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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养分管理是被化肥企业普遍采用的肥料最佳养分

这些材料基于4R养分管理原理，为最佳养分管理的

管理新方法，其兼顾养分管理中的经济、社会和环

实施提供依据,不是秘方更不是指导手册，4R养分管理

境效益，对农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4R养

措施是因地制宜的。实际生产中，具体的植物养分管理

分管理策略可简单归纳为选择正确的肥料品种、采用正

措施取决于农户的目标、现有的资源、种植制度、土壤

确的用量、在正确的时间施在正确的位置，但其实施则

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影响养分管理措施的其他因素。

需要专业知识和因地制宜。

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致力于植物养分管理科学的研

我们出版这本手册就是为详细解释4R养分管理概

究和推广。4R养分管理涵盖所有与养分管理相关的原

念和四个“正确”背后的科学原理。该手册不是让读者

理。我们希望这本手册能成为农户及其技术指导人员、

了解土壤肥力和植物营养的基础知识，而是让读者把这

推广人员、研究人员、监督管理者、以及对植物养分管

些基本原理如何应用到综合养分管理中，以实现农业的

理感兴趣人员的实用工具。

可持续发展。
该手册包括几个章节阐述养分管理措施的每个“正
确”背后的科学原理，也讨论养分管理措施在农场上的
应用，制定养分管理计划的方法以及可持续性的评价指
标。绝大多数章节中列举了世界各地对这些原理应用的
研究实例。这些实例体现了4R养分管理策略在小型企业

Terry L. Roberts 博士

到大型商业农场和种植园中各种作物体系上都得到了广

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 所长

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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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可持续农业的发展目标

大

约 3 0 年 前 ， 时任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

可持续农业有许多特征，其中最主要的是强调在满

(WCED)的Gro Harmlem Brundtland向由食品安

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的同时，不破坏农业生产赖以生

全、农业、林业和环境四个专业人员组成的顾问小组提

存的自然资源。尽管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多元化，但普遍

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人类如

认为其有共同特征，其中一项重要的属性是其具有多元

何摆脱饥饿的威胁。当时这个顾问小组在向世界环境与

性。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仅仅只应用于社会、经济或环

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中写道：“在未来几十年，整个

境的某一方面，而是同时应用到各个方面。

世界的粮食体系将会遇到比以往更大的挑战。粮食产

如果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传统分类能进一步明

量的提高要与前所未有的需求增加同步，同时还要保持

确，就能促进这种多元性方法在农业上的应用。其中

粮食生产系统的生态完整性。这些方面的努力无论从力

对农用多种资源进行明确划分的一种有效方法是把它

度还是复杂程度上都很大。鉴于需要克服的障碍中多数

们作为财产或资产按照UNCTAD－UNEP(2008)方法分

是人为造成的，要完成上述目标失败比成功的可能性

为5类：

大。”这些发人深省的总结适用于过去，同样也适用于

◆ 自然资产。这部分资产包含用于生产食物、衣物纤维、

现在。

木材的资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和能源，

这份顾问小组发布的报告是WCED主席Gro Harmlem

还包括用于生产和运输自然资源（如生产化肥的原材

Brundtland关于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主要组成

料）。此外，这部分资产也是自然界食物来源和生态

部分，标题为： 我们共同的未来 (1987)。这份报告阐明

环境物质循环与调节的重要场所，如废物处理、营养

了对“日益增长的人类环境和自然资源恶化，及其造成

物质循环、土壤形成、害虫生物防治、气候调节、野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在增加粮食产量和经

生动物栖息地、风暴防御和防洪、二氧化碳固定、授

济效益的同时，又能保持粮食生产体系的生态完整性，

粉和景观。

是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挑战。

◆ 社会资产。这部分资产与行为准则、价值观和态度联
4R Plant Nu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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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一起，推动人与人之间紧密合作，并能在社会活

和物质资本。如实施精准养分管理意味着在农户地块上

动互惠互利。缺乏联系和沟通的社会，也缺少信任与

进行研究工作，需要他们积极参与，从而有利于各利益

合作，更容易暴露出环境恶化和食品缺乏问题。处于

相关者，包括农民、研究人员、商人和政府层面的代表

合作关系或者科技发展团体中的农民组织能激励农民

之间的沟通。此外，参与者的受教育水平也会通过这种

一起工作，共同分享知识和资源。

正规或非正规活动而得到提高。还有很多由农民自己管
理的组织团体，在开发和传播农业新技术方面做得很成

◆ 人力资本。这部分资产包括每个个体全部的能力，而

功。

这部分能力建立在个体知识、技能、健康和营养状况
基础上。知识、技能、健康和营养状况的贡献率取决

与4R养分管理方法相关的许多新技术的应用，都对

于人们专业知识应用的范围和程度，这些专业知识通

实物资本具有正面影响，因为这些新技术的应用通常包

过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和参与以及提供足够的医疗保

括与市场联系紧密的较好基础设施包括投入、产出和通

障而得到提高和认可。农民对各项新技术发展过程的

讯。化肥和其他农业投入以及收获物的向外运输都需要

参与（例如通过田间试验研究）就是一个对人力资本

良好的道路。农村社区成员对利用移动电话和数字通信

发展做出贡献的例证。良好的教育水平显然对提高施

工具获得新的信息需求越来越多，也反映出社会通信资

肥管理等农业措施非常必要。

源的改善。

◆ 实物资本/物质资产。实物资本是一系列提高劳动生产

从全面和整体的方面审视，4R养分管理策略不仅对

率的人造物质资源，如建筑物、市场基础设施、灌溉

农业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作物营养上既得利益的影 响，

措施、通信网络、工具、机械、能源和交通运输系统

还具有潜在深远的影响。 4R

等。市场的开放往往因为缺少适当的通信基础设施而
受到限制。
◆ 金融资本。金融资本与系统中货币的流通相关，而货

币的流通受到诸多因素比如价格、成本、收入、利
润率、存款、贷款和补贴的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
国家，贫困仍然是限制农业发展和食物安全最大的
障碍，它限制了人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提高自己
的生活水平。
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可通过其对上述各项资产/
资本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能够对自然、社会、人力、
实体或者金融资产产生弹性增长的农业技术可认为具有

图1.1

可持续性。换句话说，因为农业系统与上述五类资产通

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应该从对自然资源、社会资
源、人类资源、物质资源和经济利益进行评价。

过反馈调节互相作用，大量拥有这五类资产会更有利于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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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养分管理方法在发展可持续农业方面是一项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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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London and New Jersey. pp. 131.

可少的措施，因为这项管理措施的应用对上述提到的五
类资产有多重有利影响。
施用正确的肥料品种、正确的用量、正确的时间和
正确的地点的4R养分管理措施与其对自然资源各部分
的有益影响如改善作物生长、提高土壤健康质量，降低

UNCTAD-UNEP. 2008.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Document UNCTAD/DITC/TED/2007/15. Geneva,
Switzerland. pp. 47.

环境污染和保护野生动物等之间直接关联。同样地，金
融资产也期望能带来相应的正面影响，例如农民收益增

WCED. 1987. Our Common Future.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pp. 400.

加，生活质量提高，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经济活动。
实施4R养分管理策略也会提高和改善社会、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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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4R养分管理的概念
物养分管理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系统，从面积辽阔

植

者需要制定整体目标，但是管理者需要做最好的准备去

的大牧场、放牧的草场，到集约化种植一年生作

选择管理措施。为制定整体目标，各利益相关者需要了

物的大农场，甚至适用于种植水果、蔬菜和观赏植物的

解植物养分管理如何影响植物系统的表现。各利益相关

可控温室。世界范围内，这些不同类型的种植方式分布

人员不仅应该包括农场管理者、顾问，还应该包括购买

在不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本章旨在描述分布在不同

产品的客户和生活在这个系统环境中的人。因为以作物

系统中植物营养学的普遍原理和植物养分管理中不断改

为主的生产体系分布广泛，人们依赖这些体系以获得粮

进的措施。

食、燃料，衣物纤维和主人翁责任感，所以，他们对植
物系统表现的定义应该包括经济层面上系统的产出和收

2.1 把正确的肥料品种以正确的用量在正确的时间
施在正确的位置

的影响以及社会层面上系统对生活质量和就业机会的影

4R养分管理的核心概念就是把植物养分的正确品

响。企业(enterprise)自身的目标需要与该地区可持续性

益，环境层面上系统对土壤、水分、空气和生物多样性

发展的整体目标相匹配。

种，用正确的用量，在正确的时间，施在正确的位置。
这四个“正确（right）”对于植物养分的可持续性管理

正确的肥料管理的实施必须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目

非常必要，能够持续增加植物或作物生产率。在第一章

标。但选择适合当地特定土壤、天气、作物生产条件以及

曾描述过，可持续性由三个层面构成：经济层面、社会

当地法规的管理措施最终取决于农户，这些符合当地条

层面和环境层面。这三个层面对于评价任何一种养分管

件的管理措施才最有可能实现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这一目

理措施是否“正确”都是必要条件。

标。因为当地的实际情况会影响到各项管理措施的选择，

肥料正确－品种、用量、时间和地点与可持续发

甚至具体到实施日期，所以，适合当地条件的正确的决策

展目标紧密相联(图2.1)。对任何指定的系统，利益相关
4R Plant Nu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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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养分管理措施的原理
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可以为土壤上生长的植物矿质
营养提供最基本的原理。这些科学知识应用在植物营养
管理上就会促进土壤肥力和植物营养科学的发展。养分
管理组成部分中肥料品种、用量、时间和地点每一部分
都有自己独特的科学理论，阐述植物营养的重要过程。
某些科学原理指导养分管理中如何使用正确的肥料
品种、用量、时间和地点。一些重要的原理和方法列于
表2.1。这些原理和方法以及其他重要的植物营养原理将
在后面四章中详细阐述。
图2.1

这些科学原理/法则在全球通用，但各地区如何应

4R养分管理是用正确的肥料品种、用量、时
期和位置进行施肥，以获得经济、社会、环
境相协调。

用因特定土壤、作物、气候、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状况
而异。农户和作物指导顾问确保他们在当地选择和应用
的管理措施是依据这些科学原理而制定的。

图2.1 主要科学原理与相应措施

四个正确(4Rs)
品种

主要科学原理

一些具体措施

用量

位置

◆ 确保养分平衡
供应

◆ 评估各种来源的
养分供应

◆ 评估作物吸收和
土壤供应动态

◆ 了解作物根系
类型

◆ 适应土壤性质

◆ 评估作物需求

◆ 确定养分流失风
险的时间

◆ 管理空间变异

◆ 化学肥料

◆ 测定土壤养分

◆ 播前

◆ 撒施

◆ 畜禽粪便

◆ 计算经济效益

◆ 播种期

◆ 堆肥

◆ 平衡作物移走量

◆ 开花期

◆ 条施/穴施/注
射施

◆ 作物秸秆

2-2

时间

◆ 结实期

M

◆ 变量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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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原理指导养分管理中如何使用正确的肥料品种、用量、时间和地点。

2.3 适合种植体系的4Rs

四个“正确”能给某种作物的施肥是否准确提供
一个简单的评价清单。提问“作物施肥是否把正确的肥

四个“正确”中的各因素互相联系,它们彼此之间

料品种，按照合适的用量在合适的时期施在合适的位

及其与植物、土壤、气候和管理这些周围环境因素之间

置？”有助于提高农户和顾问对每块地上的每一种作物

必须同步。在多数系统中通过对植物管理为人类提供食

的施肥水平。

物、饲料、衣物纤维、燃料和社会效益，而系统中的土

对四个“正确”的重视程度要均衡，避免强调一项

壤是作物生长的介质，而土壤肥力是植物高产的基础。

而忽视其他措施。用量最容易被过分重视，因为其简单

虽然土壤肥力对高产非常重要，但并非所有肥沃的土壤

并直接关系到施肥成本，而肥料种类、施肥时期和施肥

都是高产土壤。即使是养分充足的肥沃土壤，排水不

位置却常常被忽视，因此在这三个方面有更多需要改善

良、干旱、虫害、病害和其他因素仍然限制作物高产。

和提高的机会。

因此，为更好地了解土壤肥力，我们必须了解促进或者
限制高产的其他影响因素。

4R Plant Nu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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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系统诸多表现既受作物与土壤系统

生物多样性

管理的影响，同时也受所施用养分的管理的影
资源利用
效率:能源、
劳动力、
养分和水

养分损失

响。例如，养分利用效率会因种植高产作物品
水和
空气质量

养分平衡

农民收入

产量
土壤侵蚀

生态系统

效益
粮食安全

种而提高。图2.2中的系统性能指标揭示了植物
系统的复杂程度。许多资源利用率呈现出此消
彼长的状态，即当一种资源用量较少时，即使
植物生产力下降，这种资源的利用率可能会因
过度消耗其他资源而增加。第9章将详细阐述
一些性能指标。

种植体系
产投比

产品品质

作物生产体系非常复杂，会对养分施用作
出不同寻常的反应。所以对于特定养分施用需

稳产

要阐述其背后的基本科学原理（如化学原理）

工作条件

和测定施肥对作物系统中性能指标（如农学指
图2.2

4R养分管理的评价指标，包括植物－土壤－气候系统
中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各方面，至于哪方面重要取决
于投资者的意愿。

标）的影响。影响整个系统性能的系统科学原
理对不断优化管理措施非常重要。

植物依赖于土壤提供机械支撑、水分、空气和养
分，同时也依赖于外界条件如光照和温度。所有这些因

问题

素之间都互相联系并以多种形式影响植物生长和养分吸

?

收。水分和空气占据了土壤的所有空隙，所以影响水分
的因素必然会影响土壤和空气，转而水分会影响到土

1. 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方面是：

壤温度。空气、水分和温度又会影响土壤养分的有效

a. 经济

性……还有更多影响因素，因为植物根系的生长会对土

b. 社会

壤紧实度、土层厚度和土壤中多种微生物等的胁迫作出

c. 环境

响应。

d. 以上三者的平衡

因此，植物的营养状况是动态系统的一部分，因地

2. 科学原理可以指导下列哪项的发展：

因时而变。施用植物营养元素的效应随上面提到的因素

a. 利益相关者群体

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植物营养管理是精准管理。在生产

b. 肥料品种、用量、时间和位置的精确组合

体系中养分不断地以植物和动物产品的形式以及淋洗、

c. N2O排放

挥发和侵蚀的形式从土壤中移走。一些形态的养分通过

d. 可持续发展目标

与粘土矿物和其他土壤组分通过化学反应而被固定。有

3. 正确的肥料品种、用量、施肥时间和施肥位置是：

机质和土壤微生物也固定和释放养分。

a. 彼此之间互相独立，并且与其他管理措施也

植物养分管理的各项措施与周围植物－土壤－气候

互相独立

系统相互作用（图2.2）。为了使肥料施用可持续，必

b. 彼此之间互相联系，但是与其他管理措施也

须加强植物系统的性能。植物系统的性能不仅受4Rs的

互相独立

影响，同时也取决于其与其他管理措施如耕作、排水、

c. 彼此之间互相联系，并且与其他管理措施也

品种选择、植物保护、杂草控制等之间的相互作用。植

相互联系

物－土壤－气候系统包括多种因素如遗传学产量潜力、

d. 与施肥管理措施互相独立

杂草、虫害、病害、菌根，土壤质地、土壤结构、排水
性、土壤紧实度、盐度、气温、大气沉降和太阳辐射。
这些因素与植物营养管理之间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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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在当地条件下通过不断对决策系统进行评价把4R养分管理措施发展成最佳管理措施。

2.4 通过对结果评价而不断改进管理方法

施 。对这一过程合理的建议是，对于作物专家有一定水
平的专业认证和培训非常重要。

前面的论述及图2.1和2.2描述了植物营养管理所包
含的内容以及提高管理措施所要求考虑的因素。在这一

农场主及其管理者都意识到对于他们的后代来说，

点上我们需要重点关注能改善管理措施人们所采取的行

环境和社会因素与其企业活力息息相关。经济收益对任

动。4Rs养分管理理念是在多种层面上设想出一系列行

何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但通常与环境和

为和评价方法（图2.3）。这一系列的行为有农场层面上

社会需求的目标相抵触。如何使管理者更加充分地认识

生产者和作物专家的行为，区域层面上有农艺学家和农

到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协调发展是很重要的（如与

业服务提供商参与，及政策层面上政府和行业领导者的

温室气体减排相关的碳补偿）。

参与。每个层面上的参与者竭尽所能采取符合当地条件

区域层面包括农业服务业（作物各种投入的经销商

的管理措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和农业服务部门），他们所做的决策直接影响其能否为

在农场或者地方生产体系层面上，生产者和作物专

生产者提供合适的养分品种、合适的用量、在合适的时

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策并进行实施。然后对其所制定

期施在正确的位置。农业服务部门需要面临物流管理挑

决策的成果进行评价，以便确定下次如何决策。理想情

战，如何对肥料养分进行合理的运输和分配。

况下，对管理措施的结果进行评估应该建立在利益相关
者认为重要的所有指标基础上。重要的是这是一项适应

区域层面还包括向农场管理者提供研发和推广决策

性的管理措施，一项通过不断的系统性评价在参与者应

支持系统的农学专家。农学家的产出就是做出符合当地

用和学习中不断改进，有助于高效生产和资源节约的措

实际情况的正确肥料品种、用量、时间和位置的推荐施

4R Plant Nu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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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决策支持系统需要不断评估和改进，以此来适应科
技进步和植物－土壤－气候系统的变化。决策支持系统

问题

需要在实际生产中进行验证，验证包括多种前面提到的

?

在实际生产中应用的评价指标。私人部门的农业服务商
也可以通过建立区域性作物反应数据库参与对决策支持

4. 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利益相关者需要选择

系统的验证。农场作物顾问和农艺科学家以专业形式参

哪一部分：

与有助于改进商业作物顾问提出的决策支持系统。

a. 评价指标
b. 精准管理措施

政策层面涉及监督管理和制度化体系，在此体系下
生产者、农场管理者、作物管理顾问、农业服务业和研

c. 施肥的品种、用量、时间和位置

究推广机构共同参与。具体包括确定基础设施建设以保

d. 肥料管理措施

证肥料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运输和分配，以及支持相关的

5. 选择肥料品种、用量、施用时期和位置合适组

教育和研究。开发新型肥料也是政策层面中的一个重要

合的最终决策者是：

部分。政策层面还包括论坛，在论坛上投资者可以提出

a. 法规机构

其具体的指标和目标。一旦可能，根据作物系统表现确

b. 产品经理

定指标，而不是就具体措施制定规则，这样才能与现有

c. 有资质的农学家

措施匹配良好，并更加可能获得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成

d. 股东大会

果。

6. 施肥管理措施应该在下列哪项基础上通过评价

4R养分管理理念与包括农场层面在内的各个层面上

进行验证：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息息相关。要求农民自我制定可持续

a. 研究计划中大田产量增加

发展目标会有利于更高水平的承诺和参与，并且有利于

b. 农场计划中大田产量增加

减少由于强迫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产生的消极反应。

c. 所有对投资者重要的指标

采纳4R养分管理计划应包括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识。

d. 环境效益

利益相关者可以将所有指标用不同的方 式呈现出来

7. 科学的施肥管理措施是:

以此影响他们的看法。对某一种趋势，时间段的选择非

a. 以当地过去的经验为主

常重要。短期的变化可能会误导，因为可持续性发展是

b. 符合科学原理，并得到大田试验验证

一项长期的议题，尽可能选择最长的时间段验证。背景

c. 加以描述的调控措施

描述是非常重要的，当某一种养分平衡仅仅被描述为盈

d. 对环境没有影响

余、亏缺或投入与产出比值，养分从农田输入和输出的
范围显然不明确，从所有养分的平衡来看就会有不同的
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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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问题

?

品种、用量、时间和位置在养分管理中是互相联系
的，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出现错误，四个因素都不可
能正确。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有多种正确组合，但是如

8. 施肥品种、用量、时间和位置的正确组合可以

果四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发生改变，其他因素都会因此发

保证：

生改变。养分管理系统中，四个因素必须协同工作，同

a. 最高的产量潜能

时也必须与作物系统和环境的管理方式协同工作。4R养

b. 营养元素向水体中的损失降到最低

分管理系统强调各种管理措施组合对系统结果或效率的

c. 营养元素向空气中的损失降到最低

影响，要有助于提高可续性。

d. 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佳机会

每一种养分的施用都可以描述成品种、用量、时间

9. 施肥管理措施最重要的评价指标是：

和位置四个因素的组合。决定每一个正确选择背后的科

a. 养分吸收效率

学原理都不一样。本章其后从第三章到第六章的四个章

b. 作物产量

节，分别描述4Rs每一个因素背后的特定原理。随后从

c. 作物品质

第七章到第九章，再次重点阐述4Rs组合在整个农业系

d. 由投资者决定

统管理中、在选择4Rs组合的支持决策措施中、以及在
涉及到4Rs组合的养分管理计划中的选择和应用。 4R

10. 评价指标反映肥料管理水平提高有助于改善：
a. 水体质量
b. 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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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正确的肥料品种
对烟草和一些水果品质可能有害。一些磷肥品种中可

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确定合适肥料品种的核心科学

能含有植物有效钙和硫以及少量镁和微量元素。

依据如下：
◆ 考虑施肥量、施肥时期和施肥位置。

◆ 控制非必需营养元素的影响。例如，一些天然磷矿石

中沉积有微量非必需营养元素，这些元素的加入量应

◆ 提供植物可吸收利用的有效态养分。施入植物可以利

该控制在允许的临界值以内。

用的养分形态，或在土壤中能及时转化成植物可以吸
收利用的养分形态。

这些重要的科学原理融合在本章其它部分的各概
念中。

◆ 与土壤物理化学性质匹配。例如，避免在淹水土壤中施

用硝酸盐类肥料，及在pH高的土壤上表施尿素等。

所有植物完成其生命周期至少需要17种必需营养元
素，其中包括表3.1所示的14种矿质元素和3种非矿质元

◆ 注意不同营养元素和肥料种类间的协同效应。如磷和

素碳(C)、氢(H)、氧(O)。植物对大量营养元素的需要量

锌间的交互作用，氮能提高磷的有效性，有机无机肥

相对较多，对微量营养元素的需要量相对较少。许多土

配合施用等。

壤本身有至少一种到多种必需营养元素有效性较低，阻

◆ 注意肥料混合的兼容性。一些肥料混合后容易吸潮而

碍植物生长潜能的发挥。在不施肥的生态系统中，土著

难以施用均匀；颗粒肥料大小应该相似以避免混合后

植物通过限制自身生长速率以适应营养缺乏，然而这种

出现分层现象。

方式显然不能为农户接受，因为他们更关心粮食产量和
经济收入。

◆ 注意伴随元素的利弊。绝大多数营养元素有一个对作

物可能是有益、无害或者有害的伴随离子。例如，氯

每种植物必需营养元素在植物体内都具有特定功

化钾中钾(K)的伴随离子氯离子(Cl )对玉米有益，但

能，一些营养元素生理功能相对简单，而另一些则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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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植物矿物营养元素的重要特性
植物体内
相对原子数量

类别

营养元素

符号

可吸收的主要形式

土壤中主要储存形态

大量营养元素

氮

N

硝酸根离子NO3-、
铵根离子NH4+

有机物

大量营养元素

磷

P

磷酸根离子
HPO42-、H2PO4-

有机物，矿物质

大量营养元素

钾

K

钾离子，K+

矿物质

250,000

大量营养元素

钙

Ca

钙离子，Ca2+

矿物质

125,000

大量营养元素

镁

Mg

镁离子，Mg2+

矿物质

80,000

大量营养元素

硫

S

硫酸根离子，SO4

有机物，矿物质

30,000

微量营养元素

氯

Cl

氯离子，Cl-

微量营养元素

铁

Fe

亚铁离子，Fe

微量营养元素

硼

B

微量营养元素

锰

微量营养元素

2-

1,000,00
60,000

矿物质

3,000

矿物质

2,000

硼酸，H3BO3

有机物

2,000

Mn

锰离子，Mn

矿物质

1,000

锌

Zn

锌离子，Zn2+

矿物质

300

微量营养元素

铜

Cu

铜离子，Cu

有机物，矿物质

100

微量营养元素

钼

Mo

钼酸盐，MoO42-

有机物，矿物质

1

微量营养元素

镍

Ni

镍离子，Ni

矿物质

1

2+

2+

2+

2+

其它元素—包括钠（Na），钴（Co）和硅（Si）—被证明是一些植物（不是所有植物）必需营养元素或有益元素。

相对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一旦进入植物体内，矿物营

的豆科作物(绿肥)可为下季作物提供氮素营养并增加土

养元素来源就不重要了。

壤有机质含量。肥田作物给土壤残留氮素的数量因其种
类和当地气候条件而具有很大变化。

3.1 营养元素的来源

如果使用得当，畜禽粪肥和堆肥是很好的植物养
由于一些营养元素在土壤中的含量常低于作物需要

分来源。尽管畜禽粪肥中各营养元素的相对比例与作物

的最佳浓度，因此农民通常通过就地取材或其它途径补

所需养分相对比例并不一致，但其中含有植物需要的所

充土壤养分含量的不足，农场里能就地取材的有肥田作

有必需营养元素。由于堆肥中一些氮、磷、硫以有机物

物、畜禽粪肥和农作物残茬。外源可能包括各种加工或

形态存在，因此，这些有机物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矿化

未经加工的养分资源和土壤改良剂。

分解后才能转化成植物根系能吸收利用的有效态。堆肥

除氮素以外其它所有营养元素均来自于天然矿物

在堆制过程中可以控制有机物的分解，因此有机质更稳

质。全球先进工业的发展能将这些营养元素提取出来并

定，比畜禽粪肥分解缓慢。畜禽粪肥和堆肥中的养分源

浓缩成便于使用和运输的肥料，以提供能被植物根系吸

自生产饲料和干草的土地，这些土地可能被施肥，因此

收利用的有效形态。一些矿物可以直接作为肥料或土壤

给作物施用的养分可以在附近甚至更远的地块中循环。

改良剂使用，但多数矿物需要进一步加工增加其溶解性

当然，动物消化过程中并不生产养分，畜禽粪肥中的养

或进一步浓缩成方便运输的形态，降低运输成本。不溶

分是动物所食饲料中未被消化吸收的那部分。

的矿物向土壤溶液中释放营养元素非常缓慢。

几乎所有的养分都是通过根系进入植 物体内，植物

豆科植物如紫花苜蓿、三叶草、野豌豆、豆类作物

吸收各养分的主要形态列于表3.1。一些情况下，叶面施

的根瘤能使细菌如根瘤菌、慢生根瘤菌、中华根瘤菌等

肥对纠正作物缺素症以及弥补植物营养需求高峰期对养

生长。这些根瘤能够将空气中氮气转化成植物可以吸收

分的需求作用很大。然而，植物还是倾向于通过根系从

利用的氮素形态。收割后作为干草或者动物饲料的豆类

土壤溶液中获取它们所需的绝大多数养分。

植物不能为土壤留下大量残留氮素，而不收割就地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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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选择合适的肥料品种

?

