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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基肥为何
“墙内开花墙外香”
本报记者 王岩

我国是氮肥生产和使用大国。2017
年，我国氮肥生产量高达 3820.5 万吨，位
居世界第一。长久以来，尿素和碳酸氢
铵的使用占我国氮肥使用量 80%以上，
对耕地土壤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硝基肥与尿素不同，具有肥效快、吸
收率高、抗土壤板结、增产提质等优势，
但在近年来，我国硝基肥市场却呈现出
曲折的发展路线。考虑到生产过程的安
全，以及施用不当所造成的亚硝酸盐中
毒，一些生产商和农民“谈硝色变”，硝基
肥在国内的发展一直不温不火。而与此
同时，国产硝基肥却远销海外 30 多个国
家和地区。
日前，在由中国化工报社与山西省
交城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硝基
肥高质量发展产业行动—硝基出口肥料
推广应用研讨会”上，来自农业主管部
门、科研院所、硝基肥龙头企业、硝基肥
料外贸商和一线销售渠道的近 150 位代
表，围绕硝基类出口肥料的技术创新、应
用效果和市场前景展开研讨。

硝基肥好处多多
“其实硝基肥是一种很好的肥料，在
欧洲农业中的使用率超过 1/3，只是我国
没有把它用好。”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

会理事长白由路解释道，硝基类产品品
类多，包括硝基复合肥、硝基类钙肥、镁
肥等。
“ 目前国产的硝基肥多以出口为
主，远销澳大利亚、西欧、南非等 30 多个
地区，许多国家的高档肥料也是以硝基
肥为原料。但硝基肥的国内市场仍存在
着不少的困境和误区。”
据全国农技中心首席专家高祥照介
绍，目前我国硝基肥用量占氮肥总用量
的比例仅为 4.1%，农民还是以尿素为主
要的氮肥投入。
“ 可以说，从科研到生产
商再到农民，都没有重视到硝基肥的作
用，我国硝基肥的质量和产量与国外仍
有很大的差距，价格也没有优势。”他说，
农民对什么作物该用硝基肥、硝基肥浓
度和量的把握等方面都不了解，如何指
导农民科学合理地选购和施用硝基肥，
成为了破解硝基肥国内发展困境的一个
突破口。
“由于硝基肥可以溶于水，肥效快、
吸收好、损失少，在水肥一体化、水田旱
田的追肥等技术和环节上，都有很好的
应用效果和前景。”原农业部种植业司
副司长、高级农艺师段继贤说，从植物营
养的角度来讲，硝基肥也是少有的含阴
离子养分的肥料，对缓解土壤酸化现象
有一定作用。此外，硝基肥在土壤里的
形态相对稳定，可以有效减少农田的氨
排放，对作物和土壤有较好的亲和力。

据山西磊鑫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雄介绍，该公司研发的含镁加硼型硝酸
铵钙，能有效防治作物因缺钙导致的各
种生理病害，并能增强果实硬度和贮藏
性，促进果实增甜着色、膨果靓果，深受
农民欢迎。

“交城模式”破解产业难题
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硝酸硝铵分会秘
书长苏建英说：
“ 实验证明，硝基肥在蜜
柚、柑橘等经济作物上的肥效很好。随
着水肥一体化的发展，硝基复合肥、硝酸
铵钙等硝基类肥料逐渐成为市场关注的
热点，硝基类肥料的发展是目前化肥行
业调整产业结构、落实减肥增效的一项
重要举措。”
据山西省交城县县长张潞萍介绍，交
城是全国硝基类肥料产品产销最集中的
地方，目前最大产能达 190 万吨，包括硝
酸铵钙 110 万吨、硝基复合肥 60 万吨、硝
酸钙镁 4 万吨、硝酸钙和硝酸镁 12 万吨、
硝酸钾3万吨、硝酸类其他产品约2万吨，
形成了一条独特的硝基类肥料产业链，产
销量每年以 20%以上的速度增长，并以硝
基肥发展的“交城模式”享誉全国。
“交城模式”有哪些优点呢？将硝
基肥和中微量元素合理配比，生产功
能性新型肥料，是交城不少硝基肥生
产企业的选择。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吴

