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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还田配伍腐秆剂对小麦生长发育和肥料利用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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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秸秆促腐还田作为秸秆综合利用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备受关注，然而田间条件下秸秆配伍腐秆剂后的作
用依然存在争议。通过在淮北平原布设田间试验，比较不施肥（CK）、单施化肥（F）、化肥+秸秆（SF）和化肥+
秸秆+腐秆剂（SFD）对冬小麦生长发育状况、籽粒产量和肥料利用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处理 F 相比，处理 SFD
小麦生长后期的群体茎蘖数、叶面积指数、地上部干重、穗粒数及其对化肥的生理效率显著增加 9.5%、18.6%、13.3%、
6.2%、27.1%、85.2%和 41.5%（P＜0.05），籽粒产量亦有增加趋势（增幅为 5.1%）；而处理 SFD 与处理 SF 相比，
除成穗数、氮肥吸收利用率和磷钾肥生理效率略有增加外，其余指标均有不同程度下降，降幅在 0.3%～26.3%之间。
从而可知，在淮北平原进行秸秆化肥配施还田能够有效促进当季作物的生长发育,改善氮肥的生理效率和提高产量，
配伍腐秆剂不会提升秸秆化肥配施还田的促生增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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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field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at Huaibei Plain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returning maize straw
into field under promoting decay condition on the growth, development and chemical fertilizer use efficiency of
winter wheat. The experiment included four treatments, i.e. no fertilizer (CK), chemical fertilizer alone (F), fertilizer + maize straw (SF), and fertilizer + maize straw + decomposing microorganisms (SFD). Plant samples of
winter wheat were collected at wintering, jointing, heading and maturation stages to analyze the agronomic performance and chemical fertilizer use efficiency.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ing with treatment F, treatment SF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tillers (No. of spike), leaf area index,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grains per spike and
NPK physiology efficiency by 9.5%, 18.6%, 13.3%, 6.2%, 27.1%, 85.2% and 41.5% (P<0.05),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se indices decreased in the range of 0.3%-26.3%, except grains per spike, N apparent recovery efficiency, PK physiology efficiency compared to SF treatment. Thes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returning straw into
field could increase the growth, development and nitrogen use efficiency of winter wheat, but inoculating decomposing microorganisms failed to strengthen it. Therefor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selecting appropriate
decomposing microorganisms for accelerating decomposition of crop straw in Huaibei Plai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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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平原是我国小麦的主产区之一，对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但由于该区气候多变、年际
间变化无规律、灾害性天气频发[1]，加之广泛分布
着结构差、调水弱和肥力低的砂姜黑土，从而造成
农田多为中低产田 [2-3]。高化肥、低有机肥（如作
物秸秆）的农田施肥现状尽管可以维持淮北平原的
小麦产量，但却造成土壤质量退化、肥料利用率下
降和化肥面源污染等问题加重[4-5]。此外，没有得到
利用的作物秸秆被大量堆弃和焚烧还会引起资源浪
费和大气污染[6]。因此，在淮北平原进行秸秆还田
利用研究对该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作物秸秆中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和氮磷钾等作
物生长必须的营养元素，可通过微生物的腐殖化作
用转化为优质的有机肥[6-7]。前人研究结果表明：秸
秆还田能够有效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土壤肥力
以及增加作物产量和对化肥的利用率[8-10]。然而，
也有报道认为，秸秆特别是禾本科秸秆还田当年，
如果还田条件控制不当，秸秆腐解产物会对作物生
长造成不良影响，导致出现平产或减产[11-12]。例如，
田仲和和高善民 [12] 通过麦秸不均匀还田的微区模
拟试验，发现局部地段秸秆堆积会导致还原物质过
多积累，严重影响下茬水稻的出苗和分蘖。近年来，
国内外农业科学工作者针对造成秸秆腐解缓慢的秸
