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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索旧膜再利用后旱地胡麻温热利用增产机理，在大田环境下，分析了旧膜直播（T1）、旧膜覆土直播（T2）、旧膜

秸秆双重覆盖播种（T3）、春天揭旧膜覆新膜播种（T4）、秋后整地覆新膜春天播种（T5）及露地播种（T6，CK）6 种处理方式下，

旱地胡麻土壤温度时空变化特征、生育进程差异及其与籽粒产量形成的关系。结果表明：全地膜覆盖作物收获后旧膜继续

留至翌年，仍具有热量的均衡补偿和显著的增温效应，生育进程加快，产量构成因子形成得到有效保证。不同旧膜再利用方

式对胡麻生育期内土壤温度及生育时期天数的影响均呈现在播种－现蕾期，处理间土层温度增温效应的差异为 T4、T5 >
T1、T2、T3 > T6，随生育时期推进及土层加深影响逐渐减弱，播种、苗期在 15 cm 土层内，枞形期上移至 10 cm 土层，播种 -
现蕾期天数 T4、T5、T1、T2 和 T3 分别较 T6 缩短 12.4 d、12.6 d、6.5 d、3.9 d 和 7.7 d。全生育期 5 cm、10 cm 土层总有效积温

为：T5、T4 > T2、T1、T3 > T6，各处理较 T6 增幅为 43.49 ℃ ~ 253.65 ℃，5 cm、10 cm 土层有效积温均与播种 - 现蕾期天数、
全生育期天数呈现明显的负相关。2 年度籽粒产量均以 T4 最高，显著高于对照，分别达 1509.52 kg hm-2 和 1024.95 kg hm-2，

其余依次为 T5、T1、T2、T3，平均产量较对照分别增加 112.44%、88.84%、86.70%和 62.98%。可见，当季作物收获后旧膜留置

田间，翌年播前除旧膜覆新膜方式可作为旱区作物节本增效的适宜参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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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温度是作物生长外部环境中的主要因子，不

仅直接影响作物根系和幼苗的生长，还影响到近地面

大气的水分、温热状况[1,2]，通过不同的覆盖栽培措施，

定向调节土壤环境中的温度变化，对作物生长发育及

经济产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地膜自引入我国

以来，由于具有保温、保水、增收等效用，作为当前旱作

农业区协调水热资源同步利用的有效农业措施之一[3]，

被大面积推广应用，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

膜使用国和生产国[4]。随着地膜覆盖栽培作物面积的

不断扩大，滞留田间的大量旧地膜出现的回收费时费

力、难于分解及“白色污染”等问题愈加突出，旧膜的合

理再利用被开始关注[5]。近年来利用地膜玉米的残留

地膜在春小麦、胡麻、豌豆、谷子、糜子等作物种植上取

得了成功，多集中在作物栽培技术及增产效应方面[6~8]，

但旧膜是否仍具备作物生长的调控积温作用，仅见旧

膜在向日葵上单一利用后的报道[9]，同时，近年来出于

改善生态环境的秸秆及覆土栽培方式被开始研究，争

议点之一仍在二者对土壤温度影响而导致的产量增减

方面[10,11]，鉴于此，对旧膜、秸秆、覆土等叠加覆盖后农

田土壤温度时空变化、生育进程及产量构成等的系统

研究理论及实践意义重大。
胡麻，俗称油用亚麻，是我国五大油料作物之一，

也是甘肃省的主要油料作物，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甘

肃、河北、新疆、内蒙古、山西、宁夏、青海等省区[12]，其

中甘肃年种植面积在 12 × 104 hm2 左右，收获面积和

总产量均居全国首位 [13]。由于其具有较强的抗旱、耐
瘠、耐寒、适应性广等特性，且随着胡麻籽油市场的需

求增长和农民种植结构调整的要求，在旱区农业生产

中具有其它作物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立足于这种经

济效益较高、发展潜力较大的作物，研究旧膜、旧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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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秸秆及旧膜 + 覆土作为覆盖物及调控后的土壤温

