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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农科发〔2021〕10号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水稻秸秆还田
技术规程的通知

各市（州）农业农村局，长白山管委会农业农村和水利局，长春

新区农委，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进水稻秸秆还田，减少秸秆焚烧，促进水稻产业绿色

可持续发展，去冬以来我厅组织我省农业科研教学和推广单位有关

水稻专家，在前几年基础上就适合我省推广应用的水稻秸秆还田技

术措施及规程不断进行完善和梳理，推出 6种主要水稻秸秆还田技

术规程。请各地抓紧组织水稻秸秆还田技术培训和指导，提前做好

水稻秸秆还田机具维修等有关准备工作，推动水稻秸秆还田工作取

得实效。

请各市（州）农业农村局于 2021年 6月 10日前将所辖县（市、

区）采用各种水稻秸秆还田方式作业面积等情况上报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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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刘凯，联系电话：0431—88906430

电子邮箱：kjc0431@163.com

附件：水稻秸秆还田技术规程（共 6种）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2021年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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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水稻秸秆深翻还田技术规程

一、技术简介

1.技术原理

水稻秸秆深翻还田是在水稻机械收获的同时将秸秆粉碎并均匀

抛撒于地表的前提下，利用铧式翻地犁将秸秆翻埋于土壤耕层之下

的一种秸秆还田方式。

2.技术特点

该技术具有农时可控，可与秋收无缝衔接，作业环节少，技术操

作简便，秸秆还田深度可达 15厘米以上等特点。

二、技术规程

1.适宜区域

轻度盐碱稻区或非盐碱稻区。

2.田块要求

选择田块土壤绝对含水量在 40%以下，适宜大型机械作业地块。

3.还田机械选择

应选择有利于扣垡和秸秆覆盖的铧式犁。

4.作业前准备

联合收割机必须带有秸秆切碎装置和抛撒装置。收割留茬≤15

厘米，秸秆切碎≤10 厘米，均匀抛撒于田里，做到秸秆不成堆，不



— 4 —

成趟。

5.还田

5.1 还田时间

最好收获后立即进行深翻还田，刚收获的秸秆含水量较高，及时

深翻更有利于腐解。翻埋效果秋季好于春季，对水稻生长影响春季

大于秋季。

5.2 还田量

全量还田。

6.促腐

秸秆腐熟剂可有效加速秸秆腐解进程、加速养分转化、促进土壤

养分施放，部分腐熟剂还有固氮或提高磷钾肥利用效率、提高根系

活力、增产、灭杀秸秆中病菌等作用。使用秸秆腐熟剂的同时可每

公顷施入尿素 75～150公斤尿素，促进秸秆腐解。

7.整地

7.1 旱整地

在次年春季进行旋耕旱整平，减少水整地次数，避免过度扰动土

壤，将底层秸秆翻至土壤上层，影响后续插秧作业。

7.2 泡田水量

控制泡田用水，泡田用水过多，秸秆不能完全搅拌到泥里漂浮秸

秆，因此花达水泡田是防止漂稻茬的关键措施。泡田时上水到土块

高度的 2/3即可，等到完全泡透水渗到土块下 1/3左右，呈花达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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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整地。低洼地块要少上水、水少可以补水；水多的田块应先排出