礼树指出，硝基肥由于其水溶性，能够
与中微量元素进行友好配比，通过做
好氮素的形态和搭配，硝基肥可以实
现速效和长效的结合。他建议，企业
在关注大量元素和硼、铁、锌、锰、铜、
氯等微量元素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作
物钙、镁、硫等中量元素的消耗，提高
肥料产品的附加值。
“以硝酸铵钙为例，以天脊化工、三
喜化工、山西华鑫为主的 8 家企业承担
了全国 60%的产能总量。这些企业之间
优势互补、强强联合、聚焦肥效、降低成
本，通过合理配比，用技术创新和优良品
质占领国际市场，并逐步走向国内，凸显
出行业内较强的集聚优势和示范价值。”
张潞萍说。

控制总量 做优存量
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上海）中心
常务副主任商照聪表示，
“硝态氮肥如果
能够占到中国氮肥用量的 1/3，那将是很
大的空间，这个量值得期待。”他认为，硝
基肥的推广需要形成生态圈，各厂家应
该在硝基肥的各品类中各有专注、互相
协作、做深做足。
“硝基肥最大的特点就是水溶性，我
们可以抓住这一特点，通过和科研院所
的合作，用技术创新建立硝基肥的排他
性优势。”山西华鑫肥业总经理李腾飞

说，从目前的技术和产品竞争力上来看，
国产硝基肥与国外产品质量差距较大，
不能盲目追求出口量。他认为，要用效
果和服务来说服农民，用价格来打动农
民，拓展国内市场。尽管国内硝基肥产
业正在步入发展快车道，但一些地区产
品同质化、打价格战等问题已浮出水
面。他建议硝基肥企业抱团取暖、优势
互补，共同提高硝基新型肥料的品质和
国内影响力，合力将该产业做大做强。
苏建英建议，下一步，我国硝基肥行
业的发展要以控制总量、做优存量为主，
加快推广适合产业结构调整的生产技
术。同时，可以融合政府、科研和企业的
力量，尝试建立硝基肥产业联盟，发挥交
城县硝基肥龙头企业的力量，共谋产业
发展。
“我国 18 亿亩耕地中，约有 7 亿亩耕
地适用硝基肥，如果全部使用，硝基肥年
需求量将达 3000 多万吨。”高祥照指出，
面对巨大的内需市场，如何破除农民固
有观念、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利用率，成为
了摆在硝基肥生产企业面前的一道难
题。
“ 挖掘国内市场最好的方法，就是踏
踏实实做好肥料，并加强硝基肥施用的
技术服务，教会农民如何更好地施用，发
挥出硝基肥对改善作物品质、改良酸性
土壤的作用，让农民不再‘谈硝色变’。”
高祥照说。

减肥增效 新型肥料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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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腾飞

近日，由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
会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
学、中国农科院等单位举办的“农业
科技直通车”2018 土壤健康与新型肥
料成果技术交流大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邀请多位业内权威专家交流肥
料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和技术成果，
并展示了多家新型肥料企业的代表
产品，搭建融资对接平台，促进肥料
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推广应用。

微生物肥料标准
体系基本建成

2018 年以来，江苏省响水县土肥站在该县的西蓝花生产示范区内，建立了 10
个耕地质量提升效果监测点，对土地治理效果进行跟踪监测。通过增施有机肥、深
耕深松等集成技术的运用，示范区土壤得到了改良，地力培肥效果显著，耕地质量
稳定提升，退化土壤的性状得到明显改善。图为近日，响水县土肥站技术人员在监
测点内采集土壤样品。
张一强 摄