度时空变化特征和产量效应，发展旧膜利用多样化，有

利于为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及旱区科研工作者提出的

“全膜覆盖 + 双垄 + 秋季（或顶凌）覆膜 + 沟播 + 免

耕地膜重复利用”的降水高效利用集成技术体系提供

相应理论和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 2011 ~ 2012 年在甘肃省定西市西巩驿镇

平川地块进行。该区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沟壑区，海

拔高度 1793 m，年平均气温 7 ℃，年日照时数 2500 h，

无霜期 146 d，年降水量 300 ~ 400 mm，年蒸发量平均

为 1524.8 mm。供试土壤为黑垆土，有机质含量为

11.06 g kg-1，全氮 0.99 g kg-1，碱解氮 72.15 mg kg-1，速

效磷 8.31 mg kg-1，速效钾 247.02 mg kg-1，pH 8.3。前一

年玉米定植前每 666.7 m2 施尿素 40 kg、普通过磷酸

钙 50 kg，农家肥 3000 kg做基肥。
1.2 试验设计与处理

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方法，前茬为全膜

双垄沟播玉米。设置 5 个旧膜处理方式（表 1），以目前

生产上推行的处理 T6 为对照，3 次重复，共 18 个小

区。小区面积 20 m2（4 m× 5 m），小区间、重复间分别

设置 30 cm、50 cm 的走（过）道，试验区四周设 1 m 宽

的保护行。2011 年 3 月 18 日播种，2012 年 3 月 30 日

播种，播种密度为 600 × 104 粒 hm-2（行距 15 cm，穴

距 11 cm），每穴播种子 10 粒，分别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收获，2012 年 8 月 4 日收获。其它生长管理同一般

大田。供试胡麻品种为“陇亚 10 号”。供试地膜为聚乙

烯吹塑农用高强度地膜，幅宽 120 cm，厚度 0.008 mm，

甘肃省天水天宝塑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1.3 测定项目和方法

1.3.1 生育时期判定的形态标准 出苗期：胡麻出苗

后，子叶出土并平展地面（苗高超过 2 cm 为标准）；枞

行期：植株上不真叶聚生，形似小枞树状（株高 5 ~ 10
cm）；现蕾期：植株主茎顶部叶腋出现 1 ~ 2 个小花蕾；

开花期：植株主茎或主轴的第一朵花开放；成熟期：植

株茎叶变黄，下部叶片已经脱落，中上部叶片衰老，摇

动植株时发出“沙沙”响声，蒴果呈紫红色，籽粒含水量

显著降低。以每个小区胡麻全部植株中 50%农艺形态

达到上述标准界定该小区植株的生育时期[14]。
1.3.2 土壤温度 自胡麻播种后，每天自上午 8:00 开

始，采用 TZS- 3X 农业环境检测仪每隔 6 小时，测定各

小区 5 cm、10 cm、15 cm、20 cm、25 cm 土层温度并记

录（雨天除外），观测时期为 3 月 15 日至 8 月 5 日。土

壤积温根据每一个生育时期测定的土壤温度和生育时

期累积得出[15]。
1.3.3 产量及其构成因子 胡麻成熟后分小区依据成

熟期性状依次收获，测定各处理实际产量，单打单收。
每小区取样 20 株，进行室内考种，测定株高、分茎数、
分枝数、蒴果数、蒴果大小、蒴果种子粒数、千粒重、秕
粒率、单株种子重、籽粒产量等。
1.4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2007 对所测数据进行计算，利用

DPS 2000、SPSS 16.0 软件对各处理相关数据进行显著

性检验和相关分析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旧膜利用方式下各土层温度变化

由图 1 可以看出，不同旧膜利用方式处理后胡麻

全生育期 0 ~ 25 cm 土层温度与新膜及露地变化规律

相似，均随生育进程的推进呈不断上升的近线性趋势，

且不同土层出现峰值的时间随土层深度增加均出现在

胡麻成熟期，这与胡麻成熟时期恰值当地气温最高月

份有关，但不同土层随生育时期变化其温度各有不同。
播种时，0 ~ 25 cm各层地温不同旧膜利用方式处

理均高于露地（CK，T6），其中，5 cm 土层地温最高值

T5 达 11.44℃，显著高于其它处理，T4 显著高于 T6，但

与 T1、T2、T3 差异不显著，T6 均显著低于其它处理，较

T5、T4、T1 分别降低 4.86 ℃、3.30 ℃和 3.08 ℃；10 cm
土层地温处理间变化为：T5 > T4 > T1 > T3 > T2 >
T6，T5 最高为 15.33 ℃，显著高于其它处理，分别较

