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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秸秆还田对土壤肥力与农作物的影响
张懂理
渊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农业农村水利局袁安徽淮北 235000冤

摘要 本文概述了秸秆还田的主要方式方法袁以及还田后对土壤肥力与农作物的影响遥秸秆还田是一项农机农艺相结合的技术性措
施袁科学合理的秸秆还田袁不仅可以改善土壤通气性和孔隙度尧降低土壤容重尧加速生土熟化尧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尧提高土壤肥力尧促进土
壤的生物活性袁而且还能促进农业增产尧农业增效和保护生态环境遥但是若秸秆还田技术工艺不成熟尧不规范袁后期处理方式方法不当袁极
有可能滋生病菌袁诱发虫害袁造成农作物缺苗断垄袁甚至苗黄枯死袁导致大幅减产现象发生遥因此袁采取合理的秸秆还田措施袁才能起到良好
的还田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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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秸秆是十分丰富的生物资源袁用之为宝袁弃之为
害遥若能有效解决秸秆利用率低尧转化率低尧环境污染严重
的问题袁对促进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将发挥重要的推动
作用遥目前袁由于秸秆资源的焚烧和不合理利用袁不仅造成
了资源浪费尧环境污染袁而且破坏土壤结构袁加重了土壤板
结袁改变了土壤的物理性状袁造成农田质量下降袁农作物的
生长受到影响袁打破了自然生态系统平衡遥因此袁高效尧集

排放尧增加土壤有机质和降低氮肥施用量具有重要意义[3-4]遥
根据监测点数据分析袁秸秆中有机质含量平均为 15%左右袁
按还田秸秆 15 t/hm2 计算袁可增加有机质 2 250 kg/hm2遥秸秆

还田后土壤有机质尧全氮尧有效磷等养分含量平均值分别达
到 24.59 g/kg尧1.61 g/kg尧27.19 mg/kg袁平均提高了 0.69 g/kg尧
0.04 g/kg尧0.55 mg/kg袁增幅分别为 2.89%尧2.55%尧2.06%遥
2.2 改善土壤物理性状

秸秆还田后经过微生物发酵形成腐植酸钙和腐植酸

约尧循环利用秸秆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尧节约可再生资源
的迫切需要遥

镁袁促进土壤中微生物的活性和养分的分解利用袁改善土壤

1 秸秆还田的主要方法与要求

团粒结构袁降低土壤容重袁增加孔隙度袁增强通透性袁提高了

秸秆还田可分为直接还田和间接还田袁直接还田又分

土壤蓄水保肥能力袁促进了作物根系的生长发育袁为稳产增

为覆盖尧翻压尧粉碎还田袁间接还田分为堆沤和过腹遥直接还

粮奠定基础遥试验表明袁秸秆在分解前期需水量大袁而分解
后期秸秆所吸收的水分会逐渐被释放到土壤中袁此时土壤含

田具有快速尧快捷尧成本低等特点袁是当前秸秆资源利用的
主要途径之一遥覆盖还田虽然可以减少土壤的水分蒸发袁蓄
水尧保水和增产效果明显袁但是秸秆腐解速度较慢袁容易与
作物争氮以及诱发病害遥翻压还田是将秸秆粉碎后直接翻
压在土壤里袁但翻压深度不宜过深渊一般在 20 cm 左右冤袁以
利于浅层土壤中的微生物发酵分解袁将秸秆的营养物质充
分保留在土壤里遥粉碎还田与翻压还田类似袁是将秸秆粉碎

撒施后用旋耕机翻压在农田中袁一般翻压深度低于 15 cm袁
秸秆切碎后的长度小于 10 cm[1-2]遥

间接还田程序复杂尧成本较高尧费工费时袁但效果较好遥

间接还田以堆沤还田和过腹还田为主袁堆沤还田是指利用夏
秋高温季节袁将秸秆堆积在田间地头或空旷场所袁适当加入
氮肥或畜禽粪便等袁以此调节碳氮比尧pH 值等袁保持料堆中

水量明显高于清茬处理前袁起到保墒作用遥
2.3

提高土壤的生物活性
秸秆还田后袁土壤生物活性强度提高袁生物固氮增加袁

碱性降低袁具有加强呼吸尧纤维分解尧氨化及硝化作用袁促进
了土壤的酸碱平衡袁养分结构趋于合理遥另外袁秸秆分解过
程中能释放出 CO2袁有利于加速近地面叶片的光合作用[5]遥

2.4

增产尧增益尧保护生态环境

机械化秸秆还田使秸秆中的有机质得到了充分利用袁
避免秸秆焚烧造成的环境污染袁增加了有机质和各种养分
含量袁减少土壤水分蒸发袁涵养土壤水分袁具有明显的增产
增收效果遥试验结果表明袁小麦秸秆还田平均增产率为 7%耀

9%袁既降低了化学肥料的投入量袁又节约了生产成本遥同时袁

含水率达 60%左右袁便于提升料堆中温度袁一般堆高和堆宽

还能解决秸秆乱堆乱放随意弃置的乱象袁减少秸秆焚烧隐

施入为宜遥过腹还田是指秸秆经过牲畜消化后排泄袁再经过

3.1

达 1.5 m 左右时开始封闭腐熟袁堆沤腐熟后按照 4 500 kg/hm2
堆沤高温发酵有效杀死病菌后还田遥
2 秸秆还田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2.1 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
小麦秸秆富含氮尧磷尧钾尧钙尧镁和有机质等袁是一种多