秆分子结构复杂、碳氮比不平衡和单一微生物降解
效果差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指出在秸秆腐解过
程中添加富含能分泌纤维素酶、半纤维素酶和木质
素酶的微生物菌剂，能够加快当季还田秸秆腐解进
程、缩短腐解时间，使大量秸秆直接还田也不影响
下茬作物的生长[7,13-14]。李庆康等[15]研究表明：在
稻、麦秸秆还田时施用腐秆剂对提高稻、麦产量具
有明显效果；马超等[16-17]研究也得出：秸秆还田时
添加腐秆剂可以提高作物产量，增加养分和土壤活
性有机碳含量。但同时关于秸秆快腐菌剂在实际田
间推广应用中效果不显著的研究也时有报道[18-19]。
由此，进一步开展大田试验，验证腐秆剂配施对秸
秆还田培肥增效、促生增产的影响很有必要。
鉴于前期秸秆还田配伍腐秆剂的作用研究多集
中在作物产量和土壤肥力方面[13,16-17]，关于作物生
长发育及肥料利用效率的报道还比较缺乏，而实际
上作物生长发育和肥料利用率或对于腐秆剂的响应
或更加灵敏。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在淮北平原砂姜
黑土区进行田间试验，比较单施化肥、常规秸秆还
田和秸秆配伍腐秆剂还田处理间冬小麦生长发育状
况和肥料利用效率的差异，明确秸秆配伍腐秆剂还
田后的促生、增效作用，为该区域农作物秸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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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利用和小麦的增产稳产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位于安徽省固镇县新马桥镇（33º90´N，
117º21´E），地处淮北平原南部，属暖温带半湿润季
风气候，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该地区最高气温 44.5
℃，最低气温–21.9℃，年平均气温 15.9℃，年降雨
量在 610～1 500 mm 之间，无霜期在 220 d 左右。
耕作制度为小麦-玉米轮作。试验田块位于安徽省新
马桥原种场，田块平整，肥力均匀。供试土壤为砂
姜黑土，相当于土壤系统分类中的潜育简育潮湿变
性土（EutricVertisols），土壤 pH、CEC、有机质、
全氮、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分别为 7.2
cmol·kg-1、19.4 cmol·kg-1、14.0 g·kg-1、0.85 g·kg-1、
82.0 mg ·kg-1、41.1 mg·kg-1 和 118.3 mg·kg-1。
1.2 试验设计
田间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共包括 5 个处理：
①不施肥（CK）；②单施化肥（F）；③化肥+秸秆
（SF）；④化肥+秸秆+腐秆剂（SFD）。各处理重复
3 次，小区面积为 60 m2。单施化肥处理的施肥方案
参照试验点测土配方施肥的建议，氮磷钾施用量分
别为 N 225 kg·hm-2 ，P2O5 90 kg·hm-2 ，K2O 90
kg·hm-2，其中磷、钾肥做基肥一次性施入，氮肥按
照基肥:返青肥:拔节肥=6:2:2 分次施用。秸秆采用秋
季（前茬）收获的玉米秸秆（C/N 为 51，其中纤维
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含量分别为 38.7%、21.7%和
19.3%）
，机械粉碎（长度小于 10 cm）后按全量还
田标准称取还于相应处理小区，按 30 kg·hm-2 撒施
腐秆剂后，同其余小区一并进行翻耕操作。田间管
理（如灌溉、防治病虫害等）按照当地农民习惯进
行。
添加的腐秆剂选用商品有机废物发酵菌曲，该
腐秆剂主要成分为：枯草芽孢杆菌（2.03×108·g-1）
、
8 -1
8 -1
米曲霉（0.31×10 ·g ）、黑曲霉（0.64×10 ·g ）、
白地霉（1.21×108·g-1）和酿酒酵母（0.27×108·g-1）
，
能产生大量的纤维素酶、半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等
物质，对秸秆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等成
分具有很好的分解能力。小麦品种选用皖麦 52，播
种量为 187.5 kg·hm-2，行距 23 cm。
1.3 样品采集和指标测定
冬小麦生长发育状况：出苗后每小区随机选 3
个查苗样区（包括并列的 3 行 1 m 样段），于小麦越
冬期（播种后 60 d）、拔节期（播种后 150 d）和抽
穗期（播种后 190 d）进行茎蘖数、叶面积（叶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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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宽×0.83）、株高和地上部干物重的观测和记录。
冬小麦产量构成要素和实际产量：小麦成熟后，
除继续在上述查苗区进行茎蘖数（成穗数）调查外，
同时还调查每穗平均粒数、千粒重和风干籽粒含水
率；此外，每小区在查苗区外随机收割 20 m2 进行
脱粒、风干，而后再结合含水率计算单位公顷小麦
产量。
小麦秸秆和籽粒氮素含量：首先从进行考种的
样品中取出部分按照籽粒和秸秆进行分离，紧接着
将籽粒和秸秆分别烘干，随后进行粉碎过筛（0.25
mm）和用浓 H2SO4-HClO4 消煮，最后通过凯氏定
氮法测定其营养元素含量[20]。
1.4 数据计算和分析
叶面积指数(LAI)=总叶面积/土地面积。
氮磷钾肥料利用率[21]：吸收利用率（recovery
efficiency，RE，%）=（施肥区作物营养元素吸收
量－不施肥区作物营养元素吸收量）/施肥量×100；
生理效率（physiological efficiency，PE）=（施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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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产量－不施肥区经济产量）/（施肥区作物营养
元素吸收量－不施肥区作物营养元素吸收量）；农学
效率（agricultural efficiency，AE)=（施肥区经济产
量－不施肥区经济产量）/施肥量。试验数据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整理；采用 SPSS 16.0 的
One-Way ANOVA（单因素方差）和 Duncan test（邓
肯检验）分析不同处理对小麦茎蘖数、叶面积、株
高等生长生产指标和氮肥利用率的影响；图形制作
均由 Origin 9.0 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当季冬小麦生长发育的影响
不同处理小麦群体茎蘖数随生育期变化趋势总
体一致，呈现先增后减（图 1A）。其中，越冬期和
拔节期的群体茎蘖数于各处理间没有明显差异；抽
穗期时，除处理 SF 和 CK 之间差异显著外（P＜
0.05）
，其余处理间均无明显不同。成熟期不同处理
的群体茎蘖数变化规律为：SFD＞SF＞F＞CK，其

