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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耕作模式下秸秆还田对潮土肥力特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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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6—2017 年通过田间试验对比研究夏玉米季不同耕作模式下秸秆还田对潮土肥力特征的影响。试
验设置：免耕（NT）、免耕（NT）+秸秆还田（S）、翻耕（T）和翻耕（T）+秸秆还田（S）4 个处理。结果表明，
免耕、翻耕模式下，秸秆还田均显著增加了土壤碱解氮（+6.10 mg·kg-1、+10.66 mg·kg-1）、有效磷（+2.76 mg·kg-1、
+6.53 mg·kg-1）
、速效钾（+38.94 mg·kg-1、+47.7 mg·kg-1）、有机质（+1.85 g·kg-1、+0.80 g·kg-1）含量，及土壤孔隙
度（+2.81%、+1.77%），降低了土壤容重（–5%、–3%），促进水稳定性大团聚体（＞0.25 mm）的形成。免耕、翻
耕模式下的秸秆还田均有利于土壤肥力的提高，尤其在免耕模式下土壤容重、孔隙度、团聚体和有机质含量状况得
到明显改善。翻耕对大团聚体有破碎作用，不利于有机质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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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traw residue on the fertilities of fluvo-aquic soil in different farming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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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traw returning on soil fertility in summer maize, a field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from 2016 to 2017. Experimental settings: no-tillage (NT), tillage (T), no-tillage (NT) + straw incorporation (S) and tillage (T) + straw returning (S), four treatments in tota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both modes,
straw incorporatio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amount of available nitrogen (+6.10 mg·kg-1, +10.66
mg·kg-1), available phosphorus (+2.76 mg·kg-1, +6.53 mg·kg-1), available potassium (+38.94 mg·kg-1, +47.7
mg·kg-1), porosity (+2.81%, +1.77%) and organic matter (+1.85 g·kg-1, +0.80 g·kg-1) in the soil, but also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soil bulk density (-5%, -3%), Meanwhile, the formation of water-stable aggregates was promoted as well. Straw incorporation enhanced soil fertility under both modes, especially for the mode of no-tillage,
soil bulk density, porosity, water-stable aggregates and organic matter contents were obviously improved in this
mode, whereas tillage would crush the aggregates, which is unfavorabl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organic matters.
Key words: no-tillage; tillage; straw residue on soil; fluvo-aquic soil
秸秆还田可有效提高土壤养分含量，改善土壤
理化性状，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1]。相关研

究表明，在不同耕作模式下，秸秆还田对农田土壤
理化性质有着明显不同的影响[2]。翻耕措施有利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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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秸秆的矿化，提高耕层土壤速效养分含量，但这
同样有可能造成土壤养分的淋溶，对当地生态环境
产生不利影响[3-4]；与传统翻耕相比，秸秆覆盖下的
免耕处理降低了土壤有机质碳的矿化速率，在一定
程度上延缓秸秆中有效养分的释放，并通过抑制养
分的淋溶等机制提高其在表层土壤中的含量[5-6]。
淮河流域水、热生产潜能较大，土壤类型以潮
土为主，通常采用冬小麦-夏玉米的种植模式，是我
国重要的粮食产区。该区域秸秆还田推广面积较大，
且主要与传统的翻耕处理相结合在一起。当前生产
表明，常规翻耕处理下的秸秆还田有利于土壤理化
性质的改善，可有效提高土壤的中速效养分含量，
实现作物增产，但由于夏玉米季降雨较为集中，作
物易于发生大面积倒伏[7-8]，在强降雨下同样有可能
提高养分在潮土中的迁移能力，对当地生态环境产
生较大影响[9-10]。基于上述生产现状，本研究依托
田间试验，探讨不同耕作模式（翻耕、免耕）下秸
秆还田对夏玉米季农田土壤理化性质及肥力特征的

影响，以期为当地合理耕作制度的建立及生态环境
变化的评价评估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田间试验设置于安徽省界首市国家级农作物品
种审定区域试验站（33º0′N，115º32′E）
。该区域属温
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土壤类型为黄泛冲积物发育形
成的黄潮土，地下水埋深 2.5 m。常规耕作以小麦玉米轮作体系为主。
1.2 试验设计
田间试验设 4 个处理（表 2），试验重复 3 次，
随机分布。单个小区面积 40 m2。2016 年 6 月，小
麦收获后秸秆采用全量翻压还田或全量覆盖还田，
供试玉米品种为奥玉 3765。试验前供试土壤总空隙
度 48.13%，＞0.25 mm 粒径水稳定性团聚体含量
54.28%。试验前土壤经过 2 年匀地整地处理，基本
理化性质如表 1 所示。

