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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紫云英是南方双季稻区最主要种植的冬季绿肥作物，是我国传统农业的精髓，曾对我国
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针对紫云英-早稻-晚稻系统的生态功能服务价值进行综合评估，
有
助于人们更深入了解紫云英对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直接贡献，
有利于恢复发展与推
广种植紫云英等稻区冬季绿肥作物和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论文以连续 8 a 的大田定位试验
数据为基础，
选取农产品与轻工业原料供给、
大气调节与净化、
土壤养分累积和水分涵养等功能
服务价值，采用生态经济学方法，构建紫云英-早稻-晚稻系统的生态功能服务价值评价体系。
结果表明：冬闲-早稻-晚稻和紫云英-早稻-晚稻系统生态功能服务总价值分别为 64 230.89 元/
（hm2·a）和 87 438.46 元/（hm2·a），后者较之前者平均显著增加 36.13%。该评价体系的各项功能

服务指标中，冬闲-早稻-晚稻和紫云英-早稻-晚稻生态系统的农产品与轻工业原料供给服务
价值分别达到 38 777.03 元/（hm2·a）和 56 635.83 元/（hm2·a），占系统功能服务总价值的比例均
超过 60%；其次为大气调节与净化和水分涵养服务价值（占比 15%~22%），而土壤养分累积服务

价值最低（占比<2%）。紫云英-早稻-晚稻系统的土壤养分累积服务价值主要表现为土壤有机
质、速效钾和碱解氮的累积价值。由此可见，紫云英-早稻-晚稻系统能更好地兼顾经济和生态
价值，而且评估结果还可为恢复发展与推广种植紫云英等稻田冬季绿肥作物的生态补偿政策
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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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冬季作物是可持续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会与主作物争时抢地，还充分
利用冬春季的光、温、水、土等自然资源[1]，在改善土壤性状、增加水稻经济产量、提升
稻田系统生产力及其可持续性[2-3]、增加稻田冬季绿色覆盖度而减少土壤裸露与侵蚀、抑
制杂草生长与水稻病虫害等方面均具有积极作用[4-6]，但也可能促进 CH4 和 N2O 等温室气
体排放[7-9]。
农田系统不仅可为人类提供粮食和轻工业原材料，而且通过其结构与生态过程还可
提供生态功能服务，但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大自然赋予的这种环境福利。在大豆-冬小
麦-夏玉米农田系统中，间作和种植覆盖作物显著增加其生态效益，但对直接经济效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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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不显著[10]；冬绿肥-春玉米农田系统的气体调节功能价值显著高于农产品供给价值[11]。
稻田生态系统是半自然的人工生态系统，其功能价值是农田系统功能价值的具体体现，
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功能价值有重要影响[12]。稻-鸭共作和稻-麦轮作农田系统的功能
服务价值均主要为环境调节功能价值，而且显著高于其直接经济价值[13-14]。
目前，关于紫云英的效益评价仍多集中在提高水稻产量、减少化肥用量等直接经济
效益方面[3]。虽然孙卫民等[15]评估了不同冬季作物-双季稻系统的生态功能服务价值，却
未考虑温室气体排放的负效应、水稻秸秆作为轻工业原料和冬季作物关联产业的附加价
值，而且存在一定的时间局限性。因此，如何运用农田生态系统功能服务价值理论对紫
云英-双季稻系统的服务价值进行综合评估，是稻田绿肥作物研究和推广过程中亟待解决
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以 8 a 大田定位试验为基础，采用生态经济学相关方法，建立紫云
英-双季稻系统的功能服务价值评估体系，以期为客观认识紫云英-双季稻生态系统的综
合功能服务价值提供数据支撑，为资源合理利用及政府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功能服务指标选取
本研究以紫云英-早稻-晚稻生态系统为对象，通过 2007—2015 年连续 8 a 大田定位
试验，采用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和机会成本法等生态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评估生态
系统一个生产周期内的功能服务价值量。主要选取农产品与轻工业原料供给、大气调节
与净化、土壤养分累积和水分涵养等评价指标。
1.2 研究区域概况
大田定位试验从 2007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1 月在江西省丰城市进行，共计 8 个作物生产