多余水分再整地。

7.3搅浆平地

把秸秆搅拌到泥中，防止残茬漂浮影响插秧及秧苗生长。搅浆平

地机速度用慢 2或慢 3档位，把稻茬均匀混拌在泥里。搅浆后田面

呈胶泥状，可以有零星的花达水，但不能全田有水层，有水层则漂

浮秸秆。若是秸秆抛撒不匀或秸秆量大的地块，如果搅浆一遍之后

仍有很多秸秆在泥面上，可以增加一次搅浆作业，把秸秆全部混拌

到泥里。尽量减少搅浆遍数，遍数多泥浆层厚，土壤结构过于细腻

致密，通透性差，不利于根系发育。

7.4耢地整平

用刮板或直径 15厘米以上的钢管做成的耢子超平泥面，整平后

田块内高低差<3厘米，达到寸水不露泥效果，形成 2厘米左右的泥

浆层。理想的耕层是“上有泥浆、下有团块”。耢地后沉淀时间要根据

具体土壤类型和手指划泥面合拢效果确定沉淀时间，土壤含砂较大

沉降时间宜短，粘重土壤沉淀时间宜长。田面手指化沟后，泥浆可

慢慢恢复，是插秧的最佳时期。

8.水分管理

秸秆全量还田后，分解最快是在生长季的 6～7月份，而此时正

值水稻分蘖期和幼穗分化期，秸秆分解会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应

采取“浅--湿--干”的方式灌溉，充氧壮根，除施肥和除草需要保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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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以外，不宜长时间淹灌，防止有害气体损伤根系。

非盐碱地稻区，在水稻移栽后分蘖初期可晒田 1～2次，及时充

氧；分蘖末期可重晒至田面微裂、不粘脚，养根控蘖；拔节期保持

脚窝有水为宜，无水再上新水；结实期“浅--湿--干”灌溉直到黄熟初

期将水排干。

9.养分管理

秸秆还田增加土壤养分，应适当减少化肥用量，因此秸秆还田第

一年在当地历年施肥量的基础上减少施氮肥量 5%-10%左右；第二年

因地制宜在当地历年施肥量的基础上减少施氮肥量 10%～20%。

10.其它管理措施与常规水稻生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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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水稻秸秆深埋还田技术规程

一、技术简介

1.技术原理

采用反转旋耕作业方式，通过特制旋耕刀辊总装，由耕层底部想

上切削土壤，将土壤及水稻整秆通过刀辊上方向刀辊后方抛出，经

罩壳及挡草栅撞击，水稻秸秆及大土块被栅条挡住并沿挡草栅内侧

花落，细小土块则穿过挡草栅并均匀铺于其后。由于秸秆与土壤落

入沟底村砸时间差，秸秆会限于土壤落入沟底且被随后落下的土壤

覆盖，从而实现水稻秸秆整株还田作业能够形成上细下粗的优质土

壤层，一次性完成切土、碎土、埋草、压草及覆土等多项作业。

2.技术特点

该技术具有耕作深度适宜，秸秆还田深度 20厘米以上，水整地

不漂稻茬，不影响水稻生长等特点。

表 1秸秆深埋还田机械指标

技术指标 数值

配套动力（kw） ≥66

作业速度（kw/h）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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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幅宽（m） 1.6/2.1

耕深（厘米） 15-25

耕深稳定性（%） 86

秸秆还田率（%） 90

耕后地标平整度（厘米） 1.4

碎土率（%） ≥90

二、技术规程

1.适宜区域

轻度盐碱稻区或非盐碱稻区。

2.田块要求

选择土壤绝对含水量在 25%～30%的田块，适宜大型农机作业的

田块。

3.机械配备

3.1 还田机

秸秆深埋还田机，工作幅宽 1.6米或 2.1米，配套动力大于等于

66.2千瓦，作业速度 1.0～1.5千米/小时，耕深达到 20厘米以上，秸

秆还田率 90%以上。

3.2 动力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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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宽 1.6米机型，建议配套 904以上拖拉机；幅宽 2.1米机型，

配套 1304以上拖拉机。

4.作业前准备

联合收割机必须带有秸秆切碎装置和抛撒装置。收割留茬≤15

厘米，秸秆切碎≤10 厘米，均匀抛撒于田里，做到秸秆不成堆，不

成趟。

5.翻埋

5.1 翻埋时间

最好边收割边翻埋，刚收获的秸秆含水量较高，及时翻埋更有利

于腐解。翻埋效果春季好于秋季，对水稻生长影响春季大于秋季。

5.2 还田量

全量还田。

6.促腐

秸秆腐熟剂可有效加速秸秆腐解进程、加速养分转化、促进土壤

养分施放，部分腐熟剂还有固氮或提高磷钾肥利用效率、提高根系

活力、增产、灭杀秸秆中病菌等作用。使用秸秆腐熟剂的同时可每

公顷施入尿素 75～150公斤尿素，促进秸秆腐解。

7.整地

7.1 旱整地

在次年春季进行旋耕旱整平，减少水整地次数，避免过度扰动土

壤，将底层秸秆翻至土壤上层，影响后续插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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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泡田水量