问题

选择合适养分种类的想法在概念上看起来很简单，
但一旦开始选择，需要考虑到许多因素。除了前面提到
的六项核心科学原理外，一些如肥料运输问题、环境

1. 下面哪一项核心科学原理是在特定环境条件下

安全问题、产品价格和经济条件限制等也很重要。在合
理距离范围内，能否获得各种原料可能对即将做出的决

用于确定正确肥料品种的

定产生影响。施肥设备的使用可能进一步缩小选择的范

a. 只施用植物可以利用的营养形态

围。尽管作出这些决定时总会不自觉地依靠传统思维和

b. 选择与土壤物理和化学性质适宜的肥料

经验，但不断地回顾这些影响因素可以帮助农场主从有

c. 肥料混合时不考虑肥料间兼容性

价值的肥料资源和较大经济投入中获得最大利益，同时

d. 施肥时忽视伴随营养元素的作用

也有助于他们考虑新型肥料。

2. 下面哪种情况说明该营养元素对植物生长是必

选择合适的肥料品种首先要确定植物实际需要哪些

需的：

营养元素。养分需求可以通过土壤和植物分析、组织分

a. 该元素在土壤中含量很低

析、缺素对比试验、叶面颜色检测器、或者缺素外观症

b. 植物对它的需求为元素形态

状(参看第8章)来确定。做出施肥决定前我们需要完成上

c. 所有植物需要它来完成生命周期

述工作。仅仅通过估测作物所需养分能导致营养不足或

d. 可以被植物吸收利用

营养过剩等诸多相关问题，并可能导致忽略某些营养元

3. 选择合适的肥料品种应基于

素而使缺素问题更为严重。在养分充足的前提下，过高

a. 传统和经验

估测作物对某些养分的需求而过量施肥也会造成较差的

b. 仅考虑价格

经济效益。

c. 仅关注某个缺乏的单一养分

人们通常注重补充单个缺素养分的缺乏而忽略了其

d. 确定哪种养分是限制因子

他养分。比如作物缺氮很容易通过观察到的生长迟缓和

4. 肥料中磷和钾的化学形态是

叶片失绿而诊断出来，但在施氮的同时，如果不同时施

a. 以等当量的五氧化二磷(P2O5)和氧化钾(K2O)

用磷、钾等其他养分，就不可能获得最大收益。尽管单

来表示

个营养元素常成为关注的焦点，然而作物健康生长需要

b. 五氧化二磷(P2O5)和氧化钾(K2O)

全方位的平衡营养。

c. 磷和钾

每一种能被植物吸收的养分均有其特有的化学形

d. 乘以2.29转化成元素形态

态，进入土壤后发生其独特的物理化学反应。无论养分
这些问答题虽是标准测验形式，但主要是回

类型如何以及在土壤中发生何种反应，但养分被植物吸

顾学习要点和鼓励分组讨论。答案见A-7页。

收利用前必须是可溶的和植物可利用的有效态。
销售的化肥通常有养分等级或最低含量。肥料等级
用一系列养分重量百分数的数字表示。第一个数字表示
总氮含量，第二个参数表示肥料中有效磷含量，用等当

氧化物形态只是用于表示这些肥料的传统单元，肥料中

量五氧化二磷(P2O 5)表示，第三个参数表示肥料中有效

磷、钾含量分别用等当量的P 2O 5和K 2O来表示。用下面

钾含量，以等当量氧化钾(K2O)表示。例如，100千克标

的转化系数就可以把氧化态转化成元素态：

有10－15－20的肥料，表示含有10千克氮(N)，15千克

P2O5×0.437=P

五氧化二磷(P2O5)，20千克氧化钾(K2O)。如果肥料中含
有其他养分，养分以化学元素符号标注，例如，标有21

P×2.29= P2O5

－0－0－24S的肥料中含有21%的氮和24%的硫。

K2O×0.830=K

请注意肥料中P和K的化学形态并非是P2O5和K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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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0= K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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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5. 复合肥可用于
图3.1

a. 单一养分的施用

三种不同类型的复合肥料(每个肥料颗粒都含有
氮磷钾

b. 提供不同比例的养分满足特殊需求
c. 消除颗粒分层
d. 没有微量元素的大量元素

3.3 肥料形态
肥料形态的选择通常是施肥前最先考虑的问题之

6. 液体肥料很普遍，因为它们

一。

a. 与颗粒肥料混合

掺混肥料

b. 容易加到灌溉水中
c. 有低成本化合物制成

掺混肥料是为了满足客户的特殊需求，将各种颗粒

d. 把多种养分结合到单一颗粒中

肥料成批混合而成。掺混肥料可以根据作物和土壤的需
要调节不同的养分比例。由于掺混肥料所采用的原料组
分成本较低，生产设备相对简单低廉，因而掺混肥料应
用较广。混合和储存时化学和物理方面兼容的肥料才能
用来生产掺混肥料。
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有必要注意防止单一组分的分

料不同，复合肥料颗粒中各养分均匀地分布在各个肥料

层。肥料搅拌人员必须认识到这一问题，尽可能的使不

颗粒中。复合肥中每一个肥料颗粒在土壤中溶解后释放

同养分颗粒大小相匹配，尽量避免运输过程中掺混肥料

出各种养分，避免运输和施用过程中由于肥料分层带来

的分层。

的不利影响(如图3.2)。当复合肥中含有微量元素时，其可
能在植物根区内均匀分布。由于 某些养分比例的复合肥

复合肥料

料适用于多种农艺措施，因而使施肥决策更加简单。

复合肥是将多种养分均匀混合后造粒(如图3.1)，因

液体肥料

此，与将不同养分的肥料颗粒简单混合在一起的掺混肥

液体肥料之所以大受欢
迎，是因为液体肥料能够将多
种养分混合成一种均匀透明液
体，实现多种养分均匀施用。

掺混肥

可以按照实际情况将液体肥定
制成基肥、深施浓缩肥和滴灌
专用的表施肥。通常液体肥与
灌溉水一起使用较多。液体肥
料不仅施用方便，而且是微量

复合肥

营养元素、除草剂和刹虫剂的
理想载体。这些材料混合一起施用可以减少机械在田块
中的往返次数，从而降低土壤板结和能源消耗。

图3.2

3-4

掺混肥与复合肥在土壤中养分分布对比。施肥量
较低时，复合肥养分在土壤中分布更均匀。掺
混肥的优势在于能满足植物对每种养分需量的
要求。

不是所有的液体肥料在混合时能够相互兼容。图
3.3是不同液体肥料之间的互混兼容准则表。液体肥料在
进行大剂量互混之前，建议先用少量液体肥料或化学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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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液体肥料相混兼容图(摘自《液体肥料协会》，2009)

剂在小瓶罐中混匀以验证需要混合的液体肥料间是否适

楚，灌溉施肥的养分在田间分布的均匀性与田间灌溉系

合互混。

统分布的均匀性基本一致。

滴灌施肥(液体肥料随灌溉水一起施入

液体肥料稀释后可以直接喷在叶片表

土壤)不仅可以节省劳力、让施肥时间更灵

面，用作叶面施肥。在植物营养需求高峰

活，还可以提高养分利用率，适用于压力

期，根部吸收的养分不能满足植物需要，叶

灌溉系统如滴灌、微喷或枢轴喷灌，也适

面施肥对预防或阻止植物缺素有特效。然

用于沟(畦)灌施肥。严防灌溉施肥中各养分

而，叶面施肥通常被认为是根系养分吸收的

在到达施肥区域前堵塞灌溉设备或发生化

补充。许多溶解度高的肥料均可以用于叶面

学沉淀。

肥以矫正各种潜在缺素。叶面肥在施用前通
常稀释到较低浓度以防叶面遭受盐害。施用

有许多肥料可以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灌
溉系统。钙和镁含量较高的灌溉水中添加

高浓度的叶面肥，叶组织会脱水变干受损(通

叶面肥

常称之为叶面灼伤)。为使施肥利益最大化，

磷肥时，需要特别注意防止磷与钙、镁之

请严格遵照产品说明书的要求施用。

间发生化学沉淀反应而堵塞水管和喷头等装置。也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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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肥料

能降低硝态氮的淋失或反硝化损失。另一种常见添加
剂—脲酶抑制剂添加到尿素中后通过抑制土壤中脲酶

悬浮肥料是指溶液中悬浮有极小肥料颗粒。悬浮粘

活性延缓尿素向铵的转化，尤其在尿素表施时能降低

土或凝胶剂通常用来防止悬浮肥料颗粒从液体中沉降分

氨向大气中的挥发损失。

离。与清澈均匀溶解度较高的液体肥料不同，溶解度很
低的原料仍然可用于生产高养分浓度的悬浮肥料产品。

聚合物材料

不能在清澈均匀液体肥料中添加的除草剂、杀虫剂不仅

液体高分子聚合物能与土壤中阳离子暂时键合，减

可以与悬浮肥料一起使用，较大数量的微量元素也可以

少降低磷可溶性的化学反应。

添加到悬浮肥料中。为了保持悬浮肥料均匀混合，在储
存悬浮肥料的容器中通常装有搅拌器。施用悬浮肥料比
施用清澈均匀的液体肥料所使用的喷嘴要大。

3.4 土壤有机改良剂：粪肥、堆肥

长效肥料
有机物是作物大量营养元素和微量营养元素的优良
长效肥料不是一组材料的简单组合，而是在提高肥料

肥源。由于有机物养分供应因来源、处理方法和处理过

利用率方面超越传统材料和方法的产品或技术的有机结合。

程而异，因此只列写普遍原理。

缓释肥料和控释肥料

粪肥和堆肥中许多氮是以有机化合物形态存在，这

缓释肥料和控释肥料能用来提高养分利用率。控

些有机化合物必须被土壤微生物矿化转化成铵或硝酸盐

制肥料颗粒中养分释放具有多种机制。最为常见的是

才能被作物根系吸收利用。矿化速率取决于土壤微生物

在肥料颗粒上包裹聚合物或硫磺以控制养分的溶解

活性，而土壤微生物活性因环境因素(例如土壤温度和湿

和释放(图3.4)，养分的释放速率一般从几周到数月不

度)，有机化合物性质(如碳氮比和木质素含量)以及与土
壤的混合处置方法等而异。有机肥中氮的释放与作物吸
收不同步会导致氮供应不足使作物缺氮，或导致作物生
长季之外氮素过量释放(如图3.5)。许多粪肥中氮/磷比例
与植物对氮、磷的需求不一致。若仅按照作物对氮的需
求来施用粪肥，会导致磷的过量投入，超过作物需要量
的3－5倍。如果忽视这一点，长期施用粪肥会导致土壤
中磷的积累。
畜禽粪肥

尿素
密封剂
硫磺

不同喂养方式和粪肥的处置措施使畜禽粪肥的物理
化学组成有很大差异。畜禽粪肥中含有机氮和无机氮。
新鲜的畜禽粪肥中氮由于氨挥发损失而很不稳定。某些

图3.4 包膜长效肥的模型

情况下，新鲜畜禽粪肥表施会由于氨挥发而导致大量氮
等。其它缓释肥料通过降低肥料溶解度或通过抵御土

素损失。为减少这种损失，需要仔细考虑施肥时间和施

壤微生物降解来控制养分的释放。任何一种缓控释肥

肥位置。为估计畜禽粪肥用量，首先要用化学分析法确

料仅适合特定的环境，而不是在所有的环境条件下都

定畜禽粪肥中各养分含量，并预测其施 入土壤后氮的矿

适合。为获得最大收益，请在合适的土壤、作物及环

化速率。畜禽粪肥和堆肥中绝大多数磷以无机磷形态存

境下施用适宜的缓控释肥料。缓/控释肥料通常针对

在，钾以植物有效态的无机钾离子(K+)存在。

氮肥，但某些环境下也需要控制其它养分释放。

堆肥

生物和化学抑制剂

3-6

堆肥各养分含量通常较低。一般堆肥降解缓慢，可

为了暂时加强或者阻断土壤中某些特殊反应，有

作为释放期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缓控释型氮肥来使用。基

时会在肥料中添加生物和化学抑制剂。硝化抑制剂在

于原料、生产条件和处置方式的不同，堆肥品质、成熟

土壤中能够减缓铵态氮向硝态氮转化的速率，从而可

度和养分含量差别很大。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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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存在于肥料、土壤、根际和植物体内。已经发现了一
些养分间的增效作用。通过监测和分析植物体内和土壤的

营养

养分释放

潜

在

的

损

养分状态可以避免极端条件养分间拮抗作用的发生。

失

养分间互作效应的一些例子包括：(1)NH4+可以提高
作物吸收

磷对植物的有效性，促进植物生长。(2)施用过量的钾抑
制一些牧草对镁的吸收而导致牧草缺镁。食用缺镁牧草的
奶牛会出现缺镁症或产后热以及胎衣滞留的发病率增高现
象。(3)土壤中磷含量较高会影响一些植物对锌的同化吸

时间

收。(4)通过施用石灰石来提高土壤pH值可提高土壤中磷
和钼的有效性，但却降低铜、铁、锰和锌的溶解性。
作物吸收
营养

在所有的环境条件下任何养分都没有单一的合适品
潜

在

缺

素

种。施肥前在确定作物需要哪些营养元素时，需要尽可
能考虑到所有影响因素，比如，肥料的有效性、养分在

养分释放

土壤中发生的反应、施肥设备以及施肥的经济效益等。
为了选择到合适的肥料，需要对这些复杂的影响因素进

时间

图3.5

行反复评估。 4R

实现有机肥中养分释放与作物需求同步是一个挑
战。（A）碳氮比低的有机肥养分快速释放使养
分供应速度大于作物吸收速度。（B）碳氮比高
的有机肥中养分释放速度低于作物吸收速度。

参考文献
Havlin, J.L. et al. 2005. Soil Fertility and Fertilizers: An
Introduction to Nutrient Management. 7th Edition. Pearson
Prentice Hall. NJ, USA.

3.5 养分互作

UNIDO－IFDC. 1998. Fertilizer Manual.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某种养分的化学形态或含量对另一养分的行为产生
影响称为养分互作。这些互作虽有时难于理解和证实，

问题

?
9. 施 肥 后 不 久 ， 磷 酸 一 铵 ( M A P ) 和 磷 酸 二 铵

7. 控释肥料可以提高养分利用率，是因为
a. 在特定田间条件下

(DAP)区别在于

b. 养分均衡

a. DAP为植物提供更多有效磷

c. 通过降低脲酶活性

b. DAP中的氮更容易被植物吸收利用

d. 在所有田间条件下

c. 只有MAP转化成多聚磷酸盐
d. MAP颗粒周围土壤pH值更低

8. 脲酶抑制剂与下列哪种施肥方式结合施用可最

10. 绝大多数钾肥品种

大限度地减少铵的损失：
a. 尿素撒施在土壤表面

a. 包含不同化学形态的钾

b. 尿素施入土壤混合

b. 主要区别于不同的伴随阴离子

c. 硫酸铵撒施在土壤表面

c. 应该仅根据价格来选择

d. 尿素硝酸铵施入土壤混合

d. 比有机肥中的钾更有效

问题9和10是基于下面3.3部分的例子而提出。

4R Plant Nu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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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3.1-1 施用正确的钾肥品种提高印度香蕉产量和品质。 钾是影响香蕉产量和品质的重要营养
元素。硫酸钾(K2SO4，简称SoP)盐指数低，还可以为植物提供硫；而氯化钾(KCl，简称MoP)除
了能提供钾外还能提供植物需要的氯(Cl－)。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州香蕉上氯化钾与硫酸钾的
对比研究表明，施用硫酸钾效果更好(图1)。
摘自：Kumar, A.R. and N.Kumar. 2008. EurAsia J BioSci 2(12)：102－109。

香蕉串重
千克

图1

3-8

含糖量 %

相对含水量
克/10克

叶绿素总量
毫克/10克

过氧化氢酶
硝酸还原酶
活性 10单位/ 活性 毫克/10
分钟/克鲜重
克/小时

钾肥品种（氯化钾和硫酸钾）对香蕉串重、香蕉含糖量（可溶糖总量）、相对含水
量和光合作用各参数（叶绿素含量，过氧化氢酶活性和硝酸还原酶活性）的影响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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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3.2-1 南非玉米有机_无机平衡施肥。 撒哈拉以南地区(SSA)的研究表明，在肥沃土壤中施
用肥料始终能获得更高收益和肥料利用率。土壤退化时，通过平衡施肥和施用有机肥恢复土壤肥
力是植物获得高产的保证。其他提高土壤肥力的途径如施用有机肥、作物轮作和休耕，如果结合
施肥提高土壤肥力的效果会更好。在撒哈拉以南地区不同肥力多点位的小区试验表明，中高土壤
肥力条件下，仅仅施用氮肥就可以获得最高的玉米产量。高肥力土壤上，增施氮肥的同时施用磷
肥玉米产量显著增加；中等肥力土壤上，施用氮磷基础上按照要求增施钾、钙、锌、硼后，玉米
产量显著高于仅施氮肥的处理。在低肥力土壤上，施氮处理玉米每公顷产量增加不足一吨；施用
氮、磷、钾、钙、锌和硼处理，玉米每公顷产量增加不足二吨。这种情况下，必须增施有机肥料
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从而增强土壤保水保肥能力，使土壤养分的供应更好与作物需求同步，
土壤生物多样性提高，土壤更健康。
资料来源：Zingor, S. 2011, Better Crops with Plant Food 9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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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
示例3.3-1 尿素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固态氮肥。 自从动物尿液中提取出尿素以来，自然界中也发现
了尿素。由于尿素含氮量高，因此，其长途运输和田间施用极为便利。
生 产
尿素生产是在温度和压力不断提高的同时，控制氨气与二氧化碳之间的反应,用特殊造粒设备将
熔融尿素造粒或是在高塔中下落固化而成。
在尿素生产的过程中，两个尿素分子可能会结合形成一种被称为缩二脲的化合物。在叶面喷施
时，缩二脲会伤害植物叶片。由于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控制生产条件，因此，大多数商品尿素含缩二脲
量很低。但低缩二脲尿素具有特殊用途。
尿素厂遍布世界各地，但由于氨是尿素生产的主要原料之一，因此，绝大多数尿素生产厂家分布
在合成氨生产地附近。通过海洋船舶、驳船、铁路和卡车把尿素运送到世界各地。
化学性质
化学分子式

CO(NH2)2

含氮量

46%N

溶解度（20℃)

1080 克/升

H2N

O
C

NH2

农 用
尿素以多种方式为植物生长提供氮素营养。最常见的施用方法是，施入土中或土表。由于尿素的
溶解度较高，因此，可以将其溶解在水中后施用，或随灌溉水施入，或叶面喷施。叶面喷施的尿素能
迅速被植物吸收。
尿素与土壤或植物接触后，被一种天然酶（脲酶）快速水解转化成NH3。在这一过程中，尿素中
的氮易以氨的形态挥发损失。许多管理措施可以用于减少这一宝贵养分的损失。
尿素水解是一个很快的过程，通常施入土壤后几天就发生反应。仅有少量的尿素被植物直接吸收
利用，绝大多数尿素经脲酶和微生物作用形成NH4+和NO3-后，才被植物吸收利用。
管理措施
尿素是植物优良的氮肥品种。由于尿素易溶于水，表施后能随雨水和灌
溉水进入土壤。尿素在水解前能够在土壤中随水分自由移动。应注意尽量减
少氮素的挥发和淋溶进入地表水及地下水。如果施用的肥料将长时间保留在
土壤表面，就不要施用尿素，因为氮素损失会影响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尿素含氮量高，易储存，对施肥设备的腐蚀性极小。如果管理得当，尿素是植物良好的氮肥品
种。
非农用
尿素在各类工业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在电厂和柴油机排气系统中，尿素可以减少氮氧化物
（NOx）气体的排放。尿素可以为反刍动物如牛饲料补充蛋白质。尿素是许多常见化工品的重要组
分。
缩写和说明：N＝氮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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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硝铵
示例3.3-2 液态肥料或流体肥料在很多地方深受欢迎，是因为它们具有贮运安全、与其它养分或化合
物的混合和施用都很方便等优点。含尿素[CO(NH2)2]和硝酸铵[NH4NO3]的液态肥料，含氮量为28%32%，深受用户喜爱。
生 产
液体尿素硝铵（UAN）肥料的生产相对比较简单。它是把加热的尿素溶液与硝酸铵溶液混合形
成的透明液体，其中一半氮素来自尿素溶液，另一半氮素来自硝酸铵溶液。尿素硝铵（UAN）可以
在一些设备中批量生产，或在其它设备中连续生产。在混合过程中，无任何排放或废弃物产生。
尿素硝铵（UAN）是浓缩的氮溶液，其溶解度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为防止氮组分在低温时
结晶沉淀，一些地区在冬季将尿素硝铵（UAN）溶液进行稀释。因此，在不同销售区域，尿素硝铵
（UAN）氮浓度在28%-32%之间变化。在产品中通常会添加防蚀剂以保护存储钢罐免受溶液腐蚀。
化学性质
性质:

28% N

30% N

32% N

硝酸铵

40

42

44

尿素

30

33

35

水

30

25

20

盐析温度 (℃)(晶体析出温度)

-18

-10

-2

溶液 pH

---

大约7

组分（重量百分比）

---

农 用
尿素硝铵（UAN）为植物的优良氮源而被广泛应用。其中的硝态氮（占总氮含量25%）能很快
被植物吸收利用。而铵态氮（占总氮含量25%）也能被大多数植物直接吸收利用，但也能被土壤中的
细菌氧化成硝态氮。余下的尿素（占总氮含量50%）被土壤脲酶水解成铵态氮，在大多数土壤条件下
这些铵态氮随后转化为硝态氮。
作为作物的一种营养源，尿素硝铵（UAN）溶液的用途极其广泛。由于其化学性质，尿素硝铵
（UAN）溶液与许多其他营养成分、农药兼容，而且经常与含有磷、钾和其他植物必需营养元素的
溶液混合使用。液体肥料能够均匀混合以能精确地满足土壤或作物的特殊需要。
尿素硝铵（UAN）溶液通常被注入到土壤表面之下，或被喷洒在土壤表面，或带状滴灌在土壤
表面，或添加到灌溉水中，或作为叶面肥喷施在植物叶面。将尿素硝铵（UAN）溶液作为叶面肥喷
施前，务必用水稀释，否则尿素硝铵（UAN）原液会伤害叶片。
管理措施
尿素硝铵（UAN）是一种优良的植物氮素营养源。然而，由于尿素态氮占尿素硝铵总氮的50%，
因此，为避免氮的挥发损失，需要进行额外管理。当尿素硝铵（UAN）在土壤表面停留一段时间
（几天）后，尿素被土壤中的脲酶转化成铵离子，部分铵离子会通过氨挥发损失。因此，尿素硝铵
（UAN）不应留在土壤表面太久，否则就会造成氮素的大量损失。为减缓氮素转化，有时在尿素硝
铵（UAN）中添加各类抑制剂。尿素硝铵（UAN）一旦进入土壤，尿素分子和硝酸根离子随水在土
壤中自由移动。铵离子与土壤阳离子交换位点或土壤有机质接触后，保留在土壤中。绝大多数尿素在
2-10天内转化成铵离子后被土壤吸附。直接添加到土壤中的铵离子以及由尿素转化而成的铵离子逐
渐在土壤微生物的作用下不断转化为硝酸根离子。
缩写和注释：N＝氮；NH4+＝铵根离子；NO3-＝硝酸根离子；P＝磷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4R Plant Nutrition

M

3-11

M

氨
示例3.3-3 氨(nH3)是氮肥(n)工业的基础。 它可以作为植物养分直接施入土壤，也可以转化为各种常
用氮肥。在使用氨的过程中，必须采取特殊安全的管理措施。
生 产
地球大气中约80%是由氮气组成，但大气中的氮为化学惰性,生物不能利用。早在20世纪初期，
就发现了在高温和高压条件下把氮气和氢气合成氨的化学工艺，即哈伯－博施法：3H2＋N2→2NH3。
很多化石燃料都可以作为氢气的来源，但使用天然气（甲烷）最为常见。因此，大多数合成氨
厂都位于天然气产地附近。氨在空气中以气态存在,因此为便于运输，通常将氨气压缩或把温度降至
其沸点温度以下制成液体。液氨通过海洋船舶冷藏、加压运输罐和长距离管道被运往全球各地。
化学性质
氨（NH3）
含氮量

82% N

沸点

-33 ℃ (-27 oF)

氨水（NH4OH）
含氮量

20%-24% N

pH

11-12

农 用
尽管液氨存在潜在危险,使用过程也存在安全问题，
但由于氨在所有氮肥中的含氮量最高，因此是一种受欢迎
的氮肥品种。当氨直接施入土壤时，加压液氨一离开罐体
就立即变成气体。因此，通常将氨施入到土壤表面以下至
少10-20厘米（4到8英寸），防止氨气返回大气损失。
为确保将氨施入到土壤合适的位置，农业中采用各种类型
的机引刀和钎。施入土壤中氨很快与土壤水分反应形成铵
（NH 4 + ）后被吸附到土壤阳离子交换位点上。有时氨溶
解在水中形成的氨水成为农业生产中比较受欢迎的液态氮
肥。与液氨的施用(注射进土壤)相比，氨水在农业生产中的施用更安全和更方便。在漫灌耕作模式
中，氨水经常被加入到灌溉水中施用。
管理措施
液氨的操作处理要注意安全。在仓储设施和田间施用的过程中，必须使用适当的个人防护设
备。由于氨易溶于水，游离氨会迅速与身体某些部位如肺和眼睛中水分反应，造成严重损害，因此，
没有经过安全培训的人员不能进行液氨的转移或施用操作。液氨在施入土壤的瞬间，其注射点周围
形成的高氨浓度会暂时抑制土壤微生物的生长。氨注入到土壤后转化为铵离子，逐渐向四周扩散，进
而转化为硝态氮，土壤微生物数量也得到恢复。因此，种子不应放置在氨施用带附近，以免影响其发
芽。应尽可能地减少液氨施用过程中氨进入大气而损失。氨气进入大气后不仅影响大气能见度，而且
改变大气降水的化学性质。地表水中氨浓度的不断增加对水生生物的繁殖和生长不利。
非农用
超过80%的合成氨用于化肥生产，直接施用或转化为各种固态或液态肥料。然而，氨气在工业
上有许多重要的用途。家用清洁剂就是用5%到10%氨溶于水形成的氢氧化铵溶液制备而成。由于氨
容易挥发,也被用作制冷剂。
缩写和说明：NH3＝氨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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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铵
示例3.3-4 硫酸铵[(nH4)2So4]曾经是使用最早和最广泛的氮肥品种之一,对提高作物产量发挥了重要作
用。 尽管它在当前农业中已很少使用，但在那些既缺氮又缺硫的地区特别有用。由于其溶解性好，硫
酸铵在农业中有多种用途。
生 产
硫酸铵（缩写AS或AMS）的生产已经有150年的历史。最初，生产硫酸铵所用的氨来自制造煤
气（用于城市照明）或炼钢用的焦煤。硫酸铵是硫酸与氨加热反应的产物。硫酸铵颗粒的大小可以通
过调节反应条件来控制。晶体达到目标颗粒大小后，即进行干燥筛分。在硫酸铵晶体表面涂裹一些调
节剂，可以防尘和防结块。
目前从各类工业副产品中生产的硫酸铵可以满足对硫酸铵的大部分需求。例如，硫酸铵是尼龙
生产中的副产品之一。某些生产过程需要处理废硫酸或含氨的副产物,通常被转化为硫酸铵用于农
业。尽管硫酸铵的颜色介于白色到米黄色之间，但销售的硫酸铵始终具有高溶解性以及优越的储藏性
能。硫酸铵颗粒的大小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化学性质
化学分子式：

(NH4)2SO4

含氮量：

21%

含硫量：

24%

水溶性：

750 克/升

水溶液pH：

5-6

(NH4)2SO4 结晶

农 用
硫酸铵主要用于满足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氮、硫养分的需求。由于硫酸铵含氮量仅为21%，选
择性地将其加入到其它高浓度肥料中，以降低其营销和运输成本。然而，硫酸铵是一种优质硫肥品
种,硫在植物体内具有多种生理功能，如参与蛋白质合成。
在淹水土壤中,由于反硝化作用会导致硝态氮损失，因此，在水稻生产中常选用铵态氮肥—硫酸
铵。用于作物出苗后的除草剂中常加入硫酸铵可提高除草剂的除草效果。当喷雾用水中含有高浓度的
钙、镁或钠时,能进一步提高硫酸铵对除草剂的增效效果。但作为这种用途的硫酸铵一般要求纯度较
高，以免堵塞喷嘴。
管理措施
硫酸铵进入土壤后，很快溶解成铵离子和硫酸根离子。在碱性土壤中，残留在土壤表面的铵离
子易以气态挥发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应尽可能快地将硫酸铵施入土壤，或选择在灌溉前或降雨前施
用。
绝大多数植物能同时吸收利用铵态氮和硝态氮。在温暖的土壤中，土壤微生物通过硝化作用将
铵态氮转化为硝态氮[2NH4+＋4O2→2NO3-＋2H2O＋4H+]。在微生物反应的过程中，[H+]经反复利用
后释放，使土壤pH降低。由于这种硝化作用,致使长期施用硫酸铵的土壤酸化。硫酸铵对土壤pH的负
面作用与硫酸根离子无关。与相同氮用量的硝酸铵相比，硫酸铵对土壤潜在的酸化作用较大。原因在
于硫酸铵中所有氮都会被转化成硝态氮，而硝酸铵中仅有一半的氮会被转化为硝态氮。
非农用
在面包制作中，硫酸铵通常被作为面团改良剂。同时，硫酸铵也是灭火剂和阻燃剂的组分之
一。其次，硫酸铵还被广泛用于化工、木材纸浆、纺织、医药等产业。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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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磷肥
示例3.3-5 硝酸磷肥的生产和施用主要有区域性，其应用集中于具有此种技术优势的区域。 生产过程
中使用硝酸而不是硫酸来处理磷矿石，不产生石膏副产品。
生 产
大多数商品磷肥是由磷矿石与硫酸或磷酸进行反应制备。其中硫酸法生产会产生大量的硫酸钙（石
膏）副产品，从而需要有额外的处理费用。硝酸磷肥则不同，它由硝酸与磷矿石反应而制得。硝酸是
通过高温下用空气氧化氨而获取。这种方法的一个最大优势是不需要或很少有S加入。硝酸磷肥生产
中，磷矿石中过多的Ca可转化成有价值的硝酸钙肥料而不是石膏。硝酸磷肥的生产方法最初源于挪
威，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硝酸磷肥也仍出自欧洲。
一般的反应过程是：磷矿石+硝酸→磷酸+硝酸钙+氢氟酸，产物磷酸通常可与其他养分混和制成
包含几种养分的粒状复合肥，同时产生的硝酸钙或硝酸铵钙可以单独销售。
化学性质

硝酸磷肥颗粒

硝酸磷肥的化学成分，依最终制成颗
粒所使用的养分组成而不同，利用硝
酸磷肥法生产的肥料通常有：
N-P：

从20—20—0到25—25—0，
28—14—0，20—30—0

N-P-K： 从15—15—15到17—17—17，
21—7—14，10—20—20，

含硫酸钾，养分组成

含氯化钾，养分组成

为21—7—14

为16—16—16

15—20—15，12—24—12
农 用
硝酸磷肥依不同的用途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养分组合。为每一种特定作物和土壤需求选择合适的
养分组合很重要。硝酸磷肥以颗粒形态出售，直接用于土施。一般撒施在地表，或混于根区，或者作
物栽植前在土表下集中条施。
管理措施
硝酸磷肥含有不等量的可吸收水分的硝酸铵。为防止板结或结块，硝酸磷肥一般使用防水包装，
防止运到农户手中之前吸潮结块。
简写与说明： P=磷；Ca=钙；S=硫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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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铵
示例3.3-6 硝酸铵是第一个大规模生产的固体氮（n）肥，但近年来其用量有所下降。 硝酸铵是农业
生产中的一种常见氮源,有较高的养分含量，同时含有硝态氮和铵态氮。
生 产
大规模生产硝酸铵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时期，用做弹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硝酸
铵开始作为商品肥料。硝酸铵的生产相对较为简单：氨气与硝酸反应产生一种浓缩溶液，并释放大量
的热量。
浓缩硝酸铵溶液（含量95％至99％）从高塔顶部滴落，在下降过程中不断固化形成粒状肥料。
低密度颗粒比高密度颗粒孔隙更多，因此是工业使用的首选，而高密度颗粒则作为肥料使用。在转鼓
中反复向小颗粒喷洒浓缩的硝酸铵溶液，形成颗粒硝酸铵。由于硝酸铵吸湿性强，易吸收空气中的水
分，因此常被储存在空调库房或密封袋中。为防止肥料结块，固体肥料表面常涂有抗结块剂。
为消除硝酸铵的易爆性，通常在硝酸铵固化前加入少量碳酸盐矿物。这些添加剂一方面会降低肥
料的含氮量，另一方面会降低肥料的溶解性，因此不适合在滴灌施肥系统中使用。
化学性质
化学分子式：