周期。该地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为 17.7 ℃，大于 10 ℃积温为 5 581.9 ℃，
年平均降雨量 1 552.1 mm，年日照时数 1 935.7 h，平均总辐照为 4 637.9 MJ/m2，年均无
霜期为 274 d。试验开始前耕层土壤的基础理化性状分别为：有机质 25.0 g/kg，总氮 1.8
g/kg，碱解氮 155.0 mg/kg，有效磷 6.0 mg/kg，速效钾 109.0 mg/kg 和 pH 5.2。土壤类型
为由河流冲积物发育而成的黄泥田。
1.3 试验设计
选取长期种植双季稻的稻田，设计两种不同种植模式：1） 冬闲-早稻-晚稻；2） 紫
云英-早稻-晚稻。小区面积 20 m2，重复 3 次，随机排列。其中，冬闲-早稻-晚稻系统冬
季未种植任何冬季作物，紫云英-早稻-晚稻系统从试验开始年份冬季种植紫云英。晚稻
收获后，水稻秸秆 （稻茬除外） 全部移出稻田。
供试早稻品种为株两优 35，4 月下旬移栽，7 月中下旬收获；晚稻品种为Ⅱ优 305，7
月下旬移栽，11 月上旬收获。供试紫云英 （Astragalus sinicus L.） 品种为丰城青秆种，
于晚稻收获前 20 d 左右按 22.5 kg/hm2 套播，紫云英生长期间不施除草剂。
早稻和晚稻分别按 N、P2O5、K2O 150、75、120 kg/hm2 和 180、75、150 kg/hm2 施用。
盛花期紫云英作为绿肥于早稻移栽前 10～15 d 按 22 500 kg/hm2 翻压。供试氮肥、磷肥和
钾肥分别为尿素 （N 46%）、过磷酸钙 （P2O5 12%） 和氯化钾 （K2O 60%）。晚稻所有处
理的施肥量和方法均相同。早、晚稻的磷、钾肥全部作基肥，40%氮肥作为基肥施用，
30%氮肥于移栽后 5～7 d 作为分蘖肥，剩余 30%氮肥于主茎幼穗长 1～2 cm 时作为穗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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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
1.4 数据来源
本文所需数据主要包括：成熟期水稻籽粒与秸秆、盛花期紫云英和田间杂草地上部
生物量 （折算为干物质量）、耕层土壤养分 （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 含量和
物理性状 （容重、比重和孔隙度）、蜂蜜产量、CH4 和 N2O 排放量等数据。其中，植物生
物量、土壤养分含量和物理性状等数据为 8 a 大田定位试验实测数据的平均值；蜂蜜产量
通过调研获得；双季稻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量参照唐海明等的研究结果[7-9]。
水稻成熟期分小区单打实收测定稻谷和秸秆产量，紫云英盛花期分小区实测紫云英
鲜草和田间杂草地上部生物量 （所有生物量数据均用水分含量进行修正）。
在水稻成熟期和紫云英盛花期采集植株和耕层土壤样品。水分含量采用烘干法；土
壤有机质测定采用重铬酸钾滴定法；碱解氮测定采用扩散吸收法；有效磷测定采用 0.5
mol · L-1 NaHCO3 提取-钼锑钪比色法；速效钾测定采用 NH4OAc 浸提-火焰光度法；土壤
比重采用比重瓶法测定；土壤容重和孔隙度采用环刀法测定[16]。
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中所需的价格参数主要参照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评估规范》（LY/T 1721—2008） 和中国统计年鉴。由于不同年份间的各类价格参数有所不
同，为使各功能服务价值的评价结果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设置 2015 年为价格计算基准年
份，并通过 2015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将所有价格参数均转化为 2015 年的价格。
1.5 评估方法
1.5.1 农产品和轻工业原料供给功能价值
农产品和轻工业原料供给价值主要包括：水稻稻谷、秸秆和蜂蜜价值。由多年
（2007—2015 年） 连续大田定位试验数据可得：冬闲-早稻-晚稻种植系统中，早稻和晚
稻稻谷产量分别平均为 6 414.5 和 7 400.6 kg/hm2，秸秆 （稻茬除外，下同） 产量分别平
均为 6 167.8 和 7 436.2 kg/hm2，冬闲期稻田杂草地上部生物量平均为 345.5 kg/hm2；紫云
英-早稻-晚稻种植系统中，早稻和晚稻稻谷产量分别平均为 7 212.2 和 7 708.2 kg/hm2，
秸秆产量分别平均为 6 740.3 和 7 407.2 kg/hm2，填闲期紫云英和杂草地上部生物量分别
平均为 3 654.6 和 100.4 kg/hm2。
紫云英绿肥田的采蜜时间平均约 10 d。蜜蜂养殖密度为 3.70 箱/hm2，每箱 （群） 蜂
每日可采蜜约 8.0 kg，可得紫云英绿肥田采蜜量为 296.3 kg/hm2。
2015 年国家稻谷最低收购价格为 2.70 元/kg；水稻秸秆作为轻工业原料 （如造纸和纤
维制品等） 的市场价格，结合 2015 年相对价格指数为 0.988，取值 75.88 元/t；2015 年紫
云英蜂蜜的市场价格平均按 50.00 元/kg 计。显然，以上参数均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故采
用市场价值法估算其服务功能价值：
V g =∑(M y × E y)