控制泡田用水，泡田用水过多，秸秆不能完全搅拌到泥里漂浮秸

秆，因此花达水泡田是防止漂稻茬的关键措施。泡田时上水到土块

高度的 2/3即可，等到完全泡透水渗到土块下 1/3左右，呈花达水时

再整地。低洼地块要少上水、水少可以补水；水多的田块应先排出

多余水分再整地。

7.3搅浆平地

把秸秆搅拌到泥中，防止残茬漂浮影响插秧及秧苗生长。搅浆平

地机速度用慢 2或慢 3档位，把稻茬均匀混拌在泥里。搅浆后田面

呈胶泥状，可以有零星的花达水，但不能全田有水层，有水层则漂

浮秸秆。若是秸秆抛撒不匀或秸秆量大的地块，如果搅浆一遍之后

仍有很多秸秆在泥面上，可以增加一次搅浆作业，把秸秆全部混拌

到泥里。尽量减少搅浆遍数，遍数多泥浆层厚，土壤结构过于细腻

致密，通透性差，不利于根系发育。

7.4耢地整平

用刮板或直径 15厘米以上的钢管做成的耢子超平泥面，整平后

田块内高低差<3厘米，达到寸水不露泥效果，形成 2厘米左右的泥

浆层。理想的耕层是“上有泥浆、下有团块”。耢地后沉淀时间要根据

具体土壤类型和手指划泥面合拢效果确定沉淀时间，土壤含砂较大

沉降时间宜短，粘重土壤沉淀时间宜长。田面手指化沟后，泥浆可

慢慢恢复，是插秧的最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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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水分管理

秸秆全量还田后，分解最快是在生长季的 6～7月份，而此时正

值水稻分蘖期和幼穗分化期，秸秆分解会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应

采取“浅--湿--干”的方式灌溉，充氧壮根，除施肥和除草需要保持水

层以外，不宜长时间淹灌，防止有害气体损伤根系。

非盐碱地稻区，在水稻移栽后分蘖初期可晒田 1～2次，及时充

氧；分蘖末期可重晒至田面微裂、不粘脚，养根控蘖；拔节期保持

脚窝有水为宜，无水再上新水；结实期“浅--湿--干”灌溉直到黄熟初

期将水排干。

9.养分管理

秸秆还田增加土壤养分，应适当减少化肥用量，因此秸秆还田第

一年在当地历年施肥量的基础上减少施氮肥量 5%-10%左右；第二年

因地制宜在当地历年施肥量的基础上减少施氮肥量 10%～20%。

10.其它管理措施与常规水稻生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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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水稻秸秆旋耕还田技术规程

一、技术简介

1.技术原理

水稻秸秆旋耕还田是在水稻机械收获的同时将秸秆粉碎并均匀

抛撒于地表的前提下，利用旋耕机将秸秆混拌于土壤耕层中的一种

秸秆还田方式。

2.技术特点

该技术具有，技术操作简便，秸秆还田深度可达 15厘米～16厘

米等特点。

二、技术规程

1.适宜区域

轻度盐碱稻区或非盐碱稻区。

2.田块要求

秋季土壤含水量 40%以上，土壤黏重无法翻耕，适宜大型农机

作业的田块。

3.还田机械选择

选用大马力拖拉机配套旋耕机。

4.作业前准备

联合收割机必须带有秸秆切碎装置和抛撒装置。收割留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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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秸秆切碎≤10 厘米，均匀抛撒于田里，做到秸秆不成堆，不

成趟。

5.还田

5.1 还田时间

最好收获后立即进行旋耕还田作业。

5.2 还田量

全量还田

6.促腐

秸秆腐熟剂可有效加速秸秆腐解进程、加速养分转化、促进土壤

养分施放，部分腐熟剂还有固氮或提高磷钾肥利用效率、提高根系

活力、增产、灭杀秸秆中病菌等作用。使用秸秆腐熟剂的同时可每

公顷施入尿素 75～150公斤尿素，促进秸秆腐解。

7.整地

7.1 旱整地

在次年春季进行旋耕旱整平，减少水整地次数，避免过度扰动土

壤，将底层秸秆翻至土壤上层，影响后续插秧作业。

7.2 泡田水量

控制泡田用水，泡田用水过多，秸秆不能完全搅拌到泥里漂浮秸

秆，因此花达水泡田是防止漂稻茬的关键措施。泡田时上水到土块

高度的 2/3即可，等到完全泡透水渗到土块下 1/3左右，呈花达水时

再整地。低洼地块要少上水、水少可以补水；水多的田块应先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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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水分再整地。