硝酸铵提供等量
硝态氮和铵态氮，因
此，它非常适合蔬菜
或饲草作物的施肥。

NH4NO3

组 分：

33%-34% N

溶解度(20℃)：

1900克/升

农 用
硝酸铵因硝态氮和铵态氮各占一半而广受欢迎。硝态氮容易随土壤水分移动至根系而易被植物吸
收利用。铵态氮被根系吸收或被土壤微生物逐渐转化为硝态氮。许多菜农喜爱速效硝态氮,常选用硝
酸铵。与尿基肥料相比，硝酸铵表施不易产生挥发损失，因此在草地和干草生产施肥中应用很广泛。
硝酸铵通常与其它肥料混合施用。由于硝酸铵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因此含有硝酸铵的混合肥
料不能长时间储存。硝酸铵易溶于水，适合叶面喷施或在滴灌施肥系统中使用。
管理措施
由于养分含量高且施用方便，硝酸铵成为一种很受欢迎的氮肥。在湿润条件下，硝酸铵在土壤中
易溶解，其硝态氮部分能移动到根区外。在非常湿润的条件下，硝态氮可以通过反硝化作用转化为氧
化亚氮气体；其铵态氮部分在转化成硝态氮之前不易损失。
鉴于将硝酸铵非法用作炸药的缘故，世界许多地区的政府对硝酸铵进行了严格监管。对硝酸铵销
售和运输上的限制使一些肥料经销商不再经营硝酸铵。
非农用
多孔低密度硝酸铵颗粒作为炸药广泛用于采矿业的采石场和建筑工地。它是特意制成多孔状以便
快速吸附燃油（即铵油炸药，简称ANFO）。
即时冷敷冰袋由两个袋子组成，即把一个小水袋放在干燥的硝酸铵袋内。当挤压使小水袋破裂
时，硝酸铵迅速溶解吸热，使袋内温度很快降至2-3℃。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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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一铵
示例3.3-7 磷酸一铵是一种广为应用的P和n源，是肥料工业中常见的由两种成分组成的肥料，并且是
含P量最高的固体肥料。
生 产
生产MAP的工艺相对简单。常见的方法是氨气（NH3）与磷酸（H3P04）以1:1进行反应，生成浆
态的磷酸一铵进一步经造粒机制成固体颗粒。第二种方法是把这两种原料加到一个十字反应器中，
通过反应生热蒸发水分而生成固体MAP。在这些方法基础上稍加变动的一些方法常用于生产MAP。
生产MAP的优势是可以利用低浓度的磷酸，而不像生产其他P肥那样需要纯度很高的磷酸。MAP中
P2O5的含量一般为48%—61%，与生产中使用的磷酸杂质多少有关，最常见的N—P2O5—K2O含量为
11—52—0。
化学性质
化学分子式：

NH4H2PO4

P2O5含量：

48%—61%

N含量：

10%—12%

水溶性(20℃)：

370 克/升

溶液pH:

4.0—4.5

农 用
多年来，MAP一直是一种重要的颗粒肥料，它是水溶性的，如果土壤湿度适宜，可迅速溶解。
溶解时，肥料的两种基本成分又重新分开，释放出NH4+和H2PO4-。这两种养分对维持作物健康生长
都很重要。肥料颗粒周围溶液的pH值呈弱酸性，因此MAP是适用于中性和较高pH土壤的肥料。研究
表明，在磷素营养方面不同种类的商品磷肥间一般无明显差异。
颗粒MAP一般在土表下接近生长根系的地方集中条施或在土壤表层
条施，也常常撒施后通过翻耕与表土混合。MAP呈粉末状时，则是悬浮
液体肥料的一种重要组分。当MAP由非常纯净的H3PO4生成时，完全可以
溶于清亮溶液而用于叶面喷施或直接加到灌溉水中施用。高纯度MAP的
P2O5含量通常为61%。
管理措施
有关MAP的使用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这种肥料的弱酸性能够降低NH3的挥发，MAP可施用
在接近发芽种子的地方而不必担心NH3毒害。当MAP用于叶面喷施或随灌溉水施用时，不能与钙、镁
肥料混合施用。MAP易于储存和运输，一些化学杂质如铁和铝可作为天然调理剂防止结块。高纯度
的MAP可能需要添加调理剂或需要特别处理以防板结和结块。对所有的磷肥都应该采用合理的管理
措施减少养分损失进入地表水和通过排水而损失。
高纯度的MAP用作动物饲料成分。NH4+可被合成蛋白质，而H2PO4-参与动物体内多种代谢。
非农用
MAP常用于办公室、学校及家庭中的干粉灭火器中。灭火器喷出分散的细MAP粉末，覆盖燃烧
物并很快扑灭火焰。
缩写与注释：N＝氮；P＝磷；NH4+＝铵；H2PO4-＝磷酸盐。MAP也被称为磷酸单碱铵，磷酸二
氢铵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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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二铵
示例3.3-8 磷酸二铵(DaP)是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磷（P）肥，由肥料工业中最普通两种成分制
成，因其相对较高的养分含量和极好的物理性质而被广泛应用。
生 产
磷酸铵类肥料最初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使用，而且DAP很快成为同类产品中最受欢迎
的。它由磷酸与氨通过可控反应而生成热浆，经冷却、造粒和筛分而成。DAP具有很好的处置和存储
特性。标准DAP的N—P2O5—K2O含量为18—46—0，低于此养分含量的肥料产品可能不标为DAP。
生产1吨DAP，大约需要1.5到2吨磷矿石，0.4吨硫（S）来分解矿石和0.2吨氨气。这些材料的
供应或价格变动都将影响DAP的价格和供应。高养分含量的DAP有助于减少处置、运输和施用成
本。DAP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生产，是一种广泛交易的肥料产品。
化学性质
化学分子式：

(NH4)2HPO4

组成成分：

18%N
46%P2O5(20%P)

水溶性（20℃）：

588 克/升

溶液pH:

7.5－8

农 用
DAP肥料对作物而言是一种很好的P源和N源。它有很高的溶解度，可很快在土壤中溶解释放出
对作物有效的磷酸盐和铵。DAP的典型特性是它溶解的颗粒周围呈碱性pH。
随着铵从溶解的DAP颗粒释放，挥发性的氨可能对直接接触的种子和
作物根系产生毒害。当溶解的DAP颗粒周围土壤pH值在7以上时，这种潜
在危害更普遍。为减少对种子的毒害，应尽量避免把高浓度DAP施用在萌
发的种子附近。
DAP中的铵是一种很好的N源，进入土壤后会逐渐被土壤微生物转
化为硝酸盐，随后引起pH降低。因此，DAP颗粒周围pH值升高只是暂时
的，这种最初的DAP周围土壤pH值升高会影响磷酸盐与土壤有机质的微
域反应。
管理措施
不同商品P肥在土壤里的最初化学反应可能有些不同，但是这些差异随着时间推移（几周或几个
月内）而逐渐变小，从植物营养上考虑这种差异更小。比较DAP和磷酸一铵（MAP）的多数田间试
验表明，只要合理施肥，磷肥品种对作物生长和产量影响的差异很小甚至没有。
非农用
DAP多用作阻燃剂，如DAP与其他成分的混合物可在着火前进行喷洒，以预防森林火灾。火灾
过后，DAP也可成为森林很好的养分资源。DAP还可应用于很多工业处理过程中，如金属表面处理。
它也常被加入到葡萄酒中维持发酵，加入到奶酪中促进发酵。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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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磷酸盐
示例3.3-9 世界许多地方因缺磷而影响作物生长和产量。 由于许多土
壤含磷量低，因此普遍施磷以提高作物产量和质量。磷来源于遍布全
球的地质矿藏。聚磷酸盐是一种被农业生产广泛应用的绝佳液体肥
料。
生 产
磷酸是很多商品磷肥生产的最初原料。然而，由于其酸性和某些
化学性质，很难直接施用。当磷酸与氨发生反应时，失去水分，使单个磷酸盐分子开始相互链接，便
形成“聚磷酸”流体肥料。
单个磷酸盐分子被称为正磷酸盐。“多聚”指多个磷酸盐分子链接成串。虽然聚磷酸盐是包括各
种磷酸盐分子链接的总称，但实际上每种磷酸盐分子链接依其长度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
最常见的聚磷酸铵肥料其N—P 2O5—K2O含量为10—34—0或11—37—0。聚磷酸盐肥料具有在
洁净、无结晶的液体状态下养分含量高的优点，并在较大的温度范围内稳定并能长期保存。很多其他
养分都能与聚磷酸盐肥料混合，使其成为作物所需微量元素的最佳载体。
化学性质
名称：

肥料类型
10-34-0
11-37-0

密度公斤/升：

1.39

pH：

5.9

1.43

O

O

O

P O

P O

P O

O

O

NH4

6.1

NH4

O

NH4

农 用
聚磷酸盐肥料中，50%-75%的P以链状聚合物形态存在，其余的P（正磷酸盐）是作物所需的速
效态。聚磷酸盐链主要通过土壤微生物和植物根系产生的酶分解为简单的磷酸
盐分子，但一些聚磷酸盐不需要酶的作用也能分解。在温暖湿润的土壤中酶的
活性较高，通常一到两个星期就有一半聚磷酸盐被转化为正磷酸盐，而在干燥
低温条件下，转化时间就会延长。
由于聚磷酸盐肥料同时包含正磷酸盐和聚磷酸盐，因此可以被作物高效利
用。大多数含P液态肥料中都含有聚磷酸铵。液态肥料通常用于农业生产，但
不常用于家庭。液态肥料对于农民使用非常方便，因为聚磷酸盐很容易与其他
养分或化学物质均匀混合，混合后每滴肥料的养分浓度都非常均匀。大多数情
况下，在选择使用固态还是液态肥料时，不是基于二者明显农学上的差异，而
是基于其养分价格、处置要求和田间的实际操作。
管理措施
聚磷酸铵主要作为一种P源。因为P在大多数土壤中移动性差，在实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
可能把P施用于接近根系生长的地方。实际操作中应尽量减少P由土壤向邻近水体的运移，地表水中
过多的P可刺激藻类过多生长。
非农用
磷酸盐是人类营养的基本成分。聚磷酸盐是一种已获批的食品添加剂，在其处理过程中也没有特
别的注意事项。聚磷酸盐混合物在木材、纸张、纺织及塑料制品等很多产品上都被广泛用作阻燃剂。
它也可用作森林火灾的一种商业阻燃剂，主要是聚磷酸铵在燃烧后可形成一个烧焦层，以避免进一步
燃烧。
缩写与注释：P＝磷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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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磷酸钙
示例3.3-10 过磷酸钙（SSP）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种商品矿质肥料，并由此促进现代植物营养的
发展。 SSP一度是最为常用的肥料，但因其含磷（P）量相对较低，已大部分被其他P肥所取代。
生 产
现代肥料工业是从19世纪40年代人类发现在天然磷矿石中加入硫酸可生成一种很好的可溶性肥
料（过磷酸盐）而开始的。最初期的反应中使用的是经粉碎的动物骨粉，但因其来源有限而很快被天
然磷矿石（磷灰石）所取代。SSP的制作与骨头或磷灰石在酸性土壤中的自然反应过程相似。自从上
个世纪末，其基本的技术并没有根本的变化。经粉碎的磷矿石与硫酸在容器中反应生成半固体物质并
经多个小时冷却，这种看似塑料的物质而后被转运到成堆，经数个星期的进一步固化，再通过碾磨和
过筛，形成合适大小的颗粒。基本的化学反应是：
Ca3(PO4)2 [磷矿石]＋2H2SO4 [硫酸]→Ca(H2PO4)2 [磷酸一钙]＋2CaSO4 [石膏]
SSP可很容易地进行小量生产以满足区域性需求。由于SSP同时含有磷酸一钙(MCP,又称磷酸二
氢钙)和石膏，其生产中就没有其他常见磷肥生产中磷石膏副产品的处理问题。
SSP也常被称为普通过磷酸钙或普钙，有时会与由磷矿石与磷酸反应生成的重过磷酸钙（TSP）
相混淆。
化学性质
含磷量：

7%-9%（16%-20% P2O5）

含钙（Ca）量： 18%-21%
含S量：

11%-12%

pH:

<2

粒状过磷酸钙

农 用
SSP是三种植物养分的极好来源，其P成分在土壤中的反应与其他可溶性磷肥类似。SSP中同时
含有P与硫（S），在土壤中两者都缺乏时优势明显。农学研究中SSP优于其他P肥也常归因于其含有
S和/或Ca成分。地方条件允许时，SSP被广泛应用于同时需要P和S的牧草施肥。单作磷肥时，SSP
常较其他高浓度磷肥的费用高，也因此阻碍了它的广泛适用。
管理措施
SSP的使用并没有农艺上和储运上的特殊要求，其农学效果也与其他的固态或液态磷肥相近。
施肥农田中的地表径流引起的P流失可造成水质问题，实际应用中应尽可能减小这种流失。
非农用
SSP主要被用作农作物的养分源。同时，MCP和石膏（SSP中的两种主要成分）也被广泛用于多
种产品中，如MCP常被用作动物饲料添加剂和烘焙食品生产中的膨松剂。石膏被广泛用于建筑行业
和食品以及医药行业。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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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过磷酸钙 (三料过磷酸钙)
示例3.3-11 重过磷酸钙（tSP）是第一批高浓度磷肥的一种，在20世纪被广泛应用。工艺上它也叫
磷酸二氢钙或叫磷酸一钙，即[Ca(H2PO4)2·H2O]。TSP是一种相当好的磷肥，只因其他磷肥越来越
多，其用量逐渐减少。
生 产
TSP的生产概念相对简单。非颗粒状TSP通常由磨细的磷矿石与液体磷酸在一个锥形混和器中反
应而成。颗粒状TSP生产过程大致相同，不过生成的浆状物再通过喷浆造粒，以包衣的形式制成需要
大小的颗粒。这两种方法生产的产品随着化学反应的缓慢结束，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熟化。化学组成
和反应过程依磷矿石性质而略有不同。
化学性质
化学分子式：
肥料分析：

重过磷酸钙有颗
粒状（如图）
和非颗粒状形态

Ca(H2PO4)2·H2O
45% P2O5 (0—45—0)
15% Ca

水溶性P：

一般>90%

溶液pH:

1—3

农 用
TSP许多农学上的优点使之成为多年来广为使用的磷肥品种。它是干性肥料中含磷量最高且不含
氮的肥料。TSP中超过90%的磷是水溶性磷，因而它可以快速有效地被作物吸收。随着土壤水分溶解
肥料颗粒，高浓度的土壤溶液变酸。TSP也含有15%的钙（Ca)，提供植物额外的养分。
大多数情况下TSP可用于多种固体肥料混和撒施于土表或用于地表下集中条施。它也适用于不需
要额外补充氮肥以保证生物固氮的豆科作物，如苜蓿或大豆。
管理措施
因总的养分含量（N+P2O5）低于磷酸铵类肥料，如磷酸一铵含11%的N和52%的P2O5，因此TSP
的施用减少。在有些情况下，生产TSP的成本也高于磷酸一铵，使得TSP在经济上也更不适用。
所有的P肥都应该在施用上避免通过地表径流损失。从农田损失磷素到邻近地表水中会不必要地
刺激藻类生长。适宜的养分管理可降低这种风险。
非农用
磷酸一钙是发酵粉的重要成分。酸性的磷酸一钙与一种碱性成分反应生成二氧化碳，发酵粉可用
于生产多种焙烤产品。磷酸一钙也常用来添加于动物饲料中以补充重要的矿物质磷和钙。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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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矿石
示例3.3-12 为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需要施磷（P）。 在特定条件下直接施用
未处理的磷矿石（PR）到土壤里可带来很有价值的作物养分，但有很多因素和限制条件要考虑到。
生 产
磷矿石可由遍布世界的地质矿藏中
直接获得。磷灰石，一种磷酸钙矿物，是
磷矿石的主要成分。磷矿石主要从海洋沉
积矿床中提取，还有小部分是从火成岩获
取。大多磷矿石可通过露天开采获取，也
有一些通过地下开采获取。
矿石首先在矿区筛分以去掉杂质，大
部分的PR用于生产可溶性磷（P）肥，但
也有一些用于直接施入土壤。尽管PR对作物而言是一种很有价值的P源，但直接施用并不总是合适
的。其适用性要看其中所含的天然矿物杂质，如黏土、碳酸盐、铁和铝（Al）。PR直接施用的效果
可在实验室用模拟土壤环境的稀酸溶液分解磷矿石来估计。被划分为“高活性”的PR才最适合直接
施用。
PR直接施用就避免了把磷灰石转化成可溶性形态的额外处理过程。减少处理过程可生产出一种
低成本肥料，适用于有机农作物生产体系。
农 用
水溶性P肥施入土壤后会很快分解，反应生成低溶解度的化合物。PR施入土壤后则缓慢分解，逐
步释放养分。然而，在某些土壤中，这种分解速度太慢而不能用以维持正常的作物生长。为提高PR
直接施用的效果，应考虑以下因素：
·土壤pH值：酸性条件下PR才是有效的养分源。pH值高于5.5的土壤通常不推荐直接施用PR。
加石灰以提高土壤pH值并减小Al毒害的同时也会减缓PR的分解。
·土壤固P能力：PR的分解在固P能力较高（如黏土含量高）的土壤中会提高。
·土壤性质：低钙和高有机质的土壤可加快PR的分解。
·施用方式：撒施后通过翻耕使其与土壤混和可加快其与土壤的反应。
·作物种类：有些作物因其根系向周围土壤分泌有机酸而提高对PR的利用。
·施用时间：PR分解需要时间，因此需要在作物需要前施用。
管理措施
并非所有不经处理的PR都可直接施用于土壤，并且许多土壤并不适合直接施用PR。一种物质的
总P含量并不能代表其在土壤中的最终施用效果。例如，有的火成岩PR总P含量很高，但活性太低，
因其分解太慢而只能提供极少量的作物养分。当然，有些环境下，菌根真菌有助于作物从低溶解度物
质中获取P养分。
90％以上的PR通过与酸反应转化成可溶解性的P肥。这与PR在土壤中进行的酸化学反应相类
似。在某些条件下，PR的农学效率及经济学效益基本等同于可溶性P肥，但选择直接施用时应考虑具
体条件。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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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钾
示例3.3-13 钾肥常用于矫正植物缺钾。当土壤不能提供作物所需K量时，必须补充这一植物必需的养
分。钾肥是通用名，用于描述农业中使用的含钾肥料。最常用的钾肥——氯化钾(KCl)也叫钾的氯盐
(Muriate of Potash)或MOP(Muriate是任何含氯盐的旧称)。钾素总是以一价阳离子(K +)存在于矿
物中。
生 产
世界各地都发现有深埋于地壳中的钾矿。主要矿物是钾盐(KCl)与岩盐（氯化钠）的混合物，称
做钾石盐。绝大多数钾矿是从地下深处的古老海相沉积物中开采的，它们被运往加工厂，在那里经过
粉碎，然后把钾盐从钠盐中分离出来。KCl的颜色可以从红色到白色之间变化，这取决于钾石盐矿的
来源。淡红色源自痕量铁氧化物。无论是红色还是白色的KCl，在农艺效果上不会有任何差别。
一些KCl的生产是把热水注到地下，溶解钾矿物质，然后把卤水泵回地面，让水分蒸发。在死海
和美国犹他州的大盐湖，人们利用曝晒蒸发来提取卤水中珍贵的钾盐。
化学性质

氯化钾含有1:1的氯和
钾两种元素

特性:

KCl

养分含量

0-0-60

K 含量

约50%

溶解度 (20℃)

344克/升

溶液 pH

大约 7

农 用
氯化钾是一种使用最广泛的钾肥，这是由于它的成本相对较低，含钾量又比其他含钾肥料高，
其含钾50%－52% K (60%－63% K2O)，含氯45%－47% Cl-。
全球超过90%的钾肥生产用于植物营养。氯化钾经常是在犁地和栽种前撒施，但也可在种子旁
条施。因为KCl溶解后会增加盐浓度，在种子旁条施
KCl可避免对种子发芽造成伤害。
氯化钾可快速溶解于土壤水中。K+将会被粘粒和有
机物上带负电荷的阳离子交换位点所吸附。Cl -易随水
分移动。因此，在液态肥料和灌溉施肥系统中，需要加
入纯度很高的可溶性KCl。
管理措施

氯化钾的颜色和颗粒大小多种多样

氯化钾是K素营养的主要来源，但在有些地区施Cl
对作物也有好处，氯化钾就能满足作物对钾和氯的需
求。常量施用KCl对水和空气没有明显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施肥点周围盐的浓度会很高。
-

非农用
钾对人类和动物健康至关重要。因为身体不能储存这种养分，所以必须定量摄入。氯化钾可作
为限盐(钠盐)饮食人群的替代盐。氯化钾也可作为除冰剂，并且在冰融化后还具有肥料的功效，还可
用作水软化剂来置换水中的钙。
缩写和注释：K＝钾; Cl-＝氯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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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钾
示例3.3-14 在土壤供钾不足的地方，常通过施用钾肥来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绝大多数K肥源自世
界各地古老的盐沉积物。“钾肥”是一种通用名，常指氯化钾(KCl)，但是也可以用来指其他含钾肥
料，如硫酸钾 (K2SO4 ,常被称为钾的硫酸盐或SOP)。
生 产
钾是地壳中相对丰富的元素，在每个有人居住的大洲都能生产钾肥。但是自然界中很少发现纯
的K2SO4 。相反，它与Mg、Na和Cl等盐类天然混生在一起。这些矿物需要经额外处理将它们一一分
离出来。传统上，K2SO4是由KCl与硫酸反应而制成。但后来发现许多矿物也可用于生产K2SO4，现已
成为一种最常见的生产方法。比如，天然的含K矿物（如钾盐镁矾和软钾镁矾）被开采出来后，用水
和盐液精心漂洗除去副产品，生产出K2SO4 。采用同样的方法已从犹他州的大盐湖中和地下矿床中得
到了K2SO4 。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K2SO4是从无水钾镁矾矿石中通过KCl溶液去除副产品（如Mg)得到K2SO4 。同
样的加工技术被世界其他地方采用，这取决于是否有原材料。
化学性质
化学分子式：

-2

K2SO4

含K量：		

40％-44％（48％-53％K2O）

含S量：		

17％-18％

溶解度(25℃)

120克/升

溶液pH

大约7

O
+
+
S
K
K
O
O
O

农 用
土壤中的含K量一般都很低，不能满足作物健康生长的需要。而作物需要钾来完成一些重要功
能，如激活酶反应、合成蛋白质、形成淀粉和糖类，以及调节细胞和叶片中的水分流动。
硫酸钾是很好的植物养分源。K 2 SO 4 中的K与其它常见钾肥无任何
区别。但是，它同时还能提供宝贵的S，植物生长中有时会缺S。蛋白质
合成和酶发挥作用需要S。某些土壤和作物需要避免添加Cl，这些情况
下，K2SO 4则是十分合适的K源。硫酸钾的溶解度只相当于KCl的1/3，因
此，除非需要补充硫素，否则灌溉施肥一般不用K2SO4 。
各种颗料大小的硫酸钾都有。极细小的颗粒(<0.015 mm)用于制成溶
液进行灌溉或叶面喷施，这样会更快地溶解。叶面喷施K2SO4是一种简便
可行的施肥方法，可对植物提供额外的K和S，作为从土壤中吸收养分的补充，但如果浓度过高可导
致叶面受损。
管理措施
K 2 SO 4 常用于忌氯作物上。硫酸钾的偏盐分指数比其它常见K肥低，因此单位K带入的总盐分
少。K 2 SO 4 溶液盐分测量值(EC)不超过同样浓度KCl溶液(0.75克/升)的1/3。在那些需要大量施用
K2SO4的地方，一般建议分多次施用，有助于避免植物累积过量的K，同时尽量减少潜在的盐害。
缩写和注释：K＝钾; Mg＝镁; S＝硫, Cl＝氯; Na＝钠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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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钾镁-无水钾镁矾
示例3.3-15 无水钾镁矾将三种植物必需养分天然地结合到一种矿物中，使之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植
物营养源，能为植物的生长提供速效K、Mg和S素营养。
生 产
世界上只在极少地方发现无水钾镁矾这种特有矿物质。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人们首次在靠近
美国新墨西哥州卡尔斯班的地下矿床中发现了无水钾镁矾，并用于商业开采。这些沉积物形成于数百
万年前，在古老大洋消失后遗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盐类，包括无水钾镁矾。这些盐类深埋在沉积物下数
百米。目前人们用钻孔机械来开采这些盐类沉积物，冲洗去除杂质，然后粉碎至各种规格的颗粒。无
水钾镁矾被认为是一种钾（或含钾）肥，尽管它还含有其他有价值的Mg和S。痕量的铁氧化物使一
些无水钾镁矾颗粒呈淡红色。
化学性质
特性：

K2SO4·2MgSO4

K2O含量：

21％-22％ K2O

Mg含量：

10％-11％ Mg

S含量：

21％-22% S

溶解度（20℃）

240克/升

溶液pH

大约7

农 用
无水钾镁矾是一种受人欢迎的肥料，尤其是在那些同时需要几种养分来满足作物需求的地方。
它的优点在于一个颗粒中同时含有K、Mg和S，有助于施肥后养分在土壤中均衡分布。然而从经济上
考虑，并不推荐用无水钾镁矾来提供作物所需的全部钾，而是可能根据作物对Mg和/或S的需求推荐
其施用量。
无水钾镁矾能完全溶于水，但比其他K肥溶解速度慢，因
为它的颗粒密度比其他K肥大。因此，无水钾镁矾不适合灌溉施
肥，除非将其颗粒磨得很细。它的pH值为中性，不会导致土壤变
酸或变碱。这一特性与其他常见的Mg肥（如白云石）不同，它们
会增加土壤pH，与元素S或硫酸铵也不同，它们会降低土壤pH。

地下开采

在不需要施用含Cl－肥料的情况下，如对Cl－敏感作物（一些
蔬菜和某些果树），人们会经常使用无水钾镁矾。无水钾镁矾是
一种养分含量高，而总盐指数较低的肥料。一些国家已经认证了
一些特殊来源的无水钾镁矾在有机作物生产中使用。

管理措施
按照农业常规施用量，无水钾镁矾在环保和营养方面没有限制。市面上出售有一种饲料级无水
钾镁矾，能为动物和家禽提供所需K、Mg和S。这三种养分都是动物所必需的营养。要想动物生长达
到最佳健康状态，每一种养分对动物代谢都有独特的作用。这种饲料被一些政府部门“认定安全”。
和其他所有的植物养分一样，这种肥料也应该采取最佳管理措施，合理施用。肥料的颗粒大小应当取
决于不同需求。
非农用
无水钾镁矾几乎不用于农业之外的其他行业。
缩写和注释：K＝钾; Mg＝镁; S＝硫, Cl＝氯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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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钾
示例3.3-16 硝酸钾(Kno3)是一种含有两种作物必需营养元素的可溶性肥料。 由于具有硝酸盐(NO3-)
营养和不含氯钾肥(K+)的优点，它常用于高价值的经济作物上。
生 产
硝酸钾肥（有时被称为钾硝或NOP）常规生产方式是通过氯化钾(KCl)与硝酸盐反应而成。根据
使用目的和原材料的不同，硝酸盐可来自于钠盐、硝酸或硝酸铵。无论生产工艺如何，最终得到的
硝酸钾是一样的。硝酸钾通常以两种形态销售，一种是水溶性结晶，主要用于灌溉施肥；另一种是
大颗粒肥料作土施。这种化合物在传统上被称为硝石。
化学性质
化学分子式：

KNO3

N含量：

13％

K2O含量：

44％-46％

溶解度（20℃）

316克/升

溶液pH

7-10

溶解度，克/升

700
600

硝酸钾

500
400

氯化钾

300

硫酸钾

200
100
0

0

10

20

30

40

水温，℃

常见钾肥的溶解度

农 用

在需要高溶解性和无氯肥料的情况下，KNO3就是理想的肥料。因为硝态氮可很快被植物吸收利
用，而不需要土壤微生物的作用和转化。高价值蔬菜和果树种植者们为了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很喜
欢使用硝基肥料。硝酸钾含有较高的K，其N:K的比例大约为1:3。许多作物对K的需求量很大，在收
获时带走的K超过N。
KNO 3一般是在生长季节之前施用或是在生长期间追施。有时将稀释的
KNO 3溶液喷在植物叶面上来刺激植物生理过程或矫正养分缺乏。对有些作
物来说，在其果实成熟期叶面喷施K肥相当有益，这是因为作物生长后期的
需K量非常高，但作物根部活性和吸收养分的能力下降，不能满足这时作物
生长对养分的需求。KNO3也常被用于温室作物栽培和水培方面。
管理措施

