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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还田及地膜对间作农田环境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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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理的种间配置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作物生产的环境风险，达到资源节约及减排增效目的。该研究在

绿洲灌区，以小麦间作玉米模式为基础，集成免耕、地膜减投、秸秆还田和节水灌溉技术，探讨复合生产模式的产量、

水分利用和碳排放效应，量化其资源减投潜力及循环效率，以期为建立减投、低排放农田复合生产模式提供理论与实践

依据。结果表明，间作模式具有明显的增产效应，与传统单作小麦、玉米相比，其籽粒产量分别高 162.9%、10.4%，小

麦秸秆立茬免耕还田结合一膜两年用(NTSSI2)和小麦秸秆覆盖免耕还田结合一膜两年用(NTSI2)间作生产模式的增产效应

显著，比传统间作生产模式（CTI）分别高 13.0%、13.8%。NTSSI2、NTSI2 模式的水分利用效率较 CTI 分别高 12.6%、

14.8%。间作复合生产模式中，集成小麦秸秆免耕还田与地膜两年用覆盖措施可降低系统碳排放、提高光能利用率，与

CTI 相比，NTSSI2和 NTSI2的碳排放分别降低了 598 kg/hm2与 670 kg/hm2，降幅分别为 11.5%与 12.9%；光能利用率分别

提高了 6.5%与 7.1%。将 25～30 cm 小麦秸秆还田及地膜两年用技术应用于间作复合生产模式，秸秆再利用率较 CTI 提
高了 29.2%～32.6%，N、P、K 循环效率分别提高了 7.1%～8.0%、8.1%～9.1%、10.0%～11.5%。秸秆还田及地膜两年用

间作生产模式具有明显的资源减投潜力，与地方习惯相比，NTSSI2、NTSI2模式可节水 28.6%，减量 240 mm；减投 N、P 
肥分别为 35.8%、16.0%，减量分别为 190、40 kg/hm2；减投地膜 38 kg/hm2，减量 50%；降低总投入 4423 元/hm2，降幅

为 36.1%；提高纯收益 10341 元/hm2，提高幅度为 40.4%。因此，在小麦玉米间作传统复合生产模式基础上，集成应用小

麦高茬 25～30 cm 秸秆覆盖免耕技术和一膜两年覆盖技术是适用于绿洲灌区的资源减投及碳减排农作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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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土壤生态系统为植物生长发育提供养分和水分的同

时大量排放 CO2
[1]，大气中每年约有 5%～20%的 CO2直

接来源于土壤[2]，而农田则是主要排放源[3]，采取有效种

植模式及耕作措施减少农田 CO2 排放是当前农业亟待解

决的难题。生产实践证明，间作可显著提高作物产量[4]、

降低农田土壤碳排放[4,5]，其中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

式作为典型的高产多熟种植模式，为保证中国粮食安全

做出了重要贡献[6]，但这些高产模式的应用，均面临高产

与减排如何协调的挑战。相关研究表明，保护性耕作可

降低农田土壤碳排放[5,7]、增加农田 CO2 截存和固持[8]，

但该技术应用于间作中的碳排放效应研究鲜见报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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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间作与保护性耕作集成应用增产、减排的潜在优势未

能发挥出来。另一方面，随干旱胁迫和粮食需求压力的

增大，地膜覆盖作为保水、增温、高产的栽培技术被规

模化推广应用[9-10]，但地膜覆盖增大碳投入和能源消耗并

产生碳排[11]的事实，使得地膜减量化作物生产技术研发

亟待深入。作物生产中，运用少耕、秸秆还田等保护性

耕作技术可以减少作业量，增加土壤含水量，改善土壤

理化性状，有利于作物生长，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增

加收入[12]，通过优化耕作措施及覆盖技术提高收益、降

低碳排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途径。 
干旱绿洲灌区水资源短缺、光资源丰富、热量资源

一季有余两季不足，适于发展间作套种，但该区传统的

以翻耕、地膜覆盖及秸秆全量移出农田的生产模式，既

增大了成本，又浪费了资源，亟待进行技术改进。本研

究拟将免耕、地膜两年用技术集成到小麦间作玉米模式

中，以期实现资源投入的减量化和再利用；集成小麦秸

秆还田技术，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充分利用种间互作作

用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实现可控化目

标。研究结果将为建立适用于干旱绿洲灌区，具备资源

减投、碳排减量和光、水资源高效利用特征的农田复合

生产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和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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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本研究在甘肃农业大学绿洲农业科研教学基地