不同的小写字母代表不同处理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代号含义： CK，对照；F，单施化肥；SF，化肥+秸秆；SFD，
化肥+秸秆+腐秆剂，下同
Different letters on ba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reatments at P < 0.05. CK, F, SF and SFD represent no fertilizer,
chemical fertilizer alone,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straw, chemical fertilizer, straw and straw-decomposing microorganisms. The same below
图 1 不同处理对冬小麦生长发育的影响
Figur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winter w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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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处理对冬小麦产量构成因素及籽粒产量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grain yield and yield components of winter wheat
有效穗数/×104 ·hm-2
穗粒数
千粒重/ g
籽粒产量/ kg·hm-2
No. of effective spikes
Grains per spike
1000-grain weight
Grain yield
518.7±14.3c
30.1±1.1c
46.4±1.8a
4 066.5±602.2b

F
SF

606.7±12.5b

32.4±2.2b

45.6±0.8a

5 850.3±517.8a

a

a

a

6 292.9±329.5a

651.2±17.2

35.1±0.4

664.7±15.0a

45.3±1.6

34.4±0.5ab

44.9±1.2a

6 148.2±234.4a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n=3)。同列数据后的不同字母代表不同处理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代号含义同图 1。
下同。
Note: Each value in the table is means ±SD of 3 replicates.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within a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reatments at P < 0.05. Treatment codes are the same as Figure 1. The same below.
SFD

Table 2

表 2 不同处理对冬小麦氮肥、磷肥和钾肥利用率的影响
Effect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nitrogen, phosphorus and potassium utilization efficiencies of winter wheat
N

