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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秸秆还田技术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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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秸秆中富含有机质和营养元素，还田是秸秆资源化利用的重要方式。本文总结了秸秆还田对土壤 - 作物 - 大气系统
的影响，分析了秸秆还田技术在研究和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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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是指农作物在收获籽粒、果实及其他可
食用部分后剩余茎、叶等的总称。秸秆还田是指把
作物秸秆直接或间接处理后返还回土壤的过程。秸

1 秸秆还田方式
秸秆还田按照还田方式可分为直接还田和间接

秆中富含营养物质和有机质，其资源化利用既能减

还田两类。

少废弃秸秆对环境的污染，又能补充土壤养分，已

1.1 直接还田

成为发展循环农业以及化肥减施增效重要的途径之

秸秆直接还田是指将不经腐熟的秸秆通过机械

一，可以有效助推现代农业健康绿色可持续发展。

或人工铡细、粉碎或整秆扁压等方式直接犁翻入土

2017 年我国农作物秸秆可收集资源量已超过

的过程（张海英，2016）
。按秸秆的处理形态可以

8.2 亿 t，其中玉米、水稻、小麦三大粮食作物秸秆

分为粉碎还田和整秆还田；按还田深度可以分为翻

资源量合计占比为 84.8%，是我国农作物秸秆的主

压还田和覆盖还田（杨丽 等，2017）
。各种方式适

要来源；棉花、油菜、花生、豆类、薯类及其他谷

用的地域也不尽相同，秸秆直接粉碎翻压还田多适

物秸秆分别占秸秆总量的 2.8%、2.4%、2.1%、2.8%、

用于水热条件好、土地平坦、机械化程度高的华北

3.3% 和 1.8%（丛宏斌 等，2019）
。蔬菜作为我国

地区（高寒山区除外）
；秸秆整秆翻压还田多适用

经济作物重要的组成部分，2019 年总产量 7.21 亿 t

于西南和长江中游水田栽培地区；秸秆整秆覆盖还

（丁海凤 等，2020）
，其中废弃物量约占 60%，但

田多用于西南和长江中游旱作栽培地区（宋芳芳，

循环利用率却不足 30%（常瑞雪，2017）
。我国每

2015）
。

年仍有大量秸秆资源未被利用，造成资源浪费和环

1.2 间接还田

境污染。本文综述了秸秆还田对土壤 - 作物 - 大气

秸秆间接还田是指将秸秆进行堆沤、过腹、炭

系统的影响，以期为秸秆还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

化或气化处理后，再将所得的产物用于还田的过程

供参考和支撑。

（张海英，2016）
。常用的方式有堆沤还田、过腹
还田、炭化还田、废渣还田和焚烧还田等（马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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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6；赵永强 等，2017）
。但焚烧还田会产生
氮氧化合物污染空气，还会增加火灾的风险，已逐
渐被其他还田方式所取代。

2 秸 秆 还 田 对 土 壤、作 物 和 环 境 的
影响

（CAAS-ASTIP-IVFCAAS）
，农业农村部园艺作物生物学与种质创

2.1 对土壤理化性质和生物学性状的影响

制重点实验室项目

2.1.1 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秸秆本身富含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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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小麦、水稻、玉米秸秆中氮、磷和钾含量

会导致 EC 值上升，而添加玉米、小麦和番茄等秸

范 围 分 别 为 5.0～11.3 g · kg 、0.9～3.5 g · kg 和

秆可以有效降低土壤 EC 值（李增亮 等，2019）
，

16.3～33.5 g · kg ，C/N 为 35.6～95.8（李 硕 等，

缓解连作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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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温云杰 等，2015；曹莹菲 等，2016；岳丹 等，

