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棉秆主要化学成分为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
还含有单宁、果胶素、有机溶剂抽取物、色素及灰分等

少量组分，棉秆中的粗蛋白含量为 7.10%，优于稻草、
麦秸。 棉秆 NDF（ 中性洗涤纤维）和有机物含量与麦秆

相近，总体上讲棉秆在主要营养方面是比较丰富的，是

一种产量巨大的可再生资源， 开发利用棉秆资源是提

高棉田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之一[1-2]。 将棉秆直接还田

或堆沤还田，虽然其 N、P、K 的还田率高，但会对农业

生产带来不利影响：①棉秆直接还田，需要 3 年时间才

能彻底腐烂分解，有机成分才可被充分利用；②棉秆直

接还田后由于棉秆不能及时腐烂， 使播种后的种子不

能充分接触土壤，影响种子的发芽率，阻碍种芽生长，

摘 要：以黄河三角洲地区棉花秸秆为原材料，系统分析了菌剂和碳氮比对棉秆堆肥过程中物理、化学、生物学相关特征指标的影

响，同时对堆肥进行了腐熟度评价。结果表明，单独使用菌剂处理效果不明显，单纯加氮素的处理可以延长堆体高温（ >50 ℃）维持时

间，棉秆+氮肥+菌剂（ C∶N=25）处理的配比是棉秆快速腐熟的最优处理。 在棉秆腐熟度评价中，C/N、TOC、TN、T 值适宜作为优选指

标，pH、温度和 GI 适合作为一般性评价指标。 通过试验，初步建立了棉花秸秆腐熟度指标评价体系，可为棉秆的堆腐利用提供科学

指导，同时充分利用棉秆来改良土壤，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棉秆直接燃烧向大气排放的 CO2 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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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cotton straws from the Yellow River Delta region as compost materials, the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indexes of cotton
straw compost, effected by microorganisms and C/N, were measured periodically and the maturity degree was evaluat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processing effect of microbial agent treatment was not obvious. Compared with CK and microbial agent treatment, the nitrogen treat－
ments could prolong the time of compost temperature （ >50 ℃） . The cotton straw+ nitrogen+ microbial agent （ C∶N=25∶1） treatment, finished
maturity firstly after 84 days, was the optimal treatment. In the cotton straw maturity evaluation, C/N, TOC, TN, T were suitable to be used as
optimization indexes, pH, temperature and GI were suitable as general evaluation indexes. The indexs for evaluating the maturity of cotton
straw compost was established preliminarily and the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using cotton straw compost was provided. The reasonable utiliza－
tion of cotton straw for soil modification could reduced CO2 emission by fire in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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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棉秆腐熟试验设计

Table 1 The experiment design of the cotton straw composting

注：秸秆腐熟剂加入量为质量百分比。

处理号 处理 碳氮比 EM 菌液/mL·t-1 秸秆腐熟剂/%

1 空白 41∶1 — —

2 棉秆+氮肥 30∶1 — —

3 棉秆+氮肥 25∶1 — —

4 棉秆+菌剂 41∶1 200 0.4

5 棉秆+氮肥+菌剂 30∶1 200 0.4

6 棉秆+氮肥+菌剂 25∶1 200 0.4

造成出苗不齐； ③棉秆上附着的病菌和虫卵被植入土

壤繁殖蔓延，造成病虫害的泛滥成灾；④棉秆直接还田

需铡短切碎，增加了人工和资金的投入[3]。
堆肥化处理是目前针对农业有机固体废弃物最

主要的利用途径之一，堆肥的腐熟度评价是关系到堆

肥安全利用的重要环节[4]。 堆肥腐熟度是反映有机物

降解和生物化学稳定度的指标。 在已有的研究中，针

对易腐解固体废弃物腐熟度的研究较多[5-7]，而针对棉

秆这种结构致密类有机物料的研究尚鲜见报道。单项

评价参数难以准确评价堆肥的质量 [8]，目前较为认同

的堆肥腐熟度的评价方法是采用多种分析方法测定

多个指标，然后根据这些指标综合反映堆肥的腐熟状

况[9]。 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堆肥质量协会建议必须使用

两项以上的化学或生物学指标评价堆肥的腐熟度 [10]。
本文采用条垛系统对棉花秸秆进行堆肥化处理，研究

堆肥过程中相关理化和生物学指标的变化规律，评价

棉花秸秆堆肥化处理的可行性及存在的问题，为合理

利用棉秸资源提供相关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验设计

供试棉秆中有机碳、氮、磷（ P2O5）和钾（ K2O）平均

含量分别为 45.17%、1.09%、0.162%、2.02%。 尿素含

氮量为 46.4%。 EM 菌液：包含放线菌、双歧菌、乳酸

菌、芽孢杆菌、光合细菌、酵母菌等菌种，有益菌数≥
10 亿个·mL-1。 秸秆腐熟剂：由能够强烈分解纤维素、
半纤维素、木质素的嗜热、耐热细菌、真菌、放线菌和

生物酶组成。 EM 菌液和秸秆腐熟剂均购自安徽广宇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堆肥试验在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

