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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作物秸秆养分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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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农业区（旱作区）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估算旱作区主要作物秸秆养分和化肥
替代潜力，可为该区域秸秆养分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秸秆还田条件下化肥减施提供科学依据。基于 2015—2018 年统计
年鉴数据，对旱作区各市小麦、玉米和大豆 3 种作物秸秆养分资源量和利用潜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小麦、玉米和
大豆累积播种面积占旱作区作物播种面积的 81.49%；作物秸秆资源年均产量分别为 9 432.24 万 t（小麦）
、13 485.91
万（
t 玉米）和 732.94 万 （
t 大豆）
，占全国相应作物秸秆资源总量的 70.96%、51.63%和 42.34%。秸秆养分总量为 678.60
万 t，包含 167.75 万 t（N）
、67.12 万 t（P2O5）和 443.73 万 t（K2O）
，累计占该区域三大作物推荐施肥总量的 53.75%。
秸秆还田模式下，小麦、玉米和大豆秸秆当季替代化肥（N+P2O5+K2O）潜力分别为 188.88、138.71 和 38.51 kg·hm-2。
小麦主要种植区（黄淮海平原）小麦秸秆可实现 N 16.15 ~ 30.11 kg·hm-2，P2O5 7.89 ~ 14.71 kg·hm-2，K2O 112.18 ~ 209.16
kg·hm-2 的化肥替代；玉米主要种植区（东北平原）玉米秸秆可实现 N 20.39 ~ 39.85 kg·hm-2，P2O5 10.39 ~ 20.31 kg·hm-2，
K2O 66.60 ~ 130.18 kg·hm-2。可见旱作区秸秆还田替代化肥潜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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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ryland farming region of the Northeast and Huanghuaihai Plain is the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of China, and clearance of the nutrient resource quantity of main crop straw and utilization potential under
straw returning in dryland farming region of the Northeast and Huanghuaihai Plain can provide reference data for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straw nutrient resources and synthetic fertilizers reduction. Based on the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5-2018, crop grass grain ratio, straw nutrient content and straw nutrient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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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 the amount of straw nutrient resources in dryland areas and their potential to replace chemical fertilizers were
estimated for different cities and dryland farming region of the Northeast and Huanghuaihai Plain in this research. As
results, the cumulative sown area of wheat, maize and soybean accounted for 81.49% of the dryland farming region;
the average annual yield of the three crop straw resources were 9 432.24×104 t (wheat), 13 485.91×104 t (maize) and
732.94×104 t (soybean), accounting for 70.96%, 51.63% and 42.34% of the same crop straw resources in China, respectively. The total nutrient resources of the wheat, maize and soybean straw were 678.60×104 t, containing
167.75×104 t (N), 67.12×104 t (P2O5) and 443.73×104 t (K2O), accounting for 53.75% of the total recommended fertilization amount for the three major crops in the dryland farming regions. Under the straw returning, the amounts of
fertilizers substituted (N + P2O5 + K2O) by wheat, maize and soybean straw in season were 188.88, 138.71 and 38.51
kg·hm-2, respectively. In the main wheat planting area (Huanghuaihai Plain), 16.15 - 30.11 kg·hm-2 (N), 7.89 - 14.71
kg·hm-2 (P2O5) and 112.18 -209.16 kg·hm-2 (K2O)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could be replaced by wheat straw in season;
in the main maize planting area (Northeast Plain), 20.39 - 39.85 kg·hm-2(N), 10.39 - 20.31 kg·hm-2(P2O5) and 66.60 130.18 kg·hm-2(K2O)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could be replaced by the maize straw in season. In conclusion, straw returning has great potential to replace chemical fertilizers.
Key words: dryland farming region; crop straw; nutrient resource; straw returning; substitute for chemical fertilizers
作物秸秆蕴藏着大量的氮、磷、钾等养分元素，
秸秆还田不仅可弥补土壤中养分含量的不足与比例
的失衡，且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和结构的改善，
是持续提升土壤质量的重要措施[1-3]。科学统计旱作
区主要粮食作物秸秆资源量及化肥替代潜力对合理
减少化肥投入、改善耕地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秸秆还田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关于
秸秆养分资源量及其养分替代潜力前人做了大量的
研究[4-13]。据统计，我国水稻、小麦和玉米秸秆年
均产量分别为 21 141.5 万 t、
14 843.1 万 t 和 29 402.0
[14]。李一等[15]基于《中国
万 t，总量达 65 386.6 万 t
统计年鉴》对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秸秆养分资源量的
研究表明，我国秸秆全量还田养分输入量分别为
758.66 万 t（N）
、238.84 万 t（P2O5）和 1 316.36 万
t（K2O）；宋大利等[16]研究表明秸秆全量还田可归
还的养分分别为 N 54.4、P2O5 15.5 和 K2O 88.1
kg·hm-2。但这些研究主要基于全国水平上，想要实
现区域秸秆还田的合理利用，必须从区域尺度进行
分析[17]。
东北平原和黄淮海平原是中国北方旱地农业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区域土壤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
作物产量稳定和国家粮食安全[18-19]。而长期重用轻
养的掠夺性生产方式严重制约了该区域作物的稳
产、高产[20-23]。前人对秸秆资源以及还田替代化肥潜
力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且主要基于全国水平上[9-13]。除此
之外，在旱作区区域上，秸秆养分资源潜力和空间
分布特征仍然尚不多见。基于以上认识，在界定东
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的基础上，作者通过对近年来
该区域各市主要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分析，参考何
萍等 [24] 最新有关秸秆养分含量及草谷比的研究成
果，估算了我国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作物秸秆及