T4、T1、T3、T2、T6 依 次 高 出 3.95、5.11、6.33、6.78 和

7.00℃，T4 与 T1 间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于 T3、T2、
T6，其余 3 个处理间无显著差异；15 cm 土层地温最高

T1 处理为 12.38 ℃，显著高于其它处理，而其它各处

理间无显著差异，地温处理间变幅为 4.27 ℃；20 cm、
25 cm 土层尽管处理间有所差异，但均未达到显著水

处理代码
Treatment
T1
T2
T3

T4

T5
T6(CK)

农田旧膜处理方式
Reuse way of used plastic film

当年作物收获后，旧膜留至翌年，直接播种
当年作物收获后，旧膜留至翌年，在旧膜上覆土播种
当年作物收获后，旧膜上覆盖作物秸秆，留至翌年除去秸
秆后播种
当年作物收获后，旧膜留至翌年，播种前收除旧膜并覆盖
新膜播种
当年作物收获后收除旧膜，并整地覆盖新膜，翌年播种
当年作物收获后收除旧膜，翌年整地播种（不覆膜）

表 1 试验处理设置表
Table 1 Reuse ways of used plastic film in the field after crop 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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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温处理间变幅分别为 3.09 ℃和 1.89 ℃。可见，

播种时不同旧膜利用方式对地温的影响呈先增后降趋

势，主要影响 15 cm 以上土层，以下则减弱，且以 T5、
T4、T1 最优。

图 1 不同旧膜利用方式对旱地胡麻土壤温度的调控
Fig. 1 Regulating effect of different reuse patterns of used plastic film on soil temperature of oil flax dryland

苗期，不同旧膜利用方式各土层温度变化仍主要

体现在 0 ~ 15 cm，其中，5 cm、10 cm、15 cm 土层处理

间变化由高到低依次分别为 T4 > T1 > T5 > T2 > T3
> T6、T4 > T5 > T3 > T2 > T1 > T6、T5 > T4 > T3 >
T2 > T1 > T6，最大变幅分别为 2 ℃、2.11 ℃和 2.45
℃，20 cm、25 cm 土层温度处理间无显著差异，最大变

幅仅为 1.32 ℃和 1.22 ℃。
枞行期，5 cm 土层温度依次为 T1 > T4 > T5 > T3

> T2 > T6，T1 显著高于其它处理，较最低 T6 高 5.23
℃，T6 显著低于其余处理，其它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10 cm 土层温度依次为 T5 > T1 > T4 > T3 > T2 > T6，

T5、T1 间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其余处理，其它处

图 2 不同旧膜利用方式在胡麻各生育时期的 0 ~ 25 cm 土层
平均温度变化

Fig. 2 Variation of average temperature at 0~20 cm soil layer during the oil
flax growth stage under different reuse patterns of used plastic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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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间无差异显著性。15 cm、20 cm、25 cm 土层温度处

