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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现状及建议
李立新
渊安徽省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袁安徽寿县 232200冤

摘要 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袁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遥本文阐述了寿县农作物秸秆利用现状袁探索出了农作物秸秆机械化全量还
田尧实施农作物试点项目秸秆综合利用收储加工以及肥料化尧基质化尧饲料化尧基料化尧能源化等多种利用途径袁分析了秸秆利用中存在的
问题袁提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途径机制建议袁以期为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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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央 1 号文件指出要加强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

环境保护袁发展生态循环农业遥寿县是全国首批农作物秸秆

物秸秆 0.11 万 t袁占 0.08%遥
2 秸秆综合利用状况分析

综合利用试点县袁自 2016 年开始袁连续 3 年实施农作物秸

2.1 秸秆利用量及结构

秆综合利用试点项目袁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途径和机制

近年来袁寿县坚持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相结合袁行政推

进行了有益探索袁有效解决了秸秆问题袁提升了耕地地力袁

动和技术服务相结合袁政策引导与严格奖惩相结合袁推进农

保护了生态环境袁促进了农业可持续发展[1]遥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袁全力打造野绿色寿县冶野生态寿县冶袁工作

1 农作物秸秆资源概况

取得突破性进展遥2017 年袁全县秸秆综合利用量 127.0 万 t袁

作物 24.67 万 hm 左右袁年产秸秆 160 万 t 左右袁已 9 次荣

115.9 万 t袁占 91.2%曰工业领域综合利用量 5.7 万 t袁占 4.5%曰

寿县是农业大县袁耕地面积 12.11 万 hm2袁常年种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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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遥2017 年全县农作物秸秆可收集量

136.4 万 t袁其中袁水稻秸秆 92.2 万 t袁 占 67.6%曰 小 麦秸秆

39.21 万 t袁占 28.75%曰油菜秸秆 2.64 万 t袁占 1.93%曰大豆
秸秆 1.5 万 t袁占 1.1%曰棉花秸秆 0.74 万 t袁占 0.54%曰其他作

利用率 93.1%袁较上年增长 2.1%遥其中袁农业领域综合利用量
能源化综合利用量 5.4 万 t袁占 4.3%渊表 1冤遥
2.2 综合利用的主要途径
2.2.1

机械化全量还田遥秸秆机械化全量还田占秸秆利用

量的 81.4%袁是最主要的渠道遥目前袁寿县重点推行低茬收割

表 1 2016要2017 年寿县农作物秸秆利用量

年份
2016
2017

农业领域综合利用量/万 t
可收 综合
综合
集量 利用量 利用率 机械化 高温堆肥及
饲料 基料
万t
万t
%
还田 其他方式还田
159.3 145.0
91.0
118.2
1.3
12.7
1.2
136.4 127.0
93.1
103.4
1.5
9.5
1.5

均匀抛撒袁因地制宜推广秸秆粉碎灭茬机-旋耕机作业尧反
转式灭茬旋耕机作业尧五铧犁-旋耕器复式作业等模式[2]遥

工业领域综合利用量/万 t

能源化利用综合利用量/万 t
固化
秸秆气化及 民用
合计 发电 造纸尧板材等 合计
合计
成型燃料 秸秆沼气 燃料
133.4 5.8
1.8
7.6
1.5
2.5
4.0
115.9 4.5
1.2
5.7
3
1.4
1.0
5.4

实现沼气发电和集中供渊燃冤气袁年消纳秸秆 7 000 t 以上遥二
是制造成型燃料遥安徽驰纵生物燃料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逾

2.2.2 秸秆收储加工遥支持建设秸秆收储网点袁逐步完善市

300 万元袁建成秸秆生物质颗粒燃料生产示范基地袁年消纳

点财政投入 5 000~10 000 元遥引进高效利用秸秆的公司袁将

2.2.5

场化秸秆收储机制袁全县累计建立收储点 560 个袁每个收储
秸秆作为工业生产的原料 遥培育发展秸秆收储运农村社会
[3]