其蕴藏养分资源量，分析了秸秆还田替代化肥潜力，
以期为该区域秸秆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较合理的基
础数据及理论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以地形坡度小于 5°、1 km2 网格内的旱地面积占
耕地面积的 40%以上为界定标准，划分出东北-黄淮
海平原旱作区（旱作区）的范围，包括黑龙江省、
吉林省、辽宁省、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安徽
省、北京市和天津市。研究区地处东北平原和黄淮
海平原，隶属温带季风气候。其总体剖面为一条由
东北向西南延伸的狭长地带，最长跨度为 2 438 km，
具有明显的带状特征和区域分异[25-26]。
1.2 数据来源
2015—2018 年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小麦、
玉米和大豆等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均来自各省市
（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河南、安徽、
北京和天津）统计局[27-35]。作物秸秆养分含量以及
草谷比参考何萍等《基于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作
物推荐施肥方法》[24]；作物秸秆直接还田养分当季
释放率为近年研究文献统计结果（表 1）[15, 36-39]。
1.3 研究方法
作物秸秆产量的计算公式为[40-41]：
WiS=WiP×NiG
（1）
4
；WiP
式（1）中：WiS 为作物秸秆产量（×10 t）
4
为作物产量（×10 t）
；SiG 为作物草谷比；i 为某一
作物。
作物秸秆养分资源量的计算公式为：
（2）
WiN=WiS×NiS
式（2）中：WiN 为作物秸秆养分资源量（×104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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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 为作物秸秆养分含量（g·kg-1）, 将单质磷（P）
折算为五氧化二磷（P2O5）的系数为 2.29；将单质
钾（K） 折算为氧化钾（K2O）的系数为 1.21。
作物秸秆还田替代养分潜力的计算公式为：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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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iN×R)/a
（3）
式（3）中：A 为作物秸秆还田的化肥替代潜力
（kg·hm-2 ）；R 为秸秆直接还田养分当季释放率
（%）
；a 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hm2）
。

表 1 主要作物草谷比、秸秆养分含量和还田秸秆养分当季释放率
Straw ratio of main crops, nutrient contents in straws and in-season nutrient release rates of returned straws

农作物

秸秆养分含量/（g·kg-1）[24]

秸秆养分释放率/%[36-40]

草谷比[24]

N

P2O5

K2O

N

P2O5

K2O

小麦

5.8

1.0

18.8

50.11

62.01

89.05

1.17

玉米

7.9

1.3

13.7

54.04

73.03

84.43

1.04

大豆

8.9

3.2

8.4

52.06

54.41

84.30

1.17

2

结果与分析

2.1

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主要作物秸秆资源量
与分布特征
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农业区以小麦、玉米和大

豆的种植为主。3 种作物累计占旱作区作物播种总
面积的 81.49%（图 1）
。水稻、棉花、薯类等作物
仅占该区域种植总面积的 18.51%。黄淮海平原旱作
区采用冬小麦、夏玉米一年两熟轮作模式，东北平
原旱作区则以春玉米的单季种植为主。