理间无显著差异。胡麻枞行期不同旧膜利用方式对地

温的影响集中在 10 cm 土层以上，且此时旧膜直播

（T1）表现出了较好的温度保持作用。
至胡麻现蕾期、开花期及成熟期时，尽管各土层处

理间温度有所差别，但均未达到显著水平（P < 0.05）。
不同旧膜利用方式处理对胡麻全生育进程土壤温度的

影响主要表现在现蕾期前的播种、苗期和枞行期，体现

为随生育时期推进及土层加深影响逐渐减弱，播种、苗
期差异出现在 15 cm 土层内，枞形期则出现在 10 cm
土层内。处理间对土层温度维持效应的响应差异则主

要表现为新膜 （T4、T5）> 旧膜 （T1、T2、T3）> 露地

（T6），且这种趋势枞行期内又因旧膜直播（T1）较露地

等好的维温作用而有所变化。
通过不同处理对胡麻各生育时期的土层均温的影

响可知（图 2），播种时 0 ~ 25 cm 土层均温表现为：旧

膜直播（T1）> 收后除旧覆新膜（T5）> 播前除旧覆新

膜（T4）> 旧膜覆土（T2）> 旧膜覆秸秆（T3）> 露地直

播 （T6），此时各处理土层均温较露地对照分别高出

2.61、1.95、1.70、1.42 和 1.00 ℃，且 T1、T2、T4、T5 显著

高于 T6，T3 与 5 个处理间无显著差异；苗期 0 ~ 25
cm 土层均温表现为：T4 > T5 > T3 > T2 > T1 > T6，各

处理土层均温较露地播种分别高出 2.22、2.11、1.62、
1.48 和 1.04 ℃，且 T4、T5 间差异不显著，但都显著高

于 T1、T6，T3、T2、T4、T5、T1 间差异不显著，T1 显著高

于 T6 处理；枞行期 0 ~ 25 cm 土层均温表现为：T1 >
T4 > T3 > T5 > T2 > T6，各处理土层均温较露地播种

分别高出 2.81、1.38、1.36、0.72 和 0.56 ℃，且除了 T1
显著高出 T6 处理 2.81 ℃外，其余处理间及与 T1、T6
无显著差异；现蕾期、开花期及成熟期 0 ~ 25 cm 土层

均温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其最大变幅仅依次为 0.60、
1.04 和 1.47 ℃。

在整个生育前期，在胡麻根系较为集中的耕作层

（0 ~ 25 cm）的增温幅度，T4、T5（新膜）较 T6（露地播

种）高 1.00 ~ 2.22 ℃，T1、T2、T3（旧膜）较 T6（露地播

种）高 0.56 ~ 2.81 ℃，之后随气温升高，温差逐渐减

小，在气温达到最高阶段的成熟期，增温幅度最小，

T4、T5（新膜）较 T6（露地播种）高 0.77 ~ 0.82 ℃，T1、
T2、T3（旧膜）较 T6（露地播种）高 - 0.56 ~ 0.35 ℃。因

此可见，除新膜外，旧膜在全生育期尤其是生育前期亦

能起到热量的均衡补偿和温度调节功能，即在温度较

低的播种-出苗期 -枞行期阶段起到很好的增温作用，

这为提早播种和出苗创造有利条件，而在气温最高时

期的现蕾至终花、成熟期，因外界气温的普遍升高，此

时新膜、旧膜的保温作用几乎丧失，进而转为防止土壤

水分的散失方面。
2.2 不同旧膜利用方式对胡麻生育时期的影响

由表 2 可以看出，不同覆盖方式处理后旱地胡麻

各生育时期及总生育期天数差异显著，不同处理后，新

膜、旧膜及秸秆 + 旧膜覆盖生育期天数均显著少于露

地播种方式。

播种 - 出苗期，各处理下生育时期天数均显著少

于露地播种，T4、T5、T1、T2、T3 为 17.6 d、18.1 d、20.9
d、21.7 d 和 21.1 d，分别较露地处理减少 5.7 d、5.2 d、
2.4 d、1.6 d 和 2.1 d，但新膜处理间（T4、T5）和旧膜处

