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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探讨有机物料还田对冬小麦田温室气体排放特性的影响, 对提高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有积极意义。本

研究应用静态箱-气相色谱法对秸秆还田(J)、秸秆还田+牛粪(JF)和秸秆还田+菌渣(JZ)3 种有机物料还田下分别
施氮肥 243 kg(N)·hm2(减氮 10%, N1)、216 kg(N)·hm2(减氮 20%, N2)对冬小麦农田 N2O、CO2 和 CH4 的排放
通量进行监测, 探讨了不同施肥措施对麦田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增温潜势的影响。试验期间同步记录每项
农事活动机械燃油量、施肥量和灌溉量, 测定产量, 地上部生物量, 估算农田碳截留。结果表明, 冬小麦农田
土壤 N2O 和 CO2 是排放源, 是 CH4 的吸收汇, 氮肥施入、灌溉以及强降水促进了土壤 N2O 和 CO2 的生成, 却
弱化了 CH4 作为大气吸收汇的特征。牛粪+秸秆(JF)处理 N2O 和 CO2 排放总量最高, 分别为 3.5 kg(N2O-N)·hm2
和 19 689.67 kg (CO2-C)·hm2, 但 CH4 的吸收值最大, 为 5.33 kg(CH4-C)·hm2, 均显著高于菌渣+秸秆(JZ)和秸
秆(J)处理(P<0.05); 各处理 N2O 和 CO2 的总量随施氮量的增加呈升高趋势, CH4 的总量随施氮量的增加而呈降
低趋势。JFN2、JN2 和 JZN2 处理农田综合增温潜势(GWP)均为负值, 表明有机物料还田且减氮 20%条件下农
田生态系统为大气的碳汇, 麦季净截留碳 1 038~2 024 kg·hm2, 其他处理 GWP 值均为正。JZN2 处理小麦产量
为 8 061 kg·hm2, 显著高于 JFN2 处理(P<0.05)。综上所述, JZN2 处理不仅能够保证小麦产量, 且对环境效应
最有利, 为本区域冬小麦较优的施肥管理模式。
关键词: 秸秆还田; 菌渣; 牛粪; 减氮; 冬小麦田; 温室气体; 产量; 全球增温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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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organic waste application on soi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a winter wheat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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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returning organic materials to the soil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winter wheat
fields can help to improv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Based on 3 modes of organic material return (JF: straw return
and cow dung; J: straw return; JZ: straw return and mushroom dregs) and 2 nitrogen levels (N1: 243 kg·hm2; N2: 216 kg·hm2), the
fluxes of N2O, CO2, and CH4 in winter wheat fields were monitored using the static chamber method and gas chromatograph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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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measures on cumulativ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warming potential of wheat fields were
studied.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the amount of fuel consumed by farm machines and the power consumed during irrigation
and fertilizer application were recorded and transformed to their carbon equivalents using a transformation coefficient. In addition,
crop yield and aboveground biomasses were measured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calculated. The total GWP under each of the 6
treatments were estimated based on the identified parameters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heat fields served
as sources of N2O and CO2 and sinks of CH4. Nitrogen application and adequate irrigation increased CO2 and N2O in the soil, but
weake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4 as an atmospheric absorption sink. The total amounts of N2O and CO2 emitted were highest in
the JF treatment, at 3.5 kg (N2O-N)·hm2 and 19 689.67 kg (CO2-C) hm2 respectively, and the absorption value of CH4 in this treatment was 5.33 kg (CH4-C) hm2,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both of the JZ and J treatments. The total amounts of N2O and CO2 in
each treatment increased, and the total amount of CH4 decreased,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nitrogen application rate. The GWP of
JFN2, JN2, and JZN2 treatments were all negative,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farmland ecosystem is an atmospheric carbon sink
when organic materials were returned to the field; nitrogen was reduced by 20%, and the carbon interception by wheat was
1 0382 024 kg·hm2. The GWP values were positive and the JZN2 treatment-treated wheat yield was 8 061 kg·hm2,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JFN2 treatment. In summary, JZN2 treatment could ensure wheat yield and had the most favorable environmental effects, and thus was the best fertilization management model for winter wheat in this region
Keywords: Straw returning; Mushroom dregs; Cow dung; Nitrogen reduction; Winter wheat field; Greenhouse gas; Yield;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区域气候变暖已成为

气体的动态变化规律, 同时探讨有机物料还田和适

全世界各领域学者关注的焦点, 而全球变暖则由温

量减氮对农田温室气体排放及增温潜势的影响, 并

室气体引起。农田土壤是重要的温室气体 N2O、CO2

估算华北平原麦区综合增温潜势, 为指导合理施肥

和 CH4 的排放源, 其排放分别占全球 N2O、CO2 和

以及制定温室气体的减排措施提供参考。

CH4 总排放的 10%、60%和 50%

[1-2]