图 1 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
Figure 1 Proportion of sown area of main crops in dryland farming region of the Northeast and Huanghuaihai Plain

2015—2018 年的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小
麦、玉米和大豆秸秆年均产量为 23 651.08 万 t，约
67.31%的秸秆资源分布于小麦-玉米轮作的黄淮海
平原旱作区（图 2（d）
）
。几种作物在不同区域及
省份间的分布差异很大。小麦秸秆年均产量约为
9 432.24 万 t，占旱作区小麦、玉米和大豆秸秆资
源总量的 39.88%，并集中（99.64%）分布于黄淮
海平原旱作区（图 2（a）
）
。其中，河南、山东两
省小麦秸秆资源年均产量分别为 4 053.13 万 t 和
2 034.98 万 t，累计占旱作区小麦秸秆资源总量的
64.55%。玉米秸秆年均产量约为 13 485.91 万 t，占
主要作物秸秆资源总量的 57.02%。玉米在黄淮海
平原和东北平原旱作区均有分布（图 3（b）
）
，但
秸秆资源以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产量最高。两省玉
米秸秆资源年均产量为 7 221.10 万 t，占整个旱作
区玉米秸秆资源总量的 45.68%。大豆秸秆资源年
均产量（732.94 万 t）较低，仅占该区域主要作物

秸秆资源总量的 3.10%。其中，62.34%的大豆秸秆
资源分布于黑龙江省（图 2（c）
）
。
2.2 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主要作物秸秆养分
资源量
2015—2018 年的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秸
秆（小麦、玉米和大豆）养分氮、磷、钾资源年
均产量分别为 167.75 万 t（N）
、67.12 万 t（P2O5）
，累计 678.60 万 t（表 2）
。
和 443.73 万 t（K2O）
其中，小麦秸秆氮、磷、钾资源分别占区域秸秆
养分资源总量的 32.62%（N）
、32.19%（P2O5）和
48.67%（K2O）；玉米秸秆氮、磷、钾资源分别占
区域秸秆养分资源总量的 63.50%（N）、59.81%
（P2O5）和 50.69%（K2O）；大豆秸秆氮、磷、钾
资源分别占区域秸秆养分资源总量的 3.89%（N）、
（表 2）
。
8.00%（P2O5）和 1.69%（K2O）
三大作物秸秆养分资源总量（N+P2O5+K2O）
在东北-黄淮海平原两大旱作区的分布特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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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原旱作区，且呈现出中间多、南北少的分布
特征；而在东北平原旱作区秸秆养分资源则呈现
出北多、南少的现象。秸秆养分在不同省份间的
分布同样存在较大差异。以黄淮海平原旱作区河
南和东北平原旱作区黑龙江为例，秸秆养分资源
总量分别为 183.24 万 t 和 113.16 万 t，累计占旱
作区主要作物秸秆养分资源总量的 43.68%（图 3
（a）
）
。同时，与秸秆养分资源总量分布特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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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氮磷养分资源以东北平原旱作区的黑龙江省
和黄淮海平原旱作区的河南省居多(图 3(b)和(c))。
两省氮、磷养分资源累计占旱作区主要作物秸秆
养分资源总量的 43.93%（N）和 45.36%（P2O5）。
钾与氮、磷相比，在秸秆中的养分资源总量最高，
占作物秸秆总养分的 65.39%。其中，16.76%和
28.52%的秸秆资源钾蕴藏于黄淮海平原的山东省
和河南省（图 3（d）
），两省也是冬小麦种植较为
集中的区域（图 3（a））
。

图 2 2015—2018 年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主要作物秸秆资源分布图
Distribution of main crop straw resources in dryland farming region of the Northeast and Huanghuaihai Plain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5-2018

49 卷 4 期

Table 2

625

汪秋云等: 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作物秸秆养分资源量及还田替代化肥潜力

表 2 2015—2018 年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不同区域主要作物秸秆资源年均产量及其养分资源储量
Annual average yields and nutrient resources of main crop straw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dryland farming region in the
Northeast and Huanghuaihai Plain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5 - 2018
秸秆资源量/
（×104 t）