表 1 试验前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
Table 1 The basic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before test
容重/g·cm-3

pH

有机质/g·kg-1

全氮/g·kg-1

碱解氮/mg·kg-1

有效磷/mg·kg-1

速效钾/mg·kg-1

1.39

7.78

15.36

1.04

63.62

16.67

210.73

表 2 试验设置与养分管理
Table 2 Test setup and nutrient management
处理
秸秆用量/kg·hm-2
Treatment
Dosage of straw
—
免耕无秸秆还田 no-tillage,NT
9 000

免耕秸秆全量还田 No-tillage and straw incorporation, NT+S

化肥用量/kg·hm-2
Fertilizer application rate
300(N)-90 (P2O5)-90 (K2O)
300 (N)-90 (P2O5)-90 (K2O)

翻耕无秸秆还田 Tillage,T

—

300(N)-90 (P2O5)-90 (K2O)

翻耕秸秆全量还田 Tillage and straw incorporation,T+S

9 000

300 (N)-90 (P2O5)-90 (K2O)

注：NT、T 和 S 分别表示免耕、翻耕、秸秆还田。下同。
Note: NT,T and S denote no-tillage, tillage and straw incorporation,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66%的氮肥为基肥，34%为追肥；磷肥、钾肥
作基肥一次性施用。秸秆机械粉碎还田技术后实施
免耕和翻耕处理。土壤翻耕深度为 20 cm。其他田
间管理同于当地大田管理。
1.3 样品采集与测定
分别于玉米播种期（6 月 15 日）、灌浆期（8
月 18 日）和收获期（10 月 6 日）分层（0～20、20～
40 和 40～60 cm）采集土壤样品。样品带回实验室
常温风干，按照常规方法测定土壤物理（容重、总
孔隙度、毛管孔隙度、含水量、团聚体）和化学（pH、
有机质、全氮、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性质[11]。
1.4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2013 和 SPSS 19.0 进行统计分析，

Duncan′s 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 Pearson 法进
行相关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不同耕作模式下的秸秆还田对土壤速效养分
的影响
如表 3 所示，各处理耕层土壤的碱解氮、有效
磷、速效钾含量范围分别为：75.42～95.17 mg·kg-1、
11.80～20.37 mg·kg-1 和 255.15～318.34 mg·kg-1，较
本底值略有增加。
各生育期不同耕作模式下，秸秆还田显著增加
土壤速效养分含量。免耕模式下，灌浆期增量达碱
解氮 6.10 mg·kg-1、有效磷 2.76 mg·kg-1、速效钾 38.9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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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kg-1；收获期碱解氮和有效磷增量有所下降，分
别为 3.69 和 1.72 mg·kg-1、
速效钾增加 39.26 mg·kg-1。
翻耕模式下，灌浆期增量为碱解氮 10.66 mg·kg-1、有
效磷 6.53 mg·kg-1、速效钾 47.7 mg·kg-1，收获期增加
量与灌浆期相似，为碱解氮 10.99 mg·kg-1、有效磷
5.31 mg·kg-1、速效钾 49.82 mg·kg-1。上述结果说明
翻耕模式下秸秆还田对土壤速效养分的增加明显高
于免耕模式。
2.2 不同耕作模式下的秸秆还田对土壤容重和孔
隙度的影响
土壤容重变化范围为 1.29～1.44 g·cm-3（表 4）。
秸秆还田显著降低了土壤容重，尤其在免耕模式下

Table 3

学

学

2018 年

报

效果更为明显。免耕模式下，不同生育期土壤容重
分别降低了 0.08 g·cm-3（灌浆期）、0.06 g·cm-3（收
获期），降幅达 5%以上。
不同耕作模式下的秸秆还田增加了土壤孔隙度
（表 4）
。各生育期土壤孔隙度状况基本一致，免耕
模式下的秸秆还田更有利于提高土壤总孔隙度和毛
管孔隙度。在收获期，不同耕作模式下，秸秆还田
使毛管孔隙度增加了 2.00%（NT）
、0.08%（T）
；通
气孔隙度增加了 0.01%（NT）、1.15%（T）
；总孔隙
度增加了 2.02%（NT）
、1.23%（T）
。上述结果表明
在免耕模式下，秸秆还田降低土壤容重、提高土壤
孔隙度的效果明显。

