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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秸蚯蚓堆制后的物理、化学及微生物特性变化 

于建光 ，常志州 ，沈 磊 ，张建英 ，杜 静 ，徐跃定 
(1汀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tj环境研究所，汀苏南京 210014； 

2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系，江苏句容 212400) 

摘要：利用水稻秸秆与畜禽粪便(牛粪 、猪粪和鸡粪)等 f重混合物(RCD、RPM、RCE)接种蚯蚓(Eiseniafoetida)进 

行堆制 ，研究堆肥产物的物理、化学及微生物特性变化。结果表明，蚯蚓堆制 30 d后 ，稻秸牛粪、稻秸猪粪堆肥产物 

MBC含量显著下降；3种稻秸粪便混合物经蚯蚓堆制后，堆肥产物微生物代谢熵、脱氢酶和碱性磷酸酶活性增加， 

尤以 RCD的变化明显。稻秸牛粪、稻秸猪粪及稻秸鸡粪混合物经蚯蚓堆制后，总固形物平均重量损失分别增加 

6．45％、4．22％和 3．82％ ；pH值均降低，其中 RCD显著降低。蚯蚓堆制有助于提高堆肥产物仝氮 、全磷和全钾含 

量，同时使碳氮比降低。水稻秸秆混入部分畜禽粪便经蚯蚓堆制可减少堆肥时『白J并提高堆肥质量，混入的粪便以 

牛粪最好，猪粪次之，鸡粪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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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physical-chemical and microbial properties of rice straw 

through vermicompo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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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ermicomposting is a popular technique used f(1r waste treatment(e．g．COW dung，pig manure and 

chicken excrement)．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vermicomposting used for rice straw treatment，three 

kinds of rice straw and dung mixture(straw：dung=1：1，dry weight)were set up：rice straw plus cattle dung 

(RCD)，rice straw plus pig manure(RPM)and rice straw plus chicken excrement(RCE)．Tile physical—chemical 

and microbial properties of end products obtained through composting and vermicomposting were analyzed respec— 

tively．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vermicomposting decreased the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MBC)in the end prod— 

ucts of RCD and RPM significantly after thirty days，while increased the microbial respiration quotient(qCO2)， 

dehydrogenase and alkaline phosphatase activities in the end products of RCD，RPM and RCE，especially for 

RCD．The total solid loss(TS loss)in the RCD，RPM and RCE were increased through vermicomposting by 

6．45％ ，4．22％ and 3．82％ ，respectively．Vermicomposting decreased the pH in the end products of three straw 

and dung mixture．The vermicompost obtained from RCD，RPM and RCE increased the contents of total nitrogen 

(TN)，total phosphorus(TP)and total potassium (TK)，while reduced C：N ratio compared with compost．The 

vermicomposting effects used for rice straw was followed with the order：RCD >RPM >RCE．The best dung suit— 

able for vermicomposting was cattle dung followed by pig manure and chicken exc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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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养分含量丰富，直接还田有利于提高土壤 

的肥力与质量  ̈ ，但大量秸秆还田会对作物生长 

产生不利影响。秸秆堆肥后再还田有助于克服上述 

矛盾，但秸秆堆肥进程受到堆肥材料质量、环境、参 

与分解生物等的影响。通过将秸秆和畜禽粪便、城 

市污泥、生活垃圾等混合堆制，有助于降低秸秆的碳 

氮比以及木质素、纤维素和多酚含量，进而促进物料 

的腐熟与稳定。。’ 。水稻秸秆由于本身体积大以及 

具结晶状纤维结构，即便与畜禽粪便混合堆肥，在堆 

肥过程中因吸水 困难导致微生物难 以深入秸秆 内 

部，如不粉碎，需较长时间才能达到腐熟程度。 

蚯蚓常被称为“生态系统工程师” ，可加快土 

壤中植物性材料的分解与转化 。利用蚯蚓处理 

有机废弃物，如树叶、城市污泥、生活垃圾、牲畜粪 

便、粪便秸秆混合物等作为原料进行堆制均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 ；而且堆肥产品也有利于作物生长 