（1）

式中：Vg 为农产品与轻工业原料供给功能服务价值 （元/hm2）；My 为稻谷、秸秆或紫云英
蜂蜜的经济产量 （kg/hm2）；Ey 为稻谷、秸秆或紫云英蜂蜜的市场价格 （元/kg）。
1.5.2 大气调节与净化功能服务价值
农田系统的大气调节功能主要包括释放 O2、吸收 CO2、排放 CH4 和 N2O 等，大气净化
功能主要包括植物吸收大气中 SO2、HF 和 NOx 等有毒有害气体和对粉尘等的滞留作用[17-18]。
1） 大气调节功能服务价值
利用农作物产品和相应作物的经济系数计算农田生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量数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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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光合作用方程式，生态系统每生产 1.00 g 植物干物质能固定 1.63 g CO2 和释放 1.19 g O2，
从而推算固定 CO2 量 （折算为纯碳量） 和释放 O2 的量。固碳价值分别按照碳税法 （瑞典碳
税率 150 美元/t，LY/T 1721—2008），折合人民币 934.26 元/t （2015 年美元兑换人民币平均
汇率为 6.228 4） 和造林成本法 （结合 2015 年相对价格指数为 0.979，取值 255.42 元/t），以其
平均值作为稻田生态系统的固碳价值；释氧价值根据造林成本法 （结合 2015 年相对价格
指数为 0.979，取值 345.52 元/t） 和工业制氧成本 （结合 2015 年的相对价格指数为 0.937，
取值 374.80 元/t），以其平均值作为农田生态系统释放 O2 的价值：
E f - CO + E t
V CO =
× Q × 1.63 × N c
（2）
2
Ef - O + Ep
VO =
× Q × 1.19
（3）
2
式中： E f - CO 为固定 CO2 的造林成本 （元/t）；Et 为排放 CO2 碳税 （元/t）；Q 为农田作物生
2