理间（T1、T2、T3）分别无显著差异；出苗 - 枞行期，处

理间生育期天数对比与前一时期类似，仍表现为：新膜

< 旧膜 < 露地，露地 T6 处理较 T1、T2、T3、T4、T5 分别

多出 2.3 d、1.7 d、3.6 d、4.5 d 和 4.7 d，但其中 T3 处理

天数其余 4 种新旧膜处理差异不显著；枞形 - 现蕾

期，处理间生育期天数表现亦与前时期相似，但相差天

数逐渐减小，T1、T2、T3、T4、T5 分别较露地处理 T6 减

少 1.8 d、0.6 d、2.0 d、2.2 d 和 2.7 d，且均达到差异显

著水平，新旧膜 5 个处理中，仅 T5 显著少于 T2 2.1 d，

其余处理间无显著差异；现蕾 - 开花期，处理间差别

天数进一步缩小，T6 分别显著高于 T1、T2、T3、T4、T5
处理 1.7 d、1.3 d、0.9 d、2.1 d 和 1.8 d，其余 5 个处理

间差异不显著；花期 - 成熟期，各处理下胡麻此生育

时期天数均无显著差异。由全生育期天数处理间比较

可知，各覆盖处理均显著短于露地播种，T1、T2、T3、
T4、T5 较 T6 分别显著缩短 10.9 d、5.8 d、10.1 d、17.4 d
和 15.6 d，且 T4、T5 较 T2 处理显著减少 11.6 d 和 9.8
d，其余处理间无显著差异。可见，不同覆盖处理对胡麻

生长各生育时期天数及全生育期天数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生育前期，即播种 - 现蕾期，此阶段播前除旧膜覆

新膜播种、收后除旧覆新膜播种、旧膜直播、旧膜覆土

处理
Treatment
T1
T2
T3
T4
T5
T6

SS

20.9 b
21.7 b
21.2 b
17.6 c
18.1 c
23.3 a

SM

20.4 b
21.0 b
19.1 bc
18.2 c
18.0 c
22.7 a

MB

14.7 bc
15.9 ab
14.5 bc
14.3 bc
13.8 c
16.5 a

BF

14.0 b
14.4 b
14.8 b
13.6 b
13.9 b
15.7 a

FM

45.1 a
47.2 a
46.3 a
45.9 a
46.6 a
47.8 a

W

115.1 bc
120.2 b
115.9 bc
108.6 c
110.4 c
126.0 a

表 2 不同处理对胡麻生育阶段及生育期的影响 (d)
Table 2 Effect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growth stage and growth period of

oil flax

注：SS：播种 - 出苗，SM：出苗 - 枞形，MB：枞行 - 现蕾，BF：现蕾 -
开花，FM：开花 - 成熟，W：全生育期。同列小写字母不同者为
0.05 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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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和旧膜覆秸秆播种分别较露地播种减少 12.4 d、
12.6 d、6.5 d、3.9 d 和 7.7 d，旧膜播种较新膜平均增加

6.4 d。
2.3 不同旧膜利用方式对土壤有效积温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在胡麻根系活跃的 10 cm土层内，不

同旧膜利用方式处理对各生育时期土壤有效积温的影

响各有不同。生育前期（播种 - 现蕾），5 cm、10 cm 土

层总积温由高到低依次为：T2 > T5 > T4 > T1 > T6 >
T3、T5 > T4 > T1 > T2 > T6 > T3，旧膜平均有效积温

分别比新膜降低 45.48 ℃、36.61 ℃，比露地上升 37.17
℃、6.50 ℃。生育后期（现蕾 - 成熟期），5 cm、10 cm土

层总积温由高到低依次为：T3 > T5 > T4 > T1 > T6 >
T2、T5 > T4 > T2 > T1 > T3 > T6，旧膜平均有效积温

比新膜降低 57.84℃、37.01℃，比露地上升 22.72 ℃、
145.40℃。全生育期总有效积温 5 cm、10 cm土层分别

表现为：T5 > T4 > T3 > T1 > T2 > T6 和 T5 > T4 > T2 >
T1 > T3 > T6，其中 5 cm土层收获后除旧覆新膜播种、
播前除旧膜覆新膜播种、旧膜覆秸秆播种、旧膜直播和