化服务组织袁建立秸秆收储经纪人队伍遥
2.2.3 秸秆制有机肥遥中信格义循环经济有限公司投资逾
400 万元袁建成秸秆有机肥生产线袁年消耗秸秆 2.5 万 t袁年
产出功能型有机肥 2 万 t遥该公司还以生产的秸秆有机液肥
为载体袁进行水肥一体化农业种植模式示范袁共建立水稻水

肥一体化示范点 2 处尧设施蔬菜果园水肥一体化示范点 6 处遥
安徽华欣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尧寿县轩晗蓝美水果种植专业
合作社尧寿县百姓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设秸秆有机肥生
产线袁年消耗秸秆 2.6 万 t袁年产出有机肥 2.54 万 t遥

2.2.4

秸秆能源化利用遥一是沼气化利用袁寿县沼气工程年

消耗秸秆量可达 1.4 万 t袁占综合利用量的 1.1%遥安徽天时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1 310 万元在建的大型沼气工程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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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秸秆 3 万 t遥

秸秆基质化利用遥农作物秸秆通过处置基质化袁代替

育秧床土袁育种秧苗袁不仅解决了秸秆的处置问题袁还获得
了很好的经济尧生态尧社会效益遥寿县皖农稻麦种植合作社袁
试验秸秆半窖式堆沤充分发酵技术袁加工水稻育秧基质袁
为秸秆利用开辟出一条新途径袁年处理秸秆 1 万 t 以上袁育
秧 400 万盘袁栽插大田面积 13 000 hm2 以上[4]遥

2.2.6 秸秆饲料化利用遥寿县是畜牧养殖大县袁生猪出栏
100 万头以上袁肉牛出栏 4.3 万头袁羊出栏 40 万只以上遥秸

秆饲料化袁可为畜牧业持续发展提供物质保障遥寿县养殖秸
秆饲料化主要采用直接作饲料和青贮尧氨化 3 种方式袁年消
耗秸秆 9.5 万 t袁占综合利用量的 7.5%遥

2.2.7 秸秆基料化利用遥寿县心悦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将
收集的稻麦秸秆等经机器研磨尧堆制发酵后作为食用菌生产
基料袁建立杏鲍菇尧双孢菇工厂化生产线袁年消耗秸秆 0.5 万 t遥
3

3.1

成效

禁烧实现零火点
寿县是沿淮农业大县和产粮大县袁农作物秸秆数量大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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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任务艰巨遥寿县对解决秸秆焚烧尧

成项目建设任务袁但从全县范围来看袁由于农机具更新成本

减少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高度重视袁坚持野举县而为抓

高尧更新速度慢袁机械动力不足袁缺乏大功率动力机械袁仍是

秸秆禁烧冶的工作机制袁积极探索秸秆综合利用的新方式尧

制约全量还田技术全面普及的重要因素遥加之秸秆机械化

新途径袁以低碳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解决农作物秸秆问

全量还田增加了作业成本袁政府的补贴力度不够袁补贴金额

题袁层层落实地方各级政府责任袁强化行政管理和执法力度袁

不足以弥补农民增加的生产成本袁农民积极性不高遥

加强秸秆焚烧监控和建立健全奖惩措施遥2017 年秸秆禁烧

4.2 秸秆收储环节效益不高

夏尧秋季投入资金逾 8 000 万元袁通过县尧乡尧村尧组4 级干部

虽然在政府支持下袁收储体系已初步建立袁但因为秸秆

的共同努力袁实现了全县夏尧秋季禁烧期野零火点冶的目标遥

体积大尧产生集中袁收储成本高袁大多数综合利用途径的效

3.2 秸秆综合利用主导产业初具规模

益不高袁秸秆经纪人与利用企业间收购几无差价遥收储效益

2016 年袁寿县实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促进耕地质量

提升项目遥通过项目实施袁提炼形成了稻麦秸秆填埋式发酵

低下导致收储体系运转不畅袁秸秆利用企业原料无保障遥
4.3 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有待提高