7.3搅浆平地

把秸秆搅拌到泥中，防止残茬漂浮影响插秧及秧苗生长。搅浆平

地机速度用慢 2或慢 3档位，把稻茬均匀混拌在泥里。搅浆后田面

呈胶泥状，可以有零星的花达水，但不能全田有水层，有水层则漂

浮秸秆。若是秸秆抛撒不匀或秸秆量大的地块，如果搅浆一遍之后

仍有很多秸秆在泥面上，可以增加一次搅浆作业，把秸秆全部混拌

到泥里。尽量减少搅浆遍数，遍数多泥浆层厚，土壤结构过于细腻

致密，通透性差，不利于根系发育。

7.4耢地整平

用刮板或直径 15厘米以上的钢管做成的耢子超平泥面，整平后

田块内高低差<3厘米，达到寸水不露泥效果，形成 2厘米左右的泥

浆层。理想的耕层是“上有泥浆、下有团块”。耢地后沉淀时间要根据

具体土壤类型和手指划泥面合拢效果确定沉淀时间，土壤含砂较大

沉降时间宜短，粘重土壤沉淀时间宜长。田面手指化沟后，泥浆可

慢慢恢复，是插秧的最佳时期。

8.水分管理

秸秆全量还田后，分解最快是在生长季的 6～7月份，而此时正

值水稻分蘖期和幼穗分化期，秸秆分解会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应

采取“浅--湿--干”的方式灌溉，充氧壮根，除施肥和除草需要保持水

层以外，不宜长时间淹灌，防止有害气体损伤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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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盐碱地稻区，在水稻移栽后分蘖初期可晒田 1～2次，及时充

氧；分蘖末期可重晒至田面微裂、不粘脚，养根控蘖；拔节期保持

脚窝有水为宜，无水再上新水；结实期“浅--湿--干”灌溉直到黄熟初

期将水排干。

9.养分管理

秸秆还田增加土壤养分，应适当减少化肥用量，因此秸秆还田第

一年在当地历年施肥量的基础上减少施氮肥量 5%-10%左右；第二年

因地制宜在当地历年施肥量的基础上减少施氮肥量 10%～20%。

10.其它管理措施与常规水稻生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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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水稻秸秆春季搅浆还田技术规程

一、技术简介

1.技术原理

秸秆春季搅浆还田是以“高留茬收割+春季放水泡田+直接埋茬

搅浆平地”为核心的水稻秸秆还田模式。主要是利用搅浆埋茬平地机

械旋翻、滑切和旋压的工作原理，将浸泡后的水田土壤切碎、搅拌

成浆，同时将根茬、茎秆或杂草压入泥中，实现秸秆还田。

2.技术特点

该技术具有作业环节少，技术操作简便等特点。

二、技术规程

1.适宜区域

轻度盐碱稻区或非盐碱稻区。

2.田块要求

适宜大型农机作业的田块。

3.还田机械选择

搅浆平地机。

4.作业前准备

秋季机收水稻留高茬 30厘米左右，秸秆粉碎后，均匀抛撒田面，

做到秸秆不成堆，不成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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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还田