2

2

2

2

物量 （kg/hm2）；Nc 为 CO2 中的含碳量 （27.3%）； E f - O 为释放单位质量 O2 的造林成本
2

（元/t）；Ep 为工业制 O2 的成本 （元/t）。
CH4 和 N2O 是大气中重要的温室气体，其对地球系统的能量收支和全球气候变化具
有重要影响[19]。调节温室气体是农田生态系统重要的大气调节功能[18]。研究表明[7-9]，冬
闲-双季稻种植系统中，早稻、晚稻、冬闲期间稻田 CH4 和 N2O 排放量分别为 74.38 和
0.20 kg/hm2、274.03 和 0.76 kg/hm2、5.04 和 2.36 kg/hm2；紫云英-双季稻种植系统中，早
稻、晚稻和紫云英生长期间稻田 CH4 和 N2O 排放量则分别为 137.78 和 0.84 kg/hm2、307.87
和 1.62 kg/hm2、7.47 和 3.25 kg/hm2。根据 IPCC 提出的全球增温潜势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原理，CH4 和 N2O 在 100 a 时间尺度上的 GWP 分别为 CO2 的 25 倍和 298
倍[20]。将 CH4、N2O 排放量转化为具有同等增温效应的 CO2 排放量后，用排放 CO2 价值代
替稻田 CH4 和 N2O 的排放价值。由于稻田生态系统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导致气温升高以
及很多环境问题。因此，该功能对环境产生负效应，其所带来的功能服务价值表示为
负值。
E f - CO + E t
V a1 = (F CH × 25 + F N O × 298)×
× Nc
（4）
2
式中：Va1 为排放温室气体的负价值 （元/hm2）； F CH 和 F N O 分别为 CH4 和 N2O 排放量
2

4

2

4

2

（kg/hm ）。
2） 吸收有毒有害气体和滞尘服务价值
空气净化同样是农田系统重要的大气调节功能[18]。将紫云英引入双季稻系统，不仅
增加冬季稻田植被覆盖度，还改变植被覆盖类型，从而影响了其对 SO2、HF、NOx 等有
毒有害气体和粉尘等空气主要污染物的净化功能。根据马新辉等[21]研究的参数，稻田吸
收各种污染气体量分别为：SO2 45 kg/(hm2·a)、HF 0.57 kg/(hm2·a)、NOx 33.3 kg/(hm2·a)
和滞尘 33.2 kg/(hm2 ·a)。各种污染物治理成本参考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2

（LY/T 1721—2008），结合 2015 年相对价格指数为 0.937，得到治理 SO2、NOx、HF 和粉

尘的成本分别为 1 124.40、590.31、646.53 和 140.55 元/t。由于市场中缺乏直接交易价
格，故采用机会成本法，以治理 SO2、HF、NOx 和粉尘所需成本作为农田系统净化空气
的价值：
V a2 = D × I × E 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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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a2 为净化空气污染物的价值 （元/hm2）；D 为单位面积农田系统吸收空气污染物的
基本量 （kg/hm2）；I 为不同类型农田覆盖物修正系数 （根据不同种植模式大田生育期长
短的比值计算，冬闲-早稻-晚稻取值为 1，则紫云英-早稻-晚稻为 1.98）；Ed 为治理各项
空气污染物的成本 （元/kg）。
因此，稻田生态系统的大气调节与净化服务价值为： V a = V a1 + V a2
（6）
1.5.3 土壤养分累积功能服务价值
有机质和化肥市场单价以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 1721—2008）
中推荐价格为基期价格，结合 2015 年相对价格指数 1.006，得到各养分单价分别为：有
机质 321.92 元/t、N 1 061.02 元/t、P2O5 2 711.48 元/t、K2O 3 688.6 元/t。由于市场中缺乏
土壤养分的直接交易价格，故采用机会成本法，用含有等量营养物质的肥料和有机碳的
市场价值分别代替农田生态系统中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的累积价值：
V N = ρ × B ×∑(N1 × E n)