旧膜覆土直播分别比露地播种增加 179.42 ℃、147.03
℃、70.27 ℃、65.98 ℃和 43.49 ℃，10 cm 土层收获后除

旧覆新膜播种、播前除旧膜覆新膜播种、旧膜覆土直播、
旧膜直播和旧膜覆秸秆播种分别比露地播种增加

土层深度 (cm)
Soil layer
5

10

处理
Treatment

T1
T2
T3
T4
T5
T6

T1
T2
T3
T4
T5
T6

SS

225.86
244.99
228.26
241.15
261.61
243.80

227.85
237.91
220.48
260.43
230.41
225.25

SM

307.37
376.26
285.00
339.23
326.66
291.81

281.16
280.13
266.93
271.00
292.57
282.2

MB

293.94
329.11
263.73
313.50
311.81
278.72

254.40
253.75
254.22
250.70
286.00
245.00

BF

351.33
340.67
347.50
395.12
368.80
364.24

310.40
337.11
311.28
321.24
365.46
291.66

FM

1277.55
1142.53
1335.87
1248.11
1300.62
1211.52

1164.27
1157.50
1150.05
1177.94
1163.13
1039.81

W

2456.07
2433.58
2460.36
2537.12
2569.51
2390.09

2238.08
2266.41
2202.98
2281.33
2337.58
2083.93

表 3 不同处理各生育时期 5 cm 和 10 cm 土层的土壤有效积温变化（≥2.0℃）
Table 3 Variation of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among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and treatments at 5 cm and 10 cm soil layer

图 3 5 cm、10 cm 土层有效积温（≥2.0℃）与不同生育期天数的相关性分析
Fig. 3 Relationship analysis between different growth period and soil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at 5 cm and 10 cm soil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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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65℃、197.40℃、182.48℃、154.15℃和 119.05℃。
以新旧膜利用时间长短排序，由全生育期天数、生

育前期天数与 5 ~ 10 cm 土壤温度的相关分析表明

（图 3），胡麻田 5 cm、10 cm 土层有效积温均与播种 -
现蕾期天数、全生育期天数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旧膜再

利用后显著的增温效应改善了农田土壤环境，加速了

胡麻生长进程。
2.4 旱地一膜两年用胡麻农艺性状与籽粒产量的相

关性分析

由表 4 可知，旱地一膜用两年生产条件下，胡麻产

量与株高、分茎数、蒴果数、每果粒数及千粒重分别

达到了极显著或显著正相关水平，除产量与分枝数

（R = 0.094）、株高与分枝数（R = 0.019）、每果粒数

与分茎数（R = - 0.271）和蒴果数（R = - 0.003）间、千

粒重与每果粒数间（R = 0.064）未达相关水平外，其

余两两间均呈现极显著或显著相关水平。可见，一膜

两年用胡麻高产的获得可由合理的旧膜再利用措施

通过对株高、分茎数、蒴果数及每果粒数等因子的调

株高
分茎数
分枝数
蒴果数
每果粒数
千粒重
产量

株高
Height

1

分茎数
Sub- stem number

0.815**

1

分枝数
Branch number

0.019
0.377*

1

蒴果数
Capsule number

0.698**

0.863**

0.583**

1

每果粒数
Seed number per capsule

- 0.436**

- 0.271
0.577**

- 0.003
1

千粒重
1000 grain weight

0.482**

0.511**

0.415**

0.443**

0.064
1

产量
Grain yield

0.716**

0.693**

0.094
0.573**

0.372*

0.337*

1

表 4 农艺性状与产量的相关性
Table 4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ronomic traits and yield

