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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还田方式对小麦玉米两熟种植系统能值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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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利用能值方法分析了不同秸秆还田处理方式对小麦玉米两熟农田生态系统能值效率的影响。以小麦玉
米两熟农田为研究系统，以常规施肥为对照(CK)，设置了秸秆粉碎还田、沼液还田和有机肥(牛粪)还田 3 种有机物还
田方式，运用能值分析方法对农田生态系统的能值产出率(EYR)、能值投资率(EIS)、环境负载率(ELR)、可持续发展
指数(ESI)和基于能值的产品安全性指标(EIPS)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4 种有机物还田方式沼液还田的能值产出率
(EYR)是常规施肥的 1.13 倍（最大），而有机肥(牛粪)还田的农田系统的能值投资率(EIR)是对照的 24.58 倍，常规施
肥方式的农田系统的环境负载率(ELR)是有机肥还田方式的 19.5 倍，对环境的压力是最大的，秸秆粉碎还田和沼液还
田的可持续发展指数(ESI)基本相同，沼液还田的最高，是常规施肥的 1.43 倍，有机肥(牛粪)还田的农田系统产出的
产品基于能值的产品安全性指标为-0.008，其安全性最高，常规施肥的农田系统产品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综上所述，
在等氮量条件下，对于农田生态系统，沼液还田方式的能值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要高于其他处理，应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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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emergy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traw application on the emergy
efficiency of wheat -corn double cropping farmland ecosystem. Wheat -corn double cropping fields were used as the research
system, the conventional fertilization as the control (CK), three kinds of organic matter returning methods were adopted,
including straw crushing and returning to field, biogas slurry returning and organic fertilizer (cow dung) returning to field,
emergy analysis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emergy yield ration(EYR), emergy investment rate (EIR), environmental load rate
(EL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ESI) and emergy based product safety index (EIPS). The results showed among the
four kinds of organic matter returning methods, EYR of biogas slurry returning was 1.13 times that of conventional
fertilization, which was the the highest one. EIR of the organic fertilizer( cow dung) returning system was 24.58 times that of
the the control group. ELR of the farmland system with conventional fertilization was 19.5 times that of the organic fertilizer
returning system, this way had the greatest pressure on the environment. ESI of straw crushing-returning to field and biogas
slurry returning was basically the same, biogas slurry returning had the highest, about 1.43 times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fertilization. Organic fertilizer( cow dung)returning system had the highest security with the highest EIPS among the four
systems, -0.008. The products of the conventional fertilization system had a certain hidden trouble, in conclus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qual nitrogen content, emergy benefi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biogas slurry returning method
were superior to the others and worth of spreading.
Keywords: Organic matter returning; field ecosystem; soil fertility; emergy

当前中国种植业持续高产过程中形成的废弃物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其中秸秆资源总量达 7×1011
kg 以上，经过综合技术处理后利用的约为 1.6×1010 kg，仅占总量的 2.7%[1]；而且随着粮食单产水平
的提高，使秸秆的剩余量越来越多[2]。秸秆是循环农业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作为物质、能
量和养分的载体，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3]。但人们对秸秆的再循环利用方式如秸秆直接还田还是
过腹还田仍看法不一[4,5]。因此，为秸秆寻找合理的还田方式是关系到土壤肥力保持进而影响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大问题。目前，中国循环农业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6]，尹昌斌等[7-9]
认为循环农业是循环经济理念在农业生产中的具体应用，目的是提高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实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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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环境协调发展。“能值”理论是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著名系统生态学家 Odum H.T.为首创立的[10]，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成熟的生态经济评价方法，并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
统、工业生产系统、城市生态系统以及区域生态系统发展可持续性的分析、评价与比较研究[11]。由
于化肥的大量施用，有机肥的用量越来越少，不利于土壤肥力的保持和提高。玉米秸秆既可直接还
田，又可发酵后产生废液还田，也可过腹还田。因此，分析秸秆不同利用还田方式对农田生态系统
能值效率的影响，对秸秆合理利用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引入能值理论探讨了其对农田生态
系统能值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秸秆资源化高效利用提供支撑。

1
1.1

材料与方法
研究区域概况
本研究试验点设在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胡庄村，位于东经 116°26′，北纬 37°09′，地处黄淮海平

原, 属东亚暖温带亚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12.1~13.1℃，年均降水量 578.2~623.3 mm。耕
层土壤类型为轻盐化草甸土，含有机质 1.18%、全氮 0.138%、碱解氮 77.5 mg/kg、速效磷 26.9 mg/kg、
速效钾 145.2 mg/kg，pH 为 7.7。种植制度为冬小麦夏玉米一年两熟。
1.2