表 3 各生育期不同处理耕层 0～20 cm 土壤速效养分含量
The available nutrient content in 0-20 cm soil in different growth periods

时期 Period

处理 Treatment

碱解氮 Available N

收获期 Harvest time

速效钾 Available K

75.42±0.40

c

NT+S

81.52±1.80

b

T

80.69±3.71 b

13.84±0.82 bc

270.60±1.26 c

T+S

91.35±1.40 a

20.37±1.41 a

318.34±3.51 a

NT

83.76±0.22

c

b

255.15±3.00 d

NT+S

87.45±1.75 b

13.52±0.91 b

294.41±2.00 b

b

266.83±0.50 c

17.62±1.94 a

316.65±0.50 a

NT

灌浆期 Filling stage

有效磷 Available P

mg·kg-1

84.18±2.71

T+S

95.17±0.27 a

267.46±2.00 c

15.06±1.07

b

306.40±3.26 b

11.80±0.59

bc

T

12.30±0.71

c

12.31±1.36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季别不同处理之间差异达到 5%显著水平。下同。
Note: different alphabet refer to the different significance at 0.05,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表 4 各生育期不同处理对 0～20 cm 土壤容重和孔隙度的影响
Table 4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soil bulk density and porosity in 0 -20 cm soil in different growth periods
时期
处理
容重/g·cm-3
毛管孔隙度/%
通气孔隙度/%
总孔隙度/%
Period
Treatment
Bulk density
Capillary porosity
Aeration porosity
Total porosity
NT
1.44±0.013 a
41.50±1.28 c
5.72±0.60 b
47.23±0.39 c
灌浆期
Filling stage

收获期
Harvest time

NT+S

1.36±0.004 b

43.56±0.55 b

6.50±0.41 a

50.60±0.67 b

T

1.35±0.011 b

44.09±0.92 b

6.14±0.42 ab

50.24±0.59 b

c

a

46.14±0.12

T+S

1.29±0.006

NT

1.44±0.012 a

41.59±1.17 c

b

b

5.63±0.25 c

47.22±0.50 d
49.24±0.68 c

T

1.33±0.010 c

45.23±1.09 a

5.80±0.58 b

51.03±0.44 b

d

a

a

52.26±0.36 a

1.30±0.007

45.31±0.88

5.64±0.67

bc

1.38±0.007

不同耕作模式下的秸秆还田对土壤团聚体组
成的影响
土壤团聚体是土壤的基本结构单位，通常将粒
径＞0.25 mm 的结构单位称为大团聚体，其对土壤
养分含量有直接影响[12]。水稳定性团聚体，由湿筛
法测定，＞0.25 mm 粒径水稳定性团聚体（WR0.25）
对保持土壤结构稳定性有重要作用 [13-14]。如图 1
所示，收获期各处理＞0.25 mm 水稳定性团聚体含
量为 52.69%～69.47%。＜0.25 mm 的水稳定性团聚
2.3

52.55±0.50 a

6.40±0.62

NT+S
T+S

43.59±1.34

a

6.95±0.59

体含量最高，＞5.00 mm 和 0.25～1.00 mm 粒径团
聚体含量次之，1.00～2.00 mm 和 2.00～5.00 mm 粒
径团聚体含量相对较少。
不同耕作与秸秆还田模式下，秸秆还田增加
了＞5.00 mm、2.00～5.00 mm、1.00～2.00 mm 和
0.25～1.00 mm 粒径团聚体含量。免耕模式下各粒径
分别增加 6.49%、6.63%、0.10%和 1.69%；翻耕模式
下分别增加 3.90%、3.56%、1.13%和 2.38%。秸秆还
田同时降低了＜0.25 mm 小粒径团聚体含量，免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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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收获期不同处理土壤水稳定团聚体组成
Figure 1 The different composition of soil water stabilization
aggregate in different growth periods