秸秆还田还能够降低土壤容重（宋为交 等，

2016；王月宁 等，2019）
。农作物秸秆还田后能够

2013）
，增加总孔隙度（王月宁 等，2019）
，提高

显著增加土壤营养物质的含量，土壤中全氮含量增

土壤透气性（孙新荣 等，2020）
、贮水能力（李波

加 9.4%～11.2%，速效磷含量增加 20.9%～40.9%，

等，2020）
，提高大团聚体的含量、重量和直径，

速效钾含量增加 9.4%～21.4%（汤文光 等，2015；

增加团聚体碳库，有利于土壤结构稳定，减少耕

张雅洁 等，2015；朱兴娟 等，2018；王月宁 等，

作对土壤的扰动和对团聚体的破坏（耿瑞霖 等，

2019）
。蔬菜废弃物中氮、磷和钾含量在 12.4～30.5

2010；龚伟 等，2011）
。秸秆还田对土壤的热传导

g · kg 、3.0～8.0 g · kg 和 18.0～53.0 g · kg 范围

和光辐射吸收转换也具有调节功能，能有效缓解土

内（韩雪 等，2015）
，较大多数大田作物秸秆中氮、

壤温度激变（崔爱花 等，2018）
。

磷含量高，而 C/N 值低，通常为 7.0～22.4（刘荣

2.1.2 对土壤生物学性状的影响 秸秆还田可以增

厚 等，2008；李扬和李彦明，2015）
。但在不同土

加土壤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汪景宽 等，2006；

壤条件下，秸秆还田通过影响微生物和植物代谢活

刘骅 等，2007）
。玉米秸秆和小麦秸秆还田通过增

动对土壤营养物质含量产生的差异也非常大。何志

加土壤中养分含量促进了固氮菌、氨化细菌、纤维

刚等（2019）研究发现，在设施次生盐渍化土壤中

分解菌和反硝化细菌、木霉菌等有益微生物的繁殖

增加玉米秸秆还田量进一步促进了土壤中微生物的

（晋齐鸣 等，2007；刘骅 等，2007）
。但玉米秸秆

繁殖，同时增强了番茄对速效养分的吸收，收获后

还田也会引起土壤中禾谷镰刀菌、串珠镰刀菌、腐

土壤中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反而有所降

霉菌等致病菌的数量增加（晋齐鸣 等，2007）
。配

低。另外，秸秆还田除了能够增加土壤中作物生长

合深松或旋耕等农艺措施，可以有效降低致病菌数

所必需的氮、磷、钾等大量元素的含量，还能提高

量（赵丽琨 等，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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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锰等微量元素的含量（韩春丽 等，2010）
。