。农业活动如耕

作、施肥以及灌溉等, 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8.20
亿 t CO2 当量, 研究表明农田 65%以上的温室气体排
放来自氮肥的施用 [3-4]。氮素是影响作物产量的主要
因素之一, 但在实际生产中, 农民为了追求高产,
普遍过量施用氮肥, 不仅影响了农产品品质、降低
氮肥利用率, 而且引起了土壤酸化、板结以及温室
气体排放等一系列环境问题 [5-6]。秸秆、牛粪和菌渣
等有机物料不仅可以增加土壤碳储量, 提高土壤肥
力, 而且可以减少废弃物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对温
室气体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农田土壤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源头之一, 农
事活动, 例如耕作、灌溉及施肥等, 改变了土壤物理
性状,影响了温室气体排放 [7]。肥料施用与作物产量、
土壤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息息相关, 关于施
肥量对温室气体的影响已有较多研究 [8], 却未有一
致的结论。研究表明, 随着施用量的增加, CO2 和N2O

1
1.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区概况
试验开展于 2017—2018 年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

照镜镇前李村小麦(Triticum aestivum)高产田。该地区
位 于 35°9′N、 113°39′E, 海 拔 120 m, 年平 均 气温
15.7 ℃、年日照时数 2 206 h、年均蒸发量 1 748 mm、
年均降水量 447 mm、无霜期 219 d。试验地前茬作
物为玉米(Zea mays)。试验田土壤为黏壤土, 耕层土壤全
氮、全磷和有机质含量分别为 1.36 g·kg1、0.55 g·kg1
和 33.8 g·kg1。
图 1 显示了试验观测期间小麦季 2017 年 10 月—
2018 年 6 月采集气体期间大气温度、5 cm 土壤温度和
降水量的变化趋势。5 cm 土壤温度的变化趋势与气温
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整个试验期间气温和 5 cm 土
壤 温 度 的 变 化 范 围 分 别 为 4.9~27.8 ℃ 和 2.1~
20.8 ℃, 最高温度出现在 5 月中旬, 最低温度出现

排放量随之增加; 也有研究表明, 施氮量在一定范

在 1 月初, 气温和 5 cm 土壤温度均值分别为 10.5 ℃

围内[50~120 kg(N)·hm2 ] N2O 排放量较少, 超过阈

和 9.3 ℃。试验期间小麦季降水总量为 194.6 mm, 期

值会随着施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9]。近几年, 随着构建

间共出现 2 次日降水量超过 20 mm 的降水, 分别于

循环农业体系的提出, 学者重视农业废弃物的再利

4 月 12 日和 4 月 13 日。

用, 单一关注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对农田生态系统的

1.2

影响

[10-11]

, 而对有机无机配施对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

研究较少

[12-13]

。本研究通过观测不同有机物料还田

下的农田土壤温室气体的排放通量, 研究土壤温室

试验设计与田间管理
本试验为长期定位试验, 开始于 2008 年, 供试

小麦品种始终为‘百农矮抗 58’(河南科技学院提供)。
各处理均为玉米秸秆全量还田, 并依据当地常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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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 1

冬小麦生长期间农田生态系统气温、5 cm 土层土壤温度及降水量的变化

Air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and soil temperature at 5 cm depht of a farmland ecosystem during winter
wheat growing season

氮量[270 kg(N)·hm2]减施一定比例氮肥, 减施氮肥

高纯氮气, 柱箱温度 50 ℃, 前检测器 250 ℃, 后检测

量根据前两年本课题组试验结果得出。试验采用裂

器 350 ℃, 进样口温度 150 ℃, 尾吹为 30 mL·min1,

区设计, 以有机肥为主区, 设玉米秸秆全量还田(J)、

采取不分流的进样方式。从 2017 年 10 月 26 日出苗

3

2

玉米秸秆全量还田+45 m ·hm 牛粪(JF)、玉米秸秆
2

3

全量还田+60 m ·hm 菌渣(JZ)3 个水平; 施氮量为
2

副区, 设减氮量 10%[N1, 底施 135 kg(N)·hm +拔
2

节期追施 108 kg(N)·hm ]、减氮量 20%[N2, 底施
2

2

108 kg(N)·hm +拔节期追施 108 kg(N)·hm ]。各处
2

理氮肥为尿素。各处理同时底施 P2O5 120 kg(P)·hm 、
2

2

开始采样, 越冬期 15 d 采样一次, 其余生长期每 10 d
采样一次, 遇施肥、灌溉或强降雨(降水量大于 20 mm)
连续观测 3 d, 时间均为 9:00—11:00。箱内外气温、土
壤温度(5 cm)等环境因素与温室气体采样同时观测。
1.3.2

小麦植株样品采集与测定

干物质量: 在小麦成熟期选取长势一致的小麦,

KCl 180 kg(K)·hm 。试验小区面积 30 m (5 m×6 m),

每个小区取 30 株, 放入纸袋, 然后将其放入 105 ℃

每个处理 3 次重复。

烘箱中杀青 30 min, 再将温度调整至 80 ℃烘干, 直

冬小麦于 2017 年 10 月 4 日播种, 2018 年 6 月 1
日收获; 小麦季施两次肥, 播种前施一次底肥, 撒

至样品质量恒定后进行称重。
测产: 小麦成熟期每处理随机选取 1 m2 典型样

施后深耕, 追肥于拔节期(2018 年 3 月 25 日)进行;

