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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

种植玉米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收获玉米

后，将玉米秸秆粉碎，然后进行旋混处理，使秸秆

与土壤充分混匀，地表秸秆覆盖率<10％；(2)第

二年春天，播种玉米。所述的玉米秸秆粉碎旋混

还田种植玉米的方法，通过玉米收获机或者秸秆

还田机处理将秸秆粉碎后，利用旋耕机直接进行

旋耕混匀处理，可将秸秆全部均匀旋入土壤中，

实现秸秆全量百分百还田，土壤表面秸秆覆盖率

在10％以下，由于土壤表层秸秆覆盖量极少，杜

绝了区域秸秆焚烧的可能性，真正实现秸秆焚烧

“零风险”，适用于盐碱地、风沙土地以及非黏重

的黑钙土或者谈黑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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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收获玉米后，将玉米秸秆粉碎，然后进行旋混处理，使秸秆与土壤充分混匀，地表秸

秆覆盖率<10％；

(2)第二年春天，播种玉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1)中，所述玉米秸秆粉碎后，秸秆长度不大于10cm；

优选的，所述秸秆粉碎还田，具体为利用玉米收获机在收获玉米的同时直接将秸秆粉

碎；

更优选的，在玉米机械收获后，再利用玉米秸秆还田机作业一次，将玉米秸秆粉碎为纤

维状的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1)中，所述收获玉米的步骤中，优选的，所述收获玉米，具体为玉米籽粒成熟后，进行玉米

果穗或玉米籽粒收获；

优选的，所述收获玉米，待玉米籽粒水分降至22％-25％时；采用4行或者6行玉米多功

能收获机进行籽粒机收，同时将玉米秸秆粉碎还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1)中，所述旋混处理的时间，选在玉米收获后上冻之前进行；

优选的，所述旋混处理，选择东北沙土区农田秋天10-15cm土壤温度稳定在5-8℃，耕层

土壤质量含水量在≤20％时进行作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1)中，所述旋混处理，具体包括：

利用马力大于180的动力机车，牵引2刀辊或者3刀辊横式旋耕机进行旋耕；

优选的，所述旋耕机的幅宽为2-3米，更优选为2.5米。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1)中，所述旋混处理后，还进行表层镇压处理，优选的，所述镇压处理采用压强为600-

700N/cm2的镇压器进行操作。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1)中，所述旋混处理的作业速度为10-12km/h,旋耕深度为15-25cm，优选为15-20c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2)中，所述播种玉米，可以在起垄后进行传统垄作种植，也可以采用2行或者4行免耕播种

机直接播种，优选地为免耕播种。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播

种的作业速度为8-10km/h，播种密度5.5-6万株/公顷。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该方法适用于在盐碱地、风沙土以及非黏重的黑钙土或者淡黑钙土地种植玉米中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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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玉米栽培种植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

种植玉米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东北地区是中国玉米生产的主产区，种植面积占全国1/3以上，总产占全国的

40％，被誉为中国的“粮仓”。但该地区还分布有10％的中低产田风沙土区，该土壤类型土壤

孔隙大，易受风蚀水蚀，且保水保肥能力差，漏肥漏水，农民传统耕作方法下，用地养地不协

调，土壤肥力逐年下降，玉米产量较低，成为东北沙土区玉米生产的主要障碍。因此，提高风

沙土区土壤质量成为东北玉米增产的关键。

[0003] 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证明，秸秆还田是提高土壤肥力的重要措施。但是在当前一

家一户“小农户”种植条件下，在玉米收获后受秸秆处理成本或者农户习惯等因素影响，农

民在玉米收获后往往进行秸秆焚烧或者直接打包处理等方式，不但导致大量的玉米秸秆资

源浪费，而且导致大气污染严重，大气PM2.5升高，长期以来导致土壤质量连年下降。因此，

研发一种减少玉米秸秆焚烧秸秆，实现秸秆还田与土壤地力培肥有效结合的农业综合耕种

配套方法，对于降低秸秆焚烧风险，实现土地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

和生态意义。

[0004] 多年来，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曾先后尝试了秸秆覆盖还田、秋深翻(25-30cm)以及玉