（7）

式中：VN 为土壤养分累积价值 （元/hm2）；ρ为耕层 （0.18 m） 土壤容重 （g/cm3）；B 和 N1
分别为单位面积耕层土壤体积 （m3/hm2） 和养分 （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
累积量 （t/hm2）；En 为土壤养分的价格 （元/t）。
1.5.4 水分涵养功能服务价值
农田生态系统主要通过土壤对水分的蓄积实现水分涵养功能。种植绿肥能改善农田
土壤物理性状 （如土壤团聚体、容重和孔隙度等），提高土壤饱和水含量[23]，进而可能提
高农田土壤的保水持水能力。根据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规范》（LY/T
1721—2008） 中 2005 年水库建造单位库容投资成本为 6.110 7 元/t，结合 2015 年相对价格
指数为 0.973，得到 2015 年水库库容建造成本为 5.95 元/t。由于市场中缺乏土壤水的直接
交易价格，而土壤涵养水分的功能与水库蓄水功能特点相似，故采用影子工程法，以建
造等量持水量水库库容的成本来评估稻田系统的水分涵养功能服务价值：
Vw = θ f × h × ρw × Ew
（8）
式中：Vw 为水分涵养价值 （元/hm2）；θf 为土壤饱和水含量 （%）；ρw 为水的密度 （取
1 000 kg/m3）；h 为耕层土壤厚度 （取 0.18 m）；Ew 为水库建造单位库容投资成本 （元/t）。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产品与轻工业原料供给功能服务价值
本研究中稻田生态系统的农产品包括稻谷和紫云英蜂蜜，水稻秸秆则作为造纸和纤
维制品等轻工业原料计算其价值。种植和利用紫云英增加双季稻系统农产品与轻工业原
料供给价值 （表 1）。与冬闲-早稻-晚稻系统相比，紫云英-早稻-晚稻系统稻谷与轻工业
原料供给价值增加 7.85% （其中，早稻、晚稻供给价值分别增加 12.4%、4.03%），结合蜂
蜜供给价值可得系统供给服务总价值显著增加 46.1%。
2.2 大气调节与净化功能价值
将紫云英纳入双季稻种植系统主要增加填闲季期间的大气调节功能服务价值，最终
显著增加系统的服务价值 （表 2）。与冬闲-早稻-晚稻系统相比，紫云英-早稻-晚稻系统
不仅分别增加水稻季和填闲季的固碳释氧价值 3.67% （早稻与晚稻分别平均增加 10.9%与
1.88%） 和 9.87 倍，从而增加系统固碳释氧价值 19.1%；还分别增加水稻季和填闲季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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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季稻生态系统农产品与轻工业原料供给功能服务价值

Table 1 Values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ndustrial raw materials in double rice cropping systems （元/（hm2· a））
冬闲-早稻-晚稻

生态功能
稻谷

农产品

早稻

晚稻

总和

早稻

晚稻

紫云英

总和

17 319.17

20 425.59

37 744.76

19 472.84

21 274.68

/

40 747.51

/

14 814.81

14 814.81

/

1 073.51

14 814.81

56 635.83

蜂蜜

/

轻工业原料
总价值

紫云英-早稻-晚稻

/

/

/

468.01

564.26

1 032.27

511.46

562.05

17 787.18

20 989.85

38 777.03

19 984.29

21 836.73

注：“/”表示没有数据。下同。

表2

双季稻生态系统的大气调节功能服务价值

Table 2 Values of atmospheric regulation in double rice cropping systems
水稻季

稻田生态系统

（元/（hm2· a））

填闲季

早稻

晚稻

总和

冬闲-早稻-晚稻

2 890.51

2 843.58

紫云英-早稻-晚稻

2 976.26

2 968.00

冬闲-早稻-晚稻

4 680.22

4 604.24

紫云英-早稻-晚稻

4 819.07

4 805.69

-333.47

-1 154.58

总和

系统总价值

紫云英

杂草

5 734.09

/

91.44

91.44

5 825.54

5 944.26

967.36

26.58

993.94

6 938.20

9 284.46

/

148.06

148.06

9 432.52

9 624.76

1 566.31

43.04

1 609.35

11 234.11

-1 488.06

-193.61

-193.61

-1 681.67

固碳价值

释氧价值

温室气体排放价值
冬闲-早稻-晚稻

-602.77

-1 334.41

-1 937.18

冬闲-早稻-晚稻

7 237.26

6 293.24

13 530.50

45.89

13 576.39

紫云英-早稻-晚稻

7 192.56

6 439.28

13 631.84

2 326.52

15 958.36

紫云英-早稻-晚稻

大气调节功能服务总价值

-276.77

-276.77

-2 213.95

注：“-”表示该生态功能对环境产生负效应，故其价值表示为负价值。下同。

表3

双季稻生态系统的大气净化功能服务价值

Table 3 Values of atmospheric purification in double rice cropping systems
稻田生态系统
冬闲-早稻-晚稻
紫云英-早稻-晚稻