试验设计
选择当地小麦-玉米一年两熟标准农田，设置 4 个处理，每个处理 3 次重复，完全随机区组布置，

小区面积 980 m2。在小麦(济麦 22)季，按照同等施氮量原则，以常规施肥为对照(CK)，分别设置玉
米秸秆粉碎还田、沼液还田、有机肥(牛粪)还田 3 种有机物还田方式。

常规施肥
Conventional fertilization

玉米秸秆粉碎还田
Straw incorporation

沼液还田
Biogas slurry incorporation

有机肥(牛粪)还田
Cow manure incorporation

图 1 不同有机物料还田方式的能量流程图
Fig.1 Diagram of energy flow of different organic materials incorporation

A；玉米生产 Corn growing；B：小麦生产 Wheat growing；C：沼气发酵系统 Biogas fermentation system；D：奶牛饲养系统 Dairy feeding system;
R:可更新资源能 Renewable resources energy; N:不可更新资源能 Non-renewable resources energy; R1:可更新有机能 Renewable organic energy;
R2:系统反馈能量 Feedback energy in the system; F:不可更新工业辅助能 Non-renewable industrial energy; Y:能值输出 Product emergy

图 1 为本文所要研究的农田生态系统能量流程图，其中 4 种有机物还田处理方式中，其能值输
入主要为太阳能、雨水能、N、P、K 肥、种子、劳动力、机械、沼液、有机肥等，能值输出为小麦、
玉米、玉米秸秆等，因小麦秸秆作为反馈能值回到大田中，不属于能值输出。4 种处理中，玉米根
茬全部还田，且在玉米季(郑单 958)的施肥情况均为小麦秸秆全部还田。
（1）常规施肥：在玉米收获后，玉米秸秆全部运出，然后进行常规施肥，将化肥均匀撒施于试
验小区中，该试验处理记为 CK；
（2）秸秆粉碎还田：本试验小区产玉米秸秆 4000 kg，在播种前翻地，深度为 20 cm，将玉米
秸秆 2000 kg 粉碎后进行翻压还田，剩余秸秆作为饲料出售至附近奶牛场。该试验处理记为 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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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沼液还田：在玉米收获后，将试验小区中的玉米秸秆全部运至沼气池进行厌氧发酵，往沼
气池内投入菌种、尿素等，产出的沼气作为能源用于居民做饭、照明、取暖等日常生活，剩余的残
渣进入到试验小区中，该试验处理记为 BR；
（4）有机肥还田：在玉米收获后，将试验小区中的玉米秸秆运送至牛场青贮处理做成青贮饲料，
20 d 之后，在牛场中选择年龄、品种、体型、健康状况一致的奶牛 20 头，每天每头奶牛饲喂 20 kg
青贮饲料，产出的牛奶出售，牛粪等废弃物重新回到该试验小区中，该试验处理记为 OR。
全年施肥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有机物还田方式的全年施肥量
Table1 The annual application rates of organic manure and mineral fertilizer in different organic matter returning modes
小麦季施肥
玉米季施肥
Fertilizer added to wheat
Fertilizer added to maize
处理
Treatments
玉米秸秆
沼液
有机肥
氮肥
磷肥
钾肥
氮肥
磷肥
钾肥
Maize straw Biogas slurry Cow manure
N
P
K
N
P
K
常规施肥(CK)
0
0
0
120
60
75
120
60
75
秸秆粉碎还田(SR) 21050*
0
0
0
15.79
0
120
60
0
沼液还田(BR)
0
38340
0
0
46.2
17.87
120
60
75
有机肥还田(OR)
0
0
20730*
0
17.99
12.60
120
60
75
玉米秸秆 N、P、K 含量分别为 0.57%、0.20%、0.73%，含水量为 65.01%；沼液 N、P、K 含量分别为 0.3%、0.03%、0.15%；牛粪 N、
P、K 含量分别为 0.58%、0.2%、0.31%，含水量为 28.23%。
以上数据单位为 kg/ha。
The nitrogen, phosphorus and potassium is respectively 0.57%, 0.20% and 0.73%, the water content is 65.01% in the maize straw. The nitrogen,
phosphorus and potassium is respectively 0.3%, 0.03% and 0.15%. The nitrogen, phosphorus and potassium is respectively 0.58%, 0.2% and 0.31%,
the water content is 28.23% in the cow manure.
The data unit is kg/hm2.

