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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保护性农业

3.2.9.1. 描述

农业管理中减少土壤扰动是保护性农业（CA）的核心，包括三个基本原则（表 3.2.9.1），又称为保护

性耕作。它是世界范围几乎所有国家农业环境计划的一部分，如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条例。这是由于其在减

少耕地土壤侵蚀及部分径流方面的有效性 （Hösl et al., 2016; Strauss et al., 2003）。本节主要论

述适用于一年生作物的保护性耕作措施，其他主要措施如经果林的覆盖作物见 3.2.4 节，一年生覆盖作物

见 3.2.10 节。

表 3.2.9.1. 保护性农业基本原则

编号 原则

1 针对不同土壤类型，尽量减少对土壤的机械扰动

2 尽量增加土壤的永久性有机覆盖

3 多样化的作物轮作，尽量减少外部投入。

在一年生作物采用保护性耕作作为最优管理措施时，应注意四个方面（表 3.2.9.2）。

表 3.2.9.2. 保护性农业要注意的内容

编号 注意

1
表 3.3.9.3 总结了不同的措施，需要注意的是：

相同措施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名称，由此造成混淆。

2 从保护土壤和减少地表径流角度，各主要措施有不同的效果。

3 措施有效性取决于播种后是否能保持足够的地表覆盖。

4 除少耕措施外，各国针对特定的农业-环境计划有各自独特的措施，对此总结如下。

表 3.2.9.3. 保护性农业的主要措施

编号 措施 定义

1 穴播 在被前期作物残茬完全覆盖、未受扰动的土壤钻种穴直接播种。

2 少耕 尽量减少初次和二次耕作强度，减少耕作深度，集中在部分田地耕作。

3 覆盖播种 尽量减少初次和二次耕作强度，不翻土，只在播种行耕作

4 带状耕作
覆盖播种的变种，在播种行尽可能小的区域内不翻土播种，

可视为穴播和覆盖播种之间的方式。

5 垄作 每年起垄，在垄台上播种，垄沟为作物残茬永久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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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2. 保护性耕作类型

穴播

穴播的主要特点是在种植经济作物前建立土壤覆盖层，然后在没有初次或二次土壤管理的情况下直接

播种。技术要点包括施用除草剂控制植物覆盖（属于传统农业的常规方法），或用其他方式减少生物量，

如用有机农业系统中的卷曲机。下一季节作物播种时，用播种机切断前期作物残茬，直接将种子拨入土种，

而无任何土壤扰动。

少耕

包括多种的初次和二次耕作的选择，目的是减少耕作强度。一种典型方法是用凿犁替代铧犁。

覆盖播种

类似于穴播种覆盖，也是在种植经济作物之前建立土壤覆盖层。但在播种前会实施一些土壤耕作准备

苗床，但不翻土。整地后，地表至少有 30%的绿色植被或枯落物覆盖。有各种耕作工具准备播种苗床，如

凿犁、旋转锄或旋转盘。覆盖减少土壤侵蚀和地表径流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耕作次数、每次的耕

作深度和使用的工具，这些因素影响到作业后的土壤覆盖状况和土壤的扰动程度。

带状耕作

可视为穴播和覆盖播种的结合，播种行尽可能窄的条带上实施非翻耕操作，其他保持免耕状态。

垄作

永久性起垄，每年维护，垄高 15-20cm。在垄台上播种，作物残茬覆盖在垄沟内。垄台维护和收获时，

应将作物残茬置于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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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3. 不同保护性耕作措施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评价

表 3.2.9.4和表 3.2.9.5 总结了不同保护性耕作措施与传统耕作相比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有利和不利影

响。

表 3.2.9.4. 不同保护性耕作措施对土壤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表示强烈， +表示中等， o 表示