米宽窄行种植、平作免耕种植等单项技术措施，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证明，这些技术，尤其

是秸秆还田对改善农田土壤结构、提高其蓄水、保肥和供肥能力有较好效果。但尚未见针对

东北风沙土农田既能实现秸秆还田提高土壤肥力又能实现秸秆焚烧“零风险”的玉米有效

耕种栽培方法。

[0005] 有鉴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第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的方法，以解决

现有技术不能完全解决针对东北风沙土农田既能实现秸秆还田提高土壤肥力又能实现秸

秆焚烧“零风险”的玉米有效耕种栽培的问题，所述的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的方

法，通过玉米机械机将秸秆粉碎后，利用旋耕机直接进行旋耕混匀处理，可将秸秆全部均匀

旋入土壤中，实现秸秆全量百分百还田，土壤表面秸秆覆盖率在10％以下，由于土壤表层秸

秆覆盖量极少，降低了区域秸秆焚烧的概率，真正实现秸秆焚烧“零风险”。

[0007]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收获玉米后，将玉米秸秆粉碎，然后进行旋混处理，使秸秆与土壤充分混匀，地

表秸秆覆盖率<10％；

[0010] (2)第二年春天，播种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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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在步骤(1)中，所述玉米秸秆粉碎后，秸秆长度不大于10cm。

[0012] 更优选的，所述秸秆粉碎还田，具体为利用玉米收获机在收获玉米的同时直接将

秸秆粉碎。

[0013] 更进一步优选的，在玉米机械收获后，再利用玉米秸秆还田机操作一次，将玉米秸

秆粉碎为纤维状的结构。

[0014] 优选的，在步骤(1)中，所述收获玉米的步骤中，更优选的，所述收获玉米，具体为

玉米籽粒成熟后，进行玉米果穗或玉米籽粒收获。

[0015] 优选的，所述收获玉米，待玉米籽粒水分降至22％-25％时；采用4行或者6行玉米

多功能收获机进行籽粒机收，同时将玉米秸秆粉碎。

[0016] 优选的，在步骤(1)中，所述旋混处理，选在玉米收获后上冻之前进行。

[0017] 优选的，所述旋混处理时间，选择东北沙土区农田秋天10-15cm土壤温度稳定在5-

8℃，耕层土壤质量含水量在≤20％时进行作业。

[0018] 优选的，在步骤(1)中，所述旋混处理，具体包括：

[0019] 利用马力大于180的动力机车，牵引2刀辊或者3刀辊横式旋耕机进行旋耕。

[0020] 更优选的，所述旋耕机的幅宽为2-3米，更进一步优选为2.5米。

[0021] 优选的，在步骤(1)中，所述旋混处理后，还进行表层镇压处理，更优选的，所述镇

压处理采用压强为600-700N/cm2的镇压器进行操作。

[0022] 优选的，在步骤(1)中，所述旋混处理的作业速度为10-12km/h ,旋耕深度为15-

25cm，更优选为15-20cm。

[0023] 优选的，在步骤(2)中，所述播种玉米，可以在起垄后进行传统垄作种植，也可以采

用2行或者4行免耕播种机直接播种，优选地为免耕播种。

[0024] 优选的，所述播种的作业速度为8-10km/h，播种密度5.5-6万株/公顷。

[0025] 所述的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适用于在盐碱地、黑土地和风沙土地种植

玉米中的应用。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7] (1)本发明通过玉米机械机将秸秆粉碎后，利用3刀辊横式旋耕机直接进行旋耕混