秸秆还田通过增加微生物种类和数量反过来

秸秆中还含有大量有机质，如纤维素和木质

会改善土壤理化性质，促进土壤磷素活化等（赵

素等难以分解的物质。玉米、小麦秸秆中纤维素

永强 等，2017）
，提高蔗糖酶、脲酶（匡石滋 等，

和 木 质 素 含 量 分 别 占 干 物 质 量 的 23.3%～37.2%

2010）
、过氧化氢酶、碱性磷酸酶活性，降低多酚

和 7.1%～12.6%（李红亚 等，2015；赵金凤 等，

氧化酶活性（王振跃 等，2011；郭晓源，2016）
。

2019）
。蔬菜废弃物中有机质占干物质量的比例平

但是，过量秸秆还田会造成腐解过程缓慢，反而对

均为 70.0%，其中叶菜类蔬菜废弃物高达 95.0%（杜

土壤微生物群落造成不利影响，致使养分失衡（李

鹏祥 等，2015）
；而纤维素和木质素含量分别占干

少昆 等，2006）
。

物 质 量 的 9.0%～28.5% 和 5.0%～11.0%（ 王 丽 英

2.2 对作物生长、品质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的影响

等，2014；杜鹏祥 等，2015）
，平均水平低于大田

2.2.1 对作物生长和品质的影响 适量秸秆还田可

作物秸秆。已有研究发现，小麦、水稻和玉米等农

以促进作物生长和养分吸收（黄婷苗 等，2015；

作物秸秆还田后能够显著提高土壤中有机质含量，

刘园 等，2015）
，显著增加作物产量，已在黄瓜（郝

在 7.8%～39.0% 范围（胡国平，2012；朱兴娟 等，

晓然 等，2015）
、番茄（何志刚 等，2019；李波 等，

2018；王月宁 等，2019）
。

2020）
、 玉 米（ 王 月 宁 等，2019） 和 小 麦（ 张 赛

秸秆本身 pH 值在 6.0～9.2 范围（王丽英 等，

等，2013）等作物上获得证实。秸秆还田对作物的

2014）
。大豆、花生和玉米秸秆还田后能够改良酸

影响与秸秆还田量、还田方式及还田深度直接相关

性土壤。兰丽丽等（2016）研究发现，土壤中添加

（王月宁 等，2019；李波 等，2020）
。若还田秸秆

20.0 g · kg 大豆秸秆，土壤 pH 值提升了 0.9 以上。

不能完全腐解，会降低下茬作物出苗率，抑制植株

土壤 EC 值通常在 2.0～3.5 mS · cm 范围内，连作

扎根（李少昆 等，2006）
。

-1

-1

—  28  —

《中国蔬菜》学术论文下载 www.cnveg.org

CHINA VEGETABLES

中 国 蔬 菜

专论与综述

适量秸秆还田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作物的

了 CO2（42.0% 和 12.0%）
、N2O（41.0% 和 9.0%）

品质。张洁莹（2013）研究发现，玉米秸秆还田增

和 NO（30.0% 和 13.0%）的排放量，加重了温室

加了青花菜中 VC、总酚含量，降低了硝酸盐含量。

效应（蒙世协 等，2012）
。

玉米秸秆还田除了能显著提高番茄中 VC 含量外，
还能促进可溶性糖、番茄红素、有机酸等营养物质
积累，提高糖酸比（王广印 等，2012；李波 等，

3 秸秆还田在研究和应用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及几点建议

2020）
，改善番茄品质。

秸秆科学还田可以变废为宝，提高土壤肥力，

2.2.2 对病虫害发生情况的影响 秸秆直接还田过

改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此结果已被证实（曾洪

程可能会携带大量病原菌和虫卵，增加作物发病的

玉 等，2011）
。该技术还减少了耕作对土壤的掠夺

几率。研究发现，水稻秸秆全量还田导致小麦纹

和干扰（龚伟 等，2011）
，有利于维持土壤可持续

枯病在早春提早发生，且发病率显著增加（赵永

发展。但其在研究和应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强 等，2017）
。番茄青秆还田使番茄早疫病病情指