可忽略

潜在效益 穴播 少耕 覆盖播种 带状耕作 垄作

增加土壤有机碳 ++ + ++ ++ +

减少土壤侵蚀 ++ + ++ ++ ++

减少径流 + o + + +

改善土壤质量 + o + + +

增加生物多样性 ++ o + + +

减少异地污染 ++ + ++ ++ ++

减少土壤蒸发 ++ + ++ ++ +

表 3.2.9.5. 保护性耕作措施的可能不利影响： ++ 表示大概率， + 表示中等概率， o 表示可忽略。

说明：是对不利影响出现概率的估计，仅适用于研究所在区的气候、土壤、作物和管理条件。

影响 穴播 少耕 覆盖播种 带状耕作 垄作

土壤压实 ++ o + ++ +

对除草剂产生抗性的杂草 ++ + + + +

因土壤升温慢导致出苗率降低 ++ o + + +

减产 + o + + +

化学淋溶增加 + o o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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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4. 不同国家的保护性农业定义

由于以下原因会造成困惑：虽然保护性农业几乎是每个国家农业-环境措施的一部分，但各国对保护

性农业的定义可能有所不同。下面给出 SHui 项目三个国家在获得保护性耕作补贴方面的要求。

国家 定义 补贴水平

奥地利

·穴播、覆盖播种和带状耕作之间无区别

·上一年 10 月 15 日前建立植被覆盖可获补贴

·对植被覆盖的土壤进行管理不早于 2 月 15 日

·最少有两种不同的植物覆盖

·土壤管理至播种的间隔不少于 4 周

·不犁耕

少 耕 为 60 €

/ha

建立植物覆盖

为 120 – 170

€/ha

捷克共和国

农业补贴中的直接支付份额最大，是根据欧盟共同农业政策（GAEC）

规则提供。保护性农业根据 GAEC 多种规则下的复杂系统定义：不同的农

田（基于坡度和土壤风险评估确定）和不同的作物种类，推荐采用不同的

土壤保护技术。作物种类分为低风险、正常和高风险（考虑了土壤抗蚀性）。

单一地区支付计划（SAPS）贡献了主要份额（2020 年为 138 欧元/公顷），

许多耕地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就能达到 SAPS。

强制:

GAEC 4–平均坡度超过 4° 时：残茬保留至春播，或实施带状耕作，

或在 9 月 20 日前播种覆盖作物并保留至 10 月 31 日。施肥和耕作除外。

GAEC 5–有侵蚀风险的土壤（SEO）面积超过 2 公顷时，必须针对不

同作物依据复杂措施清单实施保护性农业。主要技术如下：

·禁止种植玉米、马铃薯、甜菜、蚕豆、大豆、向日葵和高粱；

·以下条件允许种植行播作物：穴播、等高播种（最大面积 35 公顷）、

带状耕作、种植永久覆盖作物、用冬季谷物作为保护带（6 公顷以上面积）；

·播种马铃薯时，行间放置砾石，移除播种行砾石；

·播种甜菜时，翻耕（造成犁盘扰动）；

·在 30%覆盖下播种冬季谷物；

·所有作物管理过程的农田施用固体肥

·坡长超过 220m，没有附加措施时，冬季谷物要有 22 m 宽的保护带。

上述每项措施都有控制参数描述，如管理日期、措施实施前状况、田

块最小和最大面积、周围的作物类型、保护带参数和密度、覆盖作物面积

百分比等。补贴提供方据此进行检查，该系统很复杂，而且每年都要重新

设计。

西班牙冬季

谷物
推荐：在合适的地方，尤其是有侵蚀风险的地区，要实施保护性耕作技术。

推荐：根据土壤质地，通过减少耕作次数和耕作深度，调整耕作方式，维

持土壤有机质含量和结构等实施少耕。

强制：如果采用传统耕作

a) 不要在积水或雪覆盖耕地首次耕作。

b) 在 ZERE（特殊监管区）中遵循行政部门的额外规定。

c) 雨养作物在收获期和当地农业部确定的首次耕作日不能耕作，除非种

植了第二茬作物，如向日葵。

d) 平均坡度大于 10%时，沿最大坡度方向不能翻耕土壤，除非得到管理部

门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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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5.保护性耕作示例图片

图 3.2.9.1.下奥地利谷物轮作农田穴播（T. Dostal 供图）

图 3.2.9.2. 奥地利玉米地穴播（Josef Rosner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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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3.下奥地利带状耕作（Josef Wasner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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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4. 垄作棉花（J.A. Gómez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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