匀处理，可将秸秆全部均匀旋入土壤中，实现秸秆全量百分百还田。

[0028] (2)本发明由于通过秸秆旋耕处理，土壤表面秸秆覆盖率在10％以下，由于土壤表

层秸秆覆盖量极少，杜绝了区域秸秆焚烧的可能，真正实现秸秆焚烧“零风险”。

[0029] (3)本发明通过全程机械化，尤其是应用大马力拖拉机集成玉米秸秆粉碎还田技

术、秋浅旋耕技术以及严格执行整地标准等技术途径与发明思路，科学掌握玉米秸秆还田

与整地时机，突破秸秆全覆盖条件下出苗差与焚烧严重的技术障碍，有效地建立“土壤水

库”，增强耕地土壤蓄水保墒、防御旱涝的能力，有力解决东北风沙土农田保水保肥能力差

等障碍因素,最终目的是提供一种提高东北风少土农田土壤保水保肥能力与降低秸秆焚烧

风险的机械化高标准玉米耕种栽培方法。

[0030] (4)传统玉米秸秆覆盖还田下，为玉米螟等虫害虫卵的越冬提供了“温床”，从而导

致连作条件下第二年虫害发生加剧的风险，而本发明，通过土壤与秸秆的旋混处理，有效打

破了虫卵越冬环境，可以有效减低病虫害的发生机率。

[0031] (5)本发明集成并优化了秸秆粉碎还田技术、土壤旋耕技术、镇压保墒等技术，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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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协调了风沙土土壤耕层水、气、热的关系，实现了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实现

了作物地下部根系与地上部协同生长发育，提高了对水、肥、气、热等资源的利用效率，尤其

是实现了东北风少土区土地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附图说明

[003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

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不同秸秆还田模式下秸秆在土壤中的分布示意图示

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但

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理解，下列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为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

护的范围。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议的条件进行。所用试剂

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可以通过市售购买获得的常规产品。

[0035] 一种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1)收获玉米后，将玉米秸秆粉碎，然后进行旋混处理，使秸秆与土壤充分混匀，地

表秸秆覆盖率<10％；

[0037] (2)第二年春天，播种玉米。

[0038] 本发明所提供的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的方法，通过玉米机械机将秸秆

粉碎后，利用3刀辊横式旋耕机直接进行旋耕混匀处理，可将秸秆全部均匀旋入土壤中，实

现秸秆全量百分百还田。通过秸秆旋耕处理，土壤表面秸秆覆盖率在10％以下，由于土壤表

层秸秆覆盖量极少，降低了区域秸秆焚烧的概率，真正实现秸秆焚烧“零风险”。

[0039] 优选的，在步骤(1)中，所述玉米秸秆粉碎后，秸秆长度不大于10cm，更加优选的为

玉米收获后再利用秸秆还田机作业一次，使秸秆粉碎为3-8cm长的纤维状结构。

[0040] 有利于进一步旋混处理操作。

[0041] 优选的，在步骤(1)中，所述收获玉米的步骤中，

[0042] 优选的，所述收获玉米，具体为收获玉米的果穗或籽粒。

[0043] 更优选的，所述收获玉米，是指待玉米籽粒水分降至22％-28％，采用4行或者6行

玉米收获机进行籽粒机收操作。

[0044] 优选的，在步骤(1)中，所述旋混处理的时间，选在玉米收获后上冻之前进行。

[0045] 优选的，在步骤(1)中，所述旋混处理，选择东北沙土区农田秋天10-15cm土壤温度

稳定在5-8℃，耕层土壤含水≤20％时进行作业。

[0046] 耕层土壤质量含水量在≤20％时进行作业为宜，可将氮肥损失(氨挥发)降到最

低，同时可以降低机械动力的消耗与少水分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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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优选的，在步骤(1)中，所述旋混处理，具体包括：