秸秆养分资源量/（×104 t）

替代化肥潜力/（kg·hm-2）

区域

作物

东北

小麦

34.32±7.31

0.20±0.06

0.08±0.03

0.78±0.23

11.53±2.60

5.54±1.26

79.19±18.02

平原

玉米

7 221.10±301.40

57.02±2.97

21.49±1.12

119.17±6.22

29.56±1.35

16.49±0.75

104.30±4.76

N

P2O5

K2O

N

P2O5

K2O

大豆

475.76±70.83

4.23±0.71

3.48±0.58

4.81±0.80

10.88±1.66

9.36±1.43

20.04±3.04

黄淮海

小麦

9 397.91±328.47

54.51±1.03

21.52±0.41

212.92±4.01

24.68±10.51

11.84±10.24

168.4±13.47

平原

玉米

6 264.81±463.96

49.49±2.62

18.65±0.99

103.43±5.47

19.31±11.10

11.48±11.48

68.77±14.97

大豆

257.18±72.35

2.29±0.07

1.88±0.06

2.60±0.07

8.32±0.34

7.16±0.30

15.36±0.63

小麦

9 432.24±338.50

54.71±1.97

21.61±0.78

213.70±7.68

22.80±0.31

10.95±0.15

155.62±2.18

玉米

13 485.91±1 107.18

106.52±10.17

40.14±3.83

222.61± 21.26

26.97±0.67

15.08±0.41

95.18±2.41

大豆

732.94 ±162.57

6.52±1.68

5.37±1.38

7.42±0.66

10.39±0.99

8.93±0.85

19.13±18.23

种植

小麦-玉米

-

-

-

-

51.43±6.37

25.74±3.18

250.42±33.31

模式

小麦-大豆

-

-

-

-

32.80±6.83

19.89±4.88

174.17±30.60

单季春玉米

-

-

-

-

29.56±1.35

16.49±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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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季春大豆

-

-

-

-

10.88±1.66

9.36±1.43

20.04±3.04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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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5—2018 年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各省市主要作物秸秆养分资源年均产量
Annual average yields of main crop straw nutrient resources in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the dryland farming region
in the Northeast and Huanghuaihai Plain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5 – 2018

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作物秸秆还田养分潜力
秸秆直接还田模式下，3 种作物（小麦、玉米和
大豆）秸秆当季替代氮肥（N）潜力均值分别为 22.39、
29.04 和 10.41 kg·hm-2；替代磷肥（P2O5）潜力分别
为 10.94、14.80 和 8.95 kg·hm-2；替代钾肥（K2O）
潜力分别为 155.55、94.87 和 19.16 kg·hm-2。玉米秸
秆还田替代氮肥、磷肥潜力较大，而小麦秸秆还田

替代钾肥潜力要显著高于其余作物。
在不同区域因种植制度和作物产量的不同，秸
秆还田养分替代潜力同样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黄
淮海平原旱作区小麦秸秆还田替代化肥潜力较高
（图 4（a）
）
，当季可释放 N 16.15~30.11 kg·hm-2、P2O5
7.89~14.71 kg·hm-2 和 K2O 112.18~209.16 kg·hm-2。玉
米秸秆还田替代化肥潜力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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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原旱作区（图 4（b）
）
，该区域玉米秸秆还田当
P2O5 10.39~ 20.31
季释放量为 N 20.39~39.85 kg·hm-2、
-2
-2
kg·hm 和 K2O 66.60~130.18 kg·hm 。在黄淮海平原
玉米秸秆还田氮、磷、钾养分替代潜力分别为 N
16.81~33.66 kg·hm-2 、P2O5 8.56~17.00 kg·hm-2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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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O 54.9~108.96 kg·hm-2。各区域大豆秸秆还田替代
化肥的潜力普遍较低（图 4（c）
）
，氮、磷、钾释放
-2
量分别为 N 3.54~20.03 kg·hm 、P2O5 3.04~17.22
kg·hm-2 和 K2O 6.52 ~ 40.20 kg·hm-2。

图 4 2015—2018 年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各市单位面积主要秸秆还田化肥可替代量
Synthetic fertilizers substitute potential through main crop straw incorporation in different cities of the dryland farming
region in the Northeast and Huanghuaihai Plain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5 - 2018