点, 3 组重复, 单独收割, 晾晒, 脱粒测产。

灌水两次, 冬灌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进行, 拔节期灌

1.3.3

气体通量为单位时间单位面积气体质量的变

溉与施肥同日进行。
1.3

化。气体排放通量利用式如下:

测定指标

1.3.1

土壤温室气体排放通量与总量

F  273 /(273  T )  M / 22.4  60  H  dc / dt

土壤温室气体采集

2

(1)

1

采用静态箱-气相色谱法观测冬小麦农田生态系

式中: F 为排放通量(mg·m ·h ), T 为测定箱内温度

统土壤温室气体排放通量。静态箱体积 50 cm×30 cm×

(℃), M 为气体的摩尔质量, 22.4 为在 101.325 kPa、

50 cm, 并配有固定于大田的金属底座。小麦出苗后,

273 K 时气体的摩尔体积(L·mol1), 60 为 1 h 有 60 min,

在每个处理各安装 3 个金属底座代表 3 次重复, 取

H 为采样箱的高度(cm), dc/dt 为采样箱内气体浓度的

气体时往底座注水保证密封, 箱内上端装有小风扇

变化。

和取气接口。将采样箱盖上后, 第 0 min、10 min、
20 min、30 min 分别用 50 mL 注射针头抽取箱内的

监测当天气体排放通量的计算 [9]:

阀将气体转移至采样袋中, 备测。采用安捷伦 7890A

Fi
(2)
3  24
式中: Fd 为监测当天气体的排放量(mg·m2·h1), Fi 为

气相色谱仪进行分析。色谱柱为 HP-PLOTQ 毛细管

监测当天所测得的第 i 个重复的排放量(mg·m2·h1)。

气体, 及时关上注射器上的三通阀, 通过旋转三通

色谱柱, 检测器含有 63Ni 电子捕捉检测器, 载体为

Fd   i 1
3

利用线性内插法计算逐日温室气体排放通量,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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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排放通量相加即得到作物生长季的累积排放通量。

式中: 0.68 是碳水化合物对 CO2 的转化比率; 0.85

1.3.4

是生物量对碳水化合物的转化比率, 即光合产物对

土壤排放温室气体增温潜势

根据 IPCC 的报告, 以 100 年影响尺度为计,

干物质的转化比率为 0.6; TAGB(total above ground

1 kg CH4 的增温效应是 1 kg CO2 的 25 倍, 1 kg N2O

biomass)为地上部总生物量(kg·hm2); 1.15 为地上部

的增温效应是 1 kg CO2 的 298 倍, 用增温潜势(GWP)

生物量转换为植株总生物的系数 [16]。

来表示 3 种温室气体的联合作用[14]。土壤直接排放温

1.3.7

室气体增温潜势(GWPsoil)的计算公式如下:
16 44
GWPsoil = f CO 2  f CH 4    25 
12 12
(3)
44 44
f N 2 O    298
28 12
式 中 : GWPsoil 为土壤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增温潜势
(kg·hm2),

f CO 2 为 土 壤 排 放 CO2 的 净 排 放 量

(kg·hm2), f CH 2 为土壤排放CH4 的净排放量, fN 2 O 为土
壤排放 N2O 的净排放量。
1.3.5

小麦季综合增温潜势

农田生态系统中植物碳流的特点是固碳与耗碳
共存, 借鉴全环式考虑农田生态系统碳流路径的学
术思想 [12,17], 计算综合增温潜势:
GWP=GWPsoil+GWPindirectGWPNPPGWPΔSOC
(7)
式中: GWP 为全球增温潜势, 当其为正值时, 表示
系统为温室气体的源, 反之则为汇; GWPΔSOC 为土
壤有机碳量的增温潜势(此项短期试验可忽略)。
1.4

数据处理
利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作图, 计算标准差; SPSS

农事活动投入引起的间接增温潜势

21.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邓肯法(Duncan)进行

试验期间记录农事活动的物资投入种类和用量,

处理间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且在 P<0.05 水平下进行。

计算农田温室气体间接排放量。各农事活动的温室

2

气体排放系数参考刘巽浩等 [15], 具体见表 1。
农事活动间接引起温室气体排放增温潜势计算

2.1

结果与分析
添加不同有机物料和减氮条件下冬小麦田土
壤 N2O 排放特征

公式:
GWPindirect=  I n  Cn

(4)

冬小麦季华北平原农田土壤是 N2O 的排放源,

式中: I n 和 Cn 分别为第 n 种物资用量和温室气体排

施肥和灌溉可以显著提高 N2O 排放通量。施肥不仅

放系数。

为作物提供了生长所需的养分, 同时提高了微生物
和酶的活性从而促进土壤有机氮的矿化, 增加土壤

表1
Table 1

农事活动的耗能及其温室气体排放系数
Agricultural inputs, outputs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factors