和土传病害的控制 。接种蚯蚓用于各种废弃 

物堆肥化 的过 程称 为 “蚯蚓堆 制”(Vermicompost— 

ing)，蚯蚓通过混合、加工与破碎堆肥材料并改变其 

微生物群落的组成和活性而起作用 。上述报 

道涉及了部分秸秆的堆肥处理，秸秆在堆肥材料中 

所占比例较小，而接种蚯蚓用于秸秆为主要物料进 

行堆制处理的研究还少有报道。本研究拟通过蚯蚓 

与稻秸粪便混合物进行堆肥处理，以期为构建水稻 

秸秆蚯蚓堆制与综合评价体系，推广成本低、简单实 

用的稻秸堆肥技术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 

供试水稻秸秆和畜禽粪便均来自南京市周边农 

场或养殖场。水稻秸秆风干切碎至5 am左右，粪便 

风干粉碎过4 mm筛，水稻秸秆和粪便的基本性状 

见表 1。供试蚯蚓为赤子爱胜蚓(Eisenia foetida)， 

购自南京市某蚯蚓养殖场，个体平均鲜重0．275 g。 

试验选用 3种堆肥物料：水稻秸秆和牛粪等干 

重混合物(Rice straw plus cattle dung，RCD，二者干 

重比为 1：1，下同)、水稻秸秆和猪粪等于重混合物 

(Rice straw plus pig manure，RPM)、水稻秸秆 和鸡 

粪等干重混合物(Rice straw plus chicken excrement， 

RCE)。每种堆肥物料设 4次重复用于常规堆肥 

(Composting)，4次重复用于蚯蚓堆肥(Vermicom— 

posting)。 

所有物料在试验开始前均初始堆制 30 d以便 

达到热稳定、初始微生物降解与软化，堆制后堆肥物 

表1 供试物料基本性状 

Table 1 Chemical properties of experiment material 

注(Note)：RS—Riee straw；CD—Catt1e dung；PM—pig manure； 

CE Chicken excrement． TOC T0tal organic carbon； TN— T0tal N； 

TP— Total P：TK— T0tal K． 

料的理化性状见表2。初始堆制所用容器长 ×宽 × 

高为1．2 m x0．6 m x0．5 m的塑料箱，加水调节物料 

含水量为75％，置于温室培养。试验地大气日均温 

是22～25℃，每5 d翻堆 1次，并称重加水。初始堆 

置30 d后，将不同物料进行充分混合，分装于25 cm 

X25 cm(直径×高)塑料盆钵中，依各物料含水率分 

别使每盆物料干重为 1 kg(湿物料4 kg左右)，加水 

调节物料含水率为75％；在接种蚯蚓处理盆钵中接 

种蚯蚓。选取大小均匀且活性强的蚯蚓个体，蚯蚓接 

种量为每盆55 g，约 200条左右。物料湿度通过每 2 

d浇水或喷水维持含水率为 75％。30 d后破坏性采 

样，充分混匀，捡取蚯蚓并称鲜重，部分堆肥终产物鲜 

样保存于4~C冰箱用于微生物指标测定，部分鲜样于 

60℃烘干粉碎用于理化性状测定。 

1．2 测定项 目与方法 

微生 物 量 碳 (MBC)：采 用 氯 仿 熏 蒸 浸 提 

法 ’ 。即称取5 g鲜样，加 100 mL K SO ，振荡浸 

提和过滤后用 K，CrO 氧化法测定滤液中可溶性有 