1.3

研究方法

1.3.1 能值方法 本研究为探讨农田生态系统能值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引入了“能值方法”进行
分析。能值方法是以产生某一资源或劳务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消耗的另一种能量的多少进行评价，
此分析方法综合考虑了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可对各类生态经济系统进行有效评估。由于太阳能是
最原始的能源形式，应用中常以太阳能为标准度量，单位为太阳能焦耳(Solar emjoules，缩写为 sej)[12]。
本研究中能值转换率的全球能值基准为 15.83×1024 sej/a[13,14]。通过绘制能值分析表，列出能值的投入
和产出，计算能值指标。
本研究中主要计算以下能值指标：
(1) 能值产出率(EYR):能值产出率是衡量系统产出对经济贡献大小和系统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是
系统产出能值与总辅助能值投入的比率。农业生态系统 EYR 值越高，系统的生产效率越高，越具有
区域竞争力。表达式为：EYR=系统产出能值 Y/经济反馈能值(F+R2)[15]
(2) 能值投资率(EIR):能值投资率是指生态系统的反馈能值与环境无偿能值比。它是计量经济发
展程度和环境负载程度的指标。其值越大表明系统经济发展程度越高，而对环境的依赖越弱。表达
式为：EIR=经济反馈能值(F+R2)/环境的无偿能值(R1+N)[15]
(3) 环境负载率(ELR):通常用来自系统的购买能值与系统不可更新环境资源能值之和除以系统
可更新环境资源能值。一般来说，环境负载率越小，表明农业生态系统的环境承载压力越小，发展
潜力越大。表达式为：ELR=系统不可更新能值总量(F+N)/系统可更新能值总量(R1+R2)[15]
(4) 基于能值的产品安全性指标(EIPS)：此指标用于评估系统的产品安全性，定义为农业生产系
统施用化肥、农药的能值(C)和经济反馈能值之比的负值，0 值为最安全，负值越大，说明产品的安
全性越差，-1 为最不安全。表达式为：EIPS=－[化肥、农药能值(C)/经济反馈能值(F+R2)][16]
(5) 可持续发展指数(ESI): 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标是系统净能值产出率与环境负载率的比值。表达
式为：ESI=净能值产出率 EYR/环境负载率 ELR[15]
1.3.2 数据处理 能量换算指数等通过实地调查与资料收集的方法获得整年度系统能值分析的原始数
据，能值转化率参考相关文献[13-17]。

·324·

2

第 48 卷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结果与分析

2.1

能值输入与输出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常规施肥(CK)、玉米秸秆粉碎还田（SR）、沼液还田(BR)、有机肥还田(OR)4

种不同的农田生态系统的能值分别为 1.78E+15Sej/a、1.77E+15Sej/a、1.74E+15Sej/a、1.97E+16Sej/a，
秸秆粉碎还田农田系统能值投入比对照略少，差异不显著; 沼液还田农田系统的能值投入最少，有
机肥还田农田系统能值的输入最多，是常规施肥的 11 倍，这是因为牛粪中的能值远远大于化肥、秸
秆和沼液的能值。其中可更新自然资源、不可更新自然资源、不可更新工业辅助能、可更新有机能
占总输入能值的比例，常规施肥农田系统分别占到了总能值投入的 55.96%、0.28%、27.81%、16.01%，
秸秆粉碎还田系统分别占到了 56.27%、0.28%、22.82%、20.73%，沼液还田农田系统分别占到了
57.24%、0.29%、23.51%、18.91%，而有机肥还田农田系统可更新自然资源、不可更新工业辅助能
和可更新有机能占到了总能值输入的 5.06%、2.03%、92.89%，常规施肥、秸秆粉碎还田和沼液还田
农田系统中可更新自然资源所占比例最高，说明这 3 种处理对环境的依赖性比较大，而且 3 种处理
对不可更新工业辅助能和可更新有机能的依赖程度相差不大。有机肥还田中可更新有机能所占比例
最高，几乎全部依赖可更新有机能的投入，这是因为牛粪的太阳能值转化率非常高。4 种有机物还
田处理的输出产品为玉米、小麦和玉米秸秆，常规施肥、秸秆粉碎还田、沼液还田和有机肥还田能
值输出量分别为 2.14E+15Sej/a、2.38E+15Sej/a、2.36E+15Sej/a、2.52+15Sej/a，其中有机肥还田处理
的输出能值最大，常规施肥的输出能值最小。
表 2 4 种有机物还田方式的农田生态系统能值流汇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emergy flows under different organic matter returning modes
原始数据 Raw data
太阳能值（Sej/a）Solar emergy
资源
能值转换率
Resource
Transformity
CK
SR
BR
OR
CK
SR
BR
OR
能值输入 Energy input
可更新自然资源(R1) Renewable resources
太阳辐射能 1.71E+10J 1.71E+10J 1.71E+10J 1.71E+10J
1
1.71E+10 1.71E+10 1.71E+10 1.71E+10
风能
1.33E+8J 1.33E+8J 1.33E+8J 1.33E+8J
1496 sdej/J
1.99E+11 1.99E+11 1.99E+11 1.99E+11
雨水化学能 2.33E+9J 2.33E+9J 2.33E+9J 2.33E+9J 4.28E+5Sej/J 9.96E+14 9.96E+14 9.96E+14 9.96E+14
雨水势能 1.22E+8J 1.22E+8J 1.22E+8J 1.22E+8J 1.69E+4Sej/J 2.06E+12 2.06E+12 2.06E+12 2.06E+12
小计
9.96E+14 9.96E+14 9.96E+14 9.96E+14
表土层流失