中无机氮含量, 为硝化和反硝化作用的进行提供底物;
灌溉或强降雨改变了土壤水分含量, 大量雨水或灌溉
水排走了土壤中的空气, 从而形成厌氧环境, 加速了土

项目
Item

物资用量
Material usage

排放系数
Emission factor

N

243/2161)
kg·hm2

4.96 kg(CO2-eq)·kg1

壤反硝化速率, 提高了 N2O 的生成与排放[9]。

计算植株地上部和地下部分转化为净初级生产力

由图 2 可知, 在观测期间 N2O 出现了 3 次排放
峰, 而且 6 个处理的排放峰一致。第 1 次排放峰出
现在 12 月 7 日, 而后排放通量逐渐下降, 直到 3 月
17 日出现第 2 次排放峰, 3 月 27 日又出现第 3 次排
放峰。从图 1 可以看出, 第 1 次的高峰期出现在灌
溉后 1~2 d, 峰值范围为 0.07~0.17 mg·m2·h1, JZN1
处理下 N2O 排放速率高于其他 5 个处理; 进入 12 月
中旬后, 随着土壤温度下降, 土壤 N2O 排放通量逐
渐下降, 越冬期至返青期土壤 N2O 排放通量一直维持
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进入小麦拔节期, 气温回升,
雨后出现第 2 次高峰期, 峰值为 0.04~0.08 mg·m2·h1,
表现为 JFN2>JZN1>JN1>JN2>JZN2>JFN1; 施肥和
灌溉后出现第 3 次排放高峰, 其中 JN1 处理的排放
峰值最高, 为 0.16 mg·m2·h1, JZN2 处理最小。

(NPP)的增温潜势(GWPNPP)。公式为:

2.2

2

1

P2O5

120 kg·hm

K2O

180 kg·hm2

0.66 kg(CO2-eq)·kg1

机械燃油 Fuel

78 kg·hm2

电力 Electric power

1 275 kWh·hm2

3.32 kg(CO2-eq)·kg1
0.92
kg(CO2-eq)·kWh 1

种子 Seed

187.5 kg·hm2

除草剂 Herbicide
劳力 Labor

1.5 kg·hm

1.14 kg(CO2-eq)·kg

1.16 kg(CO2-eq)·kg1

2

6.58 kg(CO2-eq)·kg1

15 cap·d1·hm2

0.86 kg(CO2-eq)·cap1
2

1)减氮量 10%处理取值 243 kg(N)·hm , 减氮量 20%处理取值
216 kg(N)·hm2 。1) The treatments of 10%- and 20%-reduction of
nitrogen are assigned 243 kg(N)·hm2 and 216 kg(N)·hm2, respectively.

1.3.6

净初级生产力增温潜势

冬小麦收获时测定作物产量和地上部生物量,

GWPNPP=NPP/(0.680.85)
NPP=1.15TAGB

(5)
(6)

添加不同有机物料和减氮下冬小麦田土壤 CO2
排放特征
冬小麦季华北平原农田土壤是 CO 2 的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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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有机物料还田和减氮下冬小麦土壤 N2O 排放特征

Soil N2O emission in winter wheat field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of organic materials application and nitrogen reduction

JF: 玉米秸秆全量还田+牛粪 45 m3·hm2 ; JZ: 玉米秸秆全量还田+60 m3·hm2 菌渣; J: 玉米秸秆全量还田; N1: 减氮 10%, 施氮
量为 243 kg(N)·hm2; N2: 减氮 20%, 施氮量为 216 kg(N)·hm2 。JF: maize straw and cattle manure application; JZ: maize straw and
mushroom residue application; J: maize straw application; N1: 10%-reduction of nitrogen with N application rate of 243 kg(N)·hm2; N2:
20%-reduction of nitrogen with N application rate of 216 kg(N)·hm2.

农田 CO2 主要来自于作物根系、土壤动物和土壤微

低于大气中 CH 4 时, 引起 CH 4 负排放。CH 4 的吸收

生物的呼吸作用, 其中土壤动物和微生物活动产生

和 排 放 同 时受 到 施 肥 、灌 溉 、 耕 作等 农 业 措 施的

的 CO2 占农田 CO2 的 85%~90%, 植物根系的呼吸则

影响。

占 15%

[17]