机碳，熏蒸与未熏蒸样品可溶性有机碳含量之差校 

正后为MBC(k =2．64)。 

基础呼吸(BR)采用28℃恒温培养24 h碱液吸 

收法；代谢熵(qCO )为基础呼吸与微生物量碳之 

比；脱氢酶采用 1Trc法；纤维素酶采用 CMC糖 

化一硝基水杨酸比色法；碱性磷酸酶采用磷酸苯二 

钠比色法 。堆肥总固形物(TS)通过80c【=烘干23 

h测定 ；pH值和电导率通过将样品于 1：10的蒸 

馏水中振荡 30 min，过滤，取上清液于 pH计测定 

pH值，电导率仪测定电导率。 

堆肥养分测定采用常规分析方法 ：有机碳 

(TOC)采用重铬酸钾容量一外加热法；全氮(TN) 

采用 H s0 一H O 消煮一蒸馏法；全磷(TP)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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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ote)：RcD 水稻秸秆和牛粪等干重混合物 Rice straw plus cattle dung；RPM一水稻秸秆和猪粪等于重混合物 Rice straw plus pig 

manure；RcE一水稻秸秆和鸡粪等干重混合物 Rice straw plus chicken excrement． 

H SO 一H O 消煮一钼锑抗比色法；全钾(TK)采用 

H SO 一H O 消煮一火焰光度法测定。 

数据整理及统计采用 Excel和 SPSS(11．0)软 

件进行，处理问差异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t—test)。 

2 结果与讨论 

2．1 蚯蚓生物量变化 

蚯蚓堆制 30 d后，RCD、RPM和 RCE中蚯蚓鲜 

重均增加，分 别 比试 验开 始时增加 61．08％ ± 

9．3％ 、48．82％ ±2．83％ 和 8．7％ ±0．91％。表 明 

在30 d的蚯蚓堆制中，稻秸牛粪混合物更适于蚯蚓 

生长，而稻秸猪粪混合物次之，稻秸鸡粪混合物最 

差。其原因可能与不同粪便重金属、抗生素含量以 

及堆肥释放有毒有害物质的差异有关 。 

2．2 堆肥产物微生物特性变化 

在秸秆粪便混合物蚯蚓堆制过程中，蚯蚓与微 

生物的相互作用过程非常复杂，微生物量既表征微 

生物的数量，又是有效养分的供应源和储存库。相 

比于常规堆肥，蚯蚓堆制 30 d后 RCD和 RPM处理 

的微生物量碳(MBC)含量显著减少(P<0．05)，与 

Aira等 的结果一致。而 RCE处理的 MBC含量 

增加，但差异未达显著水平(P=0．174)。蚯蚓堆制 

使 RCD和 RPM中 MBC含量减少的原因可能是蚯 

蚓部分以微生物为食或者由于堆肥养分的耗竭所 

致  ̈妁 ；而 RCE的MBC含量增加可能源于蚯蚓作 

用后堆肥材料含有较多的易利用养分所致(表3)。 

基础呼吸(BR)是微生物群落对基质整体利用 

能力的表征。蚯蚓堆制能使 RCD和 RPM的 BR下 

降，而使 RCE的 BR升高，其变化与 MBC变化相呼 

应，二者 间呈现较 好的相关 性 (r=0．646，P< 

0．01)。蚯蚓堆制使 3种堆肥产物的代谢熵(qCO：) 