KNO3晶体和颗粒

N和K都是作物所需养分，它们能提高产品质量、促进蛋白质合成、增
强作物抗病能力和提高水分利用率。因此人们常将硝酸钾施入土壤中，或是
在作物生长期间通过灌溉施肥，促进作物健康生长。

硝酸钾在全球K肥市场中的比例很少。由于它特定的养分成分和比例，
主要用于给种植者带来较多收益的作物上。它易于储运和施用，也和很多其他肥料相容，可同时施
用。它用于许多特殊的高价值作物，以及粮食和纤维作物上。
由于KNO 3的溶解度相对较高，在温暖条件下它的溶液浓度远高于其他常用K肥。需要加强对水
的管理，以避免硝态氮流失到作物根区以下。
非农用
硝酸钾很早就被用于制造烟花和火药。现在更常见的是用于食品加工中保持肉和奶酪的品质。
一些特效牙膏中也常含有KNO3来缓解牙齿的敏感。人们用KNO3和硝酸钠(NaNO3)的混合物来贮存太
阳能装置中的热能。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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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镁石
示例3.3-17 硫酸镁石是一种天然生成的矿石，化学成分一水硫酸镁(MgSo4·H2o)，一般从海洋地质
沉淀物中开采。 硫酸镁石能同时为植物提供镁和硫两种营养元素。
生 产
在德国，硫酸镁石主要从地层深处沉积矿物中获取。它现存于古代海洋生物脱水浓缩的遗骸中，
埋藏在地球表面之下。这些矿藏资源蕴含了各种有价值的植物营养物质。把这些矿石挖掘并运送到地
表，再利用独一无二的静电干燥过程把镁盐从钾、钠盐中分离出来。
细晶体的硫酸镁石可以作为肥料直接施用于土壤，或者加工成较大的颗粒以便用于机械化施肥或
与其它肥料做掺混肥。
化学性质
化学分子式：
镁含量：

MgSO4·H2O
16%(硫酸镁石粉末);
15%(硫酸镁石颗粒)

硫含量：

22%(硫酸镁石粉末);
20%(硫酸镁石颗粒)

溶解性：

417克/升(20℃)

溶液pH：

9

粉状硫酸镁石

颗粒状硫酸镁石

农 用
硫酸镁石能为植物提供两种高浓度的植物必需营养元素-镁和硫。由于施用硫酸镁石对土壤pH值
没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它适用于各种土壤，而不必考虑土
壤pH值的影响。通常在种植前或在植物生长期内施用硫酸镁
石以满足作物对养分的需求。鉴于硫酸镁石的溶解度高，因
此可以在作物需求高峰期施用以提供镁和硫。硫酸镁石是自
然界形成的天然沉淀物，因此许多有机食品认证机构允许将
其作为有机食品生产的肥料施用。

开采硫酸镁石

硫酸镁石不能作为叶面肥使用，也不能用于灌溉施肥系
统，但它是七水硫酸镁（MgSO4·7H2O）生产的原材料，七
水硫酸镁可以完全溶解，既适于灌溉施肥又可作为叶面肥。

管理措施
许多土壤镁含量较低，需要补充以保证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在砂质土壤和低pH值土壤上（例如
高度风化的热带土壤）生长的作物在镁素供应不足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缺镁症状。在这些情况下，必
须通过施肥来提高土壤镁的含量。
在降水量较大的地区，镁肥的施用可以分两次或多次进行以避免养分流失。温带气候下的土壤粘
土含量高，镁含量可能相对较高，通常镁素不容易流失。
镁肥施用量的大小取决于很多因素，如特定作物的需求，收获时作物带走的数量以及根据作物产
量和品质的需要土壤适时矿化释放镁素的能力等。对许多作物而言，硫酸镁石施用量一般在200-300
公斤/公顷。但在作物生长的高峰期，需要叶面喷施一些肥料，如七水硫酸镁（MgSO4·7H2O）或其
它水溶性肥料，来满足作物对镁和硫营养的额外需求。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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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磺
示例3.3-18 硫(S)在世界各地分布广泛，形态多样。 一些土壤中的硫含量并不能满足作物的需求。有
许多好的S肥可以解决缺硫问题。
生 产
地壳中硫是一种相对比较丰富的元素。虽然已经能够从火山沉积物和盐丘中提取纯硫磺，但目
前的硫磺通常是加工石化燃料的副产品。煤矿、原油和天然气中含有0.1% 和 4%的S，这些S在精炼
和气体燃烧的净化过程中被去除了。一些常见的地球矿物被作为S肥应用于农业。
硫磺的熔点很低(115℃或240oF)，所以在转化成最终产品前，它在储运过程中通常是热的液体状
态。全球大部分S的生产是将硫磺转化成硫酸(H2SO4)以便进行深加工。硫酸的主要用途就是生产磷肥。
化学性质
不溶的

硫磺

半溶的

石膏（15％-17％ S）

可溶的

硫酸铵（24％S）；泻盐（13％S）；
硫酸镁石（23％S）；无水钾镁矾
（22％S）；硫酸钾（18％S）；硫代

硫磺

硫酸盐（10％-26％ S）

含有少量黏土
的硫磺颗粒，
有助于分散和
氧化。

农 用
硫磺并不溶解于水，必须经土壤中的细菌（如硫杆菌）氧化转化成硫酸盐(SO42-)后才能被植物
根系吸收。通常在土壤中的反应是：2S＋3O2＋2H2O→2H2SO4。这种微生物转化过程的速度取决于
环境因素如土壤温度和湿度以及硫磺的物理特性。
植物在众多硫的形态中优先吸收硫酸盐，它们会被转化成多种重要组分，如蛋白质和酶。可用
很多方法将硫磺转化成植物可吸收的硫酸盐。硫磺的氧化速度直接取决于粒子大小，较小的颗粒会有
较大的表面积供土壤细菌反应。因此，大颗粒硫磺可能会需要数月或数年才能通过微生物反应氧化成
一定数量的硫酸盐。如灰尘般细小的硫磺颗粒氧化非常快，但是不容易施用。
一种可加快硫磺氧化速度的方法是在S冷却并形成丸粒之前，在熔化的硫磺中添加少量黏土。
当把这种硫磺丸粒施入到土壤中后，黏土会因吸水而膨胀，丸粒分散成细小的硫磺颗粒，从而迅速
被氧化。
在肥料颗粒的加工过程中，可加入非常薄层的硫磺，这层硫磺可快速被氧化，被植物吸收。这
种氧化反应能提高一些微量元素如锌 (Zn) 和铁 (Fe)的植物有效性， 因为随着土壤pH下降，这些微量
元素的可溶性增加。磨细的硫磺粉有时可加入肥料悬液中。硫磺在作物保护上被广泛用作杀菌剂，当
硫磺和真菌组织作用时释放出有毒的硫化氢气体。
人们常用硫磺和硫酸来改良钠盐土，以及处理一些灌溉水。
管理措施
各种形态的硫都能满足作物生长需要。硫磺通常在作物需要之前施用，因为细菌氧化硫磺成为
硫酸盐有滞后期。因为硫酸盐是阴离子，所以有可能同硝酸盐一样易被淋失。然而，水中含有硫酸盐
并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非农用
硫磺广泛用于许多消费产品和工业生产中，通常转化成硫酸盐后，再用于纺织、橡胶、洗涤剂
以及造纸业。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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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代硫酸盐
示例3.3-19 硫代硫酸盐(S2o32- )肥是一种透明液体，可在各种条件下使用，给作物提供S源。 它们同
时还含有其他养分，如以铵盐(ATS)形态存在的氮(N)、钾盐(KTS)、钙盐 (CaTS), 或镁盐(MgTS)。
生 产
硫代硫酸铵是一种常用的含S液体肥。它是通过二氧化硫、硫磺和氨水反应而成。其他常见的硫
代硫酸盐肥也是以同样方式生产而成。
硫代硫酸盐在水中的溶解度很高，并和其他许多液体肥相容。ATS通常与尿素硝铵溶液(UAN)混
合，生成一种广泛使用养分含量为28-0-0-5 (5% S)的肥料。
化学性质
分子式

常用名

养分含量

密度

pH

公斤/升
(NH4)2S2O3

ATS

12% N;26%S

1.34

7－8.5

K 2S 2O 3

KTS

25% K2O;17%S 1.46

7.5－8

CaS2O3

CaTS

6% Ca;10%S

1.25

6.5－8

MgS2O3

MgTS

4% Mg;10%S

1.23

6.5－7.5

连四硫酸盐
［S4O62-］
硫代硫酸盐
［S2O32-］

硫酸盐
［SO42-］

农 用
绝大多数硫代硫酸盐施入土壤后会很快反应形成连四硫酸盐，随后转化为硫酸盐。硫代硫酸盐在
转化为硫酸盐之前是不容易被作物直接吸收的。在温暖的土壤中，这个过程仅在一至两周内就基本完
成。
硫代硫酸盐是一种还原剂，S氧化后产生酸。由于这些属性，硫代硫酸盐分子对土壤的化学和生物
方面有着独特作用。比如说，条施ATS可提高一些微量元素的溶解性。地方施肥指南应注意在播种行中
的最大施用量。
硫代硫酸盐可降低尿素的水解，减少尿素向铵(NH 4+)转化，并且当ATS与UAN混合时，减少氨
(NH3)的挥发。这种抑制作用可能是由于中间物连四硫酸盐的形成和存在，而不是硫代硫酸盐本身的作
用。硝化作用—NH4+转化成硝酸盐同样也由于ATS的存在而减慢。尽管硫代硫酸盐肥的初始pH值接近
中性，但硫代硫酸盐经过氧化形成硫酸，ATS中的NH4+会氧化生成硝酸，因此在硫代硫酸盐的施肥点
土壤可呈微酸性。
硫代硫酸盐肥料可经过地表和空中灌溉系统，如喷灌和滴灌来施用。大多
数都被用于叶面喷施，为植物快速提供养分（不推荐与ATS施用）。
管理措施
全世界都在关注作物缺硫现象。硫代硫酸盐是一种很好的肥料，其优势
在于他们能很好储运和施用，安全预防措施较少，与其他常见肥料相容。但
是，这些肥料不能与强酸液体相混合，因为这会导致硫代硫酸盐分子分解，
并释放出有害的二氧化硫气体。
非农用
硫代硫酸盐在工业中广泛使用。在影像处理方面，它们被用来固定影像或胶片上的银原子。固态
硫代硫酸盐在水处理系统中用于去氯。也可以用于提取黄金，这是因为它在非毒性加工过程中可以与
黄金形成一种非常硬的化合物。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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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肥
示例3.3-20 许多土壤需要同时添加几种必需营养元素来矫正植物缺素。农民可以选用几种单质肥料
混合施用，也可选用复混肥料(每个颗粒中含有几种养分)。 这些复合(混)肥料具有田间施用方便、经
济、容易满足作物养分需求等优点。
生 产
复合(混)肥料是用基础肥料，如液氨、磷酸铵、尿素、硫和钾盐等为原料生产而成。复合(混)肥
的生产方法很多，但具体生产工艺是根据基础肥料和最终产品中养分含量所决定的。下面介绍四个
简单的例子。
挤压法(团粒法)，是用挤压、粘结剂或化学键合的方式将小颗粒肥料结合在一起的方法。不适
合采用其它生产工艺的小颗粒肥料都可以用挤压法来生产不同养分比例的复混肥。
料浆法，是在肥料颗粒表面添加肥料(养分)料浆形成膜，
经反复成膜与干燥，直至肥料颗粒达到所需的大小。
十字管道反应器，将氨、硫酸或磷酸及其它营养元素—如钾
和微量营养元素通过化学反应，生成所需养分含量的固态肥料。
硝酸磷肥法，把磷矿与硝酸反应生成含氮磷化合物的混合物。如果在生产过程中加入钾，就形
成了含有氮磷钾的固态肥料。
化学性质
各复合肥料的化学配方差别很大。常见的复合肥料N-P2O5-K2O含量（%）包括：
10-10-10, 12-12-12, 17-17-17, 21-7-14,以及其它一些配方。
农 用
复合(混)肥的每一个肥料颗粒中都含有多种营养元素。它与掺混肥不同，掺混肥是将不同颗粒肥
料混在一起，达到所需要的平均养分含量。复合(混)肥养分分布均匀，每个肥料颗粒在土壤中溶解后
能同时释放多种养分，有利于消除(如掺混肥)在运输或施用中产生的肥料颗粒分层。复合(混)肥料中
添加的微量营养元素能在作物根区均匀分布。
复合（混）肥在种植前作为基肥施用效果较好。肥料经销商也根据特定的土
壤和作物种植条件提供不同养分比例的复合（混）肥料。这种复合（混）肥料制
作方法简便易行的优势尽显无疑，但没有掺混肥那样灵活满足一些特殊作物的营
养需求。草坪管理人员和家庭业主通常认为复合（混）肥更理想。
管理措施
由于复合(混)肥料需要经过额外加工生产而成，因此，有时比那些用物理方法制作的掺混肥料价
格更高。但考虑到养分处理和使用等所有因素时，复合（混）肥料更具有优势。
在作物生长期间，氮通常是需要精细管理和反复施用的养分。要想在种植前通
过施用复合肥来满足整个作物生育期对氮的需求，而其它养分又不过量，是不可能
做到的。可取的建议是，在作物生育早期施用复合肥料，之后根据作物的需要补充
适量氮肥。
复合(混)肥料通常是满足区域性农作物需求的地方性肥料。复合(混)肥料的很多物理、化学特性
都可以调节，以更好地满足不同作物的需求。例如，为尽量减少城市暴雨径流中磷的流失，用于草坪
和观赏性植物上的复合(混)肥料要限制磷的添加量。若某地区土壤严重缺乏某种营养元素，那么可能
在该区域销售的复合肥中应加大该养分的比例和含量。
缩写和注释：N＝氮 NH3＝氨气; K＝钾; S＝硫; P＝磷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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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膜肥料
示例3.3-21 多种多样的包膜材料用于颗粒肥料以控制肥料在土壤中的溶解度。 控制肥料的养分释放
速率能够对环境、经济和产出等有许多好处。
生 产
很多材料都可用作可溶性肥料的包膜材料。最常见的是对粒状或造粒的氮肥包膜，但有时也对
复混肥料包膜。由于尿素在常见的可溶性肥料中含氮量最高，因此，它是大多包膜肥料的基础肥料。
硫磺(S)是第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包膜材料。用熔融的硫磺喷涂尿素颗粒，随后用胶蜡封住包膜上
的裂缝或瑕疵。后来，该工艺得到进一步改善,即把胶蜡改为高分子聚合物。
其他包膜肥料是用树脂基高分子包裹颗粒肥料。技术之一是将高渗
透性与低渗透性聚乙烯结合使用。不同厂家的包膜材料和包膜工艺各不相
同。包膜材料的成分和成膜厚度需要精确调配，以控制养分在不同环境条
件下对作物的释放速率。如产品标签上所示，特定肥料养分释放时间从几
个星期到几个月不等。由于肥料包膜需要增加额外费用，所以包膜肥料的
成本比不包膜高。
农 用
包膜肥料已被应用于各种农业和园艺作物上。在延长肥效上有以下优点：
·养分持续释放，减少养分淋失和气态损失；
·减少多次施肥增加的劳力和成本；
·提高施肥点附近幼苗的耐肥力；
·养分长时间释放保证养分均匀协调，植物生长健壮，提高产量。
只有当包膜肥料的养分释放与植物的养分吸收同步时，其优势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出来。
管理措施
由于包膜肥料养分的释放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各
种土壤耕种条件下包膜肥料养分释放模式的预测很复杂。例如，
提高土壤湿度和温度，很多包膜肥料养分释放速率加快。有些产
品的养分释放速率取决于土壤微生物的活性。研究包膜肥料的养
分释放机制有助于实现包膜肥料的最大价值。在恶劣的环境条件
下，有些包膜材料比较脆，容易磨损和破裂，应尽量减少过多的
搬运。

养分

水透过包膜

养分溶解

养分透过
包膜释放

非农用
控释技术在很多应用领域非常重要。也许最为人熟知的是医药上缓释药物，它可以减少服药次
数，并保持血液中药效成分的浓度。另外，包膜材料也用于兽医和病虫害防治。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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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
示例3.3-22 石膏是一种常见矿物，采自地表和地下矿床。 石膏不仅可为植物提供钙和硫，而且还可
用于特殊土壤的改良。
生 产
石膏在自然界中以晶体和矿石两种形态存在。它一般是由
盐水蒸发形成，属于一种常见的沉积矿物。这种白色或灰色的矿
石由露天或地下开采后，经粉碎、筛选，无须其它加工处理，就
可直接用于各种用途。农用石膏一般为CaSO 4 ·2H 2 O（二水合
物）。在高温高压的地质条件下，石膏转化为硬石膏（又称无水
石膏）。火力发电站尾气中的硫可以生产成副产品石膏；石膏也
是磷矿石加工成磷酸过程中的副产品；石膏再生板磨细后可用于
土壤。
化学性质
硫酸钙
名称
二水合物（石膏）

化学式和组分

溶解度

CaSO4·2H2O

2.05 克/升

[23%Ca,18%S,21%水]

[1366公斤/亩·米]

硬石膏（无水石膏）

[29% Ca, 23% S]

2.05 克/升

半水合物（熟石膏）

CaSO4·1/2 H2O

[加水后可转化为石膏]

农 用
石膏（有时又称石膏粉）一般作为钙、硫营养源或土壤调理
剂施入土壤。石膏微溶于水，但石膏在中性土壤中的溶解度是石
灰石的100倍。石膏在土壤中的溶解度受其颗粒大小、土壤湿度
和土壤性质等因素的影响。石膏溶于水后释放出Ca 2+和SO 42-，
对土壤pH没有明显的直接影响。相反，石灰在酸性土壤中能中
和土壤酸度。在底土呈酸性的地区，有时石膏(作为相对可溶钙
源)被用来减轻铝毒。由于可提供钙，一些土壤受益于石膏的施
用。在钠过量的土壤中，石膏中释放的钙对土壤阳离子交换位点
的亲和力远大于钠，这样作物根区的钠就很容易被水淋洗掉。在
用于修复高钠土壤时，石膏一般可以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比如降低土壤容重、增加土壤水分的渗透
性和入渗率、减少土壤板结。大多数情况下，加入的石膏本身对板结或粘重土壤没有疏松作用。
管理措施
由于花生对钙的特殊需求，因此，已众所周知施用石膏能为花生提供钙。最常见的做法是，把
石膏撒施在土表，然后与植物根区土壤混匀。经设备研磨后的石膏粉末也可通过灌溉系统施入土壤。
在居家和草坪维护中，粒状石膏更便于施用。
非农用
石膏基本用在建筑材料中，如石膏墙板。为了制作建筑材料，石膏经研磨、加热煅烧(以除去大
多结晶水)，生成半水石膏（即熟石膏）。熟石膏粉末遇水转化为石膏，干燥后又还原成石膏坚硬的
状态。石膏广泛应用于其它许多方面，如用于水处理、食品和制药工业上以及用作水泥中的缓凝剂。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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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钙(石灰石)
示例3.3-23 碳酸钙，即石灰石的主要成分，广泛用于中和土壤酸度和为植物提供钙素营养。“石灰”
可以指几种产品，但农业中使用的石灰一般指研磨成粉状的碳酸钙。
生 产
石灰石是地质矿床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常见沉积岩。常用于建筑材料、粘结剂以及农业上改良酸
性土壤，历史悠久。农用石灰泛指任何含有钙或镁、且能中和土壤酸度的物质。很多材料可以归为农
用石灰。
农用石灰来自采石场或矿山，经机械研磨石灰石而成。农用石灰粒度的粗细极大地影响它与土
壤酸的反应速度。粒度越小的石灰有较大的表面积参与化学反应，因而反应更快。粒度较大的石灰反
应则较慢，因而作用效果持久，可以提供长期的酸中和反应。产品标签上通常标有石灰颗粒的大小。
农用石灰中的其它物质，如粘粒，会使石灰纯度下降，从而降低它中和土壤酸的能力。以纯碳
酸钙为对照换算成的碳酸钙百分比当量值（CCE）是评价农用石灰作用效果的基础。与中性和碱性
土壤相比，农用石灰在酸性土壤中有更好的溶解性。向土壤中加入一滴强酸时，伴随冒泡或嘶嘶声，
这是土壤中的碳酸钙与酸发生反应的结果。
化学性质
石灰石/方解石-碳酸钙[CaCO3] 绝大多数溶于水，但其溶解度在酸性条件下
增加（最多含钙40%）。
白云石-碳酸镁钙[Ca·Mg(CO3)２] 绝大多数不溶于水，但其溶解度在酸性条
件下增加（含镁2%-13%）。
熟石灰-氢氧化钙[Ca(OH)２]

相对不溶于水，其水溶液的pH>12。

烧石灰/生石灰-氧化钙[CaO]

与水反应，生成熟石灰。

农 用
农用生石灰一般用于提高酸性土壤的pH、降低土壤溶液中水溶性铝含量。土壤中水溶性铝对很多
植物的根系生长有害。酸性土壤上作物生长受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水溶性铝的毒害。石灰能降低
水溶性铝含量的原因:1）CaCO3＋H２O→Ca2+＋2OH-＋CO２，2) Al3+[水溶]＋3OH-→Al(OH)3[不溶]。
添加农用生石灰还可以为植物提供可溶性钙（可能还有镁）。农用石灰在中和土壤酸的过程中也
带来一些好处：
·增加磷的有效性；
·提高豆科作物的固氮作用；
·提高氮的矿化和硝化作用；
·使根系更健壮，有利于水分利用、活化养分和提高植物生理机能。
管理措施
将土壤调整到合适pH范围所需的农用石灰的数量可以通过实验测定获得。最常见的施用方法
是，将农用生石灰均匀地撒在土壤表面，然后与根区土壤混匀。用农用石灰中和土壤酸并不是一次性
的过程，但定期重复施用的次数视不同土壤和环境条件而定。农用石灰施用量通常以每亩多少吨计。
非农用
石灰石是所有材料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除用于建筑业外，石灰石还应用在许多方面，如空气
污染的控制、饮用水和废水处理系统、土壤稳定剂、医药、抗酸剂和化妆品等方面。
来源：http://www.ipni.net/speci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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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3.5-1 n、K营养平衡是提高籽粒产量和氮肥利用率的关键。 在美国俄亥俄州的试验中，施氮肥
的同时施用第二缺素元素-钾肥可以获得最大收益。文献来源：Murrell and Munson. 1999. Better
Crop with Plant Food 83(3):28-31.

14.0

籽粒产量（吨/公顷）

12.5
土壤钾素含量: 139毫克/千克
产量=13.2吨/公顷

11.0

氮肥用量=200千克/公顷

9.5
土壤钾素含量: 80毫克/千克
产量=10.5吨/公顷

8.0

氮肥用量=314千克/公顷

6.5
0

90

180

270

360

氮肥用量（千克/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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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正确的施肥量
在一系列特定条件下，确定养分合理用量的核心科

◆ 预测肥料利用效率。许多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为

学原理如下：

了满足植物对养分的需求，必须考虑养分的损失量。

◆ 考虑肥料的品种、施肥时期和施肥位置。

◆ 考虑对土壤资源的影响。如果作物系统中养分的移走

量超过投入量，从长远来看，土壤的肥力将会下降。

◆ 评价植物对养分的需求。作物产量与其在整个生育期

对营养元素的吸收量有直接关系。在最佳栽培和养分

◆ 考虑特定施用量下的经济学。对于不能保持在土壤中的

管理下选择可实现的目标产量并了解其随地块和季节

营养元素，最经济的养分用量是根据报酬递减原则，

的变异情况对正确估计作物对养分需求总量具有重要

即当投入单位养分的价值等于作物增产的价值时的养

指导作用。

分用量。对于易被土壤保持的营养元素，应该考虑其
对将来作物的后效。也要对预测经济最佳施用量以及

◆ 应用各种方法评价土壤养分供应。评价方法包括土壤

由于误差对净报酬所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进行评价。

和植物分析、肥效试验、缺素试验等。
◆ 评价所有的养分来源。对大部分农场来说，这部分评

对某种养分投入不足或者过量都会对作物产量、经

价对象包括粪肥、堆肥、生物固废、作物残茬、大气

济效益和环境产生影响。当化肥或者其他养分来源比作

沉降、灌溉水和化肥中的养分总量和其植物有效性。

物产生的价值低时，对这种养分用量就没有必要那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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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评估植物对养分的需求

确，除非过量施用引起作物负面效应(例如过量施用氮肥
引起小粒谷物倒伏、降低甜菜含糖量或棉花等级)，或引

确定正确肥料用量的一项主要科学依据是使养分供

起公认的环境问题(如磷对水体的污染)。但是当养分成

应与作物需求同步。植物对养分的需求就是作物在整个

本高和/或作物价格低时，种植者才会对如何进行高效

生长季吸收养分总量，这些被吸收的养分一部分以作物

施肥产生浓厚的兴趣。

收获物的形式从田间移走，其余部分则以作物残茬的形

李比希的最小养分律阐明，作物产量受土壤中相对

式归还到作物系统中。在某些情况下，养分吸收量与养

含量最小养分的限制。也就是说，一种养分的缺失不能

分带走量相当，如收获干草作为饲料这类情况，绝大部

用其他养分的过量来弥补。因此，所有17种植物必需元

分的地上部生物量被移走。另外一些情况比如谷物生产

素必须在数量上充分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合适的养分

中，就只有小部分作物吸收的养分从田间带走。

用量取决于其品种、施用时期和施用位置。合适的肥料
植物对各种养分的需求量不尽相同。一般需要大量

品种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在合适的位置释放适量的有效养

元素的数量最多。在温带气候的土壤中，大量元素养分

分以满足植物生长的需求。

表4.1 一些作物地上部吸收的养分总量

吸收养分，千克/吨

4-2

作物

地区

紫花苜蓿(干物质)
大麦
百慕大牧草
油菜
鹰嘴豆
玉米
葡萄
芥菜
柑橘
桃子
花生
梨
豌豆
马铃薯
水稻
红花
高粱
大豆
甜菜
甘蔗
向日葵
烟草
番茄
春小麦
冬小麦

阿根廷
阿根廷
美国
中国
印度
美国
中国
印度
中国
中国
印度
中国
印度
中国
美国
印度
印度
美国
中国
中国
阿根廷
中国
印度
美国
美国

n
27
26
23
43
46
18
5.6
33
2.6
4.5
63
5.0
42
4.5
16
39
22
82
4.8
1.8
40
39
2.8
37
32

P 2o 5

K 2o

S

5.7
9.2
6.0
27
8.4
9.6
5.2
15
0.8
1.5
12
2.0
15
1.0
8.4
8.4
13
18
1.4
0.4
25
12
1.3
13
11

25
24
25
87
50
25
8.5
11
3.6
5.0
37
5.0
31
7.1
24
22
34
38
9.3
2.1
35
71
3.8
26
33

3.5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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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3

13

5.0

4R Plant Nutrition

(N、P、K)比中量元素养分(Ca、Mg、S)更易限制作物
产量。这种温带气候条件下大量元素与中量元素区别在

问题

许多热带土壤上并不多见。某种作物的养分需求量可以
通过目标产量与表4.1中相应系数的乘积来估计。微量元
素一般需要量较少。

?