(103°5′E, 37°30′N)进行。试验区位于河西走廊东端，属寒

温带干旱气候区，海拔 1 506 m，无霜期约 155 d，多年平

均降雨量约 156 mm、年蒸发量约 2 400 mm，年平均气温

7.2℃，≥10 ℃积温 2 985.4 ℃；日照时数 2 945 h；0～30 cm
土壤全氮质量分数 0.68 g/kg、全磷质量分数 1.41 g/kg、有

机质质量分数 14.31 g/kg。小麦间作玉米复合模式是该区

主要的间作模式，传统栽培中秸秆不还田、每年翻耕、玉

米带覆盖地膜。 
1.1  试验设计 

2013 年布置预备试验，建立不同秸秆还田方式及

地膜两年覆盖措施，2014 年与 2015 年度相关数据的采

集与整理。试验采用 3 因素随机区组设计，3 因素分别

为种植模式(单作小麦、单作玉米、小麦间作玉米)；小

麦秸秆处理方式(25～30 cm 高茬收割免耕、25～30 cm
高等量秸秆覆盖免耕、25～30 cm 高茬秸秆翻压；低茬

收割翻耕)；地膜覆膜方式(传统耕作地膜一年用、免耕

地膜两年用)，共组成 10 个处理，每处理 3 次重复，试

验处理方案见表 1。 

表 1  试验处理方案 
Table 1  Experimental design 

种植模式 Cropping pattern 茬口处理方式 Covering pattern 耕作方式 Tillage pattern 处理代码 Treatment codes
前茬小麦立茬收割 Straw standing 免耕 No-tillage NTSSW 
前茬小麦高等量秸秆覆盖还田 Straw covering 免耕 No-tillage NTSW 
前茬小麦高等量秸秆翻压还田 Straw incorporation 翻耕 Tillage TSW 

单作小麦 
Monoculture wheat 

传统收割 No-covering 翻耕 Tillage CTW 
每年覆新膜 Plastic film mulch for one year 翻耕 Tillage CTM 单作玉米 

Monoculture maize 一膜覆两年 Plastic film mulch for two years 免耕 No-tillage NT2 
前茬小麦立茬收割/玉米一膜覆两年 Straw standing 免耕 No-tillage NTSSI2 
前茬小麦高等量秸秆覆盖/玉米一膜覆两年 Straw covering 免耕 No-tillage NTSI2 
前茬小麦高等量秸秆翻压/玉米一膜一年 Straw incorporation 翻耕 Tillage TSI 

小麦玉米间作生产模式 
Wheat-maize intercropping 

production pattern 
传统收割/玉米一膜一年 No-covering 翻耕 Tillage CTI 

 

小麦(Triticum aestivum)品种为“宁春 4 号”, 玉米(Zea 
mayz)品种为“先玉 335”。小麦播种日期分别为 2014 年 3
月 21 日与 2015 年 3 月 29 日，收获日期分别为 2014 年 7
月 24 日与 2015 年 7 月 28 日；玉米播种日期分别为 2014
年 4 月 25 日与 2015 年 4 月 24 日，收获日期分别为 2014
年 10 月 1 日与 2015 年 9 月 30 日。单作小麦密度 675.0 万