制备机械化育插秧工厂的育秧基质生态循环模式尧麦稻秸

虽然近年来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水平明显提高袁但多处

秆机械粉碎全量还田技术模式等可推广的秸秆综合利用模

于试验示范阶段袁现有设备效率较低袁需引进最新的高效设

式 4 套遥其中稻麦秸秆填埋式发酵制备机械化育插秧工厂

备及技术袁并加强对技术人员的培训指导袁帮助企业生产发

的育秧基质生态循环模式尧麦稻秸秆机械粉碎全量还田技

展袁提高利用效率遥

术模式已入选野安徽省农业生态循环模式冶遥2017 年袁全县年

4.4 奖补资金不足

利用 1 000 t 以上的企业 11 家袁其中已运营的 9 家袁在建

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奖补资金夏季 300 元/hm2尧秋季

2 家遥位于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的中信格义循环经济有限公

150 元/hm2袁省尧市奖补 80%袁县级配套 20%袁需要配套逾

相关产品研发尧生产及销售的中外合资高新技术企业遥公司

要差距明显袁但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尧粮食生产大县袁落实县

司袁是一家专业从事农林废弃物资源化高效综合利用技术及
占地面积 27 hm2袁总投资 5.8 亿元遥该公司通过自主研发的

工艺尧技术尧专利和成套装备袁将农作物秸秆中的三大组分
半纤维素尧纤维素和木质素逐级进行分离袁生产沼气电力尧

1 000 万元遥尽管奖补标准与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的实际需
级配套资金仍困难重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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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建议
政策引导

有机液肥尧纤维素浆粕尧生化木素渊BCL冤和生物质颗粒成型

秸秆还田和离田使用并不矛盾袁目前是秸秆离田使用

燃料等产品遥年可综合高效利用水稻尧小麦尧油菜秸秆等农

效益不高袁倒逼秸秆全量还田遥在合理布局秸秆利用企业的

作物秸秆约 18 万 t遥秸秆收购价为 450~600 元/t袁综合利用
效益较好遥

3.3 秸秆机械化全量还田整体推进

据统计袁全县拥有 66.15 kW 以上拖拉机 810 台袁秸秆还

田机 1 150 台袁旋耕机 6 000 台袁反转灭茬机 110 台袁打捆机
85 台遥近年来袁在寿县地方政府强力推进下袁农作物秸秆机

前提下袁一方面袁要制定秸秆综合利用适度的奖补政策袁支
持秸秆离田使用曰另一方面袁要立足于保护和提升耕地质
量袁建立支持秸秆还田的长效机制袁增加政府对购置大型农
机具的补贴袁弥补农民因秸秆全量还田增加的生产成本袁提
高农民积极性袁促进秸秆全量还田遥
5.2 加大扶持

械化全量还田推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遥尤其是在陶店乡尧堰

出台对秸秆收储体系的奖补政策袁鼓励社会力量积极

口镇尧安丰塘镇等乡镇袁通过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尧现代

参与袁建立以市场为导向袁企业为主体袁政策扶持为辅助袁农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全程社会化服务等项目袁实现了秸秆机

民积极参与的秸秆收储长效机制遥

械化全量还田整体推进袁耕地质量显著提升遥通过项目带动袁

5.3 强化技术支撑

项目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从小到大尧从弱到强不断
壮大袁服务能力显著增强遥
3.4 秸秆养畜过腹还田势头良好
寿县为畜牧大县袁秸秆养畜过腹还田有较大发展空间袁
寿县临淮畜牧养殖有限公司等企业利用秸秆养畜已有一定

整合社会资源袁推进产学研相结合袁着力解决秸秆综合
利用领域共性和关键性技术难题袁提高秸秆基质化与基料
化等技术尧装备和工艺水平遥构建服务支撑体系袁强化秸秆全
量还田等技术培训指导袁加快先进尧成熟技术的推广普及遥
5.4

规模遥据统计袁2017 年全县秸秆饲料化利用年消耗秸秆量达
9.5 万 t遥

3.5 多元化利用格局形成
寿县农作物秸秆发展到秸秆机械化粉碎全量还田尧生
物质发电尧生物质资源高效综合利用尧食用菌基料化和育秧
基质化利用等领域袁形成了多元化利用政府奖补运行机制遥
4 存在的问题

4.1 全量还田机械动力不足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袁秸秆机械化全量还田仍是秸秆综
合利用的主要途径遥虽然机械化全量还田示范区较好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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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产粮大县的支持力度
建议上级在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财政奖补上给予支

持袁取消县级配套资金袁并在项目安排上予以倾斜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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