1. 对某一个特定地点定义最佳施用量的七个核心

◆ 产量越高，养分需求量越大。目前面对的挑战是针对

科学准则，其中一个是下列的
a. 评估所有可能的养分来源

目标产量确定施肥量。以下是一些有用的指导意见：

b. 假设较高的肥料利用率

◆ 目标产量应既具有可行性又具有挑战性；

c. 把大部分的重点放在经济学上

◆ 设定可实现目标产量的常用方法是某一气候条件下

d. 按照预计的需求，种植尽可能多的作物

（没有水分和养分制约）作物产量潜力的80%。作物

2. 主要的大量元素因为下列哪项原因界定其主要

模拟模型有助于确定产量潜力。

性
◆ 在某一地块或相似的生产和管理中，把最近获得的介

a. 在所有元素中被吸收数量最大

于平均产量与最高产量之间的产量可设定为目标产

b. 比界定为次要的大量元素更易限制作物产量

量。

c. 首次发现的植物营养元素
d. 比界定为次要的大量元素贵得多

◆ 另一种方法是把在没有因干旱、雨涝或者虫害严重减

产的3－5年的作物平均产量加上10%作为目标产量。

3. 李比希的最小养分律表明作物产量是由下列哪

这种方法需要记录每块地的产量，而且只选取相近

项决定的

产量的地块用于估算目标产量。

a. N, P和K
b. Ca, Mg和S

经过施肥达到的目标产量不一定在某一年也限制到
这种水平，在极好的气候条件下会引起产量额外增加，

c. 微量元素

同时使土壤中养分大量释放或养分利用率大幅度提高。

d. 含量受到最多限制的元素
4. 评估作物需求需要考虑可实现的作物产量，是

以产量为基础估算肥料施用量也面临一项重要挑
战，那就是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作物产量会年季间或一年

因为

多茬作物的每一季间变化很大。作物的肥效也受到环境

a. 养分吸收与作物产量呈正比

变化的影响，与作物产量潜力无关。产量潜力和肥效都

b. 作物产量不可能超过选择的目标产量

会影响每年肥料的施用量。与作物产量一同用于评估作

c. 施入的部分应该与吸收的养分持平

物养分需求的其他因素还包括种植制度、土壤生产力、

d. 天气因素产生的额外产量降低了养分的利

肥料与作物价格比。可以预测作物产量和养分吸收的方

用率

程和模型也可用于精确推荐N肥用量。

4.2 评价土壤养分供应状况

◆ 根系吸收过程中养分在根系的截获、质流和扩散过

植物对养分需求的一部分来源于土壤，而土壤提供

程。

作物所需养分的能力取决于多种过程和机制，包括：
土壤有机质含有植物生长需要的绝大部分养分，虽
◆ 土壤有机质中养分的矿化和固定；

多数养分含量很少，但在某些种植体系中土壤有机质可

◆ 土壤对养分的吸附和解吸附；

以是养分的主要来源，特别是N和S。有机质矿化为植物
可以利用的养分数量取决于土壤中有机质的数量、类型

◆ 调节土壤溶液中养分浓度的沉淀和溶解反应；

以及适宜微生物分解的环境条件。这些因素使得我们很
难预测植物生长季中可矿化的植物有效养分数量。

◆ 改变多价态养分溶解性和形态转化的氧化/还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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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影响土壤中各种营养元素植物有效性的因素

n

P

K

S

Ca和Mg

微量元素

土壤pH

X

X

X

X

X

X

湿度

X

X

X

X

X

X

温度

X

X

X

X

X

X

通气状况

X

X

X

X

X

X

土壤有机质

X

X

X

X

X

粘粒含量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土壤紧实度

X

X

土壤养分状况

X

X

X

其他养分

X

X

X

影响因素

粘粒类型
作物残茬

作物类型

X

X

X

X

X
X

阳离子交换量

X
X

X

X

X

盐基饱和度

上面所列的影响土壤养分供应的五种过程和机制

由于基础条件的限制，世界上许多地方进行土壤测试并

受土壤物理性状如土壤质地、类型、粘粒含量和化学特

不可行也不实用。在潮湿和雨水较多的区域，土壤测试

性如pH，以及环境因素如温度、湿度和通气状况的影

对很多移动性比较强的元素比如N和S有效性的评估也并

响。表4.2列出了影响土壤养分有效性的多种因素。

不可靠。在这些情况下，缺素情况下的产量可作为衡量
土壤养分含量状况的指标。不施用某一营养元素（保证

土壤测试是确定土壤对植物养分供应的最好的手

营养 元素充分供应）的产量可用于间接评价土壤这种养

段。第八章详细阐明了土壤样品的采集和测试过程。土

分的供应能力，而施用某种养分和缺素处理的产量差可

壤测试对判断植物所需的最佳养分施用量非常有效，但

用于估计施肥的产量反应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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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评估可利用的养分资源

豆科作物的共生固氮作用被认为是土壤中最重要的
自身氮源。与豆科作物轮作时,许多作物的养分管理指南

当确定了最佳施肥量时，需要考虑所有可利用的

都会调整氮肥用量。但固氮量及其对后茬作物的有效性

养分资源，以满足作物对养分的需求。其中的一部分可

受许多因素影响而变化很大。表4.4列出了各种豆科作物

用资源包括土壤自身养分供应（即不是特意施用的如作

每年大致的固氮量。在豆科作物影响着下季作物的施氮

物残茬和绿肥）、畜禽粪肥、堆肥、生物固废、大气沉

量的同时，豆科作物本身包括根瘤形成、产量和残留氮

降和灌溉水。这些养分资源的数量和植物有效性变化很

也与其它养分特别是P和K的合理施用有直接关系。

大，很难估算，但还是要设法考虑这些养分来源。表4.3
列出了一些畜禽粪肥中养分平均含量，这些粪肥的养分

作物残余物包含大量的植物养分。这些作物残余物

含量因地域、农场类型而差异很大，所以一般情况下最

的回收利用可以改善土壤自身养分供应。相反，移走作

好用当地合理的数据或实验室分析结果。

物残茬会从土壤中带走的养分，特别是K，对土壤养分

表4.3 一些常见的畜禽粪肥的干物质和养分含量

养分含量, 千克/吨
畜禽种类

废物处理系统

干物质重，%

n
有效态

*

总量†

P2 o 5

K 2o

固体废物处理系统
猪
肉牛
奶牛
家禽

无草垫

18

3

5

4.5

4

有草垫

18

2.5

4

3.5

3.5

无草垫

15

2

5.5

3.5

5

有草垫

50

4

10.5

9

13

无草垫

18

2

4.5

2

5

有草垫

21

2.5

4.5

2

5

无草垫

45

13

16.5

23

17

有草垫

75

18

28

22.5

17

堆肥坑

76

22

34

32

22.5

液体废物处理系统
猪

肉牛
奶牛
家禽

液体坑

4

10

18

13.5

9.5

氧化沟

2.5

6

12

13.5

9.5

发酵池

1

1.5

2

1

0.2

液体坑

11

12

20

13.5

17

发酵池

3

8

14

9

14.5

发酵池

1

1

2

4.5

2.5

液体坑

8

6

12

9

14.5

发酵池

1

1.2

2

2

2.5

液体坑

13

32

40

18

48

*主要指作物生长期间有效态NH4+-N；†NH4+-N和缓慢释放的有机态氮
资料来源：Sutton et al., 1985, Univ. of Minn. Ext. Bull. AG-FO-2613

4R Plant Nutrition

M

4-5

平衡有负面影响，应加以考虑。作物残余物的回收利用

问题

不仅可以增加土壤自身的养分含量，同时可以改善土壤

?

有机碳平衡、增加土壤水分和温度状况、改善土壤结构
并有助于控制土壤侵蚀。表4.5列出了几种作物通过秸秆
或干草移走的平均养分量。通过作物残余物移走养分的

5. 评估土壤养分供应能力的最佳方法是土壤测

数量取决于降雨量和气候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如收获时留

试

茬的高低等。

a. 可信的土壤测试适用于全世界范围
b. 土壤测试可以有效地确定适宜的肥料施用量

肥田作物的种类有很多种（最熟知的是牧草和豆科

c. 可信的N土壤测试适用于降雨量充足的区域

作物），一般种植在两季经济作物生长季之间或者果园

d. 土壤测试指出植物根系对养分元素的截留

和葡萄园的行间区。它们可以降低土壤侵蚀、降低硝酸
盐的淋洗，降解后还可以给下茬作物提供有机质和营养

作用

元素。豆科肥田作物通过生物固N增加额外N素。固氮

6. 土壤本底供应的元素包括

量取决于多种因素，但因为肥田作物的生长期和生物量

a. 生物废料

累积一般都小于一般作物，因此固氮量要比表4.4列出的

b. 堆肥

固氮量少。土壤自身养分供应的数量变化很大,需要利用

c. 作物残茬

当地的指导意见调整肥料推荐量。

d. 灌溉水

表4.4 各种豆科作物每年大致的固氮量

7. 共生固氮是土壤中一项很重要的本底氮源，
因为

豆科作物种类

a. 土壤微生物可以对所有的作物进行N的固定
b. 豆科作物可以进行大量N的固定
c. 豆科作物可以进行大量P和K的固定
d. 豆科作物的后茬作物需要更多的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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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氮量，千克/公顷/年

紫花苜蓿

150-250

三叶苜蓿

100-150

野豌豆

50-150

大豆

50-150

干菜豆

30-50

紫花豌豆

3-250

扁豆

3-190

花生

35-200

4R Plant Nutrition

4.4 预测肥料利用率

验研究表明氮的农学效率(AEN)为20（意味着每增加一
个单位的氮肥投入可以增加20个单位的籽粒产量），不

肥料利用效率(FUE)是决定施肥量的一个重要指

施氮肥试验的产量是6000个单位。产量和肥料施用单位

标。本书第九章将会从更深程度介绍养分利用率。所有

需保持一致（例如，籽粒产量如果用kg/ha，那氮肥施

施肥量的推荐要么是对肥料利用率做出隐式假设，要么

用量也用千克/公顷）。氮肥用量计算如下：

是把肥料利用率明确地带入方程式，计算推荐施肥量。

肥料氮=(可达到的产量－不施氮肥的产量) /AEN

即使是建立在4R养分管理下的最佳施肥措施，作物对施
用养分的利用率也不会超过100%。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使用上述例子中的数值，肥料氮=(9500－6000)

当农户想要降低肥料损失提高利用率时，土壤中的微生

/20=175 个单位

物也会利用其中的一部分养分，特别是在土壤中的有机
质积累过程中。肥料养分吸收效率经常受到大田中普遍

另一种常被用来确定养分施用量的肥料利用率

存在的不利生长因素或养分各种损失机制的不利影响。

（FUE）是回收率(RE)。回收率是植物地上部（绝大多

肥料利用率也因当地一些影响因素的变化如天气状况、

数作物）吸收的养分增加量占养分施用量的比例。计算

土壤类型和耕作制度而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在确定肥料

公式如下：

施用量时需要调整肥料利用率。4R养分管理方法的主要

RE=(U－U0)/F

目标就是在良好的种植体系中把合适的肥料品种、施用
时期和施肥位置结合起来,

其中，1) U是指施用某种养分的作物地上部养分吸

为获得较高的肥料利用率而

收总量；

确定合适的施肥量。

2) U0是指不施某种养分的作物地上部养分吸收总

用于确定养分用量的一种肥 料利用效率（FUE）是
量；

农学效率(AE)。农学效率是每增加单位施肥量的作物增

3) F是指某种养分的施用量。

产量。当增产量和施肥量的单位相同时，农学效率的表
达式可以不带单位，计算如下，

将上面的公式进行重新整理得到肥料用量计算公

AE=(Y－Y0)/F

式：F=(U－U0)/RE。与用AE计算肥料用量一样，缺素
试验的产量可以用，但要换算成养分吸收量，通常利用

其中，1) Y是指施用某养分的作物产量；

单位作物产量的养分吸收量（表4.1）。大田中谷类作物

2) Y0是指不施某养分的作物产量；

氮肥回收率一般为0.3至0.5（30%至50%），最佳管理措
施下可以提高到0.5至0.8（50%至80%）。用计算AE时产

3) F是指某种养分的施用量。

量数据，假设单位产量氮素吸收为0.0215个单位，回收

农学效率的一般为10－25，大于20的农学效率通常

率RE为0.5，肥料施用量为：

在良好的田间管理、相对较低的最佳用量或土壤养分供

肥料氮=((9500×0.0215－(6000×0.0215)) /0.50=150

应量低的情况下产生。

个单位

设想某种作物可达到的产量是9500个单位。缺素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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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考虑土壤资源的影响

问题

植物营养以多种方式影响土壤资源的质量。首先，
当植物所需养分能得到最佳满足时对土壤有机碳的贡献

?

要超过植物所需养分受到限制的情况。较高有机碳的贡
献有助于维持和增加土壤有机质，减缓有机质的消耗，

8. 如果某种养分的缺素试验研究中，施肥区的

是维持土壤结构非常重要的因素。换句话说，植物对土

产量Y为9000千克/公顷，不施肥区的产量

壤碳库的贡献会影响土壤的保水性和其他许多对作物生

Y0为7500千克/公顷，氮的农学效率AEN为

长有利的性状。第二，许多营养元素易在土壤中保留，

15，那么对相似产量条件的相同作物的推荐

他们的用量影响到今后其土壤有效态水平。

施氮量是
a. 50

易保留在土壤中的元素包括P和K以及测试报告中的

b. 100

大部分元素(详见本书第八章有关土壤测试部分)。当土

c. 150

壤中的这些元素含量很低时，就需要施用高于作物移走

d. 200

量的养分，以满足作物的正常生长需求；当土壤中的这

9. 谷类作物的肥料N施用的typical回收率是

些元素含量很高时，施用少于作物移走的养分数量就足
以满足作物生长；当土壤中的这些元素处于适宜或理想

a. 10-25%

水平时，意味着每年向土壤中施入的养分总量须与作物

b. 管理良好的系统超过20%

收获部分移走的养分量持平。表4.5列出了多种作物养分

c. 30-50%

移走数量。虽然表4.5提供了作物的大概数值，但表4.6

d. 50-80%

的结果告诉我们作物养分移走数量在实际生产中差异很

10. 从长远来看，对大多数土壤来说，将可利用的

大，只要有可能，当地的实时数据都可以使用。

养分保持在最适宜范围前提是施用的养分量

一些土壤可能需要施用超过或者少于作物移走的养

a. 多于作物吸收的养分量

分量以维持土壤养分水平。以前面的P和K为例，土壤通

b. 少于作物带走的养分量

过吸附作用、化学沉淀或者粘土层之间的截留固定P或

c. 与作物移走量持平

K。另外一些土壤可能从矿物或有机部分净矿化出P或

d. 与作物吸收量持平

K。因此，推荐每3－5年做一次关于土壤固持元素(P或
K)的土壤测试，来判断土壤测试水平是否达到作物所需
的理想水平。土壤测试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所施用的养分
应该多于、等于或少于作物收获物带走的养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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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一些作物收获部分的养分移走量

移走量, 千克/吨*
作物**

n

P2o5

K 2o

S

紫花苜蓿（干基）
杂种车轴草（干基）
百喜草
大麦籽粒
每吨大麦籽粒的秸秆
大麦秸秆
黄豆（干基）
百慕大草
百脉根（干基）
蓝草（干基）
雀麦草（干基）
荞麦
油菜籽
玉米籽粒
每吨玉米籽粒的青贮秸秆（含水量67%）
玉米青贮秸秆（67%含水量）
每吨玉米籽粒的秸秆
玉米秸秆
棉花（友棉）
棉花秸秆
牛毛草（干基）
亚麻籽粒
亚麻秸秆
小米籽粒
小米秸秆
燕麦籽粒
每吨燕麦籽粒的秸秆
燕麦秸秆
鸭茅（干基）
花生果实
花生秸秆
马铃薯块茎
马铃薯秧
红花苜蓿(干基)
利甘草（干基）
水稻籽粒
水稻秸秆
黑麦籽粒
每吨黑麦籽粒的秸秆
黑麦秸秆
黑麦草（干基）
高粱籽粒

26
21
22
21
8.3
6.5
1.5
23
23
15
16
17
38
12
29
4.9
8.0
8.0
64
9.4
19
45
13
28
7.7
24
9.7
6.0
18
35
16
3.2
2.0
23
15
13
8.3
25
14
6.0
22
13

6.0
5.5
6.0
8.3
3.3
2.6
0.4
6.0
5.5
6.0
5.0
5.0
24
6.3
9.1
1.6
2.9
2.9
28
3.3
6.0
13
2.9
8.0
2.2
8.8
5.0
3.2
6.5
5.5
3.4
1.2
0.5
6.0
6.6
6.7
2.7
8.2
3.8
1.5
6.0
7.8

25
27
18
6.7
25
20
0.5
25
21
23
23
4.4
40
4.5
21
3.7
20
20
38
11
27
11
39
8.0
20
5.9
29
19
27
8.5
12
5.5
3.0
21
13
3.6
21
5.5
27
11
22
5.4

2.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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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1
1.5
0.3

2.5
2.5
6.8
1.4
3.2
0.6
1.3
1.3

2.9
3.4
2.7
1.6
2.2
3.4
2.3
2.9

0.3
0.2
1.5

1.8
2.5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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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走量, 千克/吨*
作物**

n

P2o5

K 2o

S

每吨高粱籽粒的秸秆
高粱秸秆
苏丹高粱（干基）
大豆籽粒
大豆秸秆（干基）
每吨大豆籽粒的秸秆
大豆秸秆
甜菜根
甜菜地上部
甘蔗
葵花籽
每吨葵花籽的秸秆
向日葵秸秆
柳枝稷（干基）
梯牧草（干基）
番茄
烟草叶
野豌豆（干基）
每吨小麦籽粒的秸秆
小麦秸秆
春小麦籽粒
冬小麦籽粒

11
14
15
55
23
18
20
1.9
3.7
1.0
27
28
12
11
13
1.3
36
29
12
7.6
25
19

3.2
4.2
4.8
12
5.5
4.0
4.4
1.1
2.0
0.7
9.7
2.4
1.0
6.0
5.5
0.5
9.0
7.5
2.7
1.9
9.5
8.0

17
21
17
20
13
17
19
3.7
10
1.8
9.0
41
17
29
21
2.9
57
25
20
15
5.5
4.8

2.4
3.0
2.9
3.0
2.5
2.8
3.1
0.2
0.2
2.5
6.0
2.5
1.0
6.0
2.3
2.7
1.7
1.7

*报道的养分移走系数依生长条件地区而不同。可能情况下用当地现有的数据
**除干基外其他转换为市场上标准水分含量或国标水分含量
举例：以表4.5中的数据为例，产量为10吨/公顷的玉米从土壤中带走的P2O5为10*6.3=63千克，所以为了维持土壤

养分平衡，应该向土壤中施用63千克/公顷的P2O5 。

表4.6 美国密苏里州玉米、大豆和小麦收获部分养分移走量的变异性(Nathan 2011)

移走量(千克/吨)
玉米

小麦

大豆

n

P 2o 5

K 2o

n

P 2o 5

K 2o

n

P 2o 5

K 2o

平均值

12

6.2

4.5

46.8

11.5

18.5

18.5

8.0

5.2

中位数

12

6.1

4.3

45.7

11.7

18.7

18.7

8.2

5.0

最小值

7.0

4.1

2.1

32.8

7.0

12.3

12.2

5.0

3.3

最大值

17.3

10.4

7.7

61.8

14.8

22.3

25.2

11

7.8

CV,%
数据量

13
511

17.1
509

23.4
512

11.8
269

14.1
270

10.6
267

14.4
177

13.3
179

17.5
174

籽粒样品3年来从美国密苏里州各县采样，2/3样品在平均值±CV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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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灵活性的增加可使农民充分利用化肥价格市场行情和肥

考虑精准施肥的经济学

料价格波动。较高的价格比(高投入成本与作物产品价值

经济最佳养分用量(EONR)就是从当前作物上通过

比)提高了利用最佳管理措施来确定最适于作物产量和收

施肥获得最大经济回报的养分用量,通常低于农学最佳养

益肥料施用量。而较低的价格比(低投入成本与作物产品

分用量(AONR)，农学最佳养分用量是指用最少养分用
量获得最高产量,

价值比)通常造成低盈利风险，但过量施肥带来的环境风

在作物产品价格不变情况下随施肥成

险大大增加。详见本书8.5部分。

本增加而降低。反之，如果肥料投入成本不变而农作物

在任何经济案例中，获得最佳风险管理都是在科学

产品价格增加，则经济最佳养分施用量就接近农学最佳

原理的基础上选择正确的肥料用量。 4R

养分施用量。实际上，作物产品价格和肥料价格会同时
波动，而农田输入/输出比保持不变，经济最佳养分施
用量不会受很大影响。

参考文献

实现经济最佳养分施用量通常用于指导氮肥和硫肥

IPNI. 2005. Nutrients Removal in Harvested Portion of Crops.
Norcross, GA. [On－line].

的使用，因为N和S在土壤中移动性强，不易在土壤中
保持为后继作物利用。对于易被土壤保持的养分如P和
本可以分配到许多年中。对于一年作物效应来说，提高

Havlin, J.L. et al. 2005. Soil Fertility and Fertilizers: An
Introduction to Nutrient Management. 7th edition. Pearson
Prentice Hall. NJ, USA.

土壤肥力的施肥量通常高于经济最佳施肥量，但考虑长

Ladha, J.K. et al. 2005. Advances in Agronomy 87: 85－176.

远后效还是合算的。

Nathan, M. 2011. Improving accuracy of nutrient removal
estimates status report. 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ombia.

K，养分施用的效益是长期的，因此这些养分的施用成

把土壤的肥力水平提高到最适范围内就会使选择肥
料品种、用量、施用时期和施用位置上更具有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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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4.1-1 种植前评价土壤有效氮是确定阿根廷小麦与玉米氮肥需求的最佳方法。 事实上，在半
湿润和半干旱地区，对播前土壤N的有效性(无机态氮)进行评价有助于确定氮肥用量。在某一特
定区域，土壤有效氮临界水平是能够确定的。这种播前评价土壤有效氮确定氮肥用量的方法已经
成功地应用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地区的小麦和玉米上。施氮量(Nf)可以根据播种前NREQ水平与
NO3-N含量之间的差异决定：Nf=NREQ-X
其中： Nf指肥料氮用量，
		

NREQ指土壤氮与所需化肥氮的总和，

			

X指土壤0-60厘米土层中的NO3-N总量。

玉米产量（千克/公顷）

比如下图中，如果播种前测定的土壤NO3--N为70 千克/公顷，预计产量将达到7,700 千克/公顷。
当产量达到10,000 千克/公顷时，需要土壤有效氮NREQ150 千克/公顷，因此，推荐氮肥用量为80
千克/公顷。

籽粒产量=1800.1X0.3396
R2=0.4934
N=2000年至2004年间，8个试验点共83个试验

0-60厘米土壤中硝酸态氮与施入土壤的硝态氮总和（千克/公顷）
表1 列出了根据某区域不同土壤和气候条件下的预期产量确定的小麦和玉米所需的NREQ水平
资料来源：Bianchini A., Garcia, and R. Melchiori. 2008. In J. Hatfield and R. Follet (Eds).
Nitrogen in the environment: Sources, problems, and management. Elsevier-Academic Press,
San Diego, CA. USA pp 105-124

表1. 不同地区预期产量与相应的需n量
地区

布宜诺斯艾利斯东南部
布宜诺斯艾利斯东南部
圣菲中部和南部
圣菲和科尔多瓦南部
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
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
圣菲中部和南部
圣菲和科尔多瓦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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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EQ水平

预期产量

(no3--n, 0-60厘米)

千克/公顷
小麦
125
3,500
175
5,000-5,500
92
3,500-4,000
100-150
3,200-4,400
玉米
150
9,000
150-170
10,000
<9,500
135
162
>9,500
10,000150-200
11,0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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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4.1-2 根据缺素试验数据计算谷类作物的肥料施用量。 养分缺素试验方法是利用养分缺素区和
施肥区的籽粒产量信息计算出谷类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的肥料施用量。缺素区要保证缺乏元素
之外的其他营养元素的正常供给以保证产量。缺素区的产量可以间接评估缺素养分的土壤供应能
力。缺素区和施肥区的籽粒产量差异用来估计各种目标产量下所需的肥料用量。

表1. 印度冬小麦缺素试验的产量数据
处理

产量，千克/公顷

N、P和K施用充足

5,556

不施N，P和K施用充足

1,667

在表1中肥料施用充足N用量为150千克/公顷，因此这个区域氮的农学效率AEN为(5,5561,667)/150，或者每千克肥料氮生产26 千克籽粒。
对同一地区的其他地块假设具备相似的土壤N供应能力和相似的农学效率 (26 千克/千克 N)，那么
表2得到的施肥结果就是针对不同目标产量的推荐施肥量(地块1#和地块2#)。如果该地区有种植不
同前茬作物的缺素试验，在一定目标产量下如地块3#，同样可以用来计算施用量。

表2. 不同冬小麦地块施氮量的计算
地块
#

目标产量
千克/公顷

缺素区产量
千克/公顷

施氮量的计算
千克/公顷

1

6,500

1,667

(6,500-1,667)/26=186

2

4,500

1,667

(4,500-1,667)/26=109

3

6,500

2,500

(6,500-2,500)/26=154

通过比较多个试验数据，表1计算得到的AEN相对较高(参看4.4和表3)。当某地的AEN、缺素区产
量和目标产量都可获得时，推荐施肥用量才能最准确。

表3. 印度农艺试验中谷类作物的aEn值
氮肥配合充足
的磷钾1

作物

只施氮1

旁遮普2 农民习惯

玉米

4-7

7-14

26-283

小麦

7-12

17-24

20-283

水稻

7-12

14-23

8-10

1

Biswas, P.P. and P.D. Sharma.2008. Indian J. Fert. 4(7):59-62

2

Khurana, H.S. et al., 2007. Agron J. 99:1436-1447

3

IPNI Unpublished data, 2011

4

Singh, B. et al. 2012. Field Crops Research 126:63-69

养分精准管理

22-344

世界上一些无法进行可靠土壤测试的地区，养分缺素试验方法可以有效替代基于土壤测试的推荐施
肥方法。这种情况在诸多发展中国家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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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4.6-1 美国阿拉巴马州粉质粘壤土上棉花的经济最佳氮肥用量随价格波动变化不大。 在下面
的例子中，虽然棉花与氮肥的价格差异显著，但两者经常同时发生变化，所以使得成本与售价的
比值与EONR值保持相对恒定。
摘自: Snyder, C.S. and W.M. Stewart. 2005. Using the most profitable nitrogen rate in your cotton
production system.
棉花价格
氮肥价格

$1.15/千克

($/千克)

$1.37/千克

$1.58/千克

$1.81/千克

经济最佳氮肥施用量，千克/公顷

1.10

91

94

96

99

1.21

88

92

95

97

1.32

87

91

93

96

1.43

85

88

92

95

1.54

83

86

91

94

1.65

81

85

90

93

示例4.6-2 玉米经济最佳氮肥施用量十年内随市场价格变化略有不同。 美国印第安纳州中西部和
西北地区，在大豆-玉米种植体系中，消除缺氮的平均施用量预估为192千克 N/公顷。经济最佳
施用量定义为施氮肥增产带来的效益足以抵消肥料成本，取决于玉米和氮肥的价格比，并且普
遍较低。2000年至2009年氮肥和玉米价格比率(表示为$/吨 N除以$/吨 籽粒)在5-10之间(较高的
价格比率反映较高的肥料价格),下表说明推荐施肥量(千克/公顷)在此价格比范围内的变化。
摘自：Camberato et al. 2011. Nitrogen management guidelines for Indiana.
籽粒价格, $/吨
氮肥成本/吨

$110

$440

1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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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150

$170

$190

$210

183

184

185

185

186

178

180

181

183

183

$660

177

$880

171

175

177

178

179

180

$1,100

167

170

173

175

177

178

$1,320

162

166

169

171

174

175

$1,540

156

162

166

168

170

172

$1,760

152

158

162

165

168

170

$1,980

148

153

158

162

165

167

$2,200

142

149

155

159

162

165

这些数据表示价格比(表示为$/吨 N除以$/吨 籽粒)在5-10时的经济最佳推荐施肥量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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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正确的施肥时期
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确定正确的施肥时间需要依

◆ 考虑田间管理措施。比如,多次施肥是否与植保制剂混

据以下几条重要科学原理：

合使用。施肥不能推迟作物种植时间。

◆ 考虑肥料品种、用量和施肥位置。

5.1 确定植物吸收养分的时期

◆ 确定植物吸收养分的时期。选择恰当的施肥时间应考

虑播种时间、作物生长特性以及特殊生育期作物缺素

确定植物吸收养分动态和吸收模式是确定恰当施

敏感度等因素，实现养分供应与当季作物养分需求同

肥时期的重要环节。大多数作物干物质积累与对大量养

步。

分吸收的模式大致相似，通常服从“S”型曲线规律(图
5.1)，即前期吸收缓慢，随作物快速生长吸收达到最高

◆ 确定土壤养分供应动态变化。尽管土壤有机质矿化后

峰，而后随作物成熟吸收下降。因此，作物整个生育期

可以为作物提供大量养分，但如果作物吸收养分速率

内养分吸收速率并非一致。对某些生产体系中的某些养

超过土壤养分释放速率，就会引起缺素，导致减产。

分尤其是N，在作物某个特定生长时期针对性施肥可能
有利于提高作物产量和/或农产品品质，同时也有利于

◆ 了解土壤养分损失动态变化。例如，在温带地区，养

降低土壤中养分损失的环境风险。

分淋失主要发生在春季和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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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吸收总量（%）

五月

六月

七月
茎秆、穗、荚

八月

九月
籽粒

氮的吸收（%）

叶

播种后天数

图5.1

5-2

A.玉米各器官氮累积。B.水稻养分需求高峰期氮素累积（绿色方柱）和推荐施氮时期（红色箭头）。资料
源自：A) 摘自: How a Corn Plant Develops, lowa State University special Report No.48, November
2008; B)摘自: Bertsch F. Estudios de absorcon de nutrientes como apoyo a las recomendaciones de
fertilizacion lnformaciones Agronomicas 57: 1-10.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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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作物不同生育期确定施肥时间的例子有许多，
这里只举几个列子。

问题

◆ 棉花上施用氮肥和钾肥。棉花整个生育期累积的氮和

?