75元一斤的草莓这样种成
□□

本报记者 吕兵兵

自进入冬季以来，山东省济南市历
城区唐王镇东王村草莓种植户李殿忠
的大棚，不时就会有村民走进来瞧瞧，
既有相熟的庄乡邻居，也有素未谋面的
外村农民。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李殿忠的大棚草莓从去年
11 月 3 日就开始上市了，每斤售价一度
高达 75 元，比周围同期移栽的大棚草
莓早了 17 天上市。而且，李殿忠还因
为从事草莓脱毒苗繁育，憨厚的他都是
把最好的苗子留给客户，自己留下一些
弱苗栽种。去年 8 月中旬，大棚还因为
强降雨进了水。
“ 当时苗子就黄了一大
半，我一度觉得不行了。”时至今日，老
李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在这样的条件下，老李的大棚是如
何创造奇迹的呢？记者走进李殿忠的
大棚一探究竟。
“你看咱这土壤，一把抓
下去很蓬松。你再看根系，主根健壮、
次生根发达。”李殿忠说，
“ 咱的草莓苗
能够迅速复壮，提早开花结果，根源就
在这里。”
据介绍，李殿忠从前年就开始试用
金正大集团提供的“亲土 1 号”新型肥
料土壤改良系列产品，试用效果还不
错。去年，他就完全按照“亲土 1 号”系
列产品的操作规程，施用了液体土壤调
理剂、平衡水溶肥、免疫蛋白叶面肥。
这一番操作下来，不仅传统的根腐病、
红中柱等病害不见了，而且草莓根系发
达、茎叶粗壮，开花和结果都提早了半
个月，且所结果实果型好、上色均匀、口
感佳，很快就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
据金正大集团总裁助理、
“ 亲土 1
号”市场中心负责人陈少敏介绍，
“亲土

1 号”是金正大集团近年来推出的新型
土壤改良产品，其核心是 AST 活土、
BST 生物增效、MOIS 协同增效等生物
能技术，实现了对土地的边种边养，能
够优化水肥利用效率，改善土壤健康状
况，提升作物的品质与产量，发挥养地、
防病、抗重茬的作用。
就这样，李殿忠去年底的 3 个草莓
大棚，上市期较往年提早十几天，产量
高出一到两成，售价也比前年增了两成
不止。
“ 有健康的土，结健康的果，照这
个劲头下去，俺每个大棚今年一季草莓
能挣六七万元，比去年收入多三成。”李
殿忠笑着说。
历城区是济南重要的都市农业基
地，草莓种植自上世纪 80 年代引进，90
年代推广，近年来面积稳定在两万多亩，
年产量达 6000 万公斤，总产值超 10 亿
元。然而，连续多年的重茬种植，让不少
草莓产区面临土壤酸化板结，土传病害
严重等问题，如何科学有效地改良土壤，
是关系历城草莓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样是种大
棚草莓，李殿忠最开始的弱苗，如今反
而病虫害少、上市期早、口感更佳、收入
更高，这就是他的大棚引来无数参观者
的原因所在。在 2018 年中国（山东）草
莓大会的草莓擂台赛上，来自历城和沂
源的两位施用了“亲土 1 号”产品的种
植户，双双获得金奖。据了解，
“亲土 1
号”定位土壤改良与修复，还将针对不
同区域、不同作物，制定更多的土壤解
决方案。

农业农村部微生物肥料和食用
菌菌种质检中心主任李俊在主旨报
告中介绍说，微生物是解决土壤问题
的神奇钥匙，具有土壤的“造就师”
“清洁师”
“ 治疗师”，养分的“转换
师”
“制造师”等多种功能。微生物肥
料可以提高化肥利用率，减少化肥使
用量，修复和改良土壤，改善农作物
品质，将在减肥增效的新时代起到更
为广泛的作用。
当前，我国微生物肥料产业蓬
勃发展。目前，生产企业总数超过
2000 家，年产量达 2000 万吨，年产总
值 达 400 亿 元 。 据 李 俊 介 绍 ，截 至
2018 年 11 月，获取农业农村部登记
证的微生物肥料产品达 6528 个，累计
应用面积超 3 亿亩以上。
“可以说，我
国微生物肥料标准体系基本建成，产
业正向健康、有序、持续方向发展。”
他说。
目前，我国微生物肥料产业已建
成了 5 个层面包含 30 个标准的标准
体系，菌种、生产、包装、储存、检验、
使用等全过程均有标准可依，为确保
我国微生物肥料质量安全、规范微生
物肥料生产、做好质量监督提供了重
要的科学依据。2018 年 7 月，作为微
生物肥料的一个全新品类，土壤修复
菌剂（生物修复菌剂）获批登记，历经
数年，意义重大。当前，
《土壤修复菌
剂》行业标准也正在制定之中，2019
年有望颁布实施。

