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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对于农村发展尤其是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 农作物

秸秆是农村面源污染的源头， 秸秆在田间焚烧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烟雾， 对农村及城市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中国作为

秸秆资源大国， 无论是农民私自焚烧还是遗弃秸秆， 都会对农村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 近年来中国秸秆治理产业链规

模虽然不断扩大， 但秸秆过剩问题仍较为严重， 由于很多农村地区已经不再需要将秸秆当成主要燃料， 为了抢收作物，

经常将多余秸秆直接焚烧， 既造成了资源浪费， 又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多负面影响。 在分析中国秸秆综合利用现状的

基础上， 剖析了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秸秆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促进中国秸秆资源治理有序发展的对策。

最后， 对未来中国农作物秸秆利用前景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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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hina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rur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rop straw is the source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rural areas, during the
process of straw burning in the field a large amount of smoke will be generated,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rural and urban environment. As a big country of straw resources, whether straw is burned or abandoned by
farmers, it will cause great pollution to the rural environment. Although the scale of China's straw management
industry chain has been expanding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 of excess straw is still more serious. As straw is
no longer needed as the main fuel in many rural regions, in order to rush to harvest, surplus straw is often directly
burned which not only cause waste of resources, but also has a lot of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straw in China,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traw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ere analyzed, and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straw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hina were put forward. Finally, the prospect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crop straw utiliz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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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盛产粮食作物， 同时也盛产秸秆。 近年来，
我国粮食产量持续增加， 秸秆产量也开始激增。 然而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村的能源结构也发生了
改变。 农户不再通过传统的燃烧秸秆方式获取能源，
而是广泛使用各类替代的新能源。 另外， 由于秸秆的
特殊性， 其分布在农村各地， 且秸秆的体积较大、 收
集运输成本较高， 使得目前我国农村秸秆的综合利用
率较低， 导致农作物秸秆出现大量过剩， 严重污染了
环境。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构建环境友好型农村社
会， 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的响应， 也是建设美丽乡
村、 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为此， 我国提出了秸
秆综合利用补贴政策响应秸秆治理。

1 中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概况

1.1 秸秆综合利用政策提出
2008年，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 《关于加快推进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 》 （国办发 〔2008〕 105
号）， 各个地区、 部门积极响应， 并采取了相应的有
效措施， 使秸秆的综合利用和严禁秸秆露天焚烧工作
取得了显著效果。 2015 年 11 月 16 日， 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等联合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快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和燃烧的通知》， 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完善秸
秆收储体系， 促进秸秆转化利用； 加强秸秆焚烧禁
令， 加大地方政府责任落实， 显著提高秸秆焚烧禁令
的力度和监管水平， 促进农民收入、 环境改善和农业
可持续发展[1]。
1.2 秸秆综合利用政策目标

秸秆综合利用补贴政策的目标是为了减少农户秸
秆遗弃野外或露天焚烧秸秆污染环境， 促进我国秸秆
产业链发展， 争取到 2020 年使我国秸秆资源综合利
用率达到 85%以上。 另外， 秸秆综合利用补贴政策希
望能显著改善农田秸秆露天焚烧点的数量或焚烧秸秆
的过火面积， 与 2016 年相比控制减少农田秸秆露天
焚烧点的数量或焚烧秸秆的过火面积 5%以上。 与此
同时， 消除在我国人口密集区域、 机场周边、 主要交
通沿线和地方政府规定的区域露天焚烧秸秆的现象[2]。
1.3 秸秆综合利用的实践

由于玉米、 小麦等作物在我国大量种植， 因而秸
秆资源量大、 种类繁多、 分布地区广阔， 秸秆资源也

是农民生活和农业发展的珍贵资源。 改革开放至今，
在我国惠农政策的大力扶持之下， 农作物连年丰收，
秸秆产量日益增多 （图 1）。 然而近年来农村新能源
的普及导致秸秆需求量减少， 我国农产品及加工副产
物、 剩余物逐年增多。 初步统计， 我国每年秸秆产量
有 9 亿 t， 加工副产物有 5.8 亿 t， 这些加工副产物综
合利用率平均不到 40%， 60%以上的副产物被随意堆
放、 丢弃或用作肥料还田以及生活燃料， 相当于白白
损失了 0.47 亿 hm2土地的投入产出和 6 000 亿元的收
入[3]。 秸秆供大于求， 又没有科学、 合理的使用技术，
农民只能随意抛弃或者焚烧， 从而产生日益严重的环
境污染问题。

近年来， 国家高度重视秸秆综合利用的科技研发
工作， 农业农村部专门设立了 “作物秸秆还田技术”
等公益性行业科研项目， 并在农业现代产业技术体系
中专门设置了秸秆利用岗位科学家， 对秸秆还田、 离
田等新问题、 新需求进行技术研发和改造提升。 科技
部、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将农作物秸秆破碎、 分选
等预处理技术进一步纳入了 《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
术领域 （2016）》， 加大对我国科研科技型企业的政策
扶持力度。 全国各省都开展了与秸秆有关的工程， 如
四川省组织实施了 “秸秆还田关键技术与经济型种植
新模式集成示范” “秸秆处理技术与机具研发” 等七
大工程， 带动全省秸秆产业发展； 河南省在秸秆乙
醇、 秸秆制生物燃料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关， 为秸秆高

in China were forecasted.
Key words： crop straw;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traw management; resource utilization