钾绝大多数是初花后或生殖生长期初期吸收的，因此
1. 特定条件下依据下面哪一项科学原则来确定

确保棉花养分需求高峰期氮、钾的充分供应十分重
要。某些情况下，初花期叶面施用氮和钾有助于提高

恰当的施肥时期：

棉花的产量和纤维品质。

a. 灌浆前施肥；
b. 田间操作是否合理；

◆ 小粒作物如小麦上氮肥的施用。关于小麦推荐施肥，

c. 土壤养分矿化速率低；

绝大多数提倡一部分氮肥播种时基施，剩余大多数氮

d. 在淋失风险增加前施肥

肥在拔节期（前）追施。由于小麦抽穗需要吸收其生

2. 下面哪种随时间吸收养分的曲线符合绝大多

育期半数以上的氮，若抽穗前小麦没有得到充分氮素
供应，小麦产量将遭受损失。尽管抽穗期已经决定了

数作物吸收养分的规律？

小麦产量，但一些小麦生产体系中抽穗后期施氮能提

a. S型曲线；

高小麦籽粒蛋白质含量。抽穗后期施氮仅有利于提高

b. 偏菱形；

籽粒蛋白质含量，然而后期施氮一定谨慎以免对籽粒

c. 球状体；

灌浆造成伤害（如小麦旗叶灼烧）。

d. 线型
3. 小麦抽穗期施用氮肥可以增加籽粒的:

◆ 果树。果树属多年生植物，其养分吸收和分布特征与

大多数农作物不同。葡萄就是很好的例子。葡萄有三

a. 产量；

个明显的养分吸收阶段:发芽/叶片生长早期到新梢/果

b. 灌浆；

实形成期、果实形成早期到果实膨大期、果实膨大期

c. 蛋白质含量；

到果实成熟期。

d. 淀粉品质

◆ 半多年生热带作物。一些作物如一年有多次收获的油

棕或香蕉，其适宜的施肥时间绝大部分取决于气候和
施肥时机。尽管如此，预测生产高峰期如久旱后雨季
的养分需求更加重要。
◆ 花生施钙。花生对缺钙极为敏感。花生结荚时需要土

壤中含有大量有效钙，因此，花生开花前施用水溶性
钙肥（如硫酸钙或硝酸钙）有时有利于提高花生产
量。
◆ 大豆施锰。早期叶面喷施锰肥通常可改善缺锰地区大

豆缺素症。
关于确定施肥时期的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是作物对某
一养分缺乏的敏感度，通常与土壤条件有关。某些作物
较其他作物对某种营养元素缺乏更敏感，因此，这类敏
感作物就需要在特殊时期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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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氮素循环简图。由于氮素循环比其他营养元素更复杂多变，因此，施肥时间的讨论更多集中在氮肥上。

5.2 评价土壤养分供应动态

溶性和无效态。因此，在这些土壤条件下通常每年在
播种时集中条施某一特定的磷肥产品，以保证对作物

绝大多数土壤至少能提供一些作物所需要的营养元

的供应。

素。一般而言，土壤越是砂质或风化越严重，其养分供
应能力越差。土壤养分供应能力与4R中的施肥量有关，

正确理解氮素和其他养分在土壤中的转化是评估

但同时影响施肥时间和施肥要求。总之，土壤保持和供

土壤养分动力学的基础。氮以硝态氮(NO3－)或者铵态氮

应作物有效养分能力越强，作物整个生育期对养分施用

(NH 4+)形式被植物吸收利用。其它形态氮在被植物吸收

时间的要求就越低。有两个对比鲜明的例子:

利用前必须转化为植物可以吸收利用的硝态氮(NO3－)或
者铵态氮(NH4+)。图5.2是氮循环简图，展示了氮素的运

◆ 对许多农业土壤而言，磷肥和钾肥仅需施用一次就能

移和转化。在指定的某种土壤中，植物有效氮来自土壤

满足一茬或多茬作物的养分需求。施入的磷、钾肥保

有机质的矿化或土壤中残留的硝态氮和铵态氮。干旱气

留在土壤中，维持植物有效态。

候条件下硝态氮能够在土壤中积累，可以保存多个生长

◆ 一些强碱性土壤或热带地区常见的酸性土壤对磷有较

季。降雨量大的地区，土壤中硝态氮容易被雨水淋溶或

强固定能力。施用到这些土壤中的磷肥极易转化为难

反硝化损失。氮可通过多种途径从大气进入土壤，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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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肥料、作物残茬、有机肥等途径添加到土壤中。由于

溉系统在生长季对氮肥进行多次灌溉施肥，从而进一步

氮素易于转化和损失，因此在营养元素中氮的循环最为

优化施肥时期与作物需求同步。因此，适时施肥可以提

复杂。

高养分利用率，减少养分损失。

土壤测试标准是评价土壤养分供应动态变化的另一
重要因素。土壤测试不是一门精准的科学，它不能对在

5.4 评价田间管理的可行性

特定时间施肥能否有效果给出绝对明确的答案。有太多
的其他因素影响作物体系，因此不可能凭借如土壤测试

肥料运输分配、田间管理以及施肥设备是确定施

这样单一措施就能预测施肥效果。土壤测试能够或至少

肥时期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许多地区农场面积逐渐增

能够告诉我们施用某种养分可能有效果。一般来说，土

加，越来越多的种植者需要优化播种和施肥时期。提前

壤测试结果越高，施肥量越小，施肥时间越灵活。详见

施肥，如春播作物在头年秋天施肥，可以减少种植时的

8.5节。

压力，从而确保及时播种，不误农时。在施肥到种植期
间地表径流较小的土壤上，提前施用磷、钾肥较为合

对土壤养分供应动态进行评价时，实际操作人员需

理。然而，正如前面提到的，过早施氮必须谨慎，特别

要考虑某一特定营养元素的循环特征。主要问题有：

在淋溶损失和反硝化损失风险较高地区更要小心。
◆ 是否有养分固定或其他反应过程干扰养分供应?

热带地区适宜的天气条件更为重要。施肥前，提前
◆ 土壤是否有影响养分施入后有效性的潜在因素(如磷

进行土壤和植物分析以便购买和储存作物所需要的适宜

在强酸性或碱性土壤中的情况)。

肥料。施肥前数周肥料就必须准备到位。这方面管理不
当会给某些热带作物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如果

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施肥时间、

氮、钾未同时施用会造成营养不平衡，使作物易遭受虫

施肥量、施肥位置和肥料品种的选择。

害，高氮、低钾的油棕叶片易遭受虫害就 是典型实例。
缓释肥料和其他长效肥料技术是针对在时间上不适

5.3 评价土壤养分损失动态

宜施肥却要求一次施肥的情况。在农业生产中，缓控释
肥料和长效肥料技术的价格限制了其推广应用。然而，

由于氮和磷损失不仅产生负面的经济影响，而且引

随着肥料价格的上涨以及环境安全意识的增强，产品使

发一系列环境问题，因此种植体系中氮和磷损失问题最

用或操作将向更加经济实用的方向转变，特别是在集约

受关注。氮损失有多种途径包括硝态氮淋失、地表径流

化热带作物如香蕉上，降低施肥次数能显著节约财力和

以及气态损失。土壤中的氮易转化为硝态氮形式。由于

劳动力资源。 4R

硝态氮带有负电荷，不能被带有负电荷的土壤粘粒和有
机质吸附，因此，硝态氮在土壤剖面中容易随水淋失。
磷一般不易淋失，但土壤中损失少量的磷就能对水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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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graph 49. 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 Inc.
Madison, WI, USA.

作物如玉米在头年秋季施用氮肥时，要在土壤温度低于
10℃且温度呈逐渐降低趋势的地区才能实施。尽管面临
可行性挑战，春季种植前基施或播种时侧施一般能降低
养分损失的风险，获得更大收益，因此，比秋季施肥更
可取。相比之下，有灌溉条件的玉米能使种植者通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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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8. 固磷能力较强的土壤中，磷肥施用的合适时间

4. 什么情况下硝态氮能在土壤中积累，并能保
持多季:

是：

a. 潮湿气候条件下；

a. 每年作物出苗后；

b. 干旱气候条件下；

b. 每年播种时；

c. 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中；

c. 两年施一次；

d. 碱性较强的土壤中

d. 三年施一次
9. 对于春季种植的作物而言，春季施氮较头年秋

5. 施肥时期对下面哪种养分最重要?
a. N ；

天施氮的优势包括；

b. P；

a. 较高的土壤温度；

c. K；

b. 对其他田间操作干扰较少；

d. Mo

c. 损失的风险低且收益更大；
d. 能及时播种

6. 硝化作用包括以下转化:

10. 能控制养分释放时间的长效肥料技术适合于：

a. 硝酸盐转变成二氧化氮；
b. 硝酸盐转化成一氧化二氮；

a. 有利于田间管理的安排；

c. 铵转变为氮气；

b. 仅适用于高附加值作物如香蕉；

d. 铵转化为硝酸盐

c. 向作物释放养分的速度更快；
d. 对任何养分都适合

7. 降雨量较大的气候条件下，硝酸盐容易以何种
方式从土壤中损失？
a. 淋失；
b. 硝化；
c. 固定；
d. 氨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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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5.1-1 基于小麦叶色的后期追氮对小麦产量的影响。印度西北部小麦传统的氮肥管理是播种时
基施50%的氮肥，冠根形成初期(CRI)（生长阶段13）追施50%氮肥。如下表所示，当基施和CRI
施氮总量小于或等于80千克/公顷时，在分蘖高峰期(MT:生长阶段22)追施氮肥三年都增产，而基施
和CRI施氮总量高于80千克/公顷时，在MT追施氮肥可使3年中两年增产。由于分蘖高峰期叶绿素含
量(SPAD值)低于44，因此小麦后期追施氮肥能够增产。
摘自: Bijay-Singh, et al. 2002. Agron. J. 94:821-829.
施氮处理, 千克 n/公顷

†

小麦籽粒产量, 吨/公顷

基肥

CRi追肥

Mt追肥

总量

1996–1997

1997–1998

1998–1999

0

0

0

0

--

1.7a †

1.8a

0

0

30

30

--

3.1b

2.7b

30

30

0

60

3.3a

3.7c

2.9c

30

30

30

90

4.1b

4.5d

3.7d

40

40

0

80

3.9b

4.2d

3.6d

40

40

30

110

4.5c

5.0e

4.2e

50

50

0

100

4.1b

5.1e

4.4f

50

50

30

130

4.5c

5.2e

4.7g

60

60

0

120

4.6c

5.1e

4.8g

60

60

30

150

4.8c

5.1e

5.1h

表示同列内，数字后相同字母表示差异未达到0.05邓肯检验水平。

示例5.1-2 施氮与作物需求同步降低土壤中硝态氮含量。小麦拔节期（生长阶段31）前后是小麦氮
需求量最旺盛的时期，施氮与作物需求同步有助于提高氮肥利用率，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对环境的
负面影响。
在墨西哥西北部的小麦生产中，农民通常在播种前三周施入推荐施氮量（250 千克/公顷）的75%，
播种后5周施用剩余25%氮肥。Riley等（2001）采用另一种施肥方式，即播种时施用33%的氮肥，
剩余67%在播种5周后施用。结果表明，与农民常规施肥相比，新的施肥方式能提高氮素吸收，减
少氮素淋溶损失60%（如图），农民收入相当。
资料来源: Riley, W. J., I. Ortiz-Monasterio, and P. A. Matson. (2001).Nutrient Cycling in
Agroecosystems，61(3): 223-236.

NO-3 含量，微克 N/克

FP9596和ALT9596分
别为农民习惯施肥和
推荐施肥方法小麦生育
期土壤溶液中无机氮含
量。F，I和P分别表示施
肥、灌溉和播种时间。
无机氮是指70厘米土
层处用渗漏计收集的土
壤溶液中NO 3 - +NO 2 - 总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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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5.1-3 中国陕西葡萄氮磷钾吸收模式与推荐施肥时期。 不同生育期葡萄养分吸收试验在
陕西扶风县(位于关中平原西部)7年生葡萄上进行。下图显示，葡萄植株体内氮磷钾含量在生育
期内不断增加。3月30日至11月30日，葡萄植株内氮磷钾积累分以下三个阶段：1)苗期至新稍/
果实形成期；2）果实形成初期至果实膨大期；3)果实膨大期至果实成熟期，分别平均积累102
千克N/公顷，33千克P 2O 5/公顷和140千克K 2O/公顷。这三个时期氮的累积量分别占氮积累总量
的38%，29%和29%；磷的累积量分别占磷积累总量的22%，29%和31%；钾累积量分别占钾积
累总量26%，46%和17%。根据葡萄生育期养分吸收特征，在上述三个营养需求阶段均分三次施
用，50%的磷肥推荐在果实膨大前施用，70%的钾肥在新梢繁盛前施用。

植株体内养分累积量（千克/公顷）

文献来源：Tong, Y., et al. 2010, Better Crops with Plant Food, Vol. 94, No. 2, 29-31.

冬眠期
果实成熟期
果实膨大期
幼果期

新梢/果实
发育期

苗期

3月30日

5月30日

7月31日

9月30日

12月1日

示例5.1-4 花生上分次施用钙肥提高Ca的有效性。 作物吸收钙与其蒸腾作用密切相关。由于花生
荚果形成所需的钙很难从根、茎和叶中获取，因此荚果所需钙的90%依靠其直接从土壤中吸收。
因此，花生开花后土壤中荚果形成区域需要供应充足的有效钙。为研究钙肥施用时期对花生产量
和钙吸收的影响进行了盆栽试验。从下表可以看出，钙肥作为基肥一次施入使花生荚果产量提高
10%-24%；分次施用石膏或硝酸钙比仅施一次基肥产量增加3%-7%，钙利用率提高11%-30%。
因此，在花生开花前施用可溶性钙有利于花生高产。
文献来源：林葆，等，1997。土壤通报，28(4): 172-174.
100% 基肥

处理

5-8

50% 基施+ 50% 开花时追肥

产量, 克/盆

钙利用率, %

产量, 克/盆

钙利用率, %

NPK

26

-

26

-

NPK+CaSO4

29

9

30

10

NPK+Ca(NO3)2

30

10

3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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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5.2-1 土壤养分测试值高的土壤对磷钾肥的施用时间要求相对灵活。 堪萨斯州立大学(KSU)土
壤测试实验室推荐施肥是基于效益型和土壤培肥型两种养分管理方法。消费者无论选择哪种施肥类
型都符合其自身管理需要。效益型施肥方法目的是在当季以最少的肥料用量和最低的成本施用足量
的磷肥和/或钾肥，实现当季施肥效益最大化。土壤培肥型推荐施肥的目的在于使土壤磷钾测试值
成为可控变量，土壤养分测试值较低时，推荐施用的磷肥和/或钾肥用量不仅满足当季作物的营养
需求，还要使土壤中磷、钾养分含量高于临界值，不使其成为作物生长的限制因子。堪萨斯州立大
学构建了一些经典的信息和图形阐明土壤测试值、作物产量以及推荐施肥量之间的关系。图中的关
系表明，随着土壤养分测试值的增加，作物对施肥时间的要求更灵活，从而降低了投入（肥料）限
制产量的风险。
文献来源：Leikam, D.F., et al. 2003. Better Crops with Plant Food. Vol. 87, No. 3, p. 6-10. 详情,
请见 8.5节。

高风险

高风险
增加不盈利
投入的风险

对产量有影响
的施肥风险

土壤培肥型施肥
8年期项目

低风险

6年期项目

4年期项目

低风险

效益型施肥

示例5.3-1 明尼苏达南部玉米春季施氮提高氮肥利用率和农民收益。 在美国玉米带明尼苏达州沃西
卡的长期定位试验比较秋季施用添加和未添加硝化抑制剂（商品名N-Serve，或三氯甲基吡啶）的
液氨和春季播种前施用没有添加硝化抑制剂的液氨的效果。下表列出了15年的结果。总之，晚秋
季施用添加硝化抑制剂的液氨和春季播种前施用液氨均为最佳措施。但当春季多雨潮湿时，春季播
种前施用液氨比晚秋季施用添加硝化抑制剂的液氨获得更多的产量和效益。整体而言，风险最小的
选择是春季播种前施肥，其次是晚秋季施肥并添加硝化抑制剂，秋季施肥而无添加剂的措施风险
最大，收益最低。因此，应该避免在温暖的冬季为玉米施用氮肥，适宜的做法是当土壤温度降低至
10℃以下且气温有望继续下降，这样才能减缓秋季氮在土壤中的硝化作用，避免增加硝酸盐淋失
损失和反硝化损失。硝化抑制剂能有助于延迟硝化反应，但即便是添加有硝化抑制剂，秋季施氮最
好在土壤温度低于10℃以下后再进行。
文献来自：Randall, G. 2008. In Proc. 20th Annual Integrated Crop Manag. Conf., Dec. 10-11,
Iowa State Univ., Ames. p. 225-235.
参数(15年的平均数，

氮肥施用时间

1987至2001)

产量 (吨/公顷)
经济收益- 秋季施氮 (美元/公顷/年)1
地下土柱渗出液中 NO3--N 含量(毫克/升)
籽粒对氮的回收率 (%)2

秋施

秋施+硝化抑制剂

春施

9.03
-14.1
38

9.60
69
12.2
46

9.78
119
12
47

1

按照氮=$1.54/千克，消化抑制剂= $19.78/公顷，玉米=$157.5/吨计算；

2

玉米籽粒中氮占施氮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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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正确的施肥位置
正确的施肥位置是指将养分施用在合适位置上，使

玉米：
36天

植物易于吸收利用。恰当的施肥位置既能使植物在它特

甜菜：
2月

定的环境条件下正常生长发育，又能实现其潜在产量。
实际上，正确的施肥位置在不断演化。植物基因、施肥
技术、耕作措施、植物株行距、作物轮作或间作、气候
变化，以及若干其它因素都会影响到底什么样的施肥位
置才恰当。因此，现在仍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才能明
白正确位置中“正确”到底由哪些因素构成，我们在做
管理决策时，其预测性到底有多准确。

30厘米

对一个具体养分的施用，定义正确施用位置的核心

图6.1

科学原则如下：
◆ 肥料种类、用量和施用时间；

◆ 适合耕作制度的目标。维持秸秆覆盖的表土下的施肥

◆ 植物根系在哪里生长。肥料必需要施用在生长根能吸

技术有利于土壤养分保蓄及保墒；

收到养分的地方，且在需要时就能吸收到；

◆ 养分空间变异管理。分析评估地块内和地块间引起作

◆ 考虑土壤化学反应。集中施用那些易被土壤吸持的养

物生产力变化的土壤肥力差异，土壤养分供应能力和

分，如磷，或施在较小土体内能提高其有效性；

4R Plant Nutrition

玉米和糖甜菜根系的构型二维图(Weaver,
1926)

养分的易损失性；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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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植物根系生长

麦根系分布的。高磷区中根系的比例更大，源于分支根
的增加。这一研究案例表明养分的施用方法比养分提供

植物根系形态为三维空间构型，指在土壤中的几何

点位的影响更大，同时也影响有多少根系会在这些养分

学分布。不同植物种类的根系形态迥然不同，受土壤条

供应中生长发育。

件的影响很大。

根系养分吸收。养分吸收是根系的一大主要功能。

为了说明根系形态的不同，图6.1提供了玉米和糖甜

土壤溶液中的养分经由细胞壁的微孔进入根细胞。

菜根系的纵截面图。第一张图是36天的玉米根系。须根
系具有明显的水平趋向，分布在很浅的表土层。第二张

根系吸收养分有一个最大值(Barber, 1995)。这意味

图是灌溉条件下2个月的糖甜菜根系。主根系垂直向下

着根系对养分的吸收速率随着土壤溶液养分浓度的增加(

生长，伸长到较深的土层。因此，不同植物的根系具有

养分施入)而增加，最终达到一个最大值。也说明一条根

不同生长模式，从而影响它们各自在土壤中探寻养分的

绝对不可能依靠自身的生长发育提供植物所需的全部养

能力。此外，即使是同一品种，并非所有根系的活力在

分。相反，这需要一个高度发育的根系，每一条根都充

其生长季节内都维持不变，因而进一步影响根系在土壤

满活力，才能满足植物对所有养分数量的需求。

中任一点位吸收养分的能力。

根系也会流失养分，这一过程称为“外溢”。在根

根系的可塑性。植物在生长过程中，根系形态随植

系通过一系列养分浓度变化区域时，内流和外溢都会发

物年龄增长而改变，以及响应局部环境变化而改变—这

生。然而，随着土壤养分供应量的减少，内流和外溢会

一特性成为“可塑性”。很多外界条件都可改变根系构

趋于几乎相等。在这一时刻，根系没有净养分吸收。因

型；这些条件包括土壤水分(Sharp et al, 1988)，土壤温

此，这一养分浓度称为Cmin。究竟土壤养分浓度要降

度(Walker, 1969)，养分浓度(Zhang and Barber, 1992)，

到多低植物根系对养分的吸收才会停止，这取决于植物

和土壤容重(Kasper et al., 1991)。

种类和养分类型。

当植物根系遇到高浓度N或P的养分区，根系就开

植物还具有养分吸收反馈机制，使它们能根据土壤

始增生。图6.2展示了土壤剖面中的高磷区是如何改变大

条件的改变来调节养分吸收速率(动力学)。植物调节适
应低养分浓度是通过警示位于根系细胞膜上运输系统，
从而降低Cmin。例如，在低于正常P浓度10倍的生长条
件下，玉米根系对P的吸收可以维持在比正常植株低4倍

低磷区

的Cmin水平。
低的土壤养分浓度也会使养分内流最大速率的增

高磷区

加。该增加使得每一条根都有机会接触到土壤养分，从
而增加植物养分吸收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改变Cmin和
内流能使处于养分胁迫下的作物部分地得到低土壤养分
供应的补偿，尽管总吸收量还是低于正常植株。
植物根系的养分吸收率随植物年龄而改变。例如，
玉米和大豆幼苗对P 的吸收率是成龄植株的几倍。当吸

低磷区

收率随时间推移而下降时，正如所观察到的玉米和大
豆的情况，那么在植物生长后期则需要更大的根系表面
积，以及相应根系可及的施肥土体，才能维持足够的养
分吸收。然而，随着植株地上部分的生长发育，对养分
的需求量也进一步增加，因而需要根系发育进一步拓
展。

图6.2 大麦根系在高磷区增生(Drew,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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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也可以把多种条施相结合。

6.2 养分施用方法实践

g) 不靠近种子的施肥带离作物行有不同距离。

有两种主要方法把肥料施到土表或土中：1)撒
施；2)带状施肥(简称带施)。撒施是把肥料均匀施到土

h) 施肥深度也变化很大，然而设备和动力需求通常把深

壤表面的过程(图6.3)。撒施的目的是使养分等距分布，

度限制在20厘米以内，尽管施入更深的土层也是可能

无论所施肥料是颗粒的还是液滴的。带施是把养分施入

的。

设定面积或宽度土壤的过程。这类施用可以施在土表或

用微量元素处理种子，如大豆用Mo和玉米用Zn，也

土表以下。

可以作为一种施用方法。然而，这类种子处理的最大安全
浓度因作物种类而异，甚至在玉米的杂交种中，也因成熟

沿行宽 行间宽 行侧窄
条施
条施
条施

期不同而异。很多作物对种子用微量元素包膜敏感。

种子

问题
距种子不同距离下不同
宽度的表面条施

均匀撒施

?

1. 在一组特定情况下，定义正确施肥位置的五个
核心科学原理之一是

浅条施

a. 把养分深深埋在土里。
b. 考虑植物根系生长的位置。

深条施

种行和种侧条
施位置

c. 把养分与整个土体混合。

作物行间或行下不同距离的
条施位置

d. 利用主要的翻耕把养分施入。
2. 植物根系在肥料养分施入的土壤中增长，包括

图6.3 养分不同施入方法示意图。

的养分有
a. Zn 和 Mn。
b. Ca 和Mg。
c. K 和 Mg。

如图6.3所示，有很多方法都可以把养分施在土表

d. N 和 P。

或土壤中。
a) 撒施和条施结合是很常见的。

3. 植物调节适应低土壤养分浓度是通过警示位于
根系细胞膜上运输系统，它们能够

b) 条施本身可能有不同宽度和位置，这因作物行距而

a. 比高养分浓度更快地生长。

定。

b. 比高养分浓度吸收更多的养分。

c) 土壤可能被耕作、土壤动物如蚯蚓或土壤水分或温度

c. 部分地补偿低土壤养分供应。
d. 增加养分的Cmin。

变化等引起的物理过程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混合。
d) 土表以下施肥最常见的是带施，尽管等距点灌注肥液

4. 最能使养分在土壤中均匀分布的肥料施用方法

(有时也称为窝施)也是一种选择。

是
a. 撒施。

e) 土表以下的肥料条施可能有多种构型。在播种时把肥

b. 条施。

料置于种子附近通常称为“起动”肥带。相对于种

c. 种子包衣。

子，肥料带可直接与种子沟接触（通常称为“触发

d. 触发肥。

肥”），或施在种子的侧边、下边、侧边和下边（通
常称为“侧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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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条施肥的土-根反应

不同时期撒施养分（保护耕作）

根系发育、养分吸收、土壤化学反应以及养分移动
形成了通常接受的养分施用原理的基础(Barber, 1995)。
肥料带状施用后，发生下列过程：
不同时期相同位置上条施

a) 养分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土体内；
b) 某一给定养分会更多地留在土壤溶液中，这对那些与
土壤矿物发生反应和与土壤溶液中的其它离子发生反
应生成复合物的养分特别重要，这些反应会使养分失

不同时期不同位置上条施

去植物有效性；
c) 较高的土壤溶液浓度会加速养分扩散速率，通过质
流移动提供更多养分，从而增加养分向根系的补充速
随时间变化

率；
图6.4

d) 集中提供N和P会促进根系生长，这是因为植物能从
邻近的施肥带中吸收更大比例的养分；
e) 当作物养分缺乏时，单个根吸收养分的效率就会增
加，但随着作物生长发育进程的推进，要达到养分

长时间重复使用难移动的养分（例如P和K）
使施肥区富营养化，颜色越深，指示含量越
高。这些趋势说明保护性耕作使土壤混匀受
限。其他实质性的变化还可能包括土壤表层
从作物残渣获得养分积累，土壤养分通过蚯
蚓等土壤生物再分配。

吸收最大值则需要更多根靠近肥源。
提高施肥量以如下方式影响肥域土体：

对所有这些过程的综合考虑得到下述带状施肥的概
念：

a) 大量养分通过质流和扩散而移动，从而增加肥域土
体；

A) 当土壤肥力低、肥料用量低以及提供的养分是通过扩
散移动 (如P或K而不是N)时，带状施肥可能是最有效

b) 肥料颗粒/液滴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而且，当施肥量

的施肥方法；

足够高时，连续的肥土区就形成了—这对促进根系的
不断生长非常重要；

B) 对低肥力土壤而言，低量、带施的养分可能并不能满
足作物总的养分需求；

c) 肥土区能维持更长时间的供肥能力。

C) 对低肥力土壤而言，要想获得高产，扩大施肥带的

增加施肥次数也能增加肥域土体，但这取决于施肥

土体则非常必要。

量。要想延长肥区供肥能力，就需要更高的施肥量。

当肥料施入土壤后，每一个肥料颗粒(固态)或液滴(

重复施肥主要有两个位置选择：1)在同一位置重复

液态和悬浮态)都与紧邻土壤反应形成肥土微域(肥域)。

施用；2)每次都在不同位置施用(图6.4)。在同一位置施

该肥域从肥料颗粒/液滴中心向外扩散的范围因养分种

用移动性差的养分如P和K可增加肥区养分浓度，随着

类、环境条件和土壤理化性质而异。肥域的土壤体积很

养分向外扩散而产生更大肥土区。但是，那些未施用到

小，但总的肥域体积可通过以下措施来增加：1)使用耕

肥料的区域就可能缺肥了。在不同位置施肥就成为增加

作，2) 增加肥料用量, 3) 增加施肥次数, 4) 改变施肥位

肥域的另一种选择。有几种选择可用。例如，撒施和带

置。

施相结合，或带施随时间改变位置。当带施改动位置
耕作是肥域与周围土壤混合的途径之一，但混合也

随之降低了土壤养分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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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结果能成不同肥龄(施肥时间)的肥域网，使肥效变
得更长。

问题

满足作物前期的需求。在作物生长前期，幼小根

?