8E+7J

氮肥
磷肥
钾肥
机械
农药
小计

23.52 kg
11.76 kg
14.7 kg
19.21 $
100 kg

不可更新自然资源(N) Non-renewable resources
8E+7J
8E+7J
8E+7J
6.25E+4Sej/J 5.0E+12 5.0E+12
不可更新工业辅助能(F) Non-renewable industrial energy
11.76 kg
11.76 kg 11.76 kg 6.38E+12Sej/kg 1.5E+14 7.5E+13
7.43 kg
10.41 kg
7.64 kg 6.55E+12Sej/kg 7.7E+13 4.87E+13
0
9.10 kg
8.58 kg 2.92E+12Sej/kg 4.29E+13
0
24.01 $
20.45 $
21.29 $
1.16E+13Sej/$ 2.23E+14 2.78E+14
100 kg
100 kg
100 kg 2.52E+10Sej/kg 2.52E+12 2.52E+12
4.95E+14 4.04E+14

可更新有机能(R2) Renewable organic energy
0
0
5.13E+4Sej/J
0
2.1E+9J
0
2.7E+4 Sej/J
0
0
2000 kg 9.01E+12 Sej/kg
0
18.01$
18.01$
1.16E+13Sej/$ 2.09E+14
3.15E+7J 5.25E+7J 1.24E+6Sej/J 5.21E+13
1.21E+9J 1.21E+9J
2E+4Sej/J
2.42E+13
2.85E+14
1.78E+15
能值输出 Product emergy(Y)
小麦
8.49E+9J 9.09E+9J 9.23E+9J 9.85E+9J 9.23E+4Sej/J 7.84E+14
玉米
1.49E+10J 1.56E+10J 1.53E+10J 1.60E+10J 8.52E+4Sej/J 1.27E+15
玉米秸秆 3.09E+9J 4.13E+9J 4.02E+9J 4.95E+9J 5.13E+4Sej/J 1.59E+14
合计
2.21E+15
玉米秸秆
0
2.1E+9J
沼液
0
0
牛粪
0
0
种子
18.01$
18.01$
劳动力
4.2E+7J 2.10E+7J
小麦秸秆 1.21E+9J 1.21E+9J
小计
合计

5.0E+12

5.0E+12

7.5E+13 7.5E+13
6.82E+13 5E+13
2.66E+13 2.51E+13
2.37E+14 2.47E+14
2.52E+12 2.52E+12
4.09E+14 4E+14

1.08E+14
0
0
2.09E+14
2.6E+13
2.42E+13
3.67E+14
1.77E+15

0
5.67E+13
0
2.09E+14
3.91E+13
2.42E+13
3.29E+14
1.74E+15

0
0
1.8E+16
2.09E+14
6.51E+13
2.42E+13
1.83E+16
1.97E+16

8.39E+14
1.33E+15
2.12E+14
2.38E+15

8.52E+14
1.3E+15
2.06E+14
2.36E+15

9.09E+14
1.36E+15
2.54E+14
2.52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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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值评价比较与分析
从表 3 中看出，4 种有机物还田方式中沼液还田的能值产出率(EYR)是常规施肥的 1.13 倍，是最