处理
Treatment
F
SF
SFD

吸收利
用率/%
RE
37.2
±14.8a
32.3
±4.8a
33.1
±2.3a

生理效率
/kg·kg−1
PE
22.1
±3.1c
30.6
±1.1a
28.1
±4.9ab

P2O5
农学效率
/kg·kg−1
AE
7.9
±2.3a
9.9
±1.5a
9.3
±1.0a

吸收利
用率/%
RE
13.4
±3.3a
11.4
±5.4a
8.4
±4.2a

中秸秆还田处理 SF 和 SFD 的每公顷茎孽数比处理
F 分别显著增加了 7.3%和 9.6%（P＜0.05）。
小麦生育前期各处理叶面积指数差异较小，随
着生育期递进各处理叶面积指数快速增加，同时处
理间的差异也逐渐变大（图 1B）。至抽穗期，不同
处理叶面积指数的变化趋势为：SF＞SFD＞F＞CK，
处理 SFD 比处理 F 提升了 15.2%（P＜0.05），但与
处理 SF 相比却下降了 4.8%。
由图 1C 可知，各处理在分蘖期和拔节期的地
上部干物重较小，且处理间均没有明显差异；抽穗
期小麦地上部干物重迅速增加，秸秆还田处理 SFD
和对照处理 CK 间差异达统计学显著水平（P＜
0.05）
；成熟期与抽穗期相比，小麦植株生物量除单
施化肥处理 F 外，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秸秆
还田处理优势更加明显，SF、SFD 处理较 F 处理分
别显著提高 14.9%和 13.3%（P＜0.05）
。
小麦株高对不同处理的响应与前述指标有所不
同：从拔节期开始，不同处理间就显现出明显差异
（P＜0.05）
；抽穗期时，处理 SF 和处理 F 间的差异
也达到显著水平（P＜0.05）
，处理 SFD 和 F 间的差
异有所增加，但尚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图 1D）
。
2.2 不同处理对当季冬小麦产量构成因素和籽粒
产量的影响
小麦产量构成因素中，有效穗数对不同施肥措
施的响应最强，穗粒数的次之，千粒重的最小（表