系被局限在很小范围内，只能涉足很小土体。此外，这
5. 对一个缺P的土壤来说，如果低量的P肥将施

时作物的养分内流可能比一生中其它任何时候都高，使
根区土壤的养分被迅速耗竭。土壤养分的迅速耗竭需要

到玉米或小麦上，它应该是

养分通过质流或扩散以更快的速度运送到根部而得到补

a. 叶面喷施。

偿。 然而，作物早期的环境条件，特别是低温，可能限

b. 播种时在种子附近带状施用。

制根系生长和养分运输速率。

c. 撒施，不与土壤混合。
d. 撒施，使用耕作混入土壤中。

解决作物生长早期可能出现的缺素问题，其施肥策

6. 对低肥力土壤来说，带状施用低用量的养分

略是在作物播种时带状施用种肥(与种子接触或靠近)。
这类施肥带能：1) 集中养分供应；2) 增加养分向根系的

时

转运速率；3) 肥料定位，使幼小根系能吸收到养分；4)

a. 增加施肥的土壤体积，因为养分会向外扩

只要N或P用上了，根系就能生长发育。

散。
b. 满足作物对养分的总需求。

正确的施肥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植物幼根的构

c. 施用到大量的土体中，以获取最高产量。

型。例如，玉米和糖甜菜P肥最有效的施用位置应与根

d. 获得所施肥料养分的高利用率。

系分布区域一致(图6.1)。研究表明，把肥料施在玉米种
子侧边或下边，对早期玉米根系生长和营养都是一个恰

7. 使玉米早期根系能更好吸收利用P营养的施肥

当的位置。采用该施肥方法，可生产出与其它施肥方法

位置是

相当或更高的玉米产量。玉米种肥侧施或施在种子下边

a. 离种子侧边5 厘米和下边5 厘米。

与幼苗期以水平分布为主的根系构型相吻合的。P肥与

b. 直接与种子接触。

糖甜菜种子直接接触则非常有效(Sims, 2010)。这一方法

c. 直接施在种子下面。

能保证垂直向下的主根和侧根都能接触到肥料。

d. 撒施后充分混入土壤中。

施用种肥必须慎重考虑肥料用量和形态，特别是
把肥料施入种沟内。种子和幼苗都可能受到氨气毒害
或盐分损伤。影响种肥最大安全用量的重要因素如下
(Gelderman, 2011)：
a) 种子敏感性；
b) 肥料盐指数；
c) 播种沟张开宽度；
d) 土壤质地；
e) 播种时的土壤水分含量;
f) 允许的死苗数。
休闲或淹水。在休闲季节或淹水1周或更长时间
后，土壤的菌根数量会降低。当植物-真菌共生受到不利
影响，仅靠增加施P量可能难以弥补因缺少菌根对作物P
营养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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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叶面施肥

养分损失。把肥料施入土表以下能从几个方面减
少因养分损失对环境的潜在危害。把肥料施入表土以下

叶面施肥就是把养分施到植物叶片上。虽然植物叶

能：

片的主要功能是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但它们也可以吸

a) 减少径流损失，因为减少了地表水中的水溶性养分浓

收养分，尽管其养分吸收量比根系(植物的主要养分吸收
器官)低。植物叶片吸收养分有以下形态 1) 气态； 2) 溶

度；

液中的离子态。

b) 与土壤侵蚀防控措施结合能减少养分流失，因为肥料
施于表土以下；

气态养分经由气孔进入叶片。气孔是植物与大气交
换气体的孔道。大多数气孔位于叶片背面。气孔周围的

c) 减少N素的短期气态损失，如N 2O，但取决于降雨量

细胞称作保卫细胞，保卫细胞通过扩张和收缩调节气孔

和降雨分布。

张开的大小，以及气体的交换量。如果大气中存在气态

施肥带内养分的相互作用。当不同养分施入同一土

氨(NH 3)、二氧化氮(NO 2)和二氧化硫(SO 2)，H、N、O

体内，它们可能会产生一些与分开施用时不可能产生的

和S就能通过气孔进入植物体内。例如，近期施用粪肥

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不仅在距离靠近时会发生，而

后，作物就会吸收相当数量的NH 3－N。由于气孔是植

且在浓度增高时也会发生。肥料在高浓度土体内可能较

物气体交换的场所，养分也可以通过气孔挥发损失，如

少受到周围土壤的影响。很多关于高浓度养分土体内特

NH3、SO2和其它挥发态的S。

有化学反应的研究工作来自土表带状施肥。主要相互作

水溶液中的养分进入叶片是通过植物表皮层的小

用如下：

孔。这些表皮层本身覆盖着一层蜡质层，能排斥水分，

a) 把NH 4+－N和P肥施入同一肥料带内，比分别施用这

从而保护叶片过多失水。表皮层的小孔与气孔不同，在

两种肥料更能促进作物对P的吸收；

气孔附近的分布比气孔之间多得多。表皮上的这些蜡质
表皮和小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植物叶片吸收水溶性养

b) 把尿素与MAP(磷酸一铵)或TSP(重过磷酸钙)施入同

分。

一肥料带内能降低NH 3 的损失，MAP或TSP的初始
pH很低可以解释这一效应，但必须注意的是，不可

叶面施肥使用能溶于水的养分。以下因素可能限制

能允许在中性-碱性土壤上在种子附近带状施用尿素

叶面施肥的效果(Marschner, 2002):

肥料；

a) 植物叶片的表皮层很厚，如咖啡和柑桔；

c) 在风化度较低、含Ca较高的土壤上，在同一肥料带内

b) 液滴从植物叶片滑落；

施用KCl和MCP能降低P从肥料带向外扩散；

c) 降雨冲洗了肥滴；

d) 而在酸性、高度风化的土壤上，在同一肥料带内施

d) 叶面上的肥滴干了；

用KCl和MCP能增加，而不是降低P从肥料带向外
扩散。

e) 某些养分从施肥叶片向植物其它部位的转移受限；
f) 由于施肥不当，叶片内的养分失衡损伤了叶片。
叶面施肥能提供少量和局部的养分供应，有效期
持续较短，通常只有几天到几周。由于这个原因，叶面
施肥的时间必须与作物需肥时间相吻合。根据情况和需
要，一次以上或连续的叶面施肥是必须的。
当土壤养分的有效性受限或植物吸收或转运养分的
能力受阻时，叶面施肥就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措施。当
不能进行合理的土壤养分管理，不能获得一些适应某些
特殊缺素或条件的作物品系或杂交种，或不能及时实施
田间操作时，叶面施肥可用作一种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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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养分空间变异管理

e) 用GIS软件汇总所有资料数据形成一张养分用量推荐
图；

除了把肥料施在土壤中或植物叶片上外，“正确的
位置”还考虑在大面积土地上，如何在这一区域内进行

f) 把计算机装在施肥设备上，然后把养分用量推荐图中

合理施肥。这一区域可能是一个流域、一个农场、一个

的信息转移到控制器中。当施肥机越过田野，控制器

地块，或一个地块内的部分面积。 实地养分管理是把一

就能按每种养分所需的用量进行变量施肥。施肥设备

大片土地分成若干小块，然后分别管理每一小块地，使

也能记录下每种养分的实际施用量和施用位置，从而

养分管理达到最佳水平的一种途径。因此，实地养分管

可以比较推荐的是什么，机器实际施用的又是什么。

理依赖于分析测试，比传统管理在空间上需要更高的土

基于植物测试进行N肥推荐的一个典型变量施肥案

样密度。高的空间分辨率对问题区域和高产区域都能得

例包括以下步骤(Raun et al., 2002)：

出更为准确的描述，使管理更具目标性。

a) 在穿过田野的一个条带内，施用一个较高、不限制产

变量施肥(VRA)是实地养分管理这套管理措施中的

量的N肥用量；

一个组成部分。变量施肥的目的是在一大片田野上在正

b) 在一个设定的植物生长季节，分别收集N非限制带和

确的地方施用正确的肥料用量。

邻近N正常用量带内的叶片光谱反射数据。把两条带

基于土壤测试进行养分推荐的一个典型变量施肥案

中的光谱反射数据转化成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

例包括以下步骤：

然后计算其响应指数；

a) 密集采取合理空间分布的土壤样品，用GPS记录每一

c) 用推荐算法把响应指数(RI)转换成N肥用量推荐图；

个样点的地理位置(纬度和经度)；

d) 把计算机安在施肥设备上，然后把养分用量推荐图中

b) 把土样送到化验室，做全面的养分分析以及其它与养

的信息转移到控制器中，当施肥机开过田野，控制器

分推荐所需的一些重要理化性质分析；

就能按设定N肥用量进行变量施肥。

c) 制作土壤养分图。实际样点之间的数值使用(外推)估

实地养分管理也能扩展到大规模耕地上的施肥，

算值填充。制作这样的一张图需要使用特殊的地理

在一个流域内把肥料施到正确的位置，减少养分流失。

信息系统(GIS)软件来完成。该软件还能实施地统计

例如，磷指数(PI)可以用来描述一个流域内的关键源区

学分析；

(CSAs) (Gburek et al., 2000)。关键源区更易遭受到P流

d) 收集某一特定养分推荐所需的其它资料数据。这类数

失，而且是流域水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以这些区域

据可能包括土壤质地图、土壤电导图、地形图、裸地

的管理改进为目标，如不施P肥或减少P肥用量或深施P

卫片、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以前的有机肥用量

肥，都能降低整个流域的土壤磷流失。需要更多P指数

和施用面积、前作和/或作物产量；

的信息，参见9.8.2节。 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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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6.4-1 巴西降低甘蔗和玉米地氨挥发损失的肥料“正确施用位置”。对某些肥料来说，氨挥发
损失会降低N肥利用率。氨挥发损失量的多少取决于肥料品种、施用方法和气候条件。多年来，
巴西的甘蔗就是砍了就烧(slash-and-burn)。近年来，由于经济和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的甘蔗采
用机械收获和少免耕措施，大量秸秆堆积在地表。这些甘蔗地的N肥都施在地表，如果N源是尿
素，NH3挥发损失非常高(图1)。NH3的损失可以通过使用脲酶抑制剂而减少，但还不能完全消除。
在玉米上的其它研究发现，把含尿素肥料施入土壤中可以大大减少NH3挥发损失(图2)。因此，除非
尿素是与土壤混合或者施入土壤中(免耕条件下采用灌注或带状施肥是可能的)，含尿素肥料才能用
于甘蔗地。使用脲酶抑制剂也能减少损失。

NH3 累积损失，% 施用 N

毫米

施N后天数

NH3 累积损失，% 施用 N

图1 氨累积损失：从尿素(UR), 硝酸铵(AN)和表施NBPT
处理的尿素(UR-NBPT)到秸秆覆盖的甘蔗地。箭头
指示N肥施用后的降雨量(毫米)和日期。

与土壤混合
表施

硝酸铵

硫酸铵

UAN

Sulfuran

尿素

品种
图2 常规耕作下玉米地施用不同N肥品种氨的挥发情
况。UAN=尿素硝酸铵；Sulfuran=UAN+硫酸
铵, 一种液体肥料，其中40%的N为尿素，40%
为NH3, 20%为NO3-。来源: Lara-Cabezas et
al. (1997).
参考文献
Cantarella, H. et al. 2008. Sciencia Agricola 65(4):397-401.
Lara-Cabezas, W.A.R. et al. 1997. Revista Brasileira Ciência Solo 21:48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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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适合农场的管理措施

前

7.2 适应性管理

面讨论的通用4R原则可用来选择好的农艺措施，
满足特定地点种植制度的管理目标。更广义地

最好的管理措施是动态的，应随科学技术进步对我

讲，即满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获取

们理解能力的拓展和机会的增加而不断演变；实践经验

最大利润。选择的每一种最佳措施都应与所有四个“正

教会了敏锐的观察者在特定的当地条件下什么样的措施

确”原则一致。当地条件可能影响措施的选定，直到措

管用，什么不管用。Thorup and Stewart 在1988年写道:

施实施的当天。

“在大学农场上开展的研究和专业研究人员在农
户田间开展的研究都很有价值。但是，它们并不是一定
都要和每个农户的田块直接相关。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

7.1 种植制度

农场，土壤差异巨大，栽培措施相差甚远，气象因素也
种植制度中的养分管理措施总是配套的，之中其它

会在很短的距离内发生显著变化。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

管理和影响因素如耕作、排水、品种选择等都会在很大

响可能产生的肥料效应。也就是说，在上世纪90年代及

程度上影响一个特定措施的效果。作物遗传产量潜力、

以后存活下来的农场经营者将必须要自己进行一点小实

杂草、虫害、病害、菌根、土壤质地和结构、pH、排

验，要保存准确的记录，灵活对待政府项目和应对国际

水、板结、盐渍、温度、降水和光照等因素都会与植物

市场价格波动，以及满足水土保持的需要”。

营养和养分管理措施的效果发生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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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作物因子通常包括产量潜力和作物价值；在某些情况

尽管这一术语当时并不存在，但这些农学家已描述
了适应性养分管理的概念。

下植株养分浓度或叶色以及几种栽培措施都会影响养
分管理；

在第二章中，适应性管理被定义为：为了高效生产

b) 土壤因子通常需要考虑土壤养分供应指标或其他影响

和资源保护，在持续系统地评估中利用参与性学习，作
为制定改进措施的一个持续过程。图7.1是图2.3的简化

养分循环和作物生长的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

版，它侧重于在一个农场尺度上，应用适应性养分管理

c) 种植者因子可能包括土地期限、资本可用性、机会成

过程进行措施选择。科学决策支持使集成众多实地因素

本、农户和地方咨询人员的经验/受教育程度，或哲

和把参与者意见融入4R肥料推荐(正确的肥料品种、用

学的养分管理目标。

量、时间和使用方法)变得更为容易。施肥推荐可引导措
施选择和相关行动的管理决策。随着时间推移，生产能

d) 养分投入因子把可用肥源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如肥料

力和利润情况以及环境效应就知道了，资源利用率也就

的商品形态或含杂质的养分，肥料价格和使用成本；

可以确定了。再过一定时间，在实施这些措施的地方，

e) 水质因子可能包括河(湖)滨地区或靠近其它水体或考

其系统的持久性显而易见，汇集的经验也可反馈到决策

虑地表水质对使用肥料的限制；

过程中，使今后4R的预测和相关措施选择变得更好。
从理论上讲，每通过一次这样的循环，就增加了使决策

f) 气候因子驱动某些类 型的模型支持系统，而其它类

更好和措施更得当的潜能。较为理想的是，对措施表现

型又利用接近实时的特定生长季节和短期天气预报信

好坏的评估应以参与者认为重要的所有指标为依据。这

息；

个过程中的一个挑战不是去过度纠正季度性观察和应该

g) 什么样的相关技术在所探讨的地点可以被利用，将肯

收集的任何数据。一个生长季节的独特情况可能导致某

定会影响最佳措施(例如，在一个生长季节内微调N

措施效应的重现率很低。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先把观

肥用量和施用时间最好是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电子感应

察的情况用科学原理过滤，然后再在实践中做出大的改

技术，在另一些情况下使用比色卡)的定义。

进。

h) 那些经济以外的因子与种植者直接相连，但会影响未
很多可能的地点因子会影响某地将要建立的一套最

来市场，风险也会影响养分决策。

佳措施，反映出为什么因地制宜是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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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适应性管理在4R养分管理措施改进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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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种植制度以外的因素

能组装多方面4R养分管理的真正决策系统。以下是一些
典型的养分支持决策工具和系统清单：

很多作物管理者，无论他们经营农场、牧场、温
室，还是别的，都涉及多个企业。一个麦农也可以有一

a) 养 分 决 策 支 持 系 统 ( N u D S S ) — 是国际灌溉稻协会

个奶牛企业；一个玉米生产者也可以利用农场的一部分

(I RRC)倡导的一部分和为灌溉稻养分管理专门研

来种植并销售新鲜蔬菜；一个稻农也可以在城里就业，

发的软件。该软件可以为灌溉稻区的实地养分管理

从事与水稻毫不相关的工作。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事，是

(SSNM)提供决策支持。

当今农业行业的真实写照。而且，这并不影响措施决

b) 杂交玉米养分专家(NEHC)—为帮助热带玉米种植区

策。

农场咨询专家作玉米养分推荐而研发的一个软件工
企业间为了同一设备会发生相互竞争。在玉米收

具。该软件目前能适用于一系列环境条件下的玉米和

获季节之前不久需要一台为玉米施肥的拖拉机，这势必

小麦养分推荐，在没有土壤养分测定的情况下也能使

影响施肥时间和肥料品种的选择。企业间可能在作物管

用。

理者的时间上发生竞争。控释氮肥可以作为被选N肥品

c) 选肥者—为推荐施肥过程最后一步研发的软件。选肥

种，因为不允许这些在城里兼职的农民像施用传统氮肥

者帮助用户把一个养分推荐翻译成目前可用肥料品种

那样在作物最佳生长时期分次施用。

的正确用量，并比较选用肥料品种的价格，找到价格
最低的肥料组合。
d) 适应—N–美国康奈尔大学为了估算玉米追肥用量而

7.4 决策支持

研发的一个工具。它为当季玉米生产提供氮肥推荐，

这类措施决策总是与全面实施4R原则相伴。经

推荐是基于输入简单的土壤、管理和作物信息，并考

常，由于外部因素，调整4R中的一个会导致对4R中的

虑了玉米生产前期天气情况导致的土壤N素变化。

一个或几个R进行调整，才能返回到一套协调的新4R管

e) 玉 米 — N–作物模拟程序的一个辅助程序，杂交玉

理措施。

米，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大学研发。玉米-N模拟在集

很多不同的工具都可能被种植者及咨询人员用来帮

约化管理条件下玉米对肥料的需求，其管理是基于田

助集成以前讨论的一个系统路经/方法中的各种地点因

间实际情况，包括当季和上季作物、耕作和秸秆管

子，为养分管理做决策。同时改进种植系统无数潜在的

理、基本土壤属性、肥料管理和有机肥施用情况，以

表现指标绝不是一件小事，支持这一过程的工具可能会

及长期气象资料。软件应用这些信息模拟产量潜力和

非常有益。支持工具可以涉及一些小的农场技术，在小

土壤有机质、作物秸秆和有机肥矿化释放的N。

农户地区或那些利用尖端技术的地区都很合适。研发支

f) 种肥决策助手—由美国南达科他州大学研发，旨在帮

持系统的挑战之一是合理考虑使用养分管理措施带来的

助确定特定条件下玉米播种行究竟需要施用多少肥

短期和长期后果。

料。该决策助手是基于一般肥料的实验室研究，用已

养分管理决策支持工具和系统的重要性会随着对提

发表的田间试验数据结果来校正。

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的需求而增加。把恰当的决策支
持组件组装成决策系统，用来帮助很多独立的养分管理

g) 磷矿决策支持系统(PRDSS)—旨在帮助用户确定：与

决策。目前已在一些地区实现了主要作物系统的养分管

水溶性磷肥比较，使用一种特定的磷矿是否在农艺上

理决策，而在另一些地区则还没有开始。这类组装对现

和经济上可行，磷肥的有效性主要受作物、磷矿性

有科学认知在田间应用是非常必要的。开放、透明的支

质、土壤性质，和其它地点条件，如气候……等的影

持系统通过内部反馈使适应性管理变得更为容易，它能

响。

保证养分管理决策制定质量的提高。开放系统使地方养

全球有很多特定种植系统的决策支持系统和决策工

分管理技能和实地管理方法的实施更为有利。

具可用。对改进养分推荐，实现4R养分管理具有很大潜
力。这些系统的研发者需要确保他们满足了应用区域内

可以利用的养分支持决策系统软件五花八门，应用

4R养分管理的方方面面。

范围很窄，仅侧重于一个措施或一个决策的工具到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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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1. 适应性管理是一种利用参与性学习方式来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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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作物产量评估。
b. 地点因子评估。
c. 连续的系统评估。
d. 科学原理评估。
2. 影响养分合理施用(正确的种类、用量、时间
和位置)决策的地点因子之一是
a. 反馈循环。
b. 参与者的意见。
c. 收入。
d. 天气。
3. 决策支持系统运用科学判断来组装无数地点因
子信息，从而依据以下的一种选择做出决策
a. 正确的养分种类、用量、施用时间和位置。
b. 计算机软件。
c. 参与者的意见。
d. 哲理性养分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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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7.1-1 种植系统对巴西养分利用率和作物产量的影响。干旱的冬季使巴西农民不能成功应
用可持续的免耕，导致这些土壤上通常仅有少量秸秆还田。禾谷类与热带牧草(大多数为臂形草属
牧草或黍属牧草)间作是一种土壤保护和提高肥料利用率、作物产量和经济收益的措施，已在巴西
几个地区成功应用。下图显示的三年玉米平均产量，确认了这些改进措施的效果。玉米产量从净作
的10,048千克/公顷增加到与黍属牧草间作的12,077千克/公顷。
选择正确的间作草种和播种时间使肥料利用率提高了20%。作为一个经济上可行的例子，即在巴西
Peeter农业公司的一个农场中，由于调整了作物轮作系统，改棉花连作为一年种大豆，随后种玉米
和臂形草属牧草，第二年种棉花，其收益增长了100%。在该系统中，牧草为净作或与粮食作物间
作。这在如何合理利用农作措施(正确的作物轮作与间作)来使农场获得更大成功方面树立了一个很
好的榜样。我们认为，类似的农作系统可以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
资料来源: Crusciol, C.A.C., et al. 2010. Better Crops with Plant Food. 94:2, pp.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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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7.1-2 适应中国马铃薯n素管理的灌溉条件。中国西北地区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年降
雨量仅有200-400毫米或更少。土壤缺水成为保证大多数春季马铃薯幼苗健壮生长的一大挑战。为
了增加作物产量，农民尝试利用有限的水源来灌溉。马铃薯是当地的主要作物，通常种在平坦的地
里以便于漫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把马铃薯改为垄作和滴灌。然而，养分管理，特别是N肥
的施用，成为这些条件下的一个挑战和机会。
在内蒙古武川县的栗钙土上开展了漫灌和滴灌条件下的N素管理田间试验。表1的结果表明，在播
种前施入全部推荐量的N肥，滴灌比漫灌处理获得了更高的马铃薯产量、N肥利用率和水分利用
率。滴灌条件下施用50%的N肥推荐量生产出了漫灌条件下施用100%的N肥推荐量的马铃薯产量。
与漫灌相比，减少的N肥用量也增加了N肥利用率；但比滴灌条件下施用100%的N肥推荐用量降
低了水分利用率。滴灌比漫灌节水(630方/公顷)和节肥(105-120千克 N/公顷)，同时维持了作物产
量。在漫灌条件下，N肥分次施用和作基肥一次施用的产量相当，但分次施肥提高了肥料利用率。
因此，在两种水分管理条件下，利用有限的水分和养分供应来优化作物生产和养分利用率，还有很
大潜力。
资料来源: Li, S., et al. 2011, Better Crops with Plant Food, 95:3, 20-23.

表1. 施肥和灌溉方式对马铃薯产量、氮肥利用率和水分利用率的影响
氮肥管理
播种前

开花期

100%

灌溉

平均产量
吨/公顷

平均n回收率
%

平均水分利用率
千克/公顷/毫米

滴灌

37.3 a

34

431 a

33.1 b

46

383 b

34.2 b

27

228 c

33.0 b

22

220 c

50%
30%

70%

漫灌

100%

注: 2009年N-P2O5-K2O=210-90-165 千克/公顷, 2010年N-P2O5-K2O=240-90-165 千克/公顷。
同一列数字后跟随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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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7.2-1 适应美国中西部玉米的n素管理(地方数据)。 在这个适应性N素管理的例子中(Murrell,
2004)，一个农学家试图改进由该州大学提供的N肥推荐量。该农学家设立了实地养分管理项目，
土壤被用作制定田间管理带的基础。不同管理带的P、K和石灰用量依据各带土壤具体需求而变。然
而，整个田间的N肥仍然是均匀施用，该大学没有提供N肥实地施用的指导。
为了确定该农场两种主要土壤的N肥推荐量有哪些差别(如果有的话)应该明确，该农学家开展了一
个5年的试验研究，探讨两种土壤(Fincastle粉质壤土和Cyclone粉质壤土)上玉米对不同N肥用量的
反应。所选用的N肥用量涵盖了当地农民的N肥施用量和大学的推荐量。该研究如此设计，目的是
使玉米始终为大豆的后作，从而反映当地农作模式。
该图显示4年的平均结果(也包括一个干旱年)，表明含有机质高的Cyclone粉质壤土的最佳经济施
N量(EONR)为35千克/公顷，低于大学的推荐量。Fincastle粉质壤土有机质含量较低，仍然需要
全量推荐的N肥(235千克N/公顷)。这些结果与农民对该农场N素管理的观点相反。农民们认为，
既然Cyclone粉质壤土的生产力更高，就应该施用更多N，而不是减少。研究结果被用来制定
Cyclone粉质壤土上新的肥料推荐，以及作为科学依据为农学家开始新的实地N素管理项目，从而
实现因田间土壤肥力变化的N肥实地变量施用。

玉米籽粒产量，吨/公顷

资料来源：Murrell, T.S. 2004. In A.R. Mosier et al. (eds.) Agriculture and the nitrogen cycle:
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fertilizer use on feed produ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Scope 65.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C. p.155-165.

N用量，千克/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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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7.3-1 根据种植者的境况选择小麦P肥管理。在美国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市召开的国际土壤
测试与植株分析研讨会上，其研讨内容之一是解释土壤测试数据，阐明依据种植者境况选择P肥管
理措施的重要性(Fixen, 1994)。参会人员都是土壤测试的专业人员，来自11个县。他们被分为两大
组，每组20人。每一大组又分成4个小组，每小组5人，讨论一个特定农户。所涉及的四个农户都
是以小麦为主要经济收入，具体情况描述如下：
◆ 年轻租户。该农户为高负债经营，资金短缺，租期不能超过两年。他的小麦产量低于该
区大多数农户的产量，部分原因为资金短缺。
◆ 基础很好的农户。该农户没有债务，剩余资金投资了共同资金(美国一种投资公司形式)，
小麦产量很高，最近还购买了土地。
◆ 扩展农户。该农户近来买了一大片土地，资金显得有些短缺。
◆ 兼职农户。该农户资金充足，每年任教9个月，但在播种季节面临着严重的时间冲突。
他感到没有时间使用播种机进行带状施肥，干脆让肥料商代他撒施肥料。
给四个小组提供相同的校正数据、养分吸收数据和土壤测试养分水平，并要求他们给每一特定农户
制定一个短缺和长期的P肥管理计划。每一小组完成制定的计划后，然后用IPNI研发的PKMAN(磷
钾管理)程序打印出计划，进行讨论和比较，从而使土壤测试结果解释的个性化变得更为容易。该
程序估算出在用最后的钱购买P肥或K肥得到的回报与最低可接受的投资回报相等时的土壤养分测
试水平。该养分水平被称作土壤目标测试水平。打印的土壤目标测试水平的肥料用量与收获作物移
走的P或K的数量相等。如果建议的肥料用量表需要实施，过去的多次土壤测试值就应该增加或减
少到土壤目标养分水平。
要求研讨会各小组计算出第一年和达到长期土壤目标测试养分水平的施P量。施肥推荐用PKMAN
打印以表格形式输出。两个大组得出的肥料推荐量非常相似，大多数情况下用PKMAN输出。唯一
不同的是兼职农户第一年的肥料用量。这一差异主要归因于第一年的肥料用量低于两个大组所建议
的土壤目标测试养分水平。经过讨论，两组都同意把第一年的肥料用量增加到最终需要建立的土壤
目标测试养分水平。因此，计算机程序生成了与这些土壤测试专家们凭直觉形成的相似的推荐量。
这一练习说明，农户的境况是如何影响肥料用量、施用方法和时间决策的。它同时也表明，计算机
软件能使农学家们对土壤测试值个性化的解释变得更为容易，也能作为4R养分管理的一个很有价
值的组成部分。
资料来源: Fixen, P. 1994. In L.S. Murphy (ed.) Proceedings Intensive Wheat Management Conf.,
Denver, Co., Potash and Phosphate Institute (now IPNI). p49-79.

农民类型

1

第一年用量

土壤测试值

分级

分级

2

管理

1

千克 P2o5 /公顷

2

管理

毫克/千克

年轻租地者

17

0

12

NA

NA

5

成熟者

56

45

55

26

25

22

发展阶段

28

0

37

14

10

14

业余

22

39

94

22

20

20

NA=不适当；初始土壤测试=10 毫克/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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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7.3-2 多次需求的最佳n肥管理。 世界上有很多小农户都在不懈地寻找新方法/途径来增加
他们有限的家庭收入。在中国，近年来农村大多数现有劳动力都离开了土地到建筑行业工作。现有
技术认为，农民种植高产灌溉作物应该把N肥分次施用，以获取最高产量和最大N肥利用率。然而，
对这些农民工来说，非农就业收入的诱惑使农村没有劳动力来根据作物的最佳生长时期分次施肥。
控释肥料技术为农民提供了一种额外的氮肥品种。控释N肥能使所有N肥在播种时一次施用，随后在
整个作物生长季节释放。控释氮肥通常与普通氮肥按一定比例混合施用，这样既可以满足作物的即
时N素营养，又可以保证作物中后期的N素持续供应。使用这些产品给农民增加的额外费用通常可用
劳务输出的收入来补偿，控释产品的效果能使农民按常规用量施用，在很多情况下用量是降低的。
资料来源: IPNI China, unpublished data.