图 1 2010—2017 年中国秸秆理论资源量及可收集资源量

Fig.1 Theoretical and collectible resources of straw in China,

2010-2017

数据来源： 智研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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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值利用展现了良好前景。

2 中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存在的问
题与制约因素

2.1 源头问题未解决
目前， 我国主要采取秸秆禁烧政策， 在引导农户

利用秸秆方面尚缺乏有效举措。 我国秸秆利用率较为
低下， 而新型秸秆利用技术应用性较差， 相关配套支
持力度不够， 新技术未能在市场和农村地区有效推
广。 相较其他木制品或者塑料制品， 秸秆制造的产品
市场认可度低、 竞争力差， 没有价格优势， 是当前面
临的首要问题， 导致秸秆制品的市场需求较弱。 秸秆
市场在我国的产业链中尚未完全打通[4]。
2.2 农户处理秸秆成本无法转嫁

对于农户而言， 秸秆如果不就地焚烧， 则处理秸
秆成本较高， 成本无法转嫁。 对于政府而言， 如果放
任农户焚烧秸秆则会影响政府形象， 所以只得花费大
量人力、 物力、 财力成本实施禁烧。 同时， 禁烧在某
些压力情境下容易造成农户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因
此， 单一的秸秆禁烧措施并不是今后政策的出路。 疏
导农户利用秸秆并且让农户得到实惠才是今后我国政策
的发展道路。 因此禁烧秸秆必须考虑农户秸秆的出路。
2.3 秸秆综合利用农机装备薄弱

由于秸秆资源种类较为复杂， 作为粮食种植的副
产品， 散落程度高， 无论是收集还是运输储存都较为
困难。 农户想要利用秸秆资源所需劳动强度较大， 且
个人效率低下， 而且秸秆资源本身价值较低， 加工秸
秆资源利润薄弱， 加之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 外出务
工成为常态， 农业生产人工成本逐渐增高， 因而农户
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积极性较弱。 因此， 具有人力成
本低、 加工细致优势的机械化利用成为秸秆综合利用
的主要实现手段， 但我国农村农机装备普遍较为薄
弱， 尚远未发展到发达国家标准[5]。

3 推进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对策

3.1 重禁不如重疏
解决我国秸秆的源头问题， 彻底杜绝秸秆焚烧现

象， 政府须引导市场， 同时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支持力
度， 走政府引导、 市场消化和科技支撑相互配合、 配
套运行的路子， 积极着手解决秸秆的出路问题， 改善
当前秸秆禁烧工作中重禁轻疏的局面。 要大力发展秸
秆综合利用产业， 从市场的角度让秸秆综合利用有利

可图， 让农户处理秸秆成本可以转嫁。 依托政府与科
技， 构建全方位的秸秆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条[6]。
3.2 集中补贴资金

秸秆综合利用补贴资金形式较为分散， 若补贴资
金集中使用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单独补贴的效果较
差， 作用发挥薄弱。 建议在我国秸秆资源集中区域将
各类补贴资金集中化管理， 集中补贴利用秸秆资源化
企业， 降低管理成本。 同时， 吸引社会资本投资融
资， 让农户从根本上获利， 靠市场产业化将秸秆资源
分配到再生产当中。
3.3 提升农机装备质量和自动化

我国秸秆综合利用农机装备的质量水平和自动化
水平较弱， 较发达国家还有明显的差距。 在农业生产
人力成本逐步增高的时代背景下， 要进一步利用秸秆
资源， 加大国产农机设备的研发和生产方面的投入；
建议组建农业、 环保、 装备等联合科研团队； 设立秸
秆农机专项资金， 大力研发国产高品质、 高性价比农
机， 全面提升国内秸秆综合利用类农机装备的自动
化、 智能化水平。

4 未来中国农作物秸秆利用前景和发
展方向

4.1 秸秆还田
秸秆中富含农作物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和有机

质。 秸秆还田是直接将残留在土地上的秸秆作物翻入
土壤掩埋， 使之与土壤混合后逐渐腐烂， 从而达到改
善土壤肥力和质量的目的， 但我国某些地区存在秸秆
自行腐烂较慢的难点。 因此， 未来秸秆利用方面的研
究主要应集中在秸秆直接还田时增大秸秆破碎率上[7]。
4.2 秸秆饲料

我国秸秆产量大， 王亚静等研究发现我国秸秆产
量中适宜作为牲畜喂养饲料的秸秆占 85.67%[8]。但是由
于秸秆饲料存在口感差、 质地硬、 不易消化等特点，
韩鲁佳等发现我国用于牲畜饲料喂养的秸秆量不超过
总量的 20%[9]。未来高质量秸秆饲料化方法研究将是对
秸秆回收利用的重要方向。
4.3 能源利用

秸秆能直接通过燃烧、 气化、 液化和碳化的方式
转化为能源。 但是秸秆燃烧存在分散收集成本较高、
燃烧热值较低的问题； 沼气池对秸秆气化的处理数量
有限， 秸秆液化和碳化的成本较高。 未来对秸秆的能
源化利用主要应放在降低秸秆液化和碳化成本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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