株/hm2，单作玉米密度 8.25 万株/hm2，玉米覆膜。间作带

宽 160 cm，两种作物各占 80 cm；小麦每带种 6 行，行距

12 cm，播种密度 375.0 万株/hm2；玉米种 2 行，行距 40 cm，

株距 24 cm，播前覆膜，播种密度 5.25 万株/hm2，每个小

区种 3 个自然带，小区面积 48 m2。传统耕作小麦收获后

手扶拖拉机翻耕，翌年撒施底肥，然后采用手扶拖拉机耙

耱后播种；秸秆还田免耕小麦高茬收割后免耕，翌年撒施

底肥，然后采用手扶拖拉机旋耕、耙耱后播种。传统单作

玉米收获后，手扶拖拉机翻耕，翌年撒施底肥，然后采用

手扶拖拉机耙耱后人工覆膜，采用简易滚动穴播器播种；

地膜两年用玉米栽培，即前茬玉米收割后免耕，翌年在两

行玉米茬中间，每隔 25 cm 用穴播枪打孔，将肥料施入 10 
cm 深的孔中埋土，然后采用穴播器播种。间作条件下，

翻耕处理小麦带、玉米带撒施底肥，然后采用手扶拖拉机

耙耱、玉米带人工覆膜；地膜两年用间作小麦撒施底肥，

然后采用手扶拖拉机旋耕耙耱后播种，玉米带地膜两年

用，在两行玉米茬中间，每隔 25 cm 用穴播枪打孔，将肥

料施入 10 cm 深的孔中埋土，然后采用穴播器播种。 
单作小麦施纯氮 225 kg/hm2和 P2O5 150 kg/hm2，全

作基肥；单作玉米，纯氮 450 kg/hm2，按基肥∶大喇叭口

期追肥∶灌浆期追肥=3 6 1∶ ∶ 分施，P2O5 225 kg/hm2全

作基肥；间作小麦带纯氮 225 kg/hm2，P2O5 150 kg/hm2，

全作基肥；玉米带纯氮 450 kg/hm2，基肥、追肥比例同单

作玉米，P2O5 225 kg/hm2，全作基肥。玉米追肥时，用穴

播枪在距离玉米茎秆 10 cm 处打孔，将肥料施入 10 cm 深

的孔中，然后埋土即可。 
相同种植模式的灌水量相等，采用消防袋按小区灌水，

通过水表记录灌水量。不同种植模式的灌溉制度如表 2。 

表 2  不同处理的灌溉制度  
           Table 2  Irrigation system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 under different cropping patterns                   m3/hm2 

小麦 Wheat 玉米 Maize 
种植模式 

Cropping pattern 

冬储灌 
Winter 

irrigation 
苗期 

Seedling 
孕穗期 
Booting 

灌浆期

Filling 

小麦收获后 
After wheat harvest 开花期 

Flowering 
灌浆期 
Filling 

总灌水量 
Total irrigation 

amount 
单作小麦 

Monoculture wheat 
1200 750 900 750 — — — 3600 

单作玉米 
Monoculture maize 

1200 — 900 750 900 750 750 5250 

小麦间作玉米 
Wheat-maize intercropping 

1200 750 900 750 900 750 750 6000 
 
 

1.3  测定指标及方法 
1.3.1  生产过程量化指标 

土壤呼吸速率(Rs)及碳排放总量(CE)：用土壤呼吸测

定系统 LI-8100A (LI-COR，USA)及其自带 20 cm 直径呼

吸室测定。测定时将呼吸室置于小区小麦、玉米行间，

收集从土壤释放的 CO2，每点测定 5 个值，测定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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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s。日变化的测定时间为 8:00—20:00，每间隔 2 h 测

定一次，一天内共测定 7 次；季节变化的测定根据作物

生育期进行，全生育期内共测定 9 次，其数据为一天内

的平均值。对玉米带测定前 12 h，将玉米地膜揭出呼吸

室边缘大小的裸区，让膜内累积的 CO2 排出，测定时视

为玉米带土壤的呼吸值。间作呼吸速率为两种作物带呼

吸速率的均值；早播作物收获后，将该作物裸地带呼吸

速率与晚播作物的平均值视为整个小区的 CO2 呼吸值

(μmol/(m2·s))。CO2排放总量(CE)计算公式如下[13]:  

( ) 1
1CE 0.1584 24 0.2727 10

2
si si

i i
R R

t t +
+

+⎡ ⎤= − × × × ×⎢ ⎥⎣ ⎦
∑ (1) 