生理效率
/kg·kg−1
PE
179.0
±51.4b
240.8
±72.1ab
331.5
±73.4a

K2O
农学效率
/kg·kg−1
AE
19.8
±5.8a
24.7
±3.7a
23.1
±2.6a

吸收利
用率/%
RE
45.9
±6.8a
38.2
±2.8a
33.5
±8.0a

生理效率
/kg·kg−1
PE
51.1
±9.9b
66.7
±7.5ab
72.3
±13.1a

农学效率
/kg·kg−1
AE
19.8
±5.8a
24.7
±3.7a
23.1
±2.6a

1）。小麦有效穗数的变化规律与前文小麦成熟期群
体茎蘖的一致，不再赘述；不同处理小麦穗粒数变
化为：SF＞SFD＞F＞CK，其中处理 SF 较处理 F
显著增加 8.3%（P＜0.05）
，SFD 处理与 SF 和 F 处
理相比，分别降低 2.0%和增加 6.2%；不同处理间
小麦千粒重均无明显差异。一季种植后，不同处理
小麦的籽粒产量为：SF＞SFD＞F＞CK，处理 SFD
和 SF 与处理 F 相比分别增产 7.6%和 5.1%，处理
SFD 较处理 SF 减少 2.3%。
2.3 不同处理对当季冬小麦肥料利用率的影响
不同处理对小麦氮肥、磷肥和钾肥利用率的影
响如表 2 所示。小麦对氮磷钾肥的吸收利用率均会
因秸秆还田而有所下降，降幅为 11.0%～37.3%，但
小麦对氮磷钾肥的生理效率和农学效率会在秸秆还
田处理后得到提升。处理 SFD 与处理 F 相比，氮磷
钾的生理效率分别增加 27.1%（P＜0.05），85.2%和
41.5%，氮磷钾的农学效率分别增加 17.7%，16.7%
和 16.7%；而与 SF 相比，除对磷、钾肥的生理效率
有所提升外（37.6%和 8.3%），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
下降（6.0%～8.1%）。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安徽淮北平原区的田间试验，重点
比较了单施化肥、秸秆常规和配施腐秆剂还田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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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生长发育和肥料利用状况影响的差异，明确
了腐秆剂添加对于秸秆还田当年促生和增效作用的
影响，丰富了秸秆配施腐秆剂还田研究的内容。结
果显示：秸秆还田配伍腐秆剂与单施化肥相比，尽
管产量没有显著提升，但却明显促进了小麦的生长
发育（如茎蘖数数、叶面积、干重和穗粒数）和氮
磷钾肥的生理效率；而与常规秸秆还田相比，除成
穗数、氮肥吸收利用率和磷钾肥生理效率略有增加
外，其余指标均有所下降。
通过研究发现，与单施化肥处理相比，秸秆配
伍腐秆剂还田在小麦生长后期可以显著提高小麦的
群体茎蘖数、叶面积指数和地上部干物重（图 1）。
这与李庆康等[15]研究结果一致，可能主要是因为秸
秆还田后腐解转化形成的有机肥能够促进土壤内部
物质和能量的转化，进而对作物的生长发育产生促
进作用（如提高小麦的基本苗数）。本研究还发现秸
秆配伍腐秆剂还田与单施化肥相比，能够对小麦产
量产生积极影响（表 1）
。通过小麦产量的构成要素
分析，笔者发现前者主要是借助显著增加小麦有效
穗数和穗粒数来实现对产量的影响（表 1）。这或与
秸秆还田后小麦体内叶绿素积累增加，旗叶的光合
作用与蒸腾作用加强，物质合成和转化得以促进有
关[22-23]。此外，与单施化肥处理相比，秸秆配施腐
秆剂还田措施还能显著提高作物的肥料生理效率
（表 2）
。这或归因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微生物在降
解还田秸秆时需利用土壤中的无机氮，且难以在当
季返还给作物，因而使得植物可吸收利用的氮素减
少[24]。二是秸秆还田引起的叶面积指数增加会提高
小麦灌浆期的光合作用，促进糖和蛋白等物质的合
成，提高氮素的转化效率[25]。
本研究中配施腐秆剂的秸秆还田与常规秸秆还
田相比，在冬小麦的生长发育、产量和肥料利用率
等方面不但没有促进作用，而且还出现抑制趋势。
这说明在实际大田生产中，腐秆剂的效果和室内模
拟的大不相同，对于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等的影响
很不稳定。由前人研究可知，腐秆剂效果不明显可
能有以下几个原因：1）供试土壤本身的肥力水平较
高，能够充分供给试验所用播量小麦的养分需求，
会掩盖腐秆剂促腐提升的那部分肥力的作用；2）微
生物菌剂对生存环境中的 pH、温度和通气状况等均
有严格的要求，倘若腐秆菌剂中功能微生物不能适
应供试土壤的环境，将难以存活或发挥作用[26]；3）
参与秸秆降解的微生物种群除受外源接种的影响
外，还会受到秸秆施用时碳氮比的影响[27-28]，恰当
的碳氮比或会降低接种外源菌引起的秸秆降解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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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比重；4）腐秆菌成功进入土壤后不单会影响还
田秸秆的降解，还可能对土著微生物群落产生影响，
而秸秆的降解是需要外源菌和土著菌共同作用实现
的[29-30]，故当外源腐秆菌接种后消弱土著微生物群
落的降解功能时，腐秆剂配施后不仅不会促进秸秆
腐解，甚至还会抑制降解。由于供试土壤养分含量
除有效磷外，其余的均处于较低水平（见 1.材料方
法部分供试土壤性质），因此腐秆剂配施引起的那部
分肥效不可能被忽略。至于前文所述的砂姜黑土的
不良性状和测土配方施肥建议的氮肥用量（碳氮比）
是否会分别通过影响腐秆菌存活和降解微生物群落
功效而造成本研究的结果，则因没有进行接种菌株
存活率和还田秸秆腐解率调查而难于判断。不过，
从秸秆配伍腐秆剂还田后小麦生长发育和肥料利用
率较常规秸秆还田有所下降的结果来看，供试土壤
性状和初始碳氮比也不会是主要原因。因此，本研
究的结果最可能是外源腐秆菌进入土壤后与土著降
解秸秆的微生物发生竞争而导致群落的总降解能力
下降。

4

结论

常规秸秆还田能够显著促进淮北平原冬小麦生
长发育、提高穗粒数和氮磷钾的生理效率；配施腐
秆剂后，秸秆还田的促生和增效作用并没有出现进
一步提升；外源腐秆剂的类型或是决定秸秆配伍腐
秆剂还田措施效用的关键因素。因此，今后有必要
在淮北平原进一步开展腐秆剂类型对作物生长生产
和肥料利用率影响的研究，从而集成切实有效的秸
秆促腐还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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