态试验站进行，供试棉秆取自试验站试验田上一年种

植的棉花，棉秆经机械粉碎后将棉秆不同部位充分混

合，按不同碳氮比和菌剂添加比例（ 质量比）进行棉秆

腐熟试验，共设计 6 组处理（ 表 1） 。 试验时将试验材

料分 4 层堆放于塑料布上，在堆置的层与层间和最上

层添加秸秆腐熟剂；以氮肥（ 尿素）调节碳氮比，菌液、
尿素与水按一定比例稀释后， 均匀喷洒于棉秆上，调

节棉秆含水量在 65%左右。 堆体长 200 cm、 宽 100
cm、高 70 cm，棉秆总干重为 150 kg。 在试验开始后第

4、6、8、10、15、20 d 进行人工翻堆。 堆肥过程中，分别

在 第 1、3、7、14、28、42、56、70、84 d 按 上、中、下 部 多

点采样。样品混匀后，风干磨碎过 0.45 mm 筛，冷冻保

存备测。
1.2 测定方法与数据分析

1.2.1 理化指标

表观分析法 [11]为每次采样时观察记录堆体物料

的机械结构、颜色、气味及蚊虫滋生情况等。温度取每

日堆体上、中、下部温度的平均值；棉秆堆腐样品按固

液比 1∶10（ w∶v，以干重计）配置后，150 r·min-1 振荡浸

提 1 h，测定悬浮液的 pH 值；有机碳采用重铬酸钾氧

化法测定； 全氮采用浓 H2SO4 消煮，KDY-9840 凯氏

定氮仪测定 [12]；碳氮比变化（ T 值）用堆肥结束时 C/N
与初始 C/N 的比值表示。
1.2.2 生物学指标

采用发芽指数作为棉秆腐熟度的生物指标，首先

按测 pH 和 EC 的方法制备样品浸提液， 然后在直径

为 9 cm 的培养皿内垫一张滤纸，均匀放入 10 颗水芹

（ Cress）种子，加入样品浸提滤液 5 mL，在 25 ℃黑暗

的培养箱中培养 48 h 后，计算发芽率并测定根长，每

样品 3 次重复，同时用去离子水做空白试验，发芽指

数计算公式如下[13]：

GI（ ％）= GtLt

GcLc
×100

式中：GI 为种子发芽指数，%；Gt 和 Gc 分别为处理和

对照的平均种子发芽率，%；Lt 和 Lc 分别为处理和对

照的平均根长，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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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棉花秸秆堆腐过程中 pH 值的变化

Figure 2 The changes of pH value during the
cotton straw compo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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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13.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使用