式中：Rs为 CO2排放速率，μmol/(m2·s)；i+1 与 i 表示两

次测量间相隔的时间，d；t 表示播种后天数，d；系数 0.1584
表示将碳排放数值单位µmol/(m2·s)转换为 g/(m2·h)；系数

0.2727 表示其单位 g/(m2·h)转换为 g/(m2·h)；10 与 24 为将

碳排放数值单位由 g/(m2·h)转换为 kg/hm2。 
土壤含水量：采用烘干法测定。0～30 cm 土层，每

10 cm 为一层；＞30～120 cm 土层，每 30 cm 为一层。单

作小麦、单作玉米每个小区设 1 个测定点；间作模式按

不同作物带各设 1 个测定点，2 点平均值为小区含水量测

定值。作物播种前和收获后各测定一次，用于计算土壤

贮水量。 
作物耗水量(ET)：ET=Pe+ I +∆S 式中，Pe 为生育期

内有效降雨量；I 为灌溉量；∆S 表示播种前和收获后土

壤贮水量的差值。由于本试验设计的灌水量相对较小，

且试验区地下水埋深在 30 m 以下，故忽略了渗漏量和地

下上升水的影响。 
产量：作物成熟后，以小区为单位，单打单收，用

种子水分仪测定籽粒含水量，以 13%含水量折算籽粒产

量，并测定其生物学产量。 
1.3.2  效率及效益指标 

水分利用效率(WUE)： 
WUE=Y/ET 

式中 Y 为作物籽粒产量；ET 为作物全生育期内总耗水量。 

光能利用率(SUE)：SUE=h•m/Q 

式中 h 为作物产热率；m 为作物籽粒产量与秸秆产量， 
kg/hm2；Q 为作物生育期间投入到单位面积上的总辐射

量，MJ/hm2。 

纯收益(元/hm2)：纯收益＝总产值－总投入 

本研究中，按单位面积耕地带动农牧循环模式的规

模来衡量，总产值是各种形态产业物的产值之和，总投

入为所有生产环节的总投入量之和。 
1.3.2  循环利用指标 

减量化比率(RS，%)：指相对于传统生产技术，新技

术在经济成本、购买性资源投入中的减少比率。其计算

公式如下： 

 NT CTRS 100%
CT
−

= ×  

式中 NT 为新技术资源投入量，CT 为传统生产技术资源

投入量。 
再利用率(CR，%)：主要指作物秸秆、动物粪便等可

再生资源以及地膜等不可再生资源再次利用量占同种资

源总投入量的比重。其计算公式如下： 
 CR CM TM 100%= ×  

式中CM为作物秸秆再次利用量，TM为作物的总秸秆量。 
循环效率(CE，%)：指源自农田生态系统的物质，

终返回农田生态系统，形成循环利用模式，发生循环的

物质占输入农田系统同类物质的比重称为循环效率。 
 CE 100%C T= ×  

式中 C 为作物秸秆再次利用中 N、P、K 等养分的含量，

T 作物总秸秆中 N、P、K 等养分的含量。 
1.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 Excel 2010 整理汇总，用 SPSS 17.0 进

行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式的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 
2.1.1  产量表现 

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式的混合籽粒产量显著高

于单作(表 3)，较单作平均提高了 40.4%～55.7%。在相同

占地面积下，间作复合生产模式中的小麦、玉米产量较

相应单作分别提高了 45.0%～61.0%、31.7%～60.0%。秸

秆还田结合地膜两年用对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式产

量及不同组分作物产量影响显著(P<0.05)。与 CTI 相比，

NTSSI2、NTSI2 籽粒产量分别提高了 12.9%～13.2%、

13.7%～14.0%，TSI 的产量提高了 13.0%～14.2%，3 种

小麦秸秆还田间作生产模式的产量差异不显著。NTSSI2、

NTSI2 处理中小麦籽粒产量较 CTI 分别高 11.3%～11.8%
与 8.6%～9.4%，NTSSI2、NTSI2中玉米籽粒产量比 CTI
分别高 13.7%～14.0%、16.0%～16.5%，但 NTSSI2、NTSI2、

TSI 中玉米产量无显著性差异。说明秸秆还田对间作复合

生产系统产量的影响大于地膜覆盖方式。 
2.1.2  耗水量 

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式耗水总量明显高于单作

模式(表 3)。间作复合生产模式中集成应用小麦秸秆还田

及地膜两年用覆盖措施，其年际间具有差异。2014 年，

耕作、秸秆还田、地膜覆盖方式对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

产模式的耗水量没有影响；2015 年，秸秆翻压还田/传统

每年覆新膜 (TSI)较秸秆立茬免耕还田 /地膜两年用

(NTSSI2)耗水量降低 4.6%。但总体表现为，一膜两年覆

盖措施应用于小麦秸秆免耕还田的间作复合生产模式中

并没有明显增大耗水量，从节本增效角度考虑，可在该

区域推广应用。 
2.1.3 水分利用效率 

与单作相比，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式明显提高

了水分利用效率(WUE)(表 3)。小麦玉米间作复合模式集

成秸秆免耕还田及地膜两年用保护性耕作措施可显著提

高水分利用效率，NTSSI2、NTSI2比 CTI 分别高 9.9%～

15.4%、12.4%～17.2%，以 NTSI2的提高幅度较大，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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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秸秆翻压还田/传统每年覆新膜(TSI)没有差异。因此，

地膜两年覆盖集成到小麦免耕秸秆还田间作复合生产模

式较传统模式可提高系统的水分利用效率，是试区可采

取的节水高产高效耕作措施。 

表 3  秸秆还田及地膜覆盖方式对不同模式的籽粒产量、耗水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straw retention and plastic film mulching patterns on grain yield, evapotranspiration (ET),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 (WUE) 