[0048] 利用马力大于180的动力机车，牵引2刀辊或者3刀辊横式旋耕机进行旋耕。

[0049] 更优选的，所述旋耕机的幅宽为2-3米，更进一步优选为2.5米。

[0050] 在玉米秸秆粉碎后，必须使用2刀辊或者3刀辊横式旋耕机对土壤进行旋耕整地

机，主要目的是使土壤与秸秆充分混匀，这有别于传统单刀辊旋耕机。

[0051] 本发明通过全程机械化，尤其是应用大马力拖拉机集成玉米秸秆粉碎还田技术、

秋浅旋耕技术以及严格执行整地标准等技术途径与发明思路，科学掌握玉米秸秆还田与整

地时机，突破秸秆全覆盖条件下出苗差与焚烧严重的技术障碍，有效地建立“土壤水库”，增

强耕地土壤蓄水保墒、防御旱涝的能力，有力解决东北风沙土农田保水保肥能力差等障碍

因素,最终目的是提供一种提高东北风少土农田土壤保水保肥能力与降低秸秆焚烧风险的

机械化高标准玉米耕种栽培方法。

[0052] 优选的，在步骤(1)中，所述旋混处理后，还进行表层镇压处理，更优选的，所述镇

压处理采用压强为600-700N/cm2的镇压器进行操作。

[0053] 旋耕处理的同时，可以在旋耕机后面挂载与旋耕机相同幅宽的镇压器进行镇压作

业，镇压器的强度为500-650N/cm2。目的是减少秋季水分蒸发，增加冬季土壤有效蓄水量，

充分提高自然降水利用效率。

[0054] 优选的，在步骤(1)中，所述旋混处理的作业速度为10-12km/h ,旋耕胜度为15-

25cm，更优选为15-18cm。

[0055] 优选的，在步骤(2)中，所述播种玉米，采用2行或者4行免耕播种机直接播种。

[0056] 优选的，所述播种的作业速度为8-10km/h，播种密度5.5-6万株/公顷。

[0057] 第二年春季，选择免耕播种机直接播种，大大降低了传统耕方式下土壤有效水分

的损失，提高一次性保苗、成苗率。

[0058] 所述的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适用于在盐碱地、黑土地和风沙土地种植

玉米中的应用。

[0059] 本发明所提供的玉米秸秆还田种植玉米的方法，集成并优化了秸秆粉碎还田技

术、土壤旋耕技术、镇压保墒等技术，充分协调了风沙土土壤耕层水、气、热的关系，实现了

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实现了作物地下部根系与地上部协同生长发育，提高了

对水、肥、气、热等资源的利用效率，尤其是实现了东北风少土区土地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可

持续利用。

[0060] 实施例

[0061] 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不同秸秆还田模式下秸秆在土壤中的分布示意图如图1所

示

[0062] 图中A、B、C分别表示秸秆粉碎覆盖还田、粉碎深翻还田与粉碎旋混模式下秸秆在

土壤中的分布。

[0063] 本发明所提供的实施例，包括以下步骤：

[0064] 步骤1，玉米秸秆粉碎还田：在玉米成熟后，籽粒水分降低到22％-28％，利用4行玉

米收获机进行籽粒或穗收获，同时将玉米秸秆粉碎，要求秸秆分段长度<＝10cm。

[0065] 步骤2，处理时间：整地时间选择在玉米收获后上冻之前进行，而且是以东北沙土

区农田秋天10-15cm土壤温度稳定在5-8℃，耕层土壤含水量在≤20％时进行作业为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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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氮损失(氨挥发)损失降到最低，同时减少水分散失。

[0066] 步骤3，旋混处理与表层镇压：在玉米秸秆粉碎后，利用大马力拖拉机，如约翰迪尔

7M-2204、华夏2204A、纽荷兰T1804等180马力以上动力机车牵引2刀辊旋耕机或3刀辊旋耕

机及时作业，要求旋耕强度大于15cm，但不得大于20cm，其中以15-18cm为宜。做到土壤与秸

秆充分混匀，以地表秸秆覆盖率<10％为宜。在秸秆旋耕处理同时，可在旋耕机后面加载压

强为600-700N/cm2的同宽幅镇压器进行镇压处理，以减少秋天水分散失，起到保墒与冬季

积雪的作用。

[0067] 步骤4，机械免耕播种：第二年春季，可以利用4行免耕播种机直接免耕播种，最佳

作业速度8km/h，播种密度5.5-6万株/公顷，可提高一次性保苗、成苗率，为高产创造基础。

[0068] 实施例1

[0069] 利用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种植玉米的方法，在吉林省四平市

梨树宪臣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建中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多年试验。该合作社所