受益于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
持、微生物肥料在农业中显现出的
独特功效，以及登记管理的规范与
引导，近几年，微生物肥料产业以每
年 10%以上的增速发展，得到了各方
的关注。目前，微生物肥料已被纳
入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下一步
将会为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的实施
贡献力量。
“ 微生物肥料市场发展前
景看好，预计到 2025 年，年总产量比
现在翻一番，达到 4000 万吨以上。”
李俊说。
与此同时，李俊指出，当前技术
产品创新不足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微生物肥料产业的发展。
“ 未来 5 年
内，优良生产菌株筛选及发酵工艺技
术、微生物农田土壤净化修复技术、
共生固氮微生物应用新技术、微生物
种子包衣技术、有机资源综合利用微
生物转化新技术、作物秸秆快速腐解
还田微生物及其配套技术等将成为
我国微生物肥料产业优先研发的新
技术。”

增值肥料新产品发展
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当前，绿色高效化肥产品的创新
依然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大产能、低
成本的技术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产品
施用技术要求高，制约产业规模化发
展；产品研制集中在氮肥品种上，磷
钾肥等高效产品研发及产业化技术
严重滞后等。
出路何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肥
料及施肥技术创新团首席科学家赵
秉强认为，产品创新只有通过“肥料
营养功能、根系吸收功能、土壤环境
功能”的系统改善，实现对“肥料—
作物—土壤”的综合调控，才能大幅
度提高肥料利用率。他说：
“ 肥料产
品的创新只有低成本、大产能的产
业技术，才能推动我国大宗化肥产
品实现全面绿色高效化，实现肥料
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真正助推农业
绿色发展。”
赵秉强表示，增值肥料产品改变
了过去单纯依靠调控营养功能改善

肥效的技术策略，通过生物活性增效
载体与肥料科学配伍，实现了对“肥
料—作物—土壤”的综合调控。
“利用
增效载体技术，可以对我国尿素、磷
铵、复混肥、水溶肥等大宗肥料进行
改性增效，整体提升肥料产品的性能
与功能，可以有力推动我国化肥产业
的技术升级。”他说。
赵秉强表示，增值肥料新产品的
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据他介绍，
工信部“十三五”促进化肥行业转型
升级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发展腐植
酸 、海 藻 酸 、氨 基 酸 增 值 肥 料 新 产
品。中国氮肥工业协会提出，到“十
三五”末，增值尿素年产量达到 1000
万吨。预计“十四五”末，我国增值肥
料年产量将达到 5000 万吨，应用面积
达 10 亿亩，每年增产粮食 200 亿公
斤。
“ 增值肥料产业的发展已经在我
国形成了新常态和新业态，将为化肥
减施增效、绿色增产作出重要贡献。”
赵秉强说。

肥料行业发展
正确把握方向
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技中心首席
专家高祥照在会上表示，随着农业、
农村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农业规模
化、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产品产
量和品质不断提高，土地承载力不断
加重，肥料与科学施肥技术需要追赶
快速发展的新时代。
随着化肥减量增效、果菜茶有机
肥替代化肥、节水农业、旱作农业、水
肥一体化等重大项目的不断推进，缓
释、控释、长效、水溶、生物、纳米、功
能、智能、改土、调酸、抗逆等新型肥
料品类不断涌现，未来肥料行业的发
展必须正确把握方向。
高祥照建议，一是既要重视大农
场也不要忘了小农户；二是既要看肥
效也要想原理；三是在国际 4R 施肥
原则的基础上增加到 6R；四是有机
肥也要科学搭配，更要注重质量；五
是中国肥料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形态
的优化和助剂的应用，而提质增效将
是未来肥料发展的使命。