翻耕模式下分别降低了 14.65%和 10.96%。表明秸
秆还田通过降低＜0.25 mm 小粒径团聚体含量，促
进土壤大粒径团聚体的形成。免耕模式下更利于这

一过程发生，尤其有利于＞5.00 mm、2.00～5.00 mm
粒径团聚体的形成，而 1.00～2.00 mm、0.25～1.00
mm 粒径团聚体的形成则是翻耕模式下的秸秆还田
占优势。
2.4 不同耕作模式下的秸秆还田对土壤有机质及
全氮含量的影响
不同耕作模式下的秸秆还田对土壤有机质及全
氮含量产生显著影响（表 5）。0～20 cm 土壤有机质
含量，秸秆还田显著高出无秸秆还田。免耕模式下
高出了 1.85 g·kg-1（灌浆期）、1.55 g·kg-1（收获期）；
翻耕模式下高出了 0.80 g·kg-1（灌浆期）、0.77 g·kg-1
（收获期）。免耕模式下增量更大。因此，免耕模式
下的秸秆还田更有利于有机质在耕层（0～20 cm）
土壤中的累积。

表 5 各生育期不同处理及层次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
Table 5 The soil organic matter and total nitrogen contents in different growth periods and soil depths
时期
Period

有机质 Organic

处理
Treatment

灌浆期
Filling stage

0～20 cm

NT

16.24±0.67

b

全氮 Total nitrogen

20～40 cm

40～60 cm

bc

9.20±1.36

a

8.55±0.22

a

9.93±1.46

a

0～20 cm
1.07±0.01

b

40～60 cm

ab

0.61±0.01a

b

0.58±0.03a

0.66±0.01

a

18.09±0.51

T

15.80±0.61c

10.34±0.65a

9.46±0.52a

1.02±0.01c

0.67±0.01ab

0.64±0.01a

T+S

16.60±0.49b

10.67±0.30a

9.60±0.59a

1.08±0.01b

0.70±0.01a

0.64±0.01a

收获期

NT

16.89±0.78

b

a

b

bc

0.64±0.02a

Harvest time

NT+S

18.44±0.43a

8.53±0.39b

8.09±0.45a

1.11±0.02a

0.62±0.02c

0.58±0.01a

c

b

a

c

bc

0.61±0.02a

0.70±0.01a

0.59±0.01a

8.25±0.09

b

T

15.46±0.30

8.78±0.44

T+S

16.23±0.33b

10.40±0.84a

8.46±1.47
8.71±0.85

1.13±0.01

20～40 cm

NT+S

指标
Index
容重 Bulk density

9.40±0.46

c

g·kg-1

1.08±0.01

1.04±0.01

8.96±0.68a

0.60±0.01

0.63±0.01
0.64±0.01

1.09±0.01b

表 6 土壤物理性质与土壤养分含量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oil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soil nutrient content
容重
毛管孔隙度
有机质
全氮
碱解氮
有效磷
WR0.25
Bulk density Capillary porosity
Organic Total N Available N Available P
1

毛管孔隙度
Capillary porosity
WR0.25

–0.91**

1

–0.17

0.53

1

有机质 Organic

0.19

0.10

0.71*

1

全氮 Total N

0.19

0.12

0.52

0.88**

**

**

1

碱解氮 Available N

–0.65

0.75

0.31

0.01

0.23

1

有效磷 Available P

–0.70**

0.70**

0.49

0.08

0.04

0.53*

速效钾 Available K

**

**

–0.66

0.84

0.68

0.35

速效钾
Available K

0.41

**

0.78

1
0.73**

1

注：“**”， “*”分别表示极显著相关和显著相关。
Note: “**” and “*” refer to the different significance at 0.05 and 0.01 levels, respectively.

不同生育时期各处理土壤有机质含量都表现为

、5.46 g·kg-1
6.31 g·kg-1（NT）、8.69 g·kg-1（NT+S）

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递减的规律。0～20 cm 土壤

（T）、5.93 g·kg-1（T+S）
，收获期分别高出 8.64、

有机质含量高于 20～40 cm 土壤，在灌浆期高出了

9.91、6.68 和 5.83 g·kg-1。其中，随着深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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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耕模式下的秸秆还田有机质含量降低幅度高于翻
耕模式下的秸秆还田。这表明免耕模式下的秸秆还
田有利于有机质在 0～20 cm 层土壤中累积。