由图 4 可知, 冬小麦季华北平原农田土壤是

。同时, 农事活动, 譬如施肥、灌溉、耕

作等, 以及气候变化共同影响土壤 CO2 的排放。

CH4 的吸收汇。在冬小麦整个生育时期各处理表现

由图 3 可知, 冬小麦整个生育期各处理冬小麦

了相同的趋势。小麦苗期至越冬期, 土壤 CH4 吸收

土壤 CO 2 排放均表现为先缓慢升高后下降至最低,

速率一直维持在较低且稳定的状态, 可能是由于土壤温

再波动性上升至最高值时下降的趋势。在 12 月 7 日冬

度较低, 微生物的活性降低, CH4 的吸收速率在一个较低

小麦灌溉后, 各处理均出现排放小高峰, 整体表现为

的水平浮动。进入返青期后, 土壤 CH4 吸收出现 1 个高

JZN1>J F N 2 > J F N1> JZN2>JN1>JN2, 峰值范围

峰, 排放峰值范围是0.077~ 0.036 mg·m2·h1, 原因是

52.34~133.11 mg·m2·h1。冬灌结束后, 气温降低, 土

少量降水后气温迅速上升, 地表土壤的湿度仍相对较

壤呼吸速率减小, 导致 CO2 排放通量逐渐下降, 越

低, 有利于 O2 进入土壤孔隙中, 促进了土壤对 CH4

冬期各处理排放通量均处于最低值。小麦拔节期, 气

的氧化。在小麦开花期, 由于拔节期进行的灌溉与

温回升, 雨后出现 CO2 的第 2 个排放峰, 峰值范围为

施肥, 使土壤处于厌氧的环境, 促进了 CH4 的排放,

2

1

82.18~404.71 mg·m ·h , 其中 JFN2 峰值最高。第 3

而在这期间一直降水(图 4), 导致土壤含水量增加, 甲

次的高峰期出现在施肥和灌溉的后 1~3 d, 其中 JFN1

烷菌活性提高, 出现了 CH4 的第 1 个排放高峰, 峰值

2

1

处理下的排放峰最高, 峰值为 523.80 mg·m ·h , JZN2 峰

范围为 0.006~0.025 mg·m2·h1, 其中 JFN2 峰值最高。

值最小为 271.41 mg·m2·h1。4 月中旬强降水后, 出现

2.4

2

1

第 4 个排放高峰, 峰值范围为 269.99~657.79 mg·m ·h ,
表现为 JFN1>JZN1>JFN2>JZN2>JN1>JN2。
2.3

添加不同有机物料和减氮下冬小麦田土壤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
利用数值积分法分别对 N2O、CO2、CH4 排放通

添加不同有机物料和减氮下冬小麦田土壤 CH4

量进行积分, 获得冬小麦生长期间各温室气体排放

排放特征

总量。由表 2 可知, 华北平原麦田土壤是 N2O 和 CO2

微生物活动是影响土壤中 CH4 排放与吸收的因

的排放“源”, 是 CH4 的吸收“汇”。不同有机物料处理

素之一, 甲烷菌在厌氧条件下分解土壤中的有机质,

下冬小麦生长期间 N2O 排放总量整体表现为

产生 CH4, 促进排放; 在好气环境中, CH4 被氧化菌

JF>J>JZ。J 处理下, JN2 的 N2O 排放总量显著低于

氧化成 CO 2 , 削弱 CH 4 的排放, 当土壤中 CH 4 浓度

JN1, 说明 JN2 处理可以降低土壤 N2O 排放; JZ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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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有机物料还田和减氮下冬小麦土壤 CO2 排放特征

Soil CO2 emission in winter wheat field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of organic materials application and nitrogen reduction

JF: 玉米秸秆全量还田+牛粪 45 m3 ·hm2; JZ: 玉米秸秆全量还田+60 m3·hm2 菌渣; J: 玉米秸秆全量还田; N1: 减氮 10%, 施氮量
为 243 kg(N)·hm2; N2: 减氮 20%, 施氮量为 216 kg(N)·hm2 。JF: maize straw and cattle manure application; JZ: maize straw and mushroom
residue application; J: maize straw application; N1: 10%-reduction of nitrogen with N application rate of 243 kg(N)·hm2 ; N2: 20%-reduction
of nitrogen with N application rate of 216 kg(N)·hm2.

图4
Fig. 4

不同有机物料还田和减氮下冬小麦土壤 CH4 排放特征

Soil CH4 emission in winter wheat field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of organic materials application and nitrogen reduction

JF: 玉米秸秆全量还田+牛粪 45 m3 ·hm2; JZ: 玉米秸秆全量还田+60 m3·hm2 菌渣; J: 玉米秸秆全量还田; N1: 减氮 10%, 施氮量
为 243 kg(N)·hm2; N2: 减氮 20%, 施氮量为 216 kg(N)·hm2 。JF: maize straw and cattle manure application; JZ: maize straw and mushroom
residue application; J: maize straw application; N1: 10%-reduction of nitrogen with N application rate of 243 kg(N)·hm2 ; N2: 20%-reduction
of nitrogen with N application rate of 216 kg(N)·hm2.

下, JZN2 的 N2O 排放总量低于 JZN1, 且处理之间差

11 832~6 402 kg·hm 2 , JFN1 处理 CO 2 排放总量显

异显著; JF 处理下, JFN1 的 N2O 排放总量显著高于

著高于其他处理; 而除 JN2 之外, 其他处理之间

JFN2, 说明减施氮肥能够降低土壤 N2O 排放总量。

并无显著差异。不同有机物料还田下 CH 4 吸收强

冬小麦生长期间 CO2 排放总量整体表现为 JF>JZ>J,

度不同, 整体表现为 JF>J>JZ, 说明牛粪 +秸秆还

说明 CO2 排放总量随着有机肥的施入而增加, 因为

田能够使土壤保持较高的通气性, 增加甲烷氧化

有机肥的施用促进根系的生长, 提高微生物的活性,

菌的活性, 从而有利于 CH 4 的氧化, 提高 CH 4 的

使 土 壤 呼 吸 速 率 增 强 。 CO2 排 放 总 量 的 范 围 为

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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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有机物料还田和减氮下冬小麦土壤 N2O、CO2、CH4 的排放总量