of different wheat maize compound cropping systems   

籽粒产量 Grain yield /（kg·hm-2） 耗水量 
ET / mm  水分利用效率 WUE 

/ kg·(hm2·mm)-1 
2014 年 2015 年 

种植模式 
Cropping 

pattern 

处理 
Treatment 

小麦 
Wheat 

玉米 
Maize 

总和 
Total  

小麦 
Wheat 

玉米 
Maize 

总和 
Total 

2014 年 2015 年  2014 年 2015 年

NTSSI2 5640e 11,180b 16,820a 5,372d 11,123b 16,494a 772a 712a  21.8ab 23.2b 

NTSI2 5524ef 11,380b 16,904a 5,241de 11,394b 16,635a 764a 702ab  22.1a 23.7ab 

TSI 5380f 11,595b 16,975a 5,087ef 11,417b 16,504a 776a 680b  21.9ab 24.3a 

小麦间作玉米
Wheat-maize 
intercropping 

CTI 5051g 9,808c 14,859b 4,825f 9,786c 14,612b 787a 693ab  18.9d 21.1c 

NT2 — 14,321a 14,321b — 1,4236a 14,236b 709b 647c  20.2c 22.0bc 单作玉米
Monoculture 

maize CTM — 14,889a 14,889b — 1,4517a 14,517b 696b 634c  21.4b 22.9b 

NTSSW 7369ab — 7,369cd 7,079a — 7,079c 393cd 398e  18.7e 17.8d 

NTSW 7618a — 7,618c 7,203a — 7,203c 389d 399e  19.6cd 18.1d 

TSW 6957c — 6,957d 6,690b — 6,690d 397cd 421d  17.5f 15.9e 

单作小麦
Monoculture 

wheat 
CTW 6275d — 6,275e 6,071c — 6,071e 406c 432d  15.5g 14.0f 

注：同一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所有处理在 0.05 概率水平下差异显著。 
Note: 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same column among the treatments at 0.05 probability level.  
 

2.2  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式的碳排放特征 
与单作玉米相比，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式碳排放

总量均有明显降低(P<0.05)(表 4)。免耕秸秆还田结合地膜

两年用(NTSSI2、NTSI2)较传统单作玉米(CTM)分别降低

26.2% ～ 29.5%( 减排 1656 ～ 1904 kg/hm2) 、 27.0% ～

31.0%(减排 1704～2002 kg/hm2)，秸秆翻压还田结合传统

每年覆新膜降低 17.5%～19.4%(减排 1107～1249 kg/hm2)，     
传统间作复合模式降低 18.3%～18.8%(减排 1180～ 
1186 kg/hm2)；与地膜两年用单作玉米(NT2)相比，以上

处理分别降低 18.0%～10.5%(减排 1025～1171 kg/hm2)、
18.9%～22.2%(减排 1072～1269 kg/hm2)、8.4%～9.0%(减排

475～516 kg/hm2)与 7.8%～9.7%(减排 446～554 kg/hm2)，

以免耕秸秆还田结合地膜两年用的减排效应突出。与传统

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式相比(CTI)，免耕秸秆还田和

地膜两年用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式的碳减排效应显

著(P<0.05)，NTSSI2、NTSI2 生育期碳排放总量分别降低

了 9.2%～ 13.7%(减排 471～ 725kg /hm2)与 10.1%～

15.6%(减排 518～823 kg/hm2)；与 TSI 相比，NTSSI2、NTSI2

碳排放总量分别降低10.6%～12.6%(减排550～655 kg/hm2)
与 11.5%～14.5%(减排 597～752 kg/hm2)。小麦玉米间作复

合生产模式中，玉米带土壤碳排放量比小麦带高 23.9%～

51.9%，表明玉米组分是该系统中碳排放的主要来源，采

取有效措施降低玉米带碳排放量是间作系统碳减排的首

要任务。 

表 4  不同种植模式全生育期内碳排放情况 
            Table 4  Carbon emission during growing season in different cropping systems                kg.hm-2 

2014 年 2015 年 种植模式 
Cropping pattern 

处理 Treatment 
小麦 Wheat 玉米 Maize 总和 Total 

 
小麦 Wheat 玉米 Maize 总和 Total 

NTSSI2 1894e 2764de 4658d  1899e 2654de 4553d 
NTSI2 1820de 2691e 4511d  1930e 2525e 4455d 

TSI 2326c 2882d 5208c  2292cd 2916cd 5208c 

小麦间作玉米

Wheat-maize 
intercropping 

CTI 2036d 3093c 5129c  2155d 3123c 5278c 
NT2 — 5683b 5683b  — 5724b 5724b 单作玉米

Monoculture maize CTM — 6315a 6315a  — 6457a 6457a 

NTSSW 2392c — 2392g  2705b — 2705f 
NTSW 2074d — 2074h  2448c — 2448g 
TSW 2788b — 2788f  3127a — 3127e 

单作小麦

Monoculture wheat 

CTW 3040a — 3040e  3282a — 3282e 
 

 
 

2.3  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式的光能利用率 
NTSSI2、NTSI2 可提高作物生育期内的光能利用率