3.1 秸秆还田的研究对象比较局限

数增加 50.0%（孙周平 等，2019）
，但腐熟发酵后

目前对秸秆还田的研究主要面向大田作物，包

的玉米秸秆或小麦秸秆还田却可以使黄瓜白粉病病

括水稻、小麦和玉米等，而对其他类型秸秆还田效

情指数降低 31.0%～35.5%（毛丽萍 等，2008）
。曹

应的研究相对较少，如蔬菜和果树的废弃物。

志平等（2010）研究发现，土壤中添加 4.2 g · kg

3.2

小麦秸秆可以有效抑制根结线虫，促进番茄植株生

匮乏

-1

秸秆还田过程中添加有益微生物菌剂的研究

长。另外，芸薹属蔬菜作物可以在腐解过程中释放

秸秆直接还田过程因秸秆自身携带的病原菌和

出硫代葡萄糖苷，该物质可被腐解时产生的黑芥子

虫卵会增加下茬作物感染病虫害的风险，而且秸秆

酶水解，生成挥发性很强的异硫氰酸酯类物质，具

富含营养，且具有保温保湿的特性，为部分病虫害

有杀虫功效，能有效防控根结线虫（李世东 等，

的发生和流行创造了适宜的环境条件，进而诱发各

2007）
。

种病虫害发生。目前可通过在秸秆还田时加入防虫

2.3 对生物环境和大气环境的影响

菌剂和除病原菌菌剂等来防治病虫害（苏瑶 等，

2.3.1 对生物环境的影响 秸秆还田可以抑制杂草

2019）
。另外，还有很多微生物菌剂，如解淀粉芽

生长，增加土壤昆虫数量，改善农田生物环境。小

孢杆菌，能够促进纤维素和木质素等难分解物质的

麦秸秆高茬还田抑制了水稻田稗草种群和阔叶杂草

腐解（李红亚 等，2015）
。近年来微生物菌剂产品

种群的生长（付佑胜 等，2019）
。水稻秸秆还田能

种类繁多，但由于缺乏配套还田专用微生物菌剂的

有效降低稻田杂草的发生密度、总生物量和生物多

标准，造成实际应用过程中产品使用混乱，严重影

样性（陈浩 等，2018）
。玉米秸秆和小麦秸秆还田

响秸秆还田的应用效果。因此，关于秸秆还田过程

还可以增加包括蚁科、蟋蟀科、疣跳科、长角跳科、

中菌剂的使用还需不断探索，加强适合不同区域类

等节跳科、瓢甲科等在内的优势类群数量，尤其是

型（设施、露地；粮食产区、蔬菜产区；旱作区、

疣跳科和等节跳科昆虫，个体数量增加了近 10 倍

湿润区）
、不同秸秆类型（大田作物、蔬菜等）
、不

（刘骅 等，2007）
。

同功能（加速腐解、根际促生、病原菌抑制等）的

2.3.2 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土壤微生物在分解还田

菌株筛选，深入研究菌剂的适用条件以及对土壤微

秸秆时，会消耗空气和土壤中的 O2，同时释放出

生态系统的影响。

CO2 和水蒸气（宋为交 等，2013）
。土壤中植物残

3.3 缺少对秸秆还田技术的综合评价体系

体会在产甲烷菌的作用下生成 CH4（夏龙龙 等，

秸秆还田会影响土壤 - 作物 - 大气整个生态系

2020）
。虽然在秸秆还田后的水稻田中采用控制灌

统，为了全面评估秸秆还田的效应，宜开展秸秆还

溉、干湿交替等灌溉措施可以减少 CH4 排放，但同

田的定位试验，对土壤理化性质、生物学性状、作

。与未
时会增加 N2O 产生与排放（周胜 等，2020）

物表征以及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长期监测和分析。另

还田相比，小麦秸秆全量还田和秸秆半量还田增加

外，还需对秸秆还田技术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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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进行综合评估，论证秸秆还田技术长期应
用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实用性。
3.4 秸秆还田操作规范化程度不够
为了省时省力，大田作物目前多采用秸秆直接

CHINA VEGETABLES
的变化特征．农业环境科学学报，35（5）
：976-984．
曹志平，周乐昕，韩雪梅．2010．引入小麦秸秆抑制番茄根结线虫
病．生态学报，30（3）
：765-773．
常瑞雪．2017．蔬菜废弃物超高温堆肥工艺构建及其过程中的氮素
损失研究〔博士论文〕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

还田的形式，在操作过程中存在一系列操作粗放、

陈浩，张秀英，吴玉红，李厚华，郝兴顺，王艳龙，王薇，张春

不规范的现象，如秸秆还田量过高、土壤含水量不

辉．2018．秸秆还田与氮肥管理对稻田杂草群落和水稻产量

足、秸秆粉碎程度不够、翻压质量不好等。腐熟程
度是影响秸秆还田效果的重要因子，腐熟速度慢会
造成秸秆在土壤中大量残留，影响作物生根、发芽

的影响．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35（6）
：500-507．
丛宏斌，姚宗路，赵立欣，孟海波，王久臣，霍丽丽，袁艳文，贾
吉秀，谢腾，吴雨浓．2019．中国农作物秸秆资源分布及其
产业体系与利用路径．农业工程学报，35（22）
：132-140．