吸收有毒有害气体
SO2

滞尘

（元/（hm2· a））
系统总价值

HF

NOx

50.58

0.37

19.66

4.67

75.27

100.15

0.73

38.92

9.24

149.04

室气体排放负价值 30.2% （早稻和晚稻分别增加 80.8%和 15.6%） 和 43.0%。紫云英-早
稻-晚稻系统显著增加其大气调节功能服务总价值 17.5%。
由表 3 可知，种植紫云英显著增加稻田地表的绿色覆盖度，进而增加地表植被吸收
和吸附大气中有毒有害气体与滞留粉尘等环境污染物的价值 98.0%。
因此，综合表 2 和表 3 结果可知，与冬闲-早稻-晚稻系统相比，紫云英-早稻-晚稻
种植系统的大气调节与净化功能服务总价值平均增加 18.0%。
2.3 土壤养分累积功能服务价值
由表 4 可知，与冬闲-早稻-晚稻系统相比，紫云英-早稻-晚稻种植系统显著增加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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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季稻生态系统的土壤养分累积功能服务价值

Table 4 Values of soil nutrient accumulation in double cropping system

（元/（hm2· a））

稻田生态系统

有机质

碱解氮

有效磷

速效钾

系统总价值

冬闲-早稻-晚稻

-207.45

-68.36

-0.59

-141.69

-418.09

紫云英-早稻-晚稻

777.70

42.24

7.12

156.10

983.15

层土壤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等养分累积价值 4.75、1.62、13.0 和 2.10 倍，最
终显著增加系统土壤养分累积的功能总价值 3.56 倍。
2.4 水分涵养功能服务价值
由表 5 可知，与冬闲-早稻-晚稻系统相比，紫云英-早稻-晚稻系统分别增加水稻季
和填闲季的水分涵养服务功能价值 11.1% （其中，早稻季和晚稻季分别增加 12.7%和
9.49%） 和 14.6%，从而增加系统水分涵养服务总价值 12.2%。
表5

双季稻生态系统水分涵养功能服务价值

Table 5 Values of water conservation in double rice cropping system
水稻季

稻田生态系统

（元/（hm2· a））

填闲季

系统总价值

8 328.45

3 891.84

12 220.29

9 253.56

4 458.51

13 712.08

早稻

晚稻

总和

冬闲-早稻-晚稻

4 194.36

4 134.08

紫云英-早稻-晚稻

4 727.05

4 526.51

2.5 双季稻田生态系统功能服务价值综合评估
紫云英-双季稻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总价值显著高于冬闲-双季稻系统 （表 6）。与冬
闲-双季稻系统相比，紫云英-双季稻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总价值显著增加 36.13%。
由表 6 还可知，本研究条件下，冬闲-双季稻和紫云英-双季稻生态系统的农产品与
轻工业原料供给功能价值为主要服务价值，分别占总服务价值的 60.37%和 64.77%，其次
为大气调节与净化功能和水分涵养功能服务价值，占总服务价值的 15.68%~21.25%，而
土壤养分累积功能价值最低 （< 2%）。
表6

双季稻田生态系统功能服务价值总量

Table 6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s and their proportions in different double rice cropping agro-ecosystems
功能服务
农产品和轻工业原料
大气调节与净化
土壤养分累积

冬闲-早稻-晚稻

紫云英-早稻-晚稻

价值/(元/(hm ·a))

比例/%

38 777.03

60.37

13 651.66
-418.09

2

水分涵养

12 220.29

总和

64 230.89

价值/(元/(hm2·a))