Accumulated emissions of N2O, CO2 and CH4 of winter wheat field under different organic materials application and
nitrogen reduction
N2O

CO2

CH4

处理
Treatment

排放速率
Emission rate
(mg·m2·h1)

排放总量
Accumulated emission
[kg(N2O-N) hm2]

排放速率
Emission rate
(mg·m2·h1)

排放总量
Accumulated emission
[kg(CO2-C)·hm2]

排放速率
Emission rate
(mg·m2·h1)

排放总量
Accumulated emission
[kg(CH4-C)·hm2]

JFN1

1.197a

1.91±0.01a

8 835.67a

11 823.34±353a

0.585 4c

2.46±0.14c

JFN2

1.021d

1.59±0.01c

7 054.31b

7 866.32±167b

0.656 4d

2.87±0.08d

JN1

1.176b

1.90±0.01a

6 932.66b

8 609.47±314b

0.509 6b

2.04±0.64b

JN2

0.974e

1.49±0.01e

5 881.25c

6 402.07±259c

0.533 4b

2.16±0.51b

JZN1

1.093c

1.64±0.00b

7 353.03b

8 515.27±229b

0.370 6a

1.68±0.96a

JZN2

0.961f

1.53±0.02d

6 928.11b

8 330.12±513b

0.391 1a

1.73±0.32a

JF: 玉米秸秆全量还田+牛粪 45 m3·hm2 ; JZ: 玉米秸秆全量还田+60 m3·hm2 菌渣; J: 玉米秸秆全量还田; N1: 减氮 10%, 施氮量为 243
kg(N)·hm2; N2: 减氮 20%, 施氮量为 216 kg(N)·hm2。表中数据均为 3 次重复平均值±标准差, 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P<0.05) (邓肯法)。JF: maize straw and cattle manure application; JZ: maize straw and mushroom residue application; J: maize straw application; N1:
10%-reduction of nitrogen with N application rate of 243 kg(N)·hm2; N2: 20%-reduction of nitrogen with N application rate of 216 kg(N)·hm2. Each
value in the table is mean ± SE of 3 replicates. 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within a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 < 0.05 according to
Duncan test.

2.5

添加不同有机物料和减氮下冬小麦田土壤综

生态系统向大气排放, 是大气的碳源, 具体表现为

合增温潜势

JFN1>JN1>JZN1>JN2>JZN2>JFN2。

农田生态系统对大气 CO2 固定通常用作物净初

由表 3 可知, 若单一评价农田生态系统的综合

级生产力(NPP)表示, 是判定生态系统碳汇和调节

增温效应, JFN2 的温室效应最低, 对环境最有益,

生态系统过程的主要因子。试验期间小麦收获时测

但其经济产量较低, 因而不能满足农业高效生产和

定作物产量和地上部生物量, 根据公式(5)和(6)计算

可持续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目标是在提升经济产量

了植株地上和地下部分转化为 NPP 的碳总量(表 3)。

的同时, 推进循环农业的发展以期来实现农业的可

结果表明, JZN1 处理下的经济产量最高, 且显著高

持续发展, 故在进行综合增温潜势评价时要兼顾经

于其他处理, 具体表现为 JZN1>JZN2>JN2>JFN2>

济与环境效应。华北平原麦区, JZN2(秸秆+菌渣+减

JFN1>JN1, 植 株 转 化 为 NPP 的 碳 量 具 体 表 现 为

氮 20%)施肥管理措施下温室效应相对较低, 且能保

JZN2>JFN2>JFN1>JZN1>JN1>JN2。由此表明, JZN2

证较高的经济产量。

处理无论是在作物产量还是碳的截获能力方面均较

3

高, 说明在经过减氮处理后, 增施有机肥能够代替一
部分化肥从而保持作物的产量, 在增施有机物料还田
的同时能够稳定甚至增加土壤有机碳的储量, 提高土
壤 C/N 比值, 提高微生物活性, 改善养分循环。
农田生态系统综合温室效应评价不仅要考虑土
壤排放温室气体所相当的 CO2 的量, 还应该包含机
械、灌溉和施肥等农事活动所造成的气体排放, 以
及作物转化为 NPP 的碳量。本文所有处理均在秸秆
还田的条件下进行, 故 NPP 包含了作物地下部根系
和地上部植株(秸秆)所转化的 NPP 碳量。计算土壤
增温潜势时, 因 N2O、CO2、CH4 3 种温室气体效应
不同, 故将其统一转换为 CO2 的当量便于对农田增
温潜势的评价。结果表明 JFN2、JZN2、JN2 处理均
为负值, 表明农田生态系统向大气环境输出碳量小
于截存的碳量, 是大气的碳汇。再去除直接和间接
排 放 的 CO2 当 量 , 小 麦 季 农 田 生 态 系 统 净 截 留
1 038~2 024 kg·hm2, 其他处理均为正值, 说明农田