东北地区开春复合肥供应基本稳定
时间进入 2019 年，肥料冬储市场也
在继续向前推进。然而，复合肥行情并
未随着新年的到来而出现好转。目前，
受原料行情疲软影响，复合肥冬储整体
报价稳中偏弱，局部成交甚至明稳暗降，
但是尚未引发下游过多的采购兴趣。
冬储启动至今，各地市场均未表现
出明显的旺季热度，尤其是东北地区，基
本处于停滞状态。之前有不少市场传言
称，明年开春，东北地区的复合肥货源将
极其紧张，然而笔者认为，局部可能存在
缺货的现象，但达不到传闻中“极其”的
程度。
首先，冬储启动略早。早在去年 8、9
月份，部分复合肥企业和经销商就已有

所行动，在价格不明确的情况下，不少企
业就已进行初步的计息预收，长期合作
的老客户们也开始纷纷适量打款。冬储
启动时间过早，局部经销商在前期积累
了一定的库存，对于销售季节的紧张局
面起着一定的缓解作用。
其次，低价货源频现。冬储市场推
进缓慢的主要原因是肥料价格过高，下
游备肥信心严重不足。为抢占市场份
额，部分企业依托自身优势相继出台爆
品、低价货源。以湖北地区为例，冬储启
动初期，部分企业 45%硫基通用肥料产
品的出厂价格在 2300 元/吨以下，发至东
北地区的到站价格甚至低于出厂价格，
低价货源的出现占据了一定市场份额。

最后，地产小厂盛行。东北相比于
其他地区，距离复合肥主要产区的运距
稍长，运费也相应提高，外省货源的到站
价格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基于此类情
况，本地中小型企业生产的产品逐渐进
入人们视野。其中掺混肥居多，不仅价
格低廉，而且施用效果同样尚可。因此，
地产小厂货源的优势便逐渐扩大。
综上所述，作为冬储市场的主要战
场，目前东北地区的复合肥行情确实不
尽人意，春节之后的市场被寄予厚望，下
游需求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如果原料和供应方面相对稳定，那么节
后复合肥价格或将坚挺为主，而“极其缺
货”的情况则很难发生。
冯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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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化肥抽检
合格率达九成
近日，山西省市场监管局通报了 2018 年第三
季化肥产（商）品质量专项监督抽查结果，产（商）
品整体合格率为 90.7%。该次山西省市场监管局
共抽查了 81 家企业的 150 批次化肥产品，其中，生
产企业 28 家、经销企业 53 家。检出 14 批次不合
格，整体合格率为 90.7%。其中，生产领域抽检 33
批次，全部合格；流通领域抽检 117 批次，合格 103
批次，合格率为 88%。
本次抽查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委托山东省产
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国家化肥检验中心）对山西全
省化肥产（商）品质量进行了省级监督抽查。抽查
发现，山西省企业生产的复合肥、尿素、磷酸一铵、
磷酸二铵等产品合格率稳定，且一直维持在较高
水平。14 批次不符合标准的产品主要为新型肥
料。抽查中发现 2 批次产（商）品涉嫌假冒，分别
是由陵川县秦家庄供销合作社桥将欣民鑫连锁农
家店销售标称广饶瀚海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180
克/袋含腐植酸水溶肥料、由长子县农业生产资料
公司南小河农资农家店销售标称郑州汉奇化工有
限公司生产的 15 毫升/袋微量元素水溶肥料。
崔晓农