Excel 软件对测定数据进行分析和绘图。

2 结果与讨论

2.1 棉花秸秆堆腐过程中特征理化指标的变化

2.1.1 温度的变化

堆体温度变化是评价堆肥化过程的重要指标之

一，同时也被认为是堆肥稳定度评价最简便快捷的物

理指标。 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一般认为堆体温度在

50 ℃以上并维持 5～10 d， 即达到我国的粪便无害化

卫生标准[14]。 当堆体趋于环境温度时，表明物料已稳

定。 本试验各处理的温度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并在第

7 天前后达到峰值（ 图 1） 。 除了处理 4 仅在 50 ℃以上

维持 4 d 外，其他处理均维持了 11～19 d，说明大部分

处理达到了《 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 GB 7959—1987）
的要求。

表观分析法是通过外观来分析堆肥过程的方法。
经反复观察分析可知，虽然大部分处理达到了《 粪便

无害化卫生标准》的温度要求，但在本试验结束时，大

部分处理（ 处理 1、处理 2、处理 3 等）的堆体颜色深浅

不均匀，有蚊蝇孳生，颜色为浅褐色，棉秆质地较硬，
同时伴有令人不快的气味，说明这些处理尚未达到腐

熟要求。 因此，温度指标只能作为本试验棉秆腐熟度

的参考指标。
2.1.2 pH 的变化

pH 值可作为评价堆肥腐熟程度的指标 [15]，但由

于 pH 值受堆肥原料和条件的影响较大，一般作为堆

肥腐熟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16]。 由图 2 可

知，除空白和处理 4 外，其他处理在第 1 d 的 pH 值均

高于 8.0，这与原料中添加的尿素水解产生了氨有关。
随着堆体有机酸的产生， 各处理 pH 呈下降趋势，随

后因氨化作用产生的铵态氮逐渐累积，pH 值逐渐升

高[17]；经过 28 d 后，有机物质分解产生的有机酸起到

中和作用，pH 值呈降低的趋势 [18]，同时堆腐物质起到

了缓冲的作用[19]。 相关研究表明：腐解物腐熟完成时

一般呈弱碱性，pH 值在 8~9 之间[15-16]。 在本试验结束

时，处理 6 的 pH 值为 8.31。
2.1.3 碳、氮的变化

棉秆堆腐过程中各处理 TOC 随着堆腐时间呈逐

渐下降趋势（ 图 3） 。 从第 8 d 至 84 d，除处理 6 外，其

他各处理逐步趋于稳定，TOC 维持在 36.6%~44.6%之

间。 这是因为此阶段可溶性糖、蛋白质等容易分解利

用的物质被微生物分解代谢[4]。相对于其他处理，处理

6 的降低趋势较为明显， 至试验结束时， 该处理的

TOC 含量为 27.8%，显著低于其他处理。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4 个加氮素处理的总氮量均

明显高于未加氮素处理， 并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

图 1 棉花秸秆堆腐过程中温度的变化

Figure 1 The temperature change during the cotton straw composting

处理 1：空白（ CK，C∶N=41∶1） ；处理 2：棉秆+氮肥（ C∶N=30∶1） ；处理 3：棉秆+氮肥（ C∶N=25∶1） ；处理 4：棉秆+菌剂（ C∶N=41∶1） ；
处理 5：棉秆+氮肥+菌剂（ C∶N=30∶1） ；处理 6：棉秆+氮肥+菌剂（ C∶N=25∶1） 。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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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这是由于试验前期（ 7 d 内）各处理的温度处于

峰值附近，微生物处于高活性状态，物料中的有机氮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转化为铵态氮，一部分以 NH3 的形

式挥发，造成氮素损失 [20]；第 7~14 d，全氮含量呈增加

趋势，这是由于在氨挥发减缓后，含碳有机物降解转

化为二氧化碳而挥发，导致总干物重的下降幅度明显

大于全氮下降幅度，全氮的相对含量增加[21]。空白和处

理 4 的全氮量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变化较为平稳，在各

时段均低于其他处理。 至堆腐结束，各处理全氮量为

处理 6>处理 3>处理 5>处理 2>处理 1>处理 4。

碳氮比（ C/N）是最常用的比较直观评价腐熟度的

参数，堆肥过程中 C/N 不断下降，理论上应趋于微生

物菌体的 C/N 即 16 左右， 一般堆肥原料的 C/N 下降

到 20 以下时即认为堆肥发酵腐熟[22-24]。 堆肥原料能够

进行堆腐的适宜条件为 C/N 小于 30[25]。 在本试验中，
各处理 C/N 总体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 图 5），第 56 d
后各处理趋于平稳。这是由于随着堆制进行，微生物消

耗大量碳水化合物，总碳量呈下降趋势，全氮相对增

加，使堆体 C/N 逐渐减少，堆肥逐渐达到腐熟[26]。 试验

结束时，处理 6 的 C/N 为 15.4，可以判断其已达到腐

熟标准（ 小于 20）。Rosen 等[27]研究指出，理想的腐熟肥

料的 C/N 在 15~20 之间。 说明处理 6 达到了较好的腐

熟效果，而其他处理 C/N>20/1，均未腐熟。
采用 T 值[（ 终点 C/N） /（ 初始 C/N） ]评价腐熟度更

具 有 合 理 性，当 T 值 小 于 0.6 时，堆 肥 达 到 腐 熟 程

度 [28-29],张鸣等 [30]试验也表明 T 值小于 0.6 时堆肥基

本达到腐熟。 不同物料堆肥的 T 值变化不大，在 0.5~
0.7 之间， 因而 T 值适用于不同物料堆肥的腐熟度

评 价 [31]。 从表 2 可以看出， 在本试验进行至第 84 d
时，仅处理 6 的 T 值（ 0.592 7）小于 0.6，其他处理的 T
值在 0.79~0.85 之间，同时处理 6 与其他处理的 T 值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P<0.01） 。
2.2 棉花秸秆堆腐过程中生物指标的变化