3.1

讨论与结论
不同有机物料还田对农田土壤温室气体排放
的影响

施肥、灌溉以及耕作等农事活动和土壤理化特
性能够直接影响土壤硝化与反硝化过程从而影响农
田 N2O 的季节排放 [18]。在本研究中, 冬小麦季农田
N2O 的排放高峰主要发生在施肥、灌水或者强降雨
之后, 这与叶欣等 [19] 的研究相吻合, 可能是因为拔
节期追肥, 土壤无机氮含量增加, 加之土壤温度上
升, 植株进入旺盛营养生长阶段, 根系活动随之加
强, 使铵氧化细菌活性增强, 其硝化及反硝化作用
产生的 N2O 增加, 进而表现为土壤向大气排放 N2O。
目前关于有机肥对 N2O 排放影响的报道有很多, 但
结论不一。部分研究表明 [20], 化肥配合有机肥施用,
土壤 N2O 通量大于单纯施化肥处理, 秸秆还田降低
了土壤 N2O 的排放。本研究表明, 秸秆+菌渣(JZ)处
理下 N2O 的排放总量最小, 较秸秆(J)处理 N2O 排放
减少了 18%且差异显著, 原因是菌渣的 C/N 比较高,

http://www.ecoagri.ac.cn

822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 2019

表3
Table 3

第 27 卷

不同有机物料还田和减氮对冬小麦土壤温室气体的增温潜势(GWP)的影响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of winter wheat filed under different organic materials application and nitrogen reduction
kg·hm2

处理
Treatment

产量
Yield

JFN1

7 401±70c

GWPNPP
11 403±131ab

GWPsoil export

GWPindirect

GWP

22±0.68c

2 091.08

2 732

GWPN 2 O

GWPCO 2

GWPCH 4

244±3.08a

11 823±353.91a

JFN2

7 504±67c

12 025±553ab

204±1.83c

7 866±167.71c

26±0.59d

1 957.16

2 024

JN1

7 225±88c

10 625±628bc

243±1.27a

8 609±314.67b

18±0.50b

2 091.08

299

JN2

7 899±67b

9 568±595c

191±0.74e

6 402±259.34d

19±0.85b

1 957.16

1 038

JZN1

10 502±412a

10 711±205bc

210±1.29b

8 515±229.41b

15±0.75a

2 091.08

90

JZN2

8 061±236b

12 448±1486a

196±0.83d

8 330±513.97bc

15±0.39a

1 957.16

1 980

JF: 玉米秸秆全量还田+牛粪 45 m3·hm2 ; JZ: 玉米秸秆全量还田+60 m3·hm2 菌渣; J: 玉米秸秆全量还田; N1: 减氮 10%, 施氮量为 243
kg(N)·hm2; N2: 减氮 20%, 施氮量为 216 kg(N)·hm2。表中数据均为 3 次重复平均值±标准差, 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P<0.05) (邓肯法)。JF: maize straw and cattle manure application; JZ: maize straw and mushroom residue application; J: maize straw application; N1:
10%-reduction of nitrogen with N application rate of 243 kg(N)·hm2; N2: 20%-reduction of nitrogen with N application rate of 216 kg(N)·hm2. Each
value in the table is mean ± SE of 3 replicates. 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within a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 < 0.05 according to
Duncan test.

一方面菌渣在分解过程中微生物利用土壤中的氮素;

不同有机物料还田条件下, 各处理 CH4 排放的

另一方面, 大量氮素以有机氮形式存在, 减少了硝化

季节变化规律相同, 除 4 月份的强降水呈排放外,

与反硝化作用, 导致土壤 N2O 排放量的减少 [21], 这

其余均表现为吸收状态, 因为干燥的土壤环境, 使

[22]

的研究相似。但也有研究报道称, 施用

甲烷氧化菌占主导作用, 土壤会消耗和吸收地面大

有机肥并没有减少 N2O 的排放, 甚至超过了施用化

气的 CH4, 是一个弱的 CH4 汇 [27]。有研究表明, 腐

肥的处理 [10,23] 。可能是因为不同形态的有机物料因

熟后的菌渣代替新鲜的稻草和牛粪还田可以使稻田

其 C/N 比值不同, 氮形态以及速效氮的含量不同,

CH4 排放量降低约 60%, 且随着菌渣还田量的增多,

N2O 的排放也不同。

CH4 排放量逐渐减少; 牛粪+化肥的施入则明显增加

与黄小林

土壤 CO2 排放受到非生物因素、生物因素以及

CH4 排放 [28-29] 。而本研究结果表明, 牛粪+秸秆(JF)