患袁降低大气污染袁保护生态环境遥
3 秸秆还田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影响根系生长
长期秸秆还田袁会导致土壤松弛袁土壤间隙加大袁出现
种子和土壤接触不紧密的情况遥如果秸秆还田处理不当袁很
容易发生土壤微生物和农作物幼苗争夺养分的问题袁导致种
子萌芽率不高袁幼苗吊根变黄尧枯萎袁这主要是营养吸收不

用途的可再生生物资源袁粗纤维含量高渊30%~40%冤袁通过秸

及时尧不充分造成的袁从而影响农作物根系的生长发育袁不

秆还田袁能有效加速生土熟化袁改善土壤通气状况袁降低土

利于后期作物对养分的吸收和产量的形成袁严重的会出现

壤容重和 pH 值袁增加土壤养分含量袁提高土壤肥力袁为作物

根系生长营造良好的土壤环境袁有利于作物生长袁对减少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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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苗断垄袁直接影响作物产量[6]遥
3.2

发生病虫危害
秸秆中蕴藏大量病菌和虫卵袁秸秆还田后不会被全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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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袁甚至部分虫卵还残留在农作物秸秆中遥如果将这些带有
病虫卵的秸秆直接粉碎后施入土壤袁能够在土壤中迅速繁
殖袁随着生物繁殖力的增强袁土壤细菌尧真菌尧放线菌的数量

秸秆进行消毒遥一般撒施 3%辛硫磷颗粒剂渊或 3%甲窑辛颗

粒剂冤45~60 kg/hm2 和五氯硝基苯可湿性粉剂 2~5 kg/hm2袁可
有效杀死土壤中病原菌和虫卵袁以减少病原菌和虫卵残留

均有所增加袁直接影响到种植的农作物袁甚至会导致农作物

量遥另外袁播种时最好选购包衣种子袁或者进行药剂掺拌袁以

病虫害暴发袁危害农作物正常生长袁造成作物减产遥

最大程度杀死土壤中的病虫菌源和虫卵袁并适当增加播种
量 20 kg/hm2袁确保出苗率以及起到杀菌控害作用遥

4 应对措施

5 问题与展望

4.1 增施氮肥
秸秆还田后土壤中碳素物质激增袁引起微生物大量繁
殖袁分解碳素袁微生物必然从土壤中汲取一定的氮元素作为
补充袁造成与作物争氮的现象遥若不及时增施氮肥袁导致土

试验表明袁秸秆还田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袁

环保增产效果显著袁一般可增产 5%耀10%遥由于目前秸秆还
田多半采取自然循环的方式袁大量农作物秸秆应有效完成

壤中氮素不足袁会影响下茬作物生长袁出现苗黄尧瘦弱尧发育

分解袁不及时补充水分尧氮肥等辅助措施袁仅凭土壤的自解

不良尧生长缓慢的现象袁不利于培育壮苗袁甚至造成减产遥因

能力是不够的袁尤其是土壤黏重尧有机质含量低的地块遥若

此袁秸秆还田应及时增施氮肥袁既可以加速秸秆腐解袁又可

处理方法不当袁还可能会导致土壤病菌增加袁作物病害加重

以保障作物正常需求遥一般须增施尿素 75~150 kg/hm 袁对于

及缺苗渊僵苗冤等不良现象发生袁直接影响微生物活性和作

缺磷尧钾的土壤袁还应适量补施磷钾肥 遥

物根系的发育遥因此袁只有采取合理的秸秆还田措施袁才能

4.2 翻压保墒

起到良好的还田效果遥为充分调动农民秸秆还田的积极性袁

2

[7]

土壤肥力状况决定秸秆还田数量袁一般土壤瘠薄尧肥力不

一是要建立完善的秸秆还田技术支撑体系袁针对不同地块

2

足的田块袁秸秆还田量不宜过多袁按还田 3 000~4 500 kg/hm

选择适宜的还田技术曰二是着力解决好机械化配套和建立

为宜曰在高肥力地块袁还田不宜超过 6 000 kg/hm2遥还田后要

专业化服务组织及后期病虫害防控问题遥同时袁指导农民科

及时翻压深耕袁深度在 20 cm 以上袁并耙平加重镇压袁使秸秆

学合理进行秸秆还田袁以保障秸秆还田持续尧高效尧有序尧深

分散均匀袁与土壤充分融合袁避免出现虚空现象遥同时袁选择

入推进遥

土壤墒情好的时期还田袁利于充分发挥土壤微生物的活性
作用遥当土壤含水量为田间持水量的 60%~70%时最适宜秸
秆腐解袁一般建议午收后立即进行袁此时小麦秸秆中含有较
高的水量和养分袁收获后适时翻耕深埋有利于迅速腐解尧保
墒遥在酸性和透气性差的土壤中进行秸秆直接翻压还田时袁
应施入石灰 450~600 kg/hm2遥若土壤含水量较低袁会严重影
响土壤微生物的繁殖袁减缓秸秆分解速度袁应及时浇水保墒
保温遥
4.3 杀菌防害
一般情况下袁秸秆还田后病虫害有加重发生的趋势袁尤
其是蛴螬尧蝼蛄等地下害虫遥因此袁秸秆还田前袁可用药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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