5.1 还田时间

次年春季放水泡田 3天～5天后，在田面土壤全部湿润、田间持

水量饱和状态下，采用搅浆平地机进行埋茬搅浆，使秸秆完全压沉

到泥浆中。

5.2 还田量

全量还田。

6.促腐

秸秆腐熟剂可有效加速秸秆腐解进程、加速养分转化、促进土壤

养分施放，部分腐熟剂还有固氮或提高磷钾肥利用效率、提高根系

活力、增产、灭杀秸秆中病菌等作用。使用秸秆腐熟剂的同时可每

公顷施入尿素 75～150公斤尿素，促进秸秆腐解。

7.整地标准

整地后田块内高低差要小于 3厘米，表层有细腻的泥浆层 2厘

米，水整地后田面呈现胶泥状，不可有成片的水面出现。水越深漂

稻茬越多。若是秸秆抛撒不匀或秸秆量大的地块，如果搅浆一遍之

后仍有很多秸秆在泥面上，可以增加一次搅浆作业，把秸秆全部混

拌到泥里。尽量减少搅浆遍数，遍数多泥浆层厚，土壤结构过于细

腻致密，通透性差，不利于根系发育，理想的耕层是“上有泥浆下有

团块”。整平后，手指划动田面，泥浆可慢慢复原，是最适插秧的田

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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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水分管理

秸秆全量还田后，分解最快是在生长季的 6～7月份，而此时正

值水稻分蘖期和幼穗分化期，秸秆分解会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应

采取“浅--湿--干”的方式灌溉，充氧壮根，除施肥和除草需要保持水

层以外，不宜长时间淹灌，防止有害气体损伤根系。

非盐碱地稻区，在水稻移栽后分蘖初期可晒田 1～2次，及时充

氧；分蘖末期可重晒至田面微裂、不粘脚，养根控蘖；拔节期保持

脚窝有水为宜，无水再上新水；结实期“浅--湿--干”灌溉直到黄熟初

期将水排干。

9.养分管理

秸秆还田增加土壤养分，应适当减少化肥用量，因此秸秆还田第

一年在当地历年施肥量的基础上减少施氮肥量 5%-10%左右；第二年

因地制宜在当地历年施肥量的基础上减少施氮肥量 10%～20%。

10.其它管理措施与常规水稻生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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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水稻秸秆秋季搅浆还田技术规程

一、技术简介

1.技术原理

秋季搅浆还田是以“高留茬收割+秋季放水泡田+直接埋茬搅浆

平地”为核心的水稻秸秆还田模式。主要是利用搅浆埋茬平地机械旋

翻、滑切和旋压的工作原理，将浸泡后的水田土壤切碎、搅拌成浆，

同时将根茬、茎秆或杂草压入泥中，实现秸秆还田。

2.技术特点

该技术具有作业环节少，技术操作简便等特点。

二、技术规程

1.适宜区域

轻度盐碱稻区或非盐碱稻区。

2.田块要求

秋季有灌水条件的地块，适宜大型农机作业的田块。

3.还田机械选择

搅浆平地机。

4.作业前准备

秋季机收水稻留高茬 30厘米左右，秸秆粉碎后，均匀抛撒田面，

做到秸秆不成堆，不成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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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还田

5.1 还田时间

秋季水稻收获后放水泡田 3天～5天，在田面土壤全部湿润、田

间持水量饱和状态下，采用搅浆平地机进行埋茬搅浆，使秸秆完全

压沉到泥浆中。

5.2 还田量

全量还田。

6.促腐

秸秆腐熟剂可有效加速秸秆腐解进程、加速养分转化、促进土壤

养分施放，部分腐熟剂还有固氮或提高磷钾肥利用效率、提高根系

活力、增产、灭杀秸秆中病菌等作用。使用秸秆腐熟剂的同时可每

公顷施入尿素 75～150公斤尿素，促进秸秆腐解。

7.整地

7.1 旱整地

在次年春季进行旋耕旱整平，减少水整地次数，避免过度扰动土

壤，将底层秸秆翻至土壤上层，影响后续插秧作业。

7.2 泡田水量

控制泡田用水，泡田用水过多，秸秆不能完全搅拌到泥里漂浮秸

秆，因此花达水泡田是防止漂稻茬的关键措施。泡田时上水到土块

高度的 2/3即可，等到完全泡透水渗到土块下 1/3左右，呈花达水时

再整地。低洼地块要少上水、水少可以补水；水多的田块应先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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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水分再整地。