北大荒鸭绿河农场
科学施肥减量不减产
2018 年，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鸭绿河农场
有限公司依托测土配方施肥、科学施用专用肥、引
进使用新机械，实现了水稻平均单产 607 公斤/亩，
大豆平均单产 159 公斤/亩，玉米平均单产 507 公
斤/亩，粮食总产量 28.7 万吨，实现了减肥不减产
的目标。
“按照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进行施肥，我家不
但产量没有减少，还增收了不少。”鸭绿河农场有
限公司第一管理种植户袁喜军说。去年，鸭绿河
农场有限公司制作了精准的测土配方施肥建议
卡，发放到种植户手中，指导农户科学施肥，全场
粮食亩均增产 20 多公斤，每亩节约化肥 3~5 公斤，
每亩节本增效 30~100 元。
为了保障全场万亩良田用上专用肥料，鸭绿
河农场巧打时间牌，利用冬季农闲时节，通过统一
采购、统一存放、统一发放的方式，储备了 2400 吨
侧深施肥专用肥。侧深施肥与常规施肥相比，每
亩增产 3%以上，效益增加 50 元，节约肥料 10%~
20%，节约成本 10 元。今年，鸭绿河农场有限公司
将继续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科学施用专用肥，
引进新机械，带领全场 2000 多种植户，在“减肥”
的基础上，继续实现全年农业生产增产。
刘天鹏

田间经验

依据油菜特点
按需区别施肥
近期，由于低温时间长，油菜发苗速度慢，长
势较常年同期要差。为了使有限的肥料发挥最
大的增产效率，要明确油菜的需肥特点，讲究追
肥技巧。
追巧、追早，及时到位。由于磷素在油菜体内
可反复利用，施肥愈早，吸收愈早，效率愈大。因
此，油菜在幼苗 5 片真叶前，必须施用足够的磷
肥。薹花期是油菜营养的最大效率期，需肥量在
一生中所占比例最大，因此，抽薹至开花期必须及
时追肥。
平 稳 施 肥 ，施 足 施 好 。 为 了 主 攻 秋 发 、冬
壮，5 片真叶前，每亩要追 5 公斤尿素提苗，补施
磷肥 20~25 公斤。为了提高肥效，应氮素磷素混
施，开沟深施。油菜花芽分化时，要追开盘肥，
此时以追速效氮肥为主，每亩追腐熟人粪尿 700
公斤左右，或尿素 5~7 公斤，薹花期每亩追尿素
7.5~10 公 斤 ，配 施 磷 酸 二 铵 2.5~5 公 斤 ，或 施 三
元复合肥 15~20 公斤。为了防早衰，后期还要追
尿素 3~5 公斤。为了加速养分的转化，每次追
肥之后，还可喷施惠满丰或庄福星活性液肥，浓
度为 1∶500 倍。
立早

受冻害的蜜柚树
要早施重施花前肥
受北方强冷空气的影响，广东、广西、福建等
地种植的蜜柑很多都受到了冻害，如果能够及时
早施重施花前肥，则可加快树势恢复，促进幼果发
育，减少畸形果。具体施肥方法如下：
受冻害的蜜柚必须要在小寒—大寒期间施花
前肥，以优质有机肥和氮磷钾完全肥为主，增施磷
钾肥和生物菌肥。五年生以上的结果树，每株施
沤制腐熟的人畜禽粪 15~20 公斤、氮磷钾（15∶15∶
15）硫酸钾复合肥 0.75~1 公斤、过磷酸钙或钙镁磷
肥 1~1.5 公斤、硫酸钾 0.25~0.5 公斤、复合生物菌
肥 0.5~0.75 公斤。
将所有的肥料充分搅拌混合均匀后，围绕树
冠滴水线，挖深、宽各 25~30 厘米的环状沟，将搅
拌混合均匀的肥料撒施在环状沟内，盖土，将肥料
全部覆盖住，然后每株树淋施 40~50 公斤清水或
沼液或沤制腐熟的人畜粪水，以水分完全渗透入
泥土中不往外流为宜。
另外，还要及时进行根外追肥。每 7~10 天叶
面喷洒一次 0.1%硼砂、0.1%硫酸镁、0.1%硫酸锌、
0.2%尿素、0.3%磷酸二氢钾、600 倍氨基酸复合微
肥、1000 倍三十烷醇、1500 倍 0.001%天然芸苔素混
合液，连续喷洒 2~3 次即可。
黄家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