和存活（李少昆 等，2006；侯永侠 等，2009）
。另

崔爱花，杜传莉，黄国勤，王淑彬，赵其国．2018．秸秆覆盖量

外，秸秆堆沤还田方式占地面积大，产生大量的恶

对红壤旱地棉花生长及土壤温度的影响．生态学报，38（2）
：

臭气体（郭彦钊 等，2016）
，容易造成空气及水体
污染。尽管已经建立了麦玉两熟制油菜秸秆还田、
麦玉两熟制玉米秸秆还田、黄土高原区玉米秸秆还
田等地方标准，但对于还田量、还田深度、配施菌
剂以及还田后满足播种或定植要求的土壤性状等内
容并未涉及，应尽快补充秸秆还田技术细节，加强
一线实践人员的操作培训，加速秸秆还田技术的规
模化推广应用。
3.5 秸秆还田受机械化程度制约

733-740．
丁海凤，范建光，贾长才，秦成萌，杨业圣，张海龙，张凤兰，
温常龙，于拴仓，许勇．2020．我国蔬菜种业发展现状与趋
势．中国蔬菜，
（9）
：1-8．
杜鹏祥，韩雪，高杰云，陈清，李彦明．2015．我国蔬菜废弃物资
源化高效利用潜力分析．中国蔬菜，
（7）
：15-20．
付佑胜，刘伟中，张凯，曹凯歌，赵桂东．2019．麦秸秆高留茬条
件下不同秸秆覆盖量对稻田杂草及水稻产量的影响．西南农
业学报，32（10）
：2313-2318．
耿瑞霖，郁红艳，丁维新，蔡祖聪．2010．有机无机肥长期施用对
908-914．
潮土团聚体及其有机碳含量的影响．土壤，42（6）
：

集约化和机械化是秸秆还田的发展方向。虽然

龚伟，颜晓元，蔡祖聪，王景燕．2011．长期施肥对小麦 - 玉米轮

我国已经研制了很多类型的用于秸秆还田的机械设

作土壤微团聚体组成和分形特征的影响．土壤学报，48（6）
：

备，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机械的地域适用性
有限，很多机械设备在南方湿润、半湿润地区或空

1141-1148．
郭晓源．2016．玉米秸秆还田对玉米大斑病发生及流行要素的影响
〔硕士论文〕
．沈阳：沈阳农业大学．

间有限的设施内不能正常地发挥功能；其次，机械

郭彦钊，付瑞敏，薛婷婷，谷亚楠，马玮超，陈五岭．2016．二甲

对于秸秆类型的适用性有限。此外，还需研制与农

基硫醚氧化菌的分离鉴定及其对猪粪堆肥的影响．农业环境

艺更加配套的还田机械，简化操作流程与工序，降
低作业成本和劳动力投入。
3.6 秸秆资源化利用宣传力度不足

科学学报，35（2）
：372-379．
韩春丽，刘娟，张旺锋，刘梅，黄皖疆，高旭梅，张宏芝．2010．
新疆绿洲农田土壤 - 棉花系统 9 种矿质元素生物循环特征．
生态学报，30（22）
：6234-6241．

近年来虽然一直鼓励秸秆还田技术发展，也研

韩雪，常瑞雪，杜鹏祥，李季，李彦明．2015．不同蔬菜种类的产

制了一系列机械化设备，但每年我国仍有约 1.3 亿

377-382．
废比例及性状分析．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32（4）
：

t 的农作物秸秆未被利用（丛宏斌 等，2019）
。并
且，在蔬菜和水果生产过程中也会产生老叶、残枝

郝晓然，彭亚静，张丽娟，王琳，巨晓棠，吉艳芝，任翠莲．2015．
根层调控措施对甜玉米 - 黄瓜设施蔬菜轮作体系土壤硝态氮
的影响．中国农业科学，48（12）
：2390-2400．