7.3搅浆平地

把秸秆搅拌到泥中，防止残茬漂浮影响插秧及秧苗生长。搅浆平

地机速度用慢 2或慢 3档位，把稻茬均匀混拌在泥里。搅浆后田面

呈胶泥状，可以有零星的花达水，但不能全田有水层，有水层则漂

浮秸秆。若是秸秆抛撒不匀或秸秆量大的地块，如果搅浆一遍之后

仍有很多秸秆在泥面上，可以增加一次搅浆作业，把秸秆全部混拌

到泥里。尽量减少搅浆遍数，遍数多泥浆层厚，土壤结构过于细腻

致密，通透性差，不利于根系发育。

7.4耢地整平

用刮板或直径 15厘米以上的钢管做成的耢子超平泥面，整平后

田块内高低差<3厘米，达到寸水不露泥效果，形成 2厘米左右的泥

浆层。理想的耕层是“上有泥浆、下有团块”。耢地后沉淀时间要根据

具体土壤类型和手指划泥面合拢效果确定沉淀时间，土壤含砂较大

沉降时间宜短，粘重土壤沉淀时间宜长。田面手指化沟后，泥浆可

慢慢恢复，是插秧的最佳时期。

8.水分管理

秸秆全量还田后，分解最快是在生长季的 6～7月份，而此时正

值水稻分蘖期和幼穗分化期，秸秆分解会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应

采取“浅--湿--干”的方式灌溉，充氧壮根，除施肥和除草需要保持水

层以外，不宜长时间淹灌，防止有害气体损伤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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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盐碱地稻区，在水稻移栽后分蘖初期可晒田 1～2次，及时充

氧；分蘖末期可重晒至田面微裂、不粘脚，养根控蘖；拔节期保持

脚窝有水为宜，无水再上新水；结实期“浅--湿--干”灌溉直到黄熟初

期将水排干。

9.养分管理

秸秆还田增加土壤养分，应适当减少化肥用量，因此秸秆还田第

一年在当地历年施肥量的基础上减少施氮肥量 5%-10%左右；第二年

因地制宜在当地历年施肥量的基础上减少施氮肥量 10%～20%。

10.其它管理措施与常规水稻生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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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越冬期水稻秸秆原位催腐还田技术规程

一、技术简介

秋季将水稻秸秆打包后，选择适宜地方，加入催腐菌剂，覆盖保

温材料，进行堆沤。春季将腐熟发酵完毕的秸秆均匀铺撒至田面，

利用稻草翻埋机，结合春季翻地进行还田。其优点是可实现秸秆全

量化还田。

二、技术规程

1.场地选择

应选择在平坦、避风、向阳、近水源位置的收获后稻田。

2.催腐时间

秋季收获后，10月中下旬至11月中下旬为宜。

3.建堆催腐

3.1建堆规格

长度6米～10米，宽度4米～5米，高度1.5米～1.8米,10吨～15吨

稻草/堆，相当于1公顷～2公顷水稻秸秆产出量。

3.2建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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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水稻秸秆平铺至地面，方向以顺风为宜，高度40厘米/层～60

厘米/层，将已激活的催腐菌剂均匀喷洒至水稻秸秆上，然后向稻草

上喷水，使稻草含水量达到60%～70%。重复上述过程，逐层加高，

至高度1.5米～1.8米后用保温材料覆盖，促进前期升温、防止水分蒸

发。

3.3适时翻堆

堆内温度达到60～65℃时，进行通气翻堆，将堆垛上下、内外

秸秆充分置换，继续覆盖发酵至所有秸秆呈现灰褐色，结束催腐。

4.陈化待用

待堆垛温度降至40℃以下，且连续三天温度差＜3℃时，将发酵

好的秸秆重新堆垛待用，高度＜1米。

5.还田技术

5.1还田时间

春季土壤化冻后，耕整地前。

5.2还田量

腐熟后的秸秆 4.0吨/公顷～4.5吨/公顷，实现全量还田。

5.3还田作业

将腐熟发酵完毕的秸秆均匀铺撒至田面，结合春季翻地进行还

田，还田深度 15厘米～1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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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分管理

应采取“浅--湿--干”的方式灌溉，充氧壮根，除施肥和除草需要

保持水层以外，不宜长时间淹灌，防止有害气体损伤根系。

7.养分管理

腐熟后的秸秆还田增加土壤养分，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施肥量。

8.其它管理措施与常规水稻生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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