.M. and
Stür, W.W. 1999）。
Cook et al (2005)建议墨西哥丁香适合作为生物围栏；也适合作砍伐搬运模式的家畜
饲料；或薪柴；或为幼苗提供遮阴和保护；或作为攀爬植物的支撑，尤其是胡椒的生
产。
墨西哥丁香生长环境广泛，包括这个地区大多数的酸性土壤环境。但是它一般不能
长时间忍受潮湿或水涝的土壤。

栽培
墨西哥丁香原产于美洲中部。在适合生长的东南亚大部它已经本地化，在有清晰旱
季的地方迅速发展。把它 1.5 米长的截枝直接直立在土壤里。保持合适的湿度，4 个星期
后叶子就会出现。制造生物栅栏就使用依然活着的树桩，把它安放在需要栅栏的地方。
从种子培育，不需要把种子划开，发芽率通常很高。种子应该单独用苗圃种植，可
以在一个种子培养床上也可以在另一个位置的单独的种子种植包上。种子不能深超过 2
厘米。
管理——肥料，杂草控制，收割频率
作为一种食物来源，种植后大约 8 个月就可以砍伐。最高生产效率是，在湿度可以
保证的情况下每 3 个月砍 1 米。墨西哥丁香是豆科植物并且固氮，所以它不需要而外添
加肥料，除非偶然有粪便提供。图 11 强调在这种植物旁边大生物量生长迅速。
更多信息参见：
热带草料——墨西哥丁香 Tropical Forages – Gliricidia sepium:
http://www.tropicalforages.info/key/Forages/Media/Html/Gliricidia_sepium.htm

图 10：经典生物栅栏的可能性（来源 Cook et al 2005）

图 11：墨西哥丁香，展示了叶子的高产量（来源 source Cook et al 2005）

种子资源
乌汶草料种子（热带种子代理），农业学院，乌朋拉其尼大学
地址：Ubon Ratchathani University, Thailand 34190
工作电话: +66 (45) 353506
电子邮箱: michaelhareubon@gmail.com
网站：www.tropicseeds.com
ECHO 亚洲影响中心
地址：270/5 Tung Hotel Road Soi 6
T. Watget A. Muang Chiang Mai,
50000 Thailand
办公电话: +66 (53) 304028
电子邮箱: echoasia@echonet.org
网址：www.echocommuni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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