大的，说明沼液还田处理的能源生产与利用效率最高，显示更强的经济活动竞争力，有机肥(牛粪)
还田的能值产出率仅为 0.13，这是因为在农田试验中，牛粪的能值投入太高，远远高于产出能值，
而有机肥还田的农田系统的能值投资率(EIR)是对照的 24.58 倍，这也是因为牛粪的能值转换率非常
高，投入到农田系统的能量远远高于秸秆和沼液等能值转换率较低的肥料。常规施肥处理的农田系
统的环境负载率(ELR)是有机肥还田处理的 19.5 倍，对环境的压力是最大的，这是因为常规施肥处
理更多的依赖环境和不可更新工业辅助能，而有机肥还田方式几乎全部依赖可更新有机能中有机肥
的能量投入，因此对环境的压力的最小的，充分显示出了以可再生资源投入为主的生产特征。秸秆
粉碎还田和沼液还田的可持续发展指数(ESI)基本相同，沼液还田的可持续发展指数最高，是常规施
肥的 1.43 倍，ESI 越大，表示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18,19]。说明沼液还田方式的农田生态系统可
持续发展能力是最强的。基于能值的产品安全性指标(EIPS)检验了系统产出产品的安全性，在数轴
上负值越接近 0，产品安全性越高，越远离 0，产品安全性越低。由表 3 可以看出，有机肥(牛粪)还
田的农田系统产出的产品基于能值的产品安全性指标为-0.008，其安全性最高，常规施肥的农田系统
产品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表 3 4 种有机物方式的农田生态系统能值评价指标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emergy indicators under different organic matter returning modes
指标项
表达式
常规施肥 秸秆粉碎还田 沼液还田 有机肥还田
Indicators
Expression
CK
SR
BR
OR
Y/(F+R2)
2.92
3.19
3.31
0.13
能值产出率(EYR)
(F+R2)/(R1+N)
0.76
0.75
0.71
18.68
能值投资率(EIR)
(F+N)/(R1+R2)
0.39
0.3
0.31
0.02
环境负载率(ELR)
EYR./ELR
7.49
10.63
10.68
6.5
可持续发展指数(ESI)
-0.36
-0.17
-0.24
-0.008
基于能值的产品安全性指标(EIPS) -C/(F+R2)

3

讨 论
本研究为探讨农田生态系统的能值效应及作用机制，引入了“能值”理论，计算了农田生态系统

中主要的能值指标。蓝盛芳认为，开发能值产出率高的资源将更具有竞争力和经济效益，而低能值
产出率的能源开发将会消耗更多的能量和资源，因此只有在较高能值产出率高的资源使用完了，才
有可能开发低能值产出率的能源[20]。本研究分析表明，沼液还田的农田系统的能值产出率是最高的，
且能值投资率是最低的，说明沼液还田处理的生态系统在经济上可行性更强。从生态学角度看，在
一个生态系统中，系统排出的废弃物质及其能量仍具有价值，但由于技术等限制，并不是所有废弃
物质及其能量都能被有效利用，而这些不能被有效利用的废弃物质就是极其有害的负效益产出，将
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即能值产出率可能较高，但因为既包括有益产出，也包括有害产出，
所以产出对人类不一定都是有益的，因此引入可持续发展指数，为能值产出率与环境负荷率之比，
其值越高，表明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数越高[18,19]。从结果来看，4 种施肥处理中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指数均高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平均值 0.27，秸秆粉碎还田和沼液还田的生态循环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指数较高，且两农田生态系统对环境的压力相对也是较低的，进一步说明该秸秆利用方式
的农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应该发展秸秆发酵产生沼液还田的利用方
式。而有机肥还田（牛粪）的农田生态系统的能值产出率是极低的，可持续发展指数也比其他还田
方式要低，这是因为牛粪是能值转换率极高的有机肥料，对于农田生态系统来说，像牛粪这类高能
值的有机肥中，大部分能量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农田生态系统并不能完全接纳这些能量，而且作
物的产量在一定范围内不能实现大的提高，系统产品有限，这样极大影响了农田生态系统的能值效
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但是其对环境压力是最小的，而且产品的安全性是最高的，因此，我们可以
考虑延伸种植业产业链，把初级生产和次级生产结合起来，在物质循环利用过程中，把“土壤-动物
-植物”结合起来，使物质循环能量利用更趋向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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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本研究引入了“能值”分析方法，对小麦玉米两熟农田生态系统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同等

施氮量条件下，4 种不同有机物还田方式相比较其能值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小顺序均为：沼液
还田>秸秆粉碎还田>常规施肥>有机肥还田，可以看出在本地区沼液还田是 4 种有机物还田方式中最
优的，玉米秸秆粉碎还田比沼液还田能值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略低，而有机肥（牛粪）能值很高，
但是不能完全被土地所容纳，且系统产品有限，因此高能值有机物料投入到农田生态系统中，并不
一定能实现能值效益的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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