讨论

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作物秸秆资源量与主
要影响因素
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气候条件相对优越，耕
地面积广，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43]。该区域以
小麦、玉米和大豆的种植为主，累积播种面积占统
计区域的 80%以上。3 种作物秸秆资源年产量高达
23 651.08 万 t，占全国小麦、玉米和大豆秸秆资源总
量的 57.48%。
这其中包括全国 70.96%小麦秸秆资源、
51.63%玉米秸秆资源和 42.34%的大豆秸秆资源[42]。
在旱作区不同作物秸秆资源产量差异较大。小
麦秸秆资源约 9 432.24 万 t，
要明显低于玉米秸秆资
源（13 485.91 万 t）
，但远远高于大豆秸秆资源的年
均产量（732.94 万 t）
。这主要与播种面积有关，同
时还受到不同作物谷草比的影响。在黄淮海平原旱
作区通常采用冬小麦-夏玉米轮作，而东北平原旱作
区则以单季春玉米的种植为主[43-44]。在旱作区小麦
种植面积要明显低于玉米。在该区域，冬小麦平均
每年秸秆资源量约 7 705.22 kg·hm-2，而玉米则为
6 809.63 kg·hm-2。大豆种植面积远低于玉米与小麦，
且秸秆年均单产不超过 2 400 kg·hm-2，秸秆资源总
量相对较少。草谷比是影响秸秆资源统计结果的另

外一个重要因素[45]，因采用不同草谷比，统计结果
差异较大。柴如山等[11]统计我国 2013—2017 年玉
米作物秸秆年均产量为 4.0×108 t，而李廷亮等[14]的
统计结果表明 2014—2018 年我国玉米秸秆年均产
量仅为 2.9×108 t。本文参照何萍等[35]基于近十年全
国范围内田间定位试验所建立的数据库查得小麦、
玉米和大豆的草谷比分别为 1.17、1.04 和 1.17，数
据比较接近当前生产现状。
此外，因种植制度存在差异，黄淮海平原旱作
区相比于东北平原旱作区秸秆资源总量较高[39]。小
麦秸秆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平原，其播种面积高达
1 215.34×10 4 hm2 ，占旱作区小麦播种总面积的
99.28%。玉米在黄淮海平原和东北平原均有分布。
由于玉米在黄淮海平原的播种面积和平均单产均略
低于东北平原，其在黄淮海平原秸秆资源总量要低
于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玉米秸秆资源单产约为
6 185.01 kg·hm-2，而在东北平原秸秆资源平均则为
7 463.55 kg·hm-2。在旱作区大豆播种面积较小，且
产量较低，对区域秸秆资源分布特征影响不大。
3.2 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秸秆养分资源分布特
征与影响因素
在该区域 3 种主要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呈现
玉米＞小麦＞大豆。秸秆养分资源总量中有 5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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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玉米秸秆，42.66%来自小麦秸秆，大豆秸秆养
分资源贡献率仅占 2.84%。在不同区域秸秆氮、磷、
钾的储量均呈现 K2O > N > P2O5 变化特征，秸秆钾
的储量较大，尤其在小麦秸秆中的含量要明显高于
其余作物。这与宋大利[16]和柴如山[46]等研究结果一
致。
受到种植模式的影响，黄淮海平原秸秆与养分
资源总量要明显高于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秸秆养
分资源占该区域资源总量的 69.86%。尽管东北平原
春玉米种植面积较大，但单季种植并不能显著影响
秸秆养分资源的区域分布特征。由于小麦和玉米秸
秆氮、磷、钾养分含量的差异，及其在东北、黄淮
海两大区域种植制度的不同，两大区域秸秆养分资
源氮、磷、钾比例组成明显有各自特征[14]。
3.3 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秸秆还田替代化肥潜
力与影响因素
依据宋大利等[16]不同作物的推荐施肥量统计显
示，该区域三大作物年际施肥为 N 647.27 万 t、P2O5
285.72 万 t 和 K2O 329.62 万 t，
总量约为 1 262.61 万 t。
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秸秆氮、磷、钾养分资源约
为 678.60 万 t ， 约 占 该 区 域 推 荐 施 肥 总 量 的
53.75%[16]。秸秆还田模式下替代化肥潜力较大，最
高可替代氮肥 25.92%、
磷肥 23.49%及钾肥 134.62%。
秸秆直接还田替代化肥潜力主要受到秸秆养分
含量、当季释放率以及种植模式的影响[46-47]。小麦