**代表项目间相关性达到极显著水平。* 代表项目间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

控来保证。
2.5 旧膜再利用对胡麻籽粒产量的影响

2 年的试验产量从高到低变化趋势相同，依次均

为：T4 > T5 > T1 > T2 > T3 > T6，均以 T4 最优，分别

为 1509.52 kg hm-2 和 1024.95 kg hm-2，比当年对照

（T6）增加了 143.26%和 120.91%。除 2011 年 T4 显著

高于 T3 处理 498.16 kg hm-2 外，2 年中 T1、T2、T3、T4、
T5 间产量差异不显著，但均较对照显著增产。可见，旧

膜越冬期及胡麻生育期内的持续利用仍有明显的增产

效果。前茬收获后留旧膜，翌年春天胡麻播前除旧膜覆

新膜方式表现出了媲美新膜的增产效应，旧膜覆土及

覆盖秸秆方式尽管 2011 年较露地对照显著增产，但并

未表现出优于旧膜直播的增产能力，甚至略有下降。

3 结论与讨论

保墒增温是地膜覆盖后作物增产的主要原因，其

中，对土壤温度的调节，在作物非生育期和生育期能够

明显改善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农田小气候，直接影响作

物播期和生育进程，且有防止生态恶化、保护环境的功

能[16]。诸多研究已证实新膜明显的增加土壤温度的作

用，王俊[17]等认为，春小麦地膜覆盖在播种后 30 d 可

以增温 5℃以上，而后期随着作物覆盖度增高，增温作

用下降；对棉花地膜覆盖的研究[18]亦认为，棉田地表窄

膜或宽膜覆盖分别使生育前期（4 月下旬 ~ 6 月底）棉

田土壤积温增加 105 ℃和 195 ℃，土层温度提高 0.7
~ 3.2 ℃，但这种热效应随生育后期的到来而减弱，并

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降低。而旧膜对向日葵各生育阶

段的影响则表现为：整个生育期 5 cm土层总积温，旧

膜比露地高 229.5 ℃，低于新膜 101 ℃。旧膜比露地生

育期缩短 5 ~ 6 d，差异显著，较新膜延长 2 d，差异不

显著，对出苗期、现蕾期和收获期影响显著，花期新旧

膜间无显著差异。本研究不同旧膜利用方式下旱田胡

麻土壤温度变化效应表明，全生育期总有效积温 0 ~
10 cm 土层均表现为：新膜 （T5）> 旧膜（T4、T1、T2、
T3）> 露地 （CK，T6），5 cm 总有效积温 T5、T4、T3、T1
和 T2 分别比 T6 增加 179.42 ℃、147.03 ℃、70.27 ℃、
65.98 ℃和 43.49 ℃，10 cm 土层 T5、T4、T1、T2 和 T3
分 别 比 T6 增 加 253.65 ℃、197.40 ℃、182.48 ℃、
154.15 ℃和 119.05 ℃。旧膜覆盖对胡麻田土壤温度的

调控主要表现在生育前期的播种、苗期和枞形期，并随

处理
Treatment

T1
T2
T3
T4
T5
T6

2011 年
1171.84 ab
1158.47 ab
1011.36 b
1509.52 a
1370.77 ab
620.52 c

2012 年
876.15 ab
866.25 ab
756.15 ab
1024.95 a
996.15 a
463.95 b

籽粒产量 (kg hm-2)
Grain yield

表 5 不同旧膜利用处理后胡麻籽粒产量的变化
Table 5 Variation of oil flax yield under reuse patterns of used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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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时期推进及土层加深影响逐渐减弱，播种、苗期差