比例/%

56 635.83

64.77

21.25

16 107.40

18.42

-0.65

983.15

1.12

19.02

13 712.08

15.68

/

87 438.46

/

3 讨论
紫云英-早稻-晚稻生态系统的农产品与轻工业原料供给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冬闲-早
稻-晚稻系统 （表 1）。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原位翻压紫云英绿肥不仅可平衡供应水稻植
株所需各种营养元素[25]，还有效提高稻田氮素等养分有效性与利用率，促进水稻生长发
育，提高有效穗数、穗实粒数和千粒重，进而提高籽粒和秸秆产量[3,26-27]。此外，紫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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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优质的蜜源植物，而且其花期较长，即使是非留种田的采蜜期平均也有 8~12 d （平均
为 10 d 左右）。双季稻田的冬闲期 （每年 10 月下旬至次年 4 月中下旬） 一般长达近 6 个
月，在此期间种植紫云英，可通过养殖蜜蜂进一步提高稻田系统的农产品供给价值。
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 CO2 将大气中的碳固定下来，同时生产有机物质和释放
O2，这是地球生态系统大气调节的重要机制。本研究表明，紫云英-早稻-晚稻生态系统
的固碳释氧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冬闲-早稻-晚稻生态系统 （表 2）。紫云英鲜草作为绿肥促
进水稻植株生长发育而提高地上部生物产量 （籽粒和秸秆），而且冬季种植紫云英显著增
加稻田植物地上部生物量，从而增加稻田系统的固碳释氧功能服务价值。
南方稻田土壤在水稻生育期内长期处于持续淹水的还原性厌氧环境，水面将土壤和
大气隔绝，为产甲烷细菌和反硝化厌氧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 [28-29]，促进
CH4 和 N2O 等温室气体的产生并排放到大气中，加剧全球温室效应。种植和利用紫云英显
著增加了双季稻田系统中温室气体排放的负效应及其价值 （表 2）。这可能是由于，冬季
种植紫云英显著增加了稻田系统地上部生物量，而植物也是一个潜在的 N2O 排放源 [30]，
从而促进冬季稻田 CH4 和 N2O 的排放量[7,9]；而大量新鲜紫云英作为绿肥还田，为土壤微
生物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碳源和能源物质，促进其生长的同时，也加速其对土壤氧的消
耗，从而降低氧化还原电位 （Eh），促进土壤中反硝化作用的进行，而且大量新鲜碳源的
输入也为产甲烷菌提供充足的基质，进而促进 CH4 和 N2O 的产生与排放及其增温潜势[8]。
然而，植物能通过吸收或吸附空气中的有毒有害气体 （SO2、HF 和 NOx） 和粉尘等环境
污染物而净化空气。种植和利用紫云英不仅促进了水稻的生长，而且提高了冬季稻田地
表覆盖度，延长稻田植被吸收与分解大气中有毒有害气体和滞留粉尘等大气污染物的时
间，进而提升其对大气的净化功能服务价值 （表 3）。
农田土壤与植物之间的养分交换过程是生态系统中土壤养分累积循环的重要环节[31]。
本研究结果表明，冬闲-早稻-晚稻系统耕层土壤中各养分累积价值均呈现负增长，而紫
云英-早稻-晚稻生态系统却显著增加了耕层土壤中各养分累积服务价值 （表 4）。这可能
主要由于，在冬闲-早稻-晚稻生态系统中，双季水稻的生产长期主要依靠持续大量化肥
的投入，破坏耕层土壤结构和性状，其保水保肥能力随种植时间的延长逐渐下降，故而
其养分累积价值表现为负价值。紫云英生长发育过程中分泌的根系分泌物或其鲜草还田
后的腐解过程释放的有机酸类物质，均能活化稻田耕层土壤中的难溶性磷和缓效钾，从
而提高土壤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32-33]，而且翻压紫云英绿肥与化肥配施还可有效增加和更
新土壤有机质的数量与质量[34-35]。另外，紫云英能通过固氮作用将空气中的 N2 固定至土
壤[36]，从而提高土壤中碱解氮含量。可见，在以持续投入大量化肥获得水稻高产的集约
化双季稻种植系统中，种植和利用紫云英是用地养地有机结合以及水稻可持续生产的有
效途径。
紫云英-早稻-晚稻生态系统显著增加了稻田土壤的水分涵养功能服务价值 （表 5）。
研究表明，将紫云英纳入双季稻种植系统可降低稻田土壤容重，提高土壤团聚体的团聚
度及其稳定性和耕层土壤的总孔隙度及其连续性，从而改善土壤的通透性，并提高其保
水能力[37-38]。
综合评估结果表明，本研究条件下，双季稻种植系统的农产品与轻工业原料供给服
务价值占总功能服务价值的比例均超过 60% （表 6），与其他研究结果有所不同[11]，这可
能是由于计算方法 （尤其是固碳和温室气体排放功能服务价值的计算） 不同所致。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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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综合双季稻系统一个作物生产周期内的各项功能服务价值，冬闲-早稻-晚稻系统和