(SUE)(图 1)。与传统间作生产模式 (CTI)相比，NTSSI2、

NTSI2模式的 SUE 分别高 5.3%～7.5%、6.1%～8.1%，翻

压秸秆还田(TSI)比 CTI 高 9.7%～10.1%，但 NTSSI2、

NTSI2、TSI 间无明显差异。 
2.4  秸秆还田及地膜两年用小麦玉米间作模式中主要

物质的循环效率 

与传统间作生产模式相比，25～30 cm 高茬等量秸秆

覆盖与地膜两年用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式的秸秆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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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提高 29.2%～32.6%，秸秆碳投入量达到 833～975 
kg/hm2；秸秆 N、P、K 元素投入量分别提高 10.3～12.1、
4.1～4.8、12.4～14.8 kg/hm2，N、P、K 元素循环效率分别

为 7.1%～8.0%、8.1%～9.1%、10.0%～11.5%，可用于替

代部分有机化肥(表 5)。 

 
图 1 不同处理作物生育期内的光能利用率 

Fig. 1  Solar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SUE) of crops during growing season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表 5  秸秆还田及地膜两年用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式秸秆及 N、P、K 循环效率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straw and N, P, K cycle efficiency in wheat-maize intercropping production pattern under straw returning and plastic 

film mulching for two years 

年份 
Year 

秸秆再利用率 
Straw cyclic 

utilization ratio /% 

秸秆碳投入 
Straw carbon 

input 
/ (kg.hm−2) 

秸秆 N 投入
Straw N 

input 
/ (kg.hm−2) 

N 循环效率 
N cycle 

efficiency /%

秸秆 P 投入
Straw P input 

/ (kg.hm−2) 

P 循环效率 
P cycle 

efficiency 
/% 

秸秆 K 投入
Straw K input 

/ (kg.hm−2) 

K 循环效率 
K cycle 

efficiency 
/% 

2014 29.2～32.6 874～975 10.8～12.1 7.1～7.9 4.3～4.8 8.1～9.0 13.0～14.5 10.0～11.2 

2015 29.2～32.6 833～930 10.3～11.5. 7.1～8.0 4.1～4.6 8.1～9.1 12.4～13.8 10.3～11.5 
 

2.5  秸秆还田及地膜两年用小麦玉米间作种植模式的资

源减投潜力 
与地方习惯水平相比，25～30 cm 高茬等量秸秆覆

盖与地膜两年用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式节水 28.6%，

减量 240 mm；减投 N、P 肥分别为 35.8%、16.0%，减

量分别为 190、40 kg/hm2；减投地膜 38 kg/hm2，减量 50%；

减投机械费分别为 1537～1762 元/hm2，减幅为 70.7%～

81.0%；降低总投入 4327～4518 元/hm2，降幅为 35.3%～

36.8%；而提高纯收益 8169～12513 元/hm2，提高幅度为

31.9%～48.9%(表 6)。 

表 6 不同间作生产模式的资源减投潜力分析 
Table 6  Resources saving potential of different intercropping production patterns 

肥料 Fertilizer 
/ (kg.hm−2) 

机械投入 
Mechanical input 

/ (元.hm−2) 

总投入 
Total input 
/ (元.hm−2) 

纯收益 
Net return 
/ (元.hm−2) 

间作生产模式 
Intercropping production pattern 

灌水量 
Irrigation 
amount 

/mm 纯 N 纯 P 

地膜 
Plastic film
/ (kg.hm−2) 

2014 2015 2014 2015 2014 2015 
秸秆还田及地膜两年用间作生产模式 

Intercropping pattern under straw returning and 
plastic film mulching for two years 

600 340 210 — 413 638 7742 7933 38127 33783

地方传统间作生产模式 
Local traditional intercropping 

production pattern 
840 530 250 38 2175 12260 25614 

 

3  讨  论 

3.1  秸秆还田及地膜两年用间作复合生产模式的碳减排

效应 
以间套复种为主的生物多样化配置技术是提高农田光

热水肥利用效率、减轻病虫危害、增强农田生态系统稳定

性的重要手段[14]。在河西内陆灌区具有典型代表的甘肃河

西走廊，自上世纪 60 年代引入小麦玉米间作技术，曾多年

创造 20 万 hm2 以上耕地单产超过“吨粮”的高产记录，在甘

肃粮食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水资源供给矛

盾的日益凸现，多熟种植因其耗水较大而被大面积压缩，

使农田作物多样化程度明显降低、光热资源综合循环利

用率降低、农田生态系统稳定性下降[14]。因此，研发资

源减投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式非常迫切。已有研究

表明，集成应用少耕和秸秆还田措施对协调小麦玉米间作

复合系统提高产量、降低碳排放具有重要作用，不仅是促

增产的有效保障更是减碳排的有力措施[15]。其中，小麦秸

秆免耕覆盖集成在间作模式中对碳减排作用 大，已成为

该区小麦玉米间作系统中集成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主要

措施，以保证作物增产的同时减少碳排，降低农业生产对

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15]。前人研究表明，土壤温度直接

影响微生物和植物呼吸酶的活性，从而影响土壤的呼吸

速率[16]，免耕秸秆覆盖技术通过有效改善土壤结构，降

低土壤温度，进而降低土壤 CO2排放通量，表现出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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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效应[16-17]。本研究表明，秸秆还田及地膜两年覆盖