异出现在 15 cm土层内，枞形期则上移 10 cm 土层内。
除露地对照外，5 cm、10 cm 全生育期总有效积温低于

旧膜单一覆盖的仅分别为旧膜覆土和旧膜覆盖秸秆处

理，这种效应可能由于秸秆和覆土后，增强了土壤与外

界的潜热和显热损失，导致的低温效应所致[19,20]。
本研究表明，胡麻各生育阶段天数对不同覆盖处

理的响应主要在播种－现蕾期，并与其土层总有效积

温差异变化基本一致，当季作物收获后旧膜留置田间，

秋后整地覆新膜处理，收后旧膜留置翌年春天，播前除

旧膜覆新膜处理，旧膜直播、旧膜覆土播种和旧膜覆秸

秆播种分别较露地播种（CK）生育期缩短 12.6 d、12.4
d、6.5 d、3.9 d 和 7.7 d，此时期旧膜利用后较新膜平均

缩短 7.6 d；全生育期天数则分别较对照缩短 15.6 d、
17.4 d、10.9 d、5.8 d 和 10.1 d，旧膜利用较对照平均缩

短 11.1 d。可见，与露地对照相比，旧膜在生育前期对

土壤温热的利用程度类似于新膜，保证了春性作物出

苗、全苗和根系快速生长及生育前期的形态建成[21]，而

生育后期低于新膜的温度效应可能又延缓了作物早

衰，保障了产量的形成。
旧膜覆盖促使作物充分利用丰富的光热资源，影

响了胡麻对水分的有效利用和同化物向籽粒的运转，

有利于籽粒产量构成[22]。水建兵[23]与周兴祥[24]研究表

明，旧膜二次利用后胡麻较露地播种增收 527 kg hm-2，

覆盖时少免耕使小麦产量提高 7.2% ~ 18.4%。本研究

2 年度内，均以当年作物收获后旧膜继续留在田间，翌

年春天揭旧膜免耕覆盖新膜方式最高，籽粒产量达

1509.52 kg hm-2 和 1024.95 kg hm-2，其次为当年收获后

揭旧膜，整地覆盖新膜翌年播种方式，为 1370.77 kg hm-2

和 996.15 kg hm-2，不仅与胡麻生育期内高的有效积温

有关，也可能与越冬期的持续保温及促早作用密切相

关[25]。旧膜覆土及覆秸秆方式产量与旧膜直播间无明

显差异，但均较对照有一定的增产效果，双重覆盖对胡

麻根系土层温度及产量的影响主要由旧膜来体现。农

田旧膜留置田间增产的主要温热原因在于显著提高了

花前 15 cm耕层内土壤的有效积温，促进了生育前期

干物质快速积累，通过对分茎数、蒴果数、每果粒数及

千粒重等产量构成因子的调节，奠定了产量形成的基

础。其中，当年作物收获后保留地膜，翌年播前揭除旧

膜，免耕覆新膜方式，能更有效地保温保水，加快养分吸

收利用，可作为干旱半干旱区适宜的旧膜再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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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of Soil Temperature and Yield in Oil Flax Dryland under
Different Patterns for Used Plastic Film

WU Bing1, 3, XIE Ya- ping2, GAO Yu- hong2, YAN Bin 2, NIU Jun- yi 2, 3 *, LI Jin- ping4

(1.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2. College of Agronomy,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3. Gansu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Arid land Crop Science,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4.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Life Science,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 China）

Abstract: Field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increase of oil flax under
different disposal patterns of used plastic films in field and in arid areas. The study compared the influences of 6
disposal patterns of used plastic film on soil temperature variation, growing process difference and yield formation in
oil flax dryland. The 6 patterns included field- kept film and no- tillage sowing the next year (T1); field- kept film, earth
mulching and no- tillage sowing the next year (T2); field- kept film, straw mulching the current year and no- tillage
sowing after straw clearing the next year (T3); field- kept film replaced with new plastic film and no- tillage sowing the
next year (T4); film collection, land preparation, new plastic film mulching just after harvest and sowing the next year
(T5); and collected just after crop harvest, land reparation and no- mulch sowing the next year (T6, contro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keeping used plastic films in fields till the next year had the same effect on soil temperature and thermal
compensation as film mulching, which promoted the growth stages and ensured the yield components accumulation.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disposal patterns of used films on soil temperature and growth period all appeared in sowing
stage to budding stage. The difference in temperature effect among six treatments was following the order of T4, T5 >
T1, T2, T3 > T6. The effects of reused film on soil temperature declined with growth processing and soil layer
deepening. This effect was presented at 15 cm soil depth in sowing stage to seedling stage, but at 10 cm soil depth in
momi fir pattern stage. Sowing to budding stage days in T4, T5, T1, T2 and T3 decreased by 12.4 d, 12.6 d, 6.5 d, 3.9
d and 7.7 d over T6, respectively. Total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at 5 cm, 10 cm soil layer was decreased in
the order of T5, T4 > T2, T1, T3 > T6, and negative correlations appeared between sowing to budding stage days and
whole growth days. Increase range of total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in T5, T4, T2, T1 and T3 treatments
amounted to 43.49 ℃ - 253.65 ℃ over T6 treatment. Treatment T4 had the highest grain yield with 1509.52 kg hm-2

and 1024.95 kg hm-2 in two years. And average yield in treatment T5, T1, T2 and T3 increased, respectively, by
112.44% , 88.84% , 86.70% and 62.98% compared with CK. Therefore, the study recommended T4 as the most
appropriate tillage practice in high- yield and cost- saving of oil flax production. However, optimal reuse pattern of used
plastic film also needed to consider the local physical conditions and the selection of disposal method.
Key words: Oil flax, Disposal patterns of used plastic film, Soil temperature, Growth period,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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