紫云英-早稻-晚稻系统的总服务价值分别为 64 230.89 和 87 438.46 元/(hm2·a)，后者比前
者显著增加了 23 207.57 元/(hm2 ·a)。这也就意味着，在双季稻区，如果每年减少种植 1

hm2 紫云英，那么政府就必须至少额外投入 23 207.57 元/(hm2·a)来获得与之相同的功能服
务价值。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在紫云英等冬季绿肥作物种植和利用方面，应加强相关基础
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研发，由简单地将紫云英作为绿肥的传统利用方式向加强开发紫云英
作物的多元化利用途径和关联产业开发改变，以获取更多的附加经济产值；而在政府政策
制定方面，则应从政策上对种植紫云英等冬季绿肥作物进行适当生态补偿。双管齐下，两
者相互促进，共同为现代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下一步研究将在现有大田定位试
验的基础上，扩大监测指标 （如生物多样性、游憩娱乐等），以期建立健全紫云英-双季
稻系统的生态功能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和体系，进而得到更全面、准确的评估结果。

4 结论
本研究条件下，农产品与轻工业原料供给服务价值是双季稻种植系统中主要的生态
功能服务价值 （> 60%），其次为大气调节与净化和水分涵养服务价值 （15%~22%），而
土壤养分累积服务价值最低 （< 2%）。将紫云英纳入双季稻种植系统可显著增加各项生
态功能服务价值，尤其是显著增加稻田系统在冬闲期间的农产品供给、大气调节与净
化、水分涵养和土壤养分累积等生态功能服务价值，对充分利用我国南方稻区丰富的自
然资源、深度开发冬季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和发展现代可持续生态农业均具有积极影响，
值得大面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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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aisal on Ecological Services from Chinese Milk Vetch-Early
Rice-Late Rice Cropping Ecosystem
XIE Zhi-jian1a, HE Ya-qin1b, XU Chang-xu2
(1. a. College of Land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5, China; 2. Institute of Soil & Fertiliz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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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winter green manure crops (e.g. Astragalus sinicus L., etc.) after the harvest of main crops (e.g. rice, etc.), which was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food security, is a very important strategy for optimizing the agricultural cropping structure in China. Evaluating the economic values on the main ecological
services of Chinese milk vetch (CMV)-early rice-late rice cropping ecosystem will help people
better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CMV to moder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its
direct contribution. Furthermore, it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planting winter green manure crops (e.g. CMV) and help governments making policies.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data of a continuous field location experiment from 2007 to 2015 and the
agro-ecosystem service appraisal theories, the economic values of CMV-early rice-late rice rotation system in South China were evaluated by developing a systematic model with methods
of eco-economics. This model mainly estimated the economic values by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s of CMV on four ecological functions, i.e., agricultural product and industrial raw materials, atmospheric regulation and purification, water conservation, and soil nutrient accumul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economic values of ecological services in CMV-double rice
rotation system (87 438.46 yuan/(hm2· a)) was 36.13% higher than that from fallow-double rice
system (64 230.89 yuan/(hm2 · a)). The economic valu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and industrial
raw material in fallow- and CMV-double rice cropping ecosystems were 38 777.03 yuan/(hm2·
a) and 56 635.83 yuan/(hm2· a), respectively, which accounted for 60.37% and 64.77% of the total values, followed by the economic values of atmospheric regulation and purification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ccounted for 15%-22%). The economic value of soil nutrient accumulation
(accounted for less than 2%) was the least one in double-rice cropping system. The economic
value of soil nutrient accumulation was mainly because of increasing economic values of the accumulative soil organic matter, available potassium and alkali-hydro nitrogen in CMV-double
rice rotation system. Hence, the CMV- early rice- late rice rotation system has both economic
values and ecological values.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mak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ies of redeveloping and promoting winter green manure crops (e.g. CMV)
in paddy fields of South China.
Key words: field location experiment; Chinese milk vetch-double rice cropping system; paddy
field; ecological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