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式(NTSSI2、NTSI2)较传统模式明

显降低了农田碳排放总量，NTSSI2由于秸秆立茬，不能在

地表或表土层直接形成秸秆物理隔层，对土壤温度降低作

用不明显，因而对抑制土壤呼吸、减少土壤碳排的效果稍

弱于 NTSI2，即 NTSI2 处理的减排效应 为突出，因此，

玉米带地膜两年用与小麦带秸秆免耕覆盖还田小麦玉米间

作复合生产模式可作为碳减排潜力 好的生产模式。 
3.2  秸秆还田及地膜两年用间作生产模式提高作物产量

及光能利用 
作物群体光能利用率反映了作物干物质生产能力和光

合能力，与产量密切相关[18]。国内外通过设置不同种植方

式[19]、密植效应[20]对作物光能利用率与产量关系进行了大

量研究，但有关耕作措施对作物光能利用的研究较少。大

量研究表明秸秆覆盖会推迟作物生育进程，减弱光对地面

的照射强度，使土壤吸热少升温慢，降低土壤温度，延缓

作物生育进程[21-22]。耕作方式影响作物生育进程，与传统

翻耕秸秆不还田相比，免耕处理推迟了作物生育进程[23]，

而旋耕秸秆还田和翻耕秸秆还田对作物生育进程影响不

大[24]。这主要是由于免耕下秸秆覆盖地表降低了土壤温度，

而秸秆还田下的旋耕和翻耕秸秆与土壤混合形成疏松的耕

层，地表无秸秆覆盖，耕层土壤升温快有利于作物生长[25]。

而免耕秸秆还田是在免耕的基础上，将作物秸秆覆盖在地

表，能够激发土壤微生物活性，使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

物学特性发生变化[26-27]，农田土壤环境的改善，又能够促

进作物对水分养分的吸收，在生育后期存在贪青晚熟的现

象，延长绿色叶片的功能期，延长光合作用时间，集约利

用光热资源，延长籽粒灌浆时间，从而提高作物产量及光

能利用率[28]。本研究表明，秸秆还田及地膜两年覆盖资源

减投小麦玉米间作生产模式有利于提高光能利用率，为复

合群体高产奠定了基础。 
3.3  秸秆还田及地膜两年覆盖间作复合生产模式的资源

减投及循环效率分析 
经济效益是农民增收的 终结果，也是影响作物生

产可持续的重要衡量指标。化肥、农药、农膜、灌溉、

农机等购买性资源的投入，大大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水平，但也同时扩大了对化石能源的消耗，增加了生产

成本，导致种植生产效益低下，基于碳排放的环境效应

日益突出。甘肃河西内陆灌区是我国典型粮食高产区、

玉米制种基地和高原夏菜生产基地，但农田高产对系统

外投入依赖性极大。调查研究表明，武威大田玉米、小

麦玉米间作平均公顷施纯  N 量分别为  213、540、    
530 kg，分别高于高效模式施 N 量 20.0%、55.9%；单

作小麦、单作玉米、小麦玉米复合生产模式平均公顷施 
P2O5  200、270 、250 kg，高于高效模式需磷量 33.3%、

20.0%、19.0%；武威市 9.5 万 hm2 耕地采用地膜覆盖技

术，年消耗薄膜 0.66 万 t，回收率不足 20%。另外，黑

河流域农田平均净灌溉定额 6450 m3/hm2 以上，河西小麦

玉米带田平均净灌溉定额 8400 m3/hm2，而秸秆还田及地

膜两年覆盖资源减投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式生产吨

粮的净灌溉定额为 6000 m3/hm2，灌溉水浪费严重。因此，

研究和开发基于农田系统购买性资源高效利用和减量技

术，已成为干旱内陆灌区提高种植效益亟待解决的问题。

免耕通过节约播种至收获期间的机械作业量和劳力投

入，实现节本增效，是国内外较为普遍的一种轻简化栽

培方式，可降低作物生产成本，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利

于作物生长，提高作物产量与纯收益，增加农民收入[12]，

促进玉米生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少耕秸秆覆盖

可以有效地保持土壤水分，降低无效耗水与全生育期总

耗水量，提高产量[29]，可作为提高单方水效益的可行途

径。本研究表明，与传统处理相比，秸秆还田及地膜两

年用资源减投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式(NTSI2)可降低

生产成本 35.3%～36.8%(降低 4327～4518 元/hm2)，增加

纯收益 31.9%～48.9%(增加 8169～12513 元/hm2)。更重

要的是，秸秆还田增加了 N、P、K 等营养元素的循环利

用，可替代部分化肥，降低成本。说明河西绿洲灌区在

劳动力和资源投入有保障的前提下前茬小麦带秸秆免耕

覆盖还田结合玉米带地膜两年用可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利于农民增收，可替代传统精耕细作种植方式，提高农