人为因素 3 方面的影响, 其中施肥是影响 CO2 排放

处理下 CH4 排放总量最小, 一方面, 菌渣能显著提

主要因素之一。本研究表明, 华北平原冬小麦区不

高土壤微生物碳氮量, 为产甲烷菌提供极为丰富的

同有机物料还田处理下 CO2 排放的季节变化规律相

产 CH4 基质, 导致土壤产生较多的 CH4, 增加其排

同。3 次 CO2 排放高峰均出现在灌溉、施肥和强降

放量 [30]; 另一方面, 牛粪自身有机碳大部分以大分

雨后, 因为追肥、灌溉和强降水, 使根系迅速生长并

子复杂有机物存在, 分解的中间产物和小分子有机

吸收大量的营养, 加大了根系呼吸强度, 提高了土

物较少, 且牛粪自身有机碳含量较低, 故可利用的

壤微生物的活性, 促进土壤 CO2 排放, 这与王建林

产 CH4 基质较少, CH4 排放较少 [11]。

等 [24]的研究相似。而 Peng 等 [25]的研究表明, 施肥对

3.2

不同有机物料还田对农田增温潜势的影响

CO2 排放并无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氮肥施用量不同,

综合考虑不同有机物料还田和减氮对 3 种温室

氮肥的施用增加了根系生物量, 却降低了微生物的

气体排放与吸收的影响, JZN2 处理不仅对温室气体

生物量。本研究表明, 有机肥的施入会显著提高农

的排放和吸收影响相对较大, 而且作物截获 NPP 碳

田土壤 CO2 排放量, 一方面有机肥的施入会增加有

量相对较大, 弱化了土壤作为 CO2 和 N2O 的排放源

机质含量, 激发微生物活性的同时改变群落组成;

特征, 也强化了土壤作为 CH4 吸收汇的特征, 主要

另一方面有机肥的施入促进植株根系的生长, 使根

是因为秸秆和菌渣的施入为微生物的活动提供了底

系生物量增加从而促进根系分泌物的增加 [26], 进而

物, 营造了良好的土壤环境, 有利于提高微生物的

影响土壤 CO2 通量。在研究中发现, N1(减氮 10%)

活性, 同时保证了较高产量, 在农田综合增温潜势

处理的 CO2 通量显著高于 N2(减氮 20%)处理, 说明

估算中, JZN2 处理增温效应为负值。有研究显示, 长

土壤 CO2 通量随着施氮量增加而增加, 主要因为氮

期施用有机肥比施用化肥固定了更多了土壤有机碳,

肥施用增加了根部活力, 提高土壤养分, 促进土壤

从而抵消了更多的 CH4 和 N2O 的增温效应, 长期秸

[8]

有机质矿化, 增加土壤呼吸 。

秆还田虽增加了土壤 CH4 的排放, 但土壤固定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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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土壤 CH4 排放的 3.21~3.92 倍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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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 L P, MENG J.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 on
grain yield in China analysis of contribution rate: Based on

结论

principal component regression C-D production function

华北平原冬小麦农田土壤是 CO2 和 N2O 的排放

model and its empirical study[J].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2013, 29(17): 156–160

源, CH4 的吸收汇。施肥、灌溉以及降水直接影响土

[7] 秦晓波, 李玉娥, 万云帆, 等. 耕作方式和稻草还田对双季

壤 CO2 和 N2O 的排放速率, 同时土壤对 CH4 的吸收

稻 田 CH4 和 N2 O 排 放 的 影 响 [J]. 农 业 工 程 学 报 , 2014,

速率降低。干湿交替使土壤 CO2 和 N2O 的排放速率

30(11): 216–224

增加, 是因为硝化反硝化速率加剧以及土壤微生物

QIN X B, LI Y E, WAN Y F, et al. Effect of tillage and rice

活性增强所致。施肥是影响农田温室气体排放的重

residue return on CH4 and N2O emission from double rice
field[J].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4, 30(11): 216–224

要农业生产方式, 随着氮肥施用量的增加, CH4 的吸

[8] 王玉英, 胡春胜. 施氮水平对太行山前平原冬小麦-夏玉米

收量降低, CO2 和 N2O 的排放量增加。不同有机物料

轮作体系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还田对不同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和吸收汇强度影响不

2011, 19(5): 1122–1128

同, 牛粪的施用显著提高了 CO2 和 N2O 的排放量,
但 CH4 的吸收量最大。

WANG Y Y, HU C S. Soi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in winter
wheat/summer maize rotation ecosystem as affected by nitrogen fertilization in the Piedmont Plain of Mount Taihang,

综合增温潜势是土壤直接排放温室气体、农事
活动所引起的 CO2 直接或者间接排放以及作物转化
为 NPP 的碳量(GWPNPP)的综合作用结果。评价一种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 2011, 19(5):
1122–1128
[9] 姜继韶. 施氮和轮作对黄土高原旱塬区土壤温室气体排放
的影响[D]. 北京: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育部水土保持

施肥模式的优劣需兼顾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两方面,

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2015

本研究表明 JZN2 处理综合增温潜势相对较低, 产量

JIANG J S. Effect of nitrogen fertilization and rotation on

相对较高, 为该地区冬小麦较优施肥管理模式。

greenhouse gases emissions on arid-highland of the Loess
Plateau[D].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Research Center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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