等大量的废弃物，目前大多也未被重视利用。造成

何志刚，董环，娄春荣，王秀娟，韩瑛祚．2019．玉米秸秆对设施

秸秆资源化利用程度低的主要原因是区域经济限

次生盐渍化土壤微环境及番茄生长的影响．中国蔬菜，
（6）
：

制，农村生产水平低下以及示范推广力度不够。因
此，政府还应加强扶持和宣传相关政策，鼓励相关

39-44．
侯永侠，周宝利，吴晓玲．2009．不同作物秸秆对辣椒的化感效
应．生态学杂志，28（6）
：1101-1111．

企业、合作社、种植户共同推动秸秆的资源化利用。

胡国平．2012．
“高原夏菜”剩余物资源状况及其还田效应〔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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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atus of Straw Return Technology in China

JIANG Yueshan1，LI Yansu1，WANG Juanjuan2，HE Chaoxing1，YU Xianchang1，WANG Jun1*
（1Institute of Vegetables and Flowers，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China；2National AgroTech Extension Service Center，Beijing 100125，China）

Abstract：Straw is rich in organic matter and nutrient elements．Straw return is an important way of
utilizing straw resources．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effects of straw return on soil-crop-atmosphere system，
analyz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straw return，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words：straw return；soil；plant；microorganism；review

· 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

延津胡萝卜
河南省延津县胡萝卜种植历史悠久，自唐朝引入中原即有种植，距今已有 1 300 多年。据《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
延津县卷》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延津胡萝卜曾经作为“贡品”供奉朝廷。康熙四十一年《延津县志》物产篇，将胡
萝卜列为当地主要蔬菜之一。
《新乡市志》
（1986—2000）更是明确地记载：延津胡萝卜产区已发展成为新乡市外销型
大型蔬菜基地。历史上，胡萝卜曾是延津人民充饥度灾的保命食品，后经世代农民不懈耕种，面积逐步扩展。2004 年
3 月国家商标局通过了对延津县“贡参”牌胡萝卜商标的注册，成为地理标志产品。延津胡萝卜的地域保护范围为河
南省延津县境内，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46′～113°57′，北纬 35°07′～35°29′，生产地域分布于小潭、新安、榆林、
塔铺、石婆固等 5 个乡镇。
延津县地域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太阳辐射量大，无霜期长，达 216 天。境内土壤类型以粘沙两
合土为主，土层深厚绵软，土壤结构好，土质疏松，透气性和透水性好，pH 值在 7.8～8.6 之间，土壤有机质含量 1.2%，
全氮含量 0.3%，速效磷含量 18 mg · kg-1，速效钾含量 180 mg · kg-1。延津地表径流较多，地下水位浅且水量富足，水
中含氮量大，硝氨含量 2.5 kg · m-3，属地下肥水。胡萝卜产区无污染企业，农田经多次黄淮海（项目）开发，现已达
到田成方、路成网、沟相通、渠相连、旱能浇、涝能排。
延津胡萝卜短缩茎突出，枝叶少，肉质根大，圆柱形，尖削度小，不分杈、无裂痕，光洁度好，色泽鲜艳，口感
极为甜脆，风味独特，易做高档菜造型；
“历经三寒身不损，熟置三日而色不变”
，被誉称“小人参”
，深受客商青睐。
延津胡萝卜除具有一般胡萝卜的营养成分外，其蛋白质、糖类和 VE 含量较高。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郑州）检测，蛋白质含量 1.14%，可溶性总糖含量 6.09%，VE 含量 0.77 mg · kg-1。
随着延津胡萝卜产业的快速发展，延津县贡参果蔬专业合作社在延津县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应运而生，目前社员达
1 128 户，带动近 2 万农户直接从事胡萝卜种植，胡萝卜无公害标准化种植面积达 1 万 hm2（15 万亩）
，总产量 60 万 t，
并成为“河南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和“河南省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合作社还注册了“贡参”牌商标，开发了
胡萝卜醋饮料、胡萝卜酱菜等系列产品。
张德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北京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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