业效益。进一步证实了地膜两年用应用于前茬小麦免耕

秸秆还田间作模式中的可行性，具有较强的推广应用价

值。虽然本研究小麦玉米间作生产模式带宽 80 cm，但可

采用小型机械如手扶拖拉机作业，在西北干旱区小型农

户尺度上可实现机械化，可作为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 

4  结  论 

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模式是河西绿洲灌区典型高

产模式之一，将其与保护性耕作结合并集成应用相关技

术措施能够达到该复合生产模式增产、减排和水分高效

利用的综合效果，而小麦带秸秆免耕还田、玉米带地膜

两年覆盖间作生产模式的减排增效效应 为突出，是适

宜该区小麦玉米间作复合生产系统发展的主导模式。与

传统间作生产模式(CTI)相比，秸秆还田及地膜两年用小

麦玉米间作模式(NTSSI2、NTSI2)的籽粒产量分别增加了

13.0%、13.8%，土壤碳排放分别降低 11.5%和 12.9%，

水分利用效率与光能利用率显著提高 12.6%、14.8%和

6.5%、7.1%。与 CTI 相比，NTSSI2、NTSI2 模式秸秆再

利用率提高 29.2%～32.6%，N、P、K 循环效率分别提高

7.1%～8.0%、8.1%～9.1%、10.0%～11.5%。与地方传统

水平相比，NTSSI2、NTSI2模式具有节水、节肥、减投地

膜，降低投入，提高纯收益的效应。因此，小麦高茬 25～
30 cm 秸秆覆盖免耕结合一膜两年用间作生产模式可作

为干旱绿洲灌区资源减投及碳减排增效农作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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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sonable interspecific configuration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reduce environmental 
risks of crop production,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resource saving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In this paper, a two-year field 
experiment (2014 and 2015) was carried out in a typical oasis irrigation region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revious 
straw returning treatments and plastic film mulching patterns combined with tillage patterns on crop yields, water utiliz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and quantify the resource input reduction potential and cycle efficiency, for provid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basis on compound production pattern and building related technolog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wheat and maize monoculture, wheat-maize intercropping production pattern increased grain yield by 162.9% 
and 10.4%, respectively. Especially, wheat-maize intercropping coupled with 25 to 30 cm height of straw standing and plastic 
film mulching for two years (i.e., NTSSI2), and 25 to 30 cm height of straw covering and plastic film mulching for two years 
(i.e., NTSI2) had the best effect on the increasing of grain yield, 13.0% and 13.8% greater tha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Similarly, NTSSI2, NTSI2 had higher water use efficiency, with 12.6% and 14.8% higher than CTI. The NTSSI2, NTSI2 
treatments can improv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which decreased total soil CO2 emission by 598 and 670 kg/hm2 compared 
with CTI, and the decreasing ratio was 11.5% and 12.9%, respectively. Meanwhile, NTSSI2 and NTSI2 increased solar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by 6.5% and 7.1%, respectively. The straw cyclic utilization ratio of the wheat-maize intercropping 
production pattern was 29.2% to 32.6% greater than CTI. Similarly, the cycle efficiency of N, P, K was 7.1% to 8.0%, 8.1% to 
9.1%, and 10.0% to 11.5% greater than CTI, respectively. Meanwhile, NTSSI2 and NTSI2 had obvious resources saving 
potential, and compared with local conventional intercropping production pattern, they can decrease irrigation amount by 240 
mm, and the decreased ratio was 28.6%. NTSSI2 and NTSI2 reduced N, P input by 190 and 40 kg/hm2, and the reduced ratio 
was 35.8% and 16.0%, respectively. NTSSI2 and NTSI2 reduced plastic film input by 38 kg/hm2, reduce by 50%. Overall, these 
practices reduced total input by 4423 yuan/hm2, and increased net return by 10341yuan/hm2. Therefore, wheat-maize 
intercropping compound production pattern combined with no-till with the height of 25 to 30 cm straw retention and plastic 
film mulch mulching for two years can be used as the high-efficiency model of farming system for resources saving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in arid oasis irrigation area. 
Keywords: straw; carbon; emission control; intercropping; plastic film mulching for two years; solar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cycle efficiency; resources sa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