秸秆中钾的含量明显高于玉米和大豆，且主要种植
于黄淮海平原。这必然会对该区域秸秆还田替代化
肥潜力产生较大影响，秸秆还田可基本实现钾肥的
全量替代。秸秆养分释放是一个缓慢过程，可长达
数年，但以当季释放为主[48-50]。结合相关文献[16]分
析发现，3 种作物秸秆养分氮、磷、钾当季释放率
分别为 50.11% ~ 54.04%（N）
、54.41% ~ 73.03%
。在不同作物
（P2O5）和 84.30% ~ 89.05%（K2O）
秸秆中，养分当季释放率总体呈现 K2O > P2O5 >
N[43-46]。不同作物秸秆氮、钾释放率差异较小；玉
米秸秆磷的释放率约为 73.03%，明显高于小麦
（62.01%）和大豆秸秆（54.41%）
。
秸秆直接还田模式下养分释放将主要作用于下
一季（或下一年度）作物[51]。因此，秸秆养分替代
化肥潜力大小与种植模式有关[11]。以黄淮海平原为
例，以冬小麦-玉米轮作为主，或采用冬小麦-大豆的
种植模式。小麦-玉米种植体系下替代化肥量要明显高
，但替代化肥率则表现
于小麦-大豆轮作体系（表 2）
出相反的规律。参照宋大利等推荐的施肥量[16]，秸秆
双季还田下小麦-玉米种植体系替代化肥率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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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P2O5 9.84%和 K2O 80.76%，而小麦-大豆体
系替代化肥率则为 N 14.63%、P2O5 16.39%和 K2O
138.85%。在两种种植体系下，这种差异以钾肥替
代率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东北平原春玉米或大豆连作的种植模式下，
秸 秆 还 田 替 代 化 肥 率 分 别 为 N 13.83% 、 P2O5
19.87%、K2O 100.97 %（春玉米连作）和 N 14.4%、
P2O5 12.65%、K2O 33.46%（大豆连作）。尽管两种
连作模式下，秸秆还田替代化肥率明显不同，但因
化肥施用量的不同，玉米连作模式下替代化肥总量
要明显高于大豆连作。在该区域玉米推荐施肥量为
N 213.70、P2O5 83.00 和 K2O 103.10 kg·hm-2，肥料
用量要显著高于大豆种植（N 75.5、P2O5 74.0 和 K2O
59.9 kg·hm-2[16]。总体而言，在东北-黄淮海平原旱
作区秸秆还田模式下化肥钾替代率较高，尤其在小
麦-玉米轮作和玉米连作体系下可基本实现化肥钾
的全量替代[15]。
尽管秸秆还田可实现化肥不同程度的替代，但
这与传统化肥的施用有较大差别。秸秆养分释放是
一个长期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47]。无机氮是作物
需求的大量元素，也是调节土壤碳/氮比促进秸秆腐
解的重要因子[52-53]。秸秆还田模式下，作物苗期因
秸秆腐解对无机氮需求量较大，应适当提高氮素的
基肥用量，但随着秸秆氮的释放将足以保障作物生
长需求实现部分养分的有机替代[54-55]。部分地区土
壤磷素总含量虽较高，但有效性较低，严重影响作物
对磷素的吸收利用。秸秆腐解过程可通过磷素释放以
及多种机制活化土壤磷[56]。与氮养分和磷养分相比，
秸秆当中钾养分含量较高，且当季释放率可以达到
85%左右[39]。秸秆还田可以替代一部分化学钾肥的
施用，有助于减缓土壤钾库耗竭速度[57-58]。

4

结论

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以小麦、玉米和大豆的种
植为主，累计占该区域播种面积的 81.49%。 2015—
2018 年旱作区小麦、玉米和大豆秸秆年均产量分别
为 9 432.24 万 t、13 485.91 万 t 和 732.94 万 t，分别
占该区域及全国 3 种作物秸秆资源量的 39.88%、
57.02%、3.10%（东北-黄淮海旱作区）和 70.96%、
51.63%、42.34%（全国）。
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三大作物秸秆养分资
源总量约 678.60 万 t，包括 167.75 万 t（N）
、67.12
万 t（P2O5）和 443.73 万 t（K2O）。其中，华北平原
旱作区秸秆养分资源总量约 467.28 万 t，占旱作区
的 6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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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黄淮海平原旱作区小麦、玉米、大豆秸秆养
分资源量占该区域三大作物推荐施肥总量的 53.75%。
秸秆还田模式下，小麦、玉米和大豆秸秆当季替代化
肥潜力分别为 188.88、138.71 和 38.51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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