增大，其中RCD的增幅显著(P<0．05)，RPM极显 

著(P<0．01，)，与张宝贵等 的结果一致。qCO： 

表征单位微生物的代谢能力，蚯蚓堆制使 qCO 增 

大表明物料微生物群落的年轻化或微生物群落结构 

的改变 。 。 

脱氢酶能促进糖类与有机酸的脱氢反应，脱氢 

酶活性是指示微生物活性的重要指标 ，其活性大 

小取决于基质碳、氮、磷等的含量。表 3还看出，蚯 

蚓堆制使 3种堆肥物料的脱氢酶活性升高，其中 

RCD的增幅显著(P<0．05)，脱氢酶活性升高表明 

堆肥微生物活性的提高。纤维素酶的作用是分解纤 

维素，纤维素酶活性受基质氮、磷含量的限制，RCD 

和 RPM均因接种蚯蚓而使其纤维素酶活性升高，其 

中RCD增幅显著(P<0．05)，相反 RCE经蚯蚓堆制 

后纤维素酶活性显著降低(P<0．05)，原因尚不明 

了。磷酸酶催化有机磷为无机磷 ，蚯蚓堆制使 3 

种堆肥物料的碱性磷酸酶活性升高，其中 RCD极显 

著升高(尸<0．05)；碱性磷酸酶活性的提高有助于 

提升堆肥的品质，因为堆肥产品施用于土壤后，其中 

所含有的磷酸酶可继续发挥酶促作用，促进土壤中 

有机磷的活化。有关堆肥中酶来源的争论一直存 

在，其中微生物产生、基质携入等均是其主要来源， 

但堆肥微生物活动影响酶的活性为不争的事实。蚯 

蚓一方面通过堆肥材料的混合、吞咽及排粪等行为 

影响微生物，进而影响酶的产生与释放，另一方面蚯 

蚓本身也可产生某些酶 。 

2．3 堆肥产物物理化学性质变化 

总固形物(Total solids，TS)重量损失可较直观 

地评价堆肥的效果与进程，蚯蚓堆制使堆肥进程加 

快，促进了秸秆的减容减量(表 4)；蚯蚓堆制后较 

多的蚯蚓生物量(鲜重)有助于增加堆肥物料 Ts重 

量损失。 

相比于常规堆肥，3种稻秸粪便混合物经蚯蚓 

堆制后 Ts的重量损失均增加，其 中 RCD增加了 

6．45％，差异显著；RPM和RCE分别增加了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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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Composting 

material 

脱氢酶 Dehydrogenase 

[TPF mr／(g-d)] 

纤维素酶 Cellulase 

[Glu．rag／(g·d)] 

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 

[Phen．mr=／(g·d)] 

常规堆肥 蚯蚓堆制 常规堆肥 蚯蚓堆制 常规堆肥 蚯蚓堆制 
t-test t-test

— —

t-test 

Compost Vermieompost Compost Vermicompost Compost Vermtcompost 

注(Note)：n：4； P<O．05； $P<0．01 RcD一水稻秸秆和牛粪等干重}昆合物 Rice straw plus cattle dung；RPM一水稻秸秆和猪粪等 

干重混合物Rice straw p1us pig manure；RcE 水稻秸秆和鸡粪等千重混合物 Rice straw plus chicken exerement．MBC--Mierobial biomass carbon； 

BR— Basal respiration；qCO2 Re pimlion quotient 

表 4 蚯蚓堆制对堆肥产物物理与化学性质的影响 

Table 4 Physical·chemical properties of end products of experiment 

材料 

Composting 

material 

仝 TK(g／kg) 碳氮比 C／N 

常规堆肥 蚯蚓堆制 常规堆肥 蚯蚓堆制 
t-test 

Compost Vermieompost Compost Vermicompost 

注(Note)：n=4； 尸<O．05；$}P<O．叭．RcD 水稻秸秆和牛粪等干重混合物 Rice straw plus cattle dung；RPM一水稻秸秆和猪粪等 

干重混合物Rice straw plus pig manure；RcE一水稻秸秆和鸡粪等下重混合物 Rice straw plus chicken exc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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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3．82％。从表 2和表4可以看出，稻秸粪便混合物 