3

讨论与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秸秆还田改善了土壤理
化性状，提高了土壤肥力，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
同[9]。进一步分析可发现不同耕作模式下秸秆还田
对土壤肥力产生不同影响。
翻耕翻动土壤，秸秆相应被翻入土壤，导致土
壤容重显著降低、孔隙度增大及大粒级团聚体向小
粒级团聚体转化，土壤水、气条件相应改变。免耕
则不扰动土壤，秸秆直接覆盖土表，使土壤容重、
孔隙度和团聚体组成维持播种前的状况，土壤水、
气条件也与播种前类似。充足的水、气条件有利于
秸秆的腐解，也加快了有机质的矿化损失速率[10]，
不利于有机质的表层积累。免耕模式下的秸秆还田，
覆盖在土表的秸秆腐解产生的有机物质缓慢地进入
土壤，由于不扰动土壤，有机质矿化损失速率没有
明显加快[2]。故免耕模式下的秸秆还田土壤有机质
的累积状况好于翻耕模式下的秸秆还田。
有机质对土壤团聚体有胶结作用[15]，使土壤小
粒径团聚体结合在一起，促进大粒径团聚体的含量
增加。WR0.25 团聚体含量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呈正
显著相关关系（表 6）。免耕模式下的秸秆还田，
WR0.25 尤其是＞5.00 mm、2.00～5.00 mm 粒径团
聚体的增量高于翻耕模式下的秸秆还田，这可能与
免耕模式下秸秆还田的有机质含量较高有关。随着
有机质在耕层土壤中的累积，免耕模式下的秸秆还
田更有利于大粒径团聚体的形成，进而更有利于增
加土壤孔隙度、降低土壤容重，改善了土壤物理特
征。免耕模式下的秸秆还田土壤容重的降幅和土壤
孔隙度的增幅高于翻耕。本研究同样发现，土壤碱
解氮含量、有效磷含量、速效钾含量与容重以及毛
管孔隙度呈极显著相关性（表 6），变化规律基本一
致。因此，土壤速效养分的变化与土壤性质的转变
密切相关。在翻耕模式下，还田秸秆矿化速率较快，
加速了无机养分的释放，是土壤养分含量高于其余
处理的主要原因。此外，翻耕与免耕相比，生成较
多的微团聚体，通过吸附作用，亦促进了秸秆矿化
养分在耕层土壤中的累积[16]。
综上所述，不同耕作模式下秸秆还田对土壤肥
力产生明显影响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1）秸秆
的分布位置不同。不同耕作模式决定了秸秆在土壤
中的位置：免耕模式直接覆盖土表的秸秆分解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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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机物质缓慢进入土壤且不易随水淋失；翻耕模
式翻入土壤的秸秆快速腐解，形成的有机物质易随
水淋失[17]。
（2）秸秆的腐解条件不同。不同耕作模
式下土壤容重、孔隙度及团聚体组成状况不同，土
壤水、气条件不同，影响秸秆在土壤中的腐解转化
速率及土壤保水保肥能力。
皖北潮土地区，土壤质地多为砂壤土，夏玉米
季降雨集中，土壤养分淋失已经成为该地区土壤肥
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本研究表明翻耕模式下的秸秆
还田，表层土壤碱解氮含量较高而全氮含量较低。
长期坚持翻耕下的秸秆还田虽然有利于作物对氮的
提取，但同样有可能加速氮的淋溶[18]，对区域环境
质量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该区域以夏玉米的种植为
主，在强降雨的情况下易于发生倒伏现象，而这一
实际生产问题，在翻耕模式下有明显加重的趋势[3]。
此外，土壤有机质库又称为土壤碳库，约占全球碳
库的四分之一。翻耕模式下的秸秆还田有机质的矿
化分解较快，加速了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暖有潜
在性影响[19]。因此，免耕模式下的秸秆还田符合生
产实际，有利于土壤肥力的提高，且利于环境的保
护。
免耕、翻耕模式下的秸秆还田均有利于土壤肥
力的提高，尤其在免耕模式下土壤容重、孔隙度、
团聚体和有机质含量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翻耕对大
团聚体有破碎作用，不利于有机质累积。
免耕秸秆还田在提高土壤肥力的同时，降低了
其在环境中的迁移能力，是能实现尽可能大的经济
效应与生态效应的秸秆还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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