种子发芽指数值（ GI） 被认为是目前最能反映堆

肥产品植物毒性和判断堆肥无害化和腐熟度的参数，
可综合体现堆肥样品的低毒性（ 影响根长） 或高毒性

（ 影响发芽） [32]。 在本研究中，各试验 GI 值呈现逐步增

加的趋势（ 图 6） ，表明抑制种子生长的有毒物质被慢

慢消除， 堆肥产物对植物的毒害作用逐渐减弱 [13，33]。
Zucconit 等 [13]认为，当 GI>50%时，堆肥对植物已基本

表 2 棉花秸秆堆腐试验 84 d 时各处理的 T 值

Table 2 The T vaules after the cotton straw composting of 84 days

处理 初始 C/N 终点 C/N T 值

处理 1 41.74 35.30 0.845 8aA

处理 2 30.00 24.34 0.807 4aA

处理 3 25.00 20.99 0.808 2aA

处理 4 43.31 35.03 0.808 9aA

处理 5 30.00 23.19 0.791 4aA

处理 6 25.00 15.39 0.592 7bB

注：不相同的小写字母表明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 LSD） ；不相

同的大写字母表明在 0.01 水平上差异显著（ LS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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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棉花秸秆堆腐过程中 C/N 的变化

Figure 5 The changes of C/N during the cotton composting
图 3 棉花秸秆堆腐过程中 TOC 的变化

Figure 3 The changes of TOC during the cotton straw compo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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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棉花秸秆堆腐过程中 TN 的变化

Figure 4 The changes of TN during the cotton stalk
straw compo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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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毒性，堆肥已基本腐熟；当 GI>80%时，堆肥完全

腐熟。 本研究中， 大部分处理在堆腐 3~7 d 时 GI>
50%，至第 84 d 时，各处理（ 除处理 2 外）GI>80%。 但

就本试验通过外观直观判断，处理 1 至处理 5 的棉秆

腐解尚不完全， 微黄色未腐熟秸秆仍占一定比例，同

时结合相关理化指标（ 如 C/N 和 T 值）综合分析可知，
仅处理 6 达到腐熟的标准 （ C/N<20；T<0.6）。 说明 GI
不宜作为本试验棉秆腐熟的充分条件。
2.3 棉花秸秆堆腐过程中各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及

腐熟度评价指标的选择

综合参比各指标后，在本研究中仅处理 6 达到腐

熟标准，进一步分析棉秆腐熟过程中各评价指标的相

关关系（ 表 3）表明：C/N 与 TN、pH 值的相关系数分别

为－0．955、－0．366，呈极显著负相关（ P＜0．01） ，与 TOC
的相关系数为 0．729，呈极显著正相关（ P＜0．01） 。 本研

究中 C/N 和 T 值能够准确的指示棉秆的腐熟程度，
为评价棉秆腐熟度相对理想的指标。 TN 与 pH 的相

关 系 数 为 0.425，呈 极 显 著 正 相 关（ P＜0．01） ，与 TOC
的相关系数为－0．542，呈极显著负相关（ P＜0．01） ；TOC
与温度的相关系数为 0．502， 呈极显著正相关 （ P＜
0．01） ， 而棉秆腐熟过程中 C/N 及 T 值的变化主要表