经常规堆肥后，pH值均较初始值降低，蚯蚓堆制加快 

了pH值的下降，其中RCD的降幅显著，与 Suthar的 

结果一致 。pH值变化可能源于蚯蚓堆制过程有 

机质分解产生 CO 与有机酸的增加所致 。电导率 

表征堆肥浸提液的导电性能，常规堆肥与蚯蚓堆制使 

3种稻秸粪便混合物的电导率增大，但二者间差异均 

不显著。堆肥电导率的增大归功于微生物或蚯蚓在 

分解有机质时离子与矿物元素的增加。 

常规堆肥和蚯蚓堆制后的有机碳含量均较堆肥 

开始时降低，这是因为堆肥过程有机碳以CO 形式排 

放。蚯蚓堆制比常规堆肥降低了堆肥产物有机碳含 

量，其中RPM与 RCE降幅显著，蚯蚓堆制是蚯蚓取 

食有机质与微生物降解的过程，蚯蚓由于自身需求及 

其活动均会对有机质的矿化产生积极作用。常规堆 

肥及蚯蚓堆制后的全氮含量则比堆肥开始时增加，而 

蚯蚓堆制增加了全氮含量，其中 RCD增幅显著。其 

原因可能是蚯蚓通过富含氮排泄物的产生增加了堆 

肥产物氮含量，另外的原因可能是蚯蚓堆制产物中低 

的pH值减缓了氨气挥发从而增加氮的固持所致 。 

无论是否接种蚯蚓，3种稻秸粪便混合物经堆肥 

后的全磷和全钾含量均升高，蚯蚓堆制相比常规堆肥 

进一步提高了RCD和 RPM的全磷和全钾含量，其中 

RCD的全磷和全钾含量达极显著和显著增加；RPM 

全钾含量极显著增加(表4)。试验中全钾含量变化 

与Garg等 进行的7种动物粪便堆制后全钾因淋失 

而下降的结果不同，本试验由于容器底部密闭没有产 

生淋失。堆肥磷、钾元素与氮不同，在堆肥过程中几 

乎没有气态损失，堆肥全磷与全钾含量增加主要应归 

功于 下降所导致的“浓缩效应”。 

堆肥产物碳氮比表征常规堆肥和蚯蚓堆制后有 

机底物的矿化与稳定 。3种稻秸粪便混合物初始 

碳氮比经常规堆肥后均显著下降，蚯蚓堆制进一步降 

低了其碳氮 比，RCD降幅最大，差异显著，其次为 

RPM与 RCE。蚯蚓堆制使产物碳氮比降低原因主要 

是蚯蚓通过加快有机碳的呼吸释放及富含氮素排泄 

物的产生增加了底物氮含量所致。稻秸牛粪混合物 

和稻秸鸡粪混合物均可经常规与蚯蚓堆制使其碳氮 

比低于2O，而产物碳氮比降到20以下时，表明有机质 

较稳定，已达腐熟要求 。由于试验选用的猪粪碳 

氮比较高，因此稻秸猪粪 昆々合物初始碳氮t匕较高，经 

常规与蚯蚓堆制30 d仍显不足，需延长堆腐时间。 

始前平均增加 61．08％、48．82％和 8．7％，以蚯蚓增 

殖为评价指标，适合于水稻秸秆蚯蚓堆制的粪便为： 

牛粪 >猪粪 >鸡粪。 

2)稻秸牛粪和稻秸猪粪等干重混合物经蚯蚓 

堆制后，MBC含量显著下降，而稻秸鸡粪混合物经 

蚯蚓堆制后 MBC含量升高；3种混合物经蚯蚓堆制 

后，微生物代谢熵、脱氢酶和碱性磷酸酶活性均增 

加 ，尤以 RCD增加明显。 

3)蚯蚓堆制后 ，总固形物平均重量损失增加， 

RCD、RPM 和 RCE分 别增加 6．45％、4．22％ 和 

3．82％；3种混合物经蚯蚓堆制后，pH值下降，其中 

稻秸牛粪混合物下降显著；蚯蚓堆制有助于提高堆 

肥产物全氮、全磷和全钾含量，同时使其碳氮比下 

降，各堆肥物料适用于蚯蚓堆制的顺序依次为 RCD 

>RPM >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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