在地为吉林西部典型风沙土农田，面积约15万亩适合本专利的实施。

[0070] 步骤1，玉米秸秆全量粉碎还田：在玉米成熟后，籽粒水分降低到25％，利用4行玉

米收获机进行籽粒或穗收获，同时将玉米秸秆粉碎，经调查秸秆分段平均长度5.4cm。

[0071] 步骤1，旋耕时间：针对吉林省四平市林海地区风沙地土壤特性以及种种经营习

惯，一般在在10月20号前后，即秋天10-15cm土壤温度稳定通过4.6℃，耕层土壤含水量在

20％-28％时进行整地，此时氨挥发或氮肥的损失程度最低，同时减少水分散失。

[0072] 步骤3，旋混处理与表层镇压：在玉米秸秆粉碎后，利用大马力拖拉机，如约翰迪尔

7M-2204、华夏2204A、纽荷兰T1804等180马力以上动力机车牵引3刀辊旋耕整地机及时旋耕

处理，要求旋耕强度18±3cm为宜，土壤与秸秆充分混匀，地表秸秆覆盖率为5％。在秸秆旋

耕处理同时，可在旋耕机后面加载压强为650N/cm2的镇压器(宽幅2.5m)进行镇压，目的是

减少秋天水分散失，增加冬季积雪。

[0073] 步骤4，第二年春季，可以利用4行免耕播种机直接免耕播种，最佳作业速度8km/h，

选用品种为优质高抗玉米富民58，播种密度6.3万株/公顷，保苗密度6.1万株/公顷。

[0074] 技术效果：田间调查和测试表明，采用一种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方法，连续近10

年耕种作业后，优化耕层构造，可形成深厚疏松耕层结构，耕层有效土壤量增加30％以上，

玉米根系体积较对照增大20.4％；增强耕地土壤蓄水保墒能力，有效地建立“土壤水库”，春

季耕层含水量提高约10个百分点；秸秆“零”焚烧还田，使得土壤有机质增加0.15％，速效氮

提高7.5％；试验期玉米产量比平均对照(普通农户地块)增产7.8％。

[0075] 实施例2

[0076] 利用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方法，在吉林中西部梨树县卢伟农

民专业合作社2017-2018进行试验。该基地有典型中厚层黑钙土农田10多万亩，适合本专利

的实施。

[0077] 步骤1，玉米秸秆全量粉碎还田：在玉米成熟后，籽粒水分降低到22％-28％，利用4

行玉米收获机进行穗收获，同时将玉米秸秆粉碎，要求秸秆分段长度<＝10cm。

[0078] 步骤2，处理时间：针对吉林中西部半湿润区农田种植习惯和气候特征，在秋天耕

地土壤温度稳定通过4.6℃，耕层土壤含水量在20％-28％时进行旋耕整地。

[0079] 步骤3，旋混处理与表层镇压：在玉米秸秆粉碎后，利用华夏2204A大马力拖拉机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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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3刀辊旋耕整地机及时进行旋耕处理，要求旋耕强度大于15cm，但不得大于20cm，其中以

15-18cm为宜。做到土壤与秸秆充分混匀，以地表秸秆覆盖率<10％为宜。在秸秆旋耕处理同

时，可在旋耕机后面加载压强为600-700N/cm2的镇压器进行镇压作业，以减少秋天水分散

失，起到保墒与冬季积雪的作用。

[0080] 步骤4，机械免耕播种：第二年春季5月10号左右，利用康达2BMZF-4免耕播种机进

行播种，作业速度8km/h，播种密度6万株/公顷。

[0081] 技术效果：田间调查和统计分析表明，采用玉米秸秆粉碎旋混还田方法，可有效降

低秸秆焚烧风险，切实减轻了政府秸秆焚烧的压力和负担。两年实施效果表面，有效耕层厚

度平均增加4.8cm；雨水入渗速度和冬季融雪数量明显增强，有效地建立了“土壤水库”，春

季耕层含水量提高约4.5个百分点；玉米根系体积较对照增加5.5％；土壤有机质略有增加，

但玉米产量比对照平均增产5.9％。

[0082] 尽管已用具体实施例来说明和描述了本发明，然而应意识到，以上各实施例仅用

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在不背离本发

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

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

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范围；因此，这意味着在所附权利要求中包括属于本发明

范围内的所有这些替换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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