现为 TOC 和 TN 的变化。 因此，TOC 和 TN 适宜作为

棉秆腐熟度评价优选指标。 pH 值与 C/N、TN 和 GI 相

关性显著， 虽然 pH 很好地指示了本试验的腐熟结

果，但综合考虑其很大程度上受堆肥原料和条件的影

响，且处理 6 的 pH 变化的规律性并不是很强，故 pH
适宜作为棉秆腐熟度评价一般性评价指标。 温度与

pH、GI 关系显著，在本研究中，各处理（ 处理 4 除外）
腐熟过程中温度和高温持续时间均达到完全腐熟要

求，但实际上仅有处理 6 完全腐熟，因此温度仅适宜

作为棉秆腐熟度评价一般性评价指标。 GI 与温度和

TOC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19 和-0.545，呈极显著负

相关（ P＜0．01） ，与 pH 值的相关系数为－0．306，呈显著

负相关（ P＜0．05） ，可见 GI 与其他评价参数关系比较

密切。 进一步分析表明，堆腐前期 GI>50%，可能由于

棉秆结构致密，短时间内腐解程度相对较差，产生的

植物毒素相对较少，从而产生了基本腐熟的假象。 84
d 时，各处理 GI 值均大于 80%却并未腐熟（ 处理 6 除

外） ，可能由于这些处理棉秆腐熟程度有限，加之经过

长时间堆积，有毒物质已基本分解消除。因此，虽然大

量研究表明 GI 值可以较敏感地反应堆肥的腐熟状

况，但本研究中针对棉秆堆肥腐熟度的评价，GI 只能

作为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可作为棉秆腐熟度评价

一般性评价指标。

3 结论

综合分析本试验堆肥过程中各处理进入和维持

高温（ >50℃）分解的时间、pH 值、C/N、T 值和 GI 等参

数的动态变化情况，在试验结束时，单纯添加氮素和

单纯添加菌剂的处理均未腐熟，处理 6（ 棉秆+氮肥+
菌剂，C∶N=25∶1） 配比是本试验棉秆快速腐熟的最优

处理。说明适当调节棉秆的碳氮比和添加微生物菌剂

可以促进棉秆的腐熟。 通过各指标间的相关性分析，
C/N、TOC、TN、T 值适宜作为棉秆腐熟度评价优选指

标，pH 值、 温度和 GI 只适合作为棉秆腐熟度评价一

般性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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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pH TOC TN C/N GI

温度 1

pH 0.126 1

TOC 0.502** -0.05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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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兴军 田 园 童裳伦 涂 从 涂仕华 涂书新 万红友 汪海珍 汪 洪 汪家权 王朝辉 王代长 王德汉 王国祥 王 果 王红丽

王慧忠 王金花 王 军 王凯荣 王 磊 王里奥 王立刚 王丽红 王 宁 王起超 王慎强 王小治 王晓燕 王欣泽 王 新 王学东

王学军 王彦华 王玉军（ 南京）王玉军（ 长春） 王云霞 王正银 王中良 王忠全 王祖伟 卫泽斌 魏 静 魏树和 魏贤勇 魏源送 魏自民

文湘华 翁伯琦 吴丰昌 吴景贵 吴敬禄 吴良欢 吴 攀 吴启堂 吴淑杭 吴 伟 吴卫红 吴耀国 吴银宝 吴永贵 吴振斌 伍 钧

武兰芳 夏北成 香 宝 向言词 肖 琳 肖 昕 肖羽堂 谢国生 谢正苗 谢忠雷 熊邦喜 熊德中 熊 丽 熊双莲 熊治廷 徐德福

徐敦明 徐 恒 徐 华 徐 建 徐明岗 徐仁扣 徐卫红 徐晓燕 徐星凯 徐友宁 许 超 许其功 许修宏 许育新 薛南冬 薛生国

薛喜成 严明理 严重玲 阎百兴 阎秀兰 颜昌宙 颜晓元 颜增光 晏维金 杨长明 杨 琛 杨国义 杨合同 杨俊诚 杨丽标 杨连新

杨林章 杨柳燕 杨如意 杨 劭 杨世琦 杨永亮 杨正礼 姚丽贤 仪慧兰 易 秀 易志刚 尹大强 于方明 虞云龙 袁红莉 袁 星

袁旭音 苑宝玲 岳 明 曾希柏 翟丙年 占新华 张德咏 张芳琴 张金波 张晋京 张丽娟 张盼月 张培玉 张奇春 张晴雯 张庆忠

张瑞福 张世熔 张树兰 张树清 张素坤 张 卫 张卫建 张兴昌 张耀鸿 张义坚 张迎梅 张 颖 张永春 张余良 张雨梅 张玉斌

张玉华 张增强 章家恩 章明奎 赵保卫 赵 吉 赵建庄 赵立欣 赵同科 赵希岳 郑 平 郑天凌 郑永权 郑有飞 周东美 周鸿凯

周 青 周溶冰 周顺桂 周卫军 周鑫斌 周运超 朱 波 朱 琳 朱鲁生 朱茂旭 朱润良 朱宇恩 朱育菁 朱志良 宗良纲 邹建文

孙凯宁，等：棉花秸秆堆腐特性及腐熟度评价

《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2 年审稿专家名录
（ 按姓氏拼音排序）

!!!!!!!!!!!!!!!!!!!!!!!!!!!!!!!!!!!!!!!!!!!!!!!!!

正是因为有以上专家认真及时地审稿，才使刊物的稿件质量得到有力的保证，使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得以即时发表，使科技新

人脱颖而出。 在此，本刊编辑部对各位专家的辛勤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为不断壮大审稿专家队伍，适应日益增多的稿源需求，我

们衷心地希望广大作者和读者踊跃推荐审稿专家候选人，以促进刊物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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