处理

四川

重庆

湖北

江西

------------------------------------ 水稻产量，千克/公顷 -----------------------------------对照（无n）

4,167

5,635

6,243

5,623

尿素分次施*

6,996

7,495

7,004

7,667

尿素/缓释尿素**

7,120

8,352

7,524

8,134

* 尿素分次施用为40%的尿素N在水稻移栽前施用，60%在移栽后7-10天施用。
** 尿素/控释尿素为40%的尿素N在水稻移栽前施用，60%的控释尿素N也在水稻移栽前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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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7.3-3 奶牛场通过牧草管理改善养分平衡。在美国东北部，饲养奶牛是主要的农业经营模
式。典型的奶牛场是自己种植牧草作物(即干饲草、窖藏半干草饲料和青贮玉米)作饲料，通过购买
粮食添加以达到所需的可消化能量和蛋白含量水平。在种植牧草和青贮玉米的土地上，通常会使用
有机肥，使大部分矿质养分通过循环回到土壤中。
在很多奶牛场，施用有机肥会使过量的养分被归还到土壤中，产生土壤中P和K的慢慢累积，最终
高于作物生产所需的水平，从而导致养分流失的较高风险，破坏水质。
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奶牛推广科学家Charles C. Stallings说：“使饲料中牧草的数量最大化不但可
以改善牛的健康，而且可以减少补充饲料的必要，特是含P高的饲料。例如，大豆粉含P0.7%(干
基)，而苜蓿只含0.3%。仅喂食蛋白质含量更高的苜蓿就会减少对大豆粉的需求，使饲料中的P降
低。很多副产物中也含有很高的P。这类饲料如全棉籽(0.6%)，啤酒糟(0.67%)和酒糟(0.83%),都是
很好的例子。在饲料中使用更多的牧草可以减少对这些饲料的需求。”

氮过量，每100单位牛奶的n单位

如图所示，在纽约一个1100头奶牛农场里，当饲料中的饲草比例由2004年的52%增加到2009年的
60%，农场里过剩的N几乎减少一半(Fields, 2011)。该农场的作物经理写到“获得高饲草比例的饲
料，是因为我们拥有自己种植的高品质饲草，这样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自产有机肥的养分价值。现
在，我们改变了施肥方式，即在以往表施的时候直接注入土壤……利用注入法，能大大降低N的挥
发损失，这样我们就能保证给玉米提供更多的N。”同样，纽约中部另一个650头牛的奶牛场减少
了粪便中17%的N和28%的P，5年中该农场生产的饲草在饲料中的比例从43%提高到59%(Tylutki
et al., 2004)。

改善N和P平衡是以下综合作用的结果：
◆ 尽可能减少有机肥堆放过程中的养分损失;
◆ 有机肥和化肥的施用量要适当，并在正确的时间和位置施用;
◆ 选择最佳饲草品种、作物轮作和收获时间，以满足饲草的蛋白质和中性洗涤纤维质量目标;
◆ 减少饲料贮存损失;
◆ 尽可能精确地按奶牛对蛋白质和P的需求喂食。
参考文献
Fields, L. 2011. Cornell University Nutrient Management Spear Program, Whole Farm Evaluation Series.
Stallings, C.C. 2005. Virginia Cooperative Extension.
Tylutki, T.P. et al. 2004. The Professional Animal Scientist 20: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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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7.4-1 使用养分专家系统，一个决策支持工具，增加玉米生产的利润。 在印度尼西亚的楠
榜省中部和苏门答腊省北部玉米种植区的农场进行了试验来验证养分专家系统。在每一个地区，结
果都来自5个相邻地块的每一种措施。
养分专家工具使用的田间养分供应资料来自缺素小区或地点及特定管理措施，作为土壤养分供应的
代理。该工具推荐的N，P和K肥用量以及施用时间都与农民措施不同。农民措施是一个区域一个推
荐量，或者仅仅是一个估算量，并没有考虑实地土壤养分含量的差异。
在这个案例中，土壤养分供应是根据代理信息(土壤质地、深度、颜色，以及种植和施肥历史)估算
的。这两个区域最佳环境条件下的玉米最高产量为9吨/公顷，并被用作目标产量。种子、肥料和玉
米籽粒价格为试验期间的实际价格。一般来讲，在印度尼西亚使用养分专家推荐减少了肥料用量，
玉米产量更高。获得更高的肥料利用率和利润是通过优化施肥量和通过改善施肥时间，优化施肥量
使施肥更符合每一点每一种养分的实际需求，而改善施肥时间通常是增加施肥次数来实现的。

表1. 传统推荐的农民施肥(FFP)和养分专家决策工具(NE)的推荐施肥条件下的玉米产量
和效益。来源：IPNI东南亚（未发表数据）
玉米管理参数

lampung中部

每公顷数量

FFP

Sumatra北部

nE

FFP

nE

产量（15.5%含水量，吨）

7.60

8.99

8.20

9.03

总收入（美元）

2,085

2,480

2,258

2,490

无机肥（美元）

130

124

173

163

n（千克）

218

195

175

168

P2o5（千克）

40

34

59

23

K2o（千克）

23

34

42

53

有机肥（美元）

199

86

-

46

n（千克）

43

20

-

4

P2o5（千克）

24

11

-

4

K2o（千克）

41

18

-

4

种子和肥料花费（美元）

444

322

286

321

1,640

2,158

1,972

2,169

预期收益（美元）

参考文献
Pampolino, M. et al. 2011. IPNI, Penang, Malaysia. [On-line].
Witt, C. et al. 2009. IPNI, Penang, Malaysia.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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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辅助措施

一

8.1 观察作物长势发现缺素症状

些辅助措施虽然不属于4R范围内，但也可以为
4R的有效实施提供重要支持。这类措施主要是

田间观察对于发现那些可改善或阻止的作物潜在问

作物养分管理的基本操作，包括实地观察与作物生长监

题十分重要。观察是为了监测潜在的病虫害（昆虫，植

测，这些措施通常要与土壤及植物的取样分析相结合。

物疾病，或杂草）、养分短缺或不足，以及可改善的土

同时应确保取样具有代表性，样品也要在一个可靠的实

壤管理问题。本章节将讨论养分短缺与不足问题，但在

验室中进行准确的地分析测定。

进行田间观察时，不得不提的是田间观察的人应该对任

为制定有效的养分推荐，对试验结果进行合理分析

何一种作物的管理方面（例如：虫害、养分短缺或土壤

就显得很重要了。计算机辅助GIS（地理信息系统）和

管理问题）不持任何偏见地做出考察。如果一个人仅仅

GPS（全球定位系统），以及变量施肥机械的发展让农

从一个方面找问题，可能会漏掉那些可能严重影响作物

民能将土地分成更小的管理单元，结合其他来自产量监

产量的其他潜在问题。

测器和传感器的空间信息，这些技术能确保对土壤和植
物养分状况进行更准确的分析及解释，从而可根据土地

对作物养分短缺或不足的识别是决定作物生产是否

自然条件的变异性，更加有效地对不同部位施用适量肥

盈利的基础。有许多辅助手段可以有效地用于提高养分

料。

缺失识别的技术。这些辅助手段包括简报、图表以及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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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各种缺素症状及其彩图的书籍。图8.1列出了症状出

接下来简要描述大多数作物养分缺乏时的普遍症

现的典型位置。同时，待研究的养分按照计划的用量梯

状，需要指出的是某些植株品种在养分不足时可能会表

度设置的田间条带试验，可以帮助训练一名观察者去识

现出更多特殊的缺素症状。

别潜在的养分缺乏。一些作物可能不会表现出缺素症，

记住：缺素症状不是经常能很清晰地观察到。其它

有可能是因为养分有效性比较低，直到生长后期才显示

的养分缺失、病虫害侵染，或者气候胁迫（如干旱、洪

出养分缺乏的症状。这也是为什么除了肉眼观察之外，

涝 或温度）造成的掩蔽效应都会妨碍肉眼对缺素症状的

还需要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用来评估养分有效性。但

准确判别。

是，一些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譬如许多肉眼可观察到的
常见的养分缺乏症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一些养

记住：缺素症往往预示着更严重的缺乏，如果只是

分缺乏症状如果在作物生长的早期就被发现，可以通过

一种特定养分的短缺或轻微缺乏，症状可能一点都观察

增施肥料得到改善。但一些养分缺乏不能通过在生长期

不到。某些情况下，出现缺素症并不一定会带来作物经

内追肥得到有效的改善，追施的养分对将来种植的作物

济产量的亏损，如谷类作物在生长后期下部叶片出现的

更有效。

N、K缺素症。

表8.1 作物养分缺失的典型症状

养分
氮

底层叶片的颜色变化（可移动的养分）
植株较小且叶片呈淡绿或淡黄色，老叶先变黄（黄萎病），玉米和高粱叶尖先变黄，然后沿着中
脉向里蔓延。

磷

植物呈深绿色并且有紫色条带，叶片及植株较小。

钾

叶片有黄褐色斑点，老叶叶缘焦枯、似焦灼…最先发生在玉米和高粱叶片的叶尖。

镁

叶片尖端出现褪绿条纹…之后叶脉间呈现黄绿色条纹，最后叶片边缘呈现紫红色。

养分

上部叶片颜色变化（不可移动养分）晚期花蕾凋落

钙

新叶抽出时间延迟…晚期花蕾坏死。有的玉米叶尖可能会粘合在一起。

硼

靠近生长点的叶片变黄…生长中的花芽出现变色或棕色死亡组织。

养分

上部叶片颜色变化（不可移动养分）晚期花蕾仍然活着

硫

叶片，包括叶脉，由绿色褪变为黄色…新叶最先变黄。

锌

柑橘类植物有显著的萎黄或者黄褐色叶片。玉米叶片叶脉中脉间呈现宽阔的白色或黄色条纹。植
株发育不良，节间缩短。某些豆科植物新生组织有可能死亡。

铁

嫩枝顶端新叶首先黄萎变为黄色，叶脉不变色。当严重缺铁时出现褐色斑点或组织死亡。

锰

叶片边缘或叶脉间褪绿呈灰黄或灰红色，叶脉深绿，但枯黄的叶片依然保持正常的叶片形状。

铜

新叶变为黄白色，枯萎或伴有黄萎病。一些小的谷类粮食作物簇状丛生，新叶卷曲，顶端坏死，
伴有顶端抽穗困难，子粒不饱满，甚至不结实等症状。

氯

上部叶片变色枯萎。在一些小的谷类作物的某些品种中有可能出现黄萎病，并伴有坏死斑点。

钼

新叶枯萎，叶缘坏死；由于不能够有效地利用氮，导致老叶黄萎。

镍

叶尖卷曲，叶片有黑色斑点。

注意： 这些症状可能和其他由于除草剂、病虫害等引起的症状相似，容易被混淆。由于涝害、旱灾及大风等原因也会造成
类似于养分缺乏的症状。同时，缺素症状的诊断还要考虑到种植地的土壤条件以及当前的病虫害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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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一些作物在显现出缺素症之前就开始出现产

土壤取样通常安排在栽种一年生作物之前，或者在

量亏损。这种代价昂贵的产量限制条件称之为“隐形饥

多年生作物旺盛生长季之前。土壤测定中可能出现的最

饿”。

大误差一般来自土样的采取过程中。

隐形饥饿可能会极大地降低产量和质量，但作物没

精确的土壤测定程序依赖于具有代表性的样品。采

有表现出任何缺素症状。越来越多的田地在还未观察到

集具有代表性的样品需要细心和技巧。大多数情况下，

非常明显且严重的缺素症状时，就已经处于次等养分水

一个土样代表的数量是送交实验室量的千万倍。所以，

平了。

无论所取的土壤是否能够代表一小块或大片田地的状
况，从整个土地中取多个重复样，放置到一起，混合均
匀得到一个真正的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对于土壤分析非
仅新叶

组织

常重要。如果带有代表性的土壤被采集起来，测试的结
果就可以为土壤养分状态提供可靠的评估。土壤分析实
验室提供的取样指导可能包括以下步骤：

问题

?

1. 当大豆上部叶片叶脉间呈黄色，有可能是哪种
养分缺失
a. 钙
b. 氮

老叶组织

c. 镁

图8.1 不同养分缺素症症状在植株中可以被观测到的
   部位图解

d. 锰
2. 当幼嫩的玉米植株下部叶片的叶尖或叶缘呈黄
色，有可能是缺少
a. 氮
b. 磷

8.2 土壤测定

c. 钾

土壤测定是检测养分缺失最常见的方法，它可以提

d. 镁

供从监控土壤健康状况到估算肥料需求，以及评估应对

3. 当小麦抽穗阶段大部分地区呈深绿色，但是在

不利环境影响潜力等方面的信息，这种方法已经慢慢成
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被农场管理者、技术顾问及研

低洼的涝水区呈黄色，最有可能的原因是

究人员使用。土壤测定可用于：

a. 氮缺乏
b. 虫害
c. 排水不畅

a) 确定产量限制因子，特别是土壤中的养分短缺；

d. 风害

b) 表明被测土壤养分供给能力，据此制定施肥建议；

4. 一种养分缺少影响作物生长，降低作物产量，

c) 结合诸如耕作历史、土壤调查图或产量图等生产信

却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症状，可能是
a. 学术上称之为“隐形饥饿”

息，制定养分管理计划；

b. 由病虫害引起的

d) 监测土壤肥力和随时间发展的动态变化，以便可以调

c. 仅仅是由于缺乏可移动的元素造成的

整养分管理计划，达到管理目标；

d. 在当季得以改善

e) 依据可能出现的最大的养分缺失之响应来控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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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取样方面
a) 一个独立的土壤样品应该取自具有独
特的地形、土壤类型、显著的颜色特

土壤取样的不同方法
上斜坡

上斜坡
老农场

盐渍区域

老农场

盐渍区域

征的土壤，或者知道往常管理措施的
田间区域。根据特殊的位点，一大块
土地可以分成具有相同土壤的区域或
耕作历史的区域。每个区域分配一个
永久的编号，记录编号，绘制一张

Random Sampling

样本区域的地图。如果能用上GPS装
置，可记录各取样区域的位置，保存
起来作为将来的参考资料。

围绕网格节点处，3米
半径处随机取几个土
样，组成混合土样。

在网格单元内部随
机取几个土样，组
成混合土样。

区域1

区域3

区域2

b) 用干净的塑料桶取样，特别是用于微
量元素的测定，金属桶会污染土样。
c) 取样深度根据实验室土壤测定需求决
定。
网格取样

d) 如果存在有效养分向下渗透流失，需
要增加深入到目标作物根系深度的底

根据管理区域取样

图8.2 基础土壤取样方案

层土样的采集。这对氮、硫和氯等易
移动的养分很重要，但对P、K等不易
移动的养分和许多其他微量元素就不如前者重要。

器，剩余部分落到容器两边。重复该步骤，确保子样

e) 大多数情况下，至少应该随机取15-20个土样组成一个

品包含桶中整个样品的每部分土样，每个子样品重约
0.5千克。

混合样品，并从中取出部分土样作为子样品用于实

k) 建议在土壤样品送往实验室之前，冷藏或者保存在冰

验室样品测定。

箱中。如果从采样到送往实验室需要几天时间，土样

f) 取样时可以使用各种取样工具（如：土钻，铁锹，

应该均匀摊开在平盘中进行风干。并告知实验室样品

环刀等），混合样本可能重达一至数千克。

已经风干。

g) 充分混合样品区域所有取样点的土样，获得具有代表

l) 完善信息表。

性的土样用于分析。这一步骤非常重要。混合土样

m) 大多数土地每2到3年取一次样，如果有需要，可多取

的时候需要敲碎土块。不正确的混合会导致样品不
具有代表性。如果土样太湿不能混匀，那么取出部

几次。

分土样先进行风干。

n) 记录结果。

h) 把样品送往实验室可以使用几种类型的容器。一些实

诊断作物不良生长或有问题的区域方面

验室提供带有内置塑料袋的纸盒或内附塑料层的纸

a) 利用前面介绍的方法从肥沃和贫瘠的区域采集不同的

袋。如果没有合适的实验室容器可用，可以使用两

土样；

个新的清洁的大塑料袋。内层塑料袋装样品，外层
袋内装信息单和样品标签。

b) 采集表层和底层土样；

i) 处理土壤样品时戴乳胶手套以防手上的一些微量元素

c) 描述作物不良长势的症状，并将其与土壤样品一起发

对土样造成污染。

送；

j) 用手从桶中捧出混合土样，让手在打开的样品容器

d) 如果有数码相机，给长势不好和长势良好区域内的作

上方来回晃动，让土样漏下，以便土样部分落入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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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9种标准的土壤磷的测定方法的浸提剂、浸提时间以及土壤和浸提液比例的比较
试验名称

萃取物

参考书目

需要考虑的土壤pH条件

速效磷
0.5M的碳酸氢钠（pH 8.5）， Olsen et al. 1954. USDA
（Olsen 法） 土液比为1:20，浸提0.5小时 Circular No.939
Colwell P

0.5M的碳酸氢钠（pH 8.5）， Colwell 1963. Aust.  J. Exp.
土液比为1:100，浸提16小时 Agric. Anim. Husb. 3,190-198

Lactate P

0.02M的乳酸钙，土液比为
1:50，浸提1.5小时
0.03 M NH4F - 0.025 M  HCl，
土液比为1:7，浸提1分钟
0.03 M NH4F - 0.1 M HCl，土
液比为1:7，浸提40秒，或者
土液比为1:10，浸提1分钟

Bray P1

适用于微酸性土、中性或微碱性土、
碱性土以及石灰土（如土壤pH为6.0到
大于7.2）

Colwell 1963. Aust. J. Exp.
Agric. Anim. Husb. 3, 190-198
Bray and Kurtz 1945.  Soil
Sci. 59, 39-45
Bray and Kurtz 1945.
Soil Sci. 59, 39-45;
Chu, P. 1997. A&L Labs,
Richmond, VA

适用于酸性或微碱性土（土壤pH小于
7.2），不适用含大量碳酸钙的碱性土
Bray P2
适用于酸性或微碱性土（土壤pH小于
7.2）。相比Bray 1方法中的0.025M的
HCl，Bray 2方法中HCl的浓度为0.1M。
这样可以溶解碱性土壤中的磷混合物。
不适用含大量碳酸钙的碱性土。
Mehlich -1 P 0.05 M HCl - 0.0125 M H2SO4， Mehlich 1953. North Carolina 适用于酸性或微碱性土（土壤pH小于
土液比为1:4，浸提5分钟
Soil Test Div. Publ. 1-53
6.0 或者小于7.2）
Mehlich-3 P 0.2 M 醋酸, 0.25 M NH4-NO3, Mehlich 1984. Comun. Soil 适用于酸性或微碱性土（土壤pH小于
0.015 M NH4F, 0.13 M HNO3 Sci. Plant Anal. 15, 1409- 7.2）。相比Mehlich 1方法，能够用来
浸提或分析多种营养元素。不适用含大
以及 0.001 M EDTA，土液比 1416
量碳酸钙的碱性土。
为1:10，浸提5分钟
Dilute CaCl2 0.005 M的氯化钙，土液比为 Moody et al. 1988. Aust.  
1:5，浸提18小时
J. Exp.  Agric. 23, 38-42
P
酸萃取磷
0.005 M的硫酸，土液比为
Kerr and von Steiglitz 1938.
1:200，浸提16小时
BSES Tech. Comm. No 9
离子交换树脂 阴阳离子树脂混合物
Van Raij et al. 1986. Comm.
Soil Sci. Plant Anal. 17(5)
Morgan
0.54 M CH3COOH + 0.72 M Morgan, 1941.Connecticut
NaCH2COOH，pH为4.8，土 Ag. Exp. Sta. Bull. 450
液比为1:5，浸提0.25小时
Modified
0.62 M NH4OH + 1.25 M
McIntosh, 1969. Agron J.
Morgan
CH3COOH，土液比为1:5，浸 61:259-265
提0.25小时

关于肥料条施下的土壤取样

这一方法的可靠性，还没有和其他的取样方法进行肥料
响应评估的比对。

一些营养元素属于相对稳定的元素，例如磷元素。
在需要准确施肥的地方会选择经验性的条施施肥方式。
这时候需要特别考虑土壤取样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如

8.3 土壤分析

果样品中仅包括几个条带，随机取样可能得到一个很高
的结果。在条带点或者钻行已知的地方，例如在澳大利

可行的土壤分析方法很多，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对

亚进行的研究建议：在带间距为75、60、30厘米的情况

收集准确的信息至关重要，有必要与土壤测试实验室的

下，建议带心宽/两个带心间距宽的比值分别为1:20、1:16

农学家或管理人员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大多数实验室

和1:8。其中一个取样方法就是穿过种植行取一片薄片状

对每种养分或一组养分常使用特定的提取和分析步骤，

的土壤，既包括条带土，也包括非条带土。然而，关于

如果遇到特殊的土壤条件，也可能会采用另一种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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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养分将会转化为可利用养分供应量的不确定性有

那么，提取剂是怎样选择的？

关。土壤测试结果应该在不同的范围内进行解释，通常

建立一种特定的分析方法是通过取土，然后利用各

分为非常低，低，中，高，很高，但根据预期反应的大

种测试方法提取出部分要研究的养分并且提取养分的数

小和概率能更准确地加以说明（表8.3）。想要获得最好

量与测定的土壤重量相关。理想情况下，测定的养分水

的结果，该测试结果应是在数年里得到，并显示了在现

平可用一系列区域田间试验进行校正。校正试验涉及该

有管理措施下的肥力趋势，不能期望通过一个单一的值

养分以一种可行的形式在一定范围内不断增加施用量。

就能对养分需求量进行准确的预测。

例如，从不施肥水平到等量增加使用量，直至过量施肥
水平。

表8.3 土壤测定等级及响应概率的例子

选择一种特定的土壤测试方法通常意味着选择了一

土壤测定等级

种特定的提取过程，这一过程能较好地表明植物根系能
从土壤溶液中吸收什么养分，以及在生长季土壤中可转
化成可利用的有效形式。针对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土壤
类型，某些程序可以对养分的有效性进行很好的评估，
尤其是在作物生长季，几乎不可被利用的养分库将有一

响应概率

非常低

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具有效益好的响应

低

在大多数季节具有有益的响应

中等

多年的平均响应是有益的

高

偶尔做出有益的响应

非常高

不太可能在施肥的当季做出有益的响应

部分转化为可利用养分，来补充土壤溶液库。例如，磷
以各种有机无机的形式存在土壤中，没有哪一种提取剂
能够提取所有状况下植物有效磷的量。因此，人们开发
了一系列萃取剂用于各种特定情况，表8.2列举了一些 萃

问题

取剂。每套提取程序有自己的临界值，所以当得到相应
的测试结果时，必须与来源于种植作物田间试验的临界
值进行对比和解释。因此，务必确保你知道什么测试方

?

5. 可以代表一块田地的推荐取样点数是多少

法能最好地去解释当前的试验结果。

a. 5到10个

虽然土壤测试提供有用的信息，但测试结果的解释

b. 15到20个

中隐含着许多假设。首先，土壤测试的土样通常取自大

c. 30到40个

多数不易移动养分（例如磷）存在的表层土。然而，诸

d. 尽可能多的取样以填满取样盒

如N和S等易移动养分会迁移到取样深度以下，导致测试

6. 取样至一致的且推荐的深度对于什么元素非常

土壤显示比田间实际的养分有效性要低。表层土壤测试

重要

隐含这样一个假设：土壤测定中的养分比例与作物有效

a. 氮和硫

根系深度所能吸收利用的有效养分总量是一样的。

b. 磷和钾

其次，土壤测定能合理评估土壤提供养分的潜力，

c. 微量元素

但不能估计作物或牧草对养分的需求。在不同的环境条

d. 所有养分

件下，养分需求可能会相差3倍或4倍。土壤测定结果通

7. 相比不易移动的养分，譬如磷和钾，氮、硫、

常用来按照每个季度平均的肥料用量和粮食价格对当季

氯等易移动的养分取样时应该

作物养分的供应量进行校准。

a. 更浅些

响应曲线的建立，通常假设其他养分或土壤状况不

b. 同样深度

是限制性的，所观察到的响应是某一 强限制性养分不断

c. 更深些

增加产生的结果。此外，土壤测试结果应该根据土壤质

d. 不要经常性地取样

地和土壤pH做出解释，通常这两个特定的特征对阐明
潜在的施肥反应十分关键。
最后，土壤测试报告提供的数字一般会存在一些
误差，这些误差和所有先前提到的因素以及土壤中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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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壤测试一样，植物分析的一个重要
可见的
缺乏症状

可见的
毒害症状

植物生长，作物产量

充足区
缺乏区

阶段就是样品采集。植物的成分随年龄、所
采取的植株样品部位、种植条件、品种、天
气和其他因素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有必要
遵守成熟的取样说明指导。

奢侈区
毒害区

大多实验室都提供各种作物的取样说明
书，加上信息表和运送指导书。他们常建议
如果可能的话，同时选取正常的和有问题区
域的样品用于比较。因为经验和理论知识对
正确取植物样品都至关重要，所以取样工作

植物组织中的养分浓度

常由农业专家完成。

                         缺乏             低                  中
          高            毒害
P, %
       < 0.16    0.16 - 0.25    0.26 - 0.50    0.51 - 0.80    > 0.80
K, %
       < 1.26    1.26 - 1.70    1.71 - 2.50    2.51 - 2.75    > 2.75
Mn, 毫克/千克   < 15       15 - 20           21 - 100    101 - 250      > 250

如今，植物分析是植物营养学家各种
研究项目中的主要部分，亦仍有许多分析手

图8.3 植物组织中的养分浓度和作物生长或产量之间的关系，例证数据
来自Jones（1967），在不同养分供应范围内大豆叶干物质中
P、K、Mn的浓度（摘自Marschner,1995）

段有待发掘。正在开展的研究不断有新的发
现，标准也在不断地建立、修订和更新。植
物分析是有效诊断方法的一种补充，分析数
据应该由该领域经过训练和了解各种影响因
素的科学家进行解读。

8.4 植物分析

养分缺乏和充足的范围

植物分析这一术语指的是植物组织中养分的总量

通常，植物分析通过比较植物躯干、作物品种、

或定量测定。土壤测试和植物分析相辅相成，两者不可

生长阶段间的元素浓度进行解释，元素浓度根据研究建

相互替代，都是有用的诊断工具，许多生产者两者都

立的标准丰富度划分。对于一个没有给定标准研究值的

使用。植物分析已经运用于包括咖啡、橘子、桃子、苹

环境，如果能够从样地或附近区域长势好和弱的区域同

果、山核桃等坚果和水果。因为这些作物是多年生的，

时取得植物样品，植物分析仍然对判断养分胁迫问题有

具有庞大的根系，植物分析对确定它们的养分状况特别

用。

有用。
具体的养分缺乏、充足、毒害的临界值最好从当地
科学家有更新的分析方法和设备如原子吸收，特别

或区域作物生产指导中获得。某种养分缺乏的临界水平

是发射光谱仪，能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同时分析10种或者

通常定义为导致产量或生长达到该养分充足时所获得的

更多的元素。所以不同国家的大量实验室现在都有能力

产量或生长的90%时的养分水平。表8.3列举了一个养分

进行植物分析。由于强调生长季中把握时机控制养分的

的浓度和作物相关生长或产量之间的关系的例子，以及

有效性，植物分析这项技术的需求将继续增加。

大豆中P、K、Mn具体的浓度值(Marschner, 1995)。

植物分析通常可用作：

如果养分缺乏发展到严重阻碍作物生长的程度，则

a) 确认从可见症状做出的诊断；

可能会使植物体内养分浓度上升而不是下降。同样，在
非常良好的生长条件下，作物快速生长可能会造成一些

b) 确定没有出现症状的隐形缺素；

并不缺乏的养分出现稀释现象。出于这个原因，如果仅

c) 确认施用的养分是否被植物吸收；

是一个部分受影响而不是影响最严重的区域和邻近正常

d) 研究植物体内养分的转运；

的区域进行比较，对问题区域的诊断常常更准确。
处于富裕范围的养分水平降低了这些养分在不利于

e) 在判别作物生产问题时推荐进行额外的测试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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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吸收（如干旱）或作物自身需求量大（如在果实膨胀

有时也可测定 Mg、Mn和Fe。但是，结果的解释需要大

或灌浆期）情况下缺乏的风险。

量的实践和经验，特别是Mg和微量元素。
组织测定用来确定可能会限制作物产量的某种养分

诊断与推荐综合法

（N、P、或K）。如果一种养分含量非常低，其他养

植物分析结果可能很难解释，因为植物组织中一

分可能会因为植物生长被限制，在植物汁液中积累，这

种养分的临界浓度随着其他养分浓度的变化而变化。利

将导致一种不合理的解释。如果该养分缺乏得到改善后

用诊断推荐综合法作出的诊断是根据植物组织中养分元

作物生长旺盛，我们可能会发现其他养分的含量已达不

素浓度的相对比例而不是单位干物质养分元素的绝对浓

到作物获得高产的要求。因此，做植物分析测定时应该

度。这些比例的标准是通过比较高产和低产情况下作物

首先选择在一个特定生长阶段最限制作物产量的养分因

的全面分析建立的。因为植物分析利用的是相对比例，

子。

所以随作物干物质生长而发生的稀释作用对植物分析结
果的解释影响很小，取样时间也可以更灵活

(Sumner,

在专家手中，这些现场的植物组织测定会非常有

1977)。

用。无需离开田间，N缺乏就能被检测出并提出改善措
施，这对时间的节约非常有价值。和植物全面分析一

最初，有人提出某地建立的DRIS规范应该可以很

样，如果可能的话，值得去比较健康的植株和长势不好

好地适用于其他地区。然而，玉米、小麦、大豆、苜

的植株。

蓿和土豆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本地区建立的DRIS标
准在诊断养分缺乏时更具准确性 (Munson and Nelson,

已开发出一款进行组织测定所需物品的套件。这种

1990; Jones, 1993)。在一些国家，包括美国、巴西、加

套件包含测定说明书和测定土壤pH，甚至土壤P、K和

拿大、中国和印度，公众和私人作物顾问在选定的地区

Zn的物品。在进行测定之前，测试人员应该进行合格的

已经采用DRIS法作为他们诊断技术的一部分。

培训，提高诊断技能。

现在也可以使用DRIS结合GIS（地理信息系统）技
术对一个区域种植的特定作物的生产力进行划分描述。

8.5土壤测试和植物分析结果的解释

这样的描述有助于为土地利用规划和监测作物生产力趋
势选择潜在的区域。

那些定期采集土壤和植物样本并进行分析的农民，

虽然已经展示了DIRS通常比传统的方法得到更准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对确保自己作物的产量不受养

确的养分元素诊断，但DRIS方法的复杂性限制了它的

分缺乏限制非常感兴趣。他们想确保他们购买的肥料能

运用，人们已经提出了可以简化DRIS的使用和解释的

够得到经济效益，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能维持其土壤肥力

各种改进措施，例如已经运用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养分

和生产力。正确使用土壤测试可以为确定肥料和石灰需

成分诊断技术（CND）。这些改进包括简化中间函数

求，以及发展养分管理规划提供极好的指导。

的计算、改进参数选择和改进预测追肥响应的标准。另

一个合理的建议应该处理好4R各个方面：肥料品

外，已经开发出计算机程序让DRIS计算“仅一个点击

种、用量、施肥时间和位置，并考虑农场可持续发展目

即可”。

标。这样的建议除了土壤测试结果外，还需要大量更多

快速测定

的信息，包括农具的实用性、农场养分来源、耕作和种
植制度、土壤物理特性、作物产量和品质目标。

田间植物组织测定即植物汁液中养分含量以及未同
化的可溶性成分的半定量测量。植物汁液中大量未同化

建议可能会涉及下面几种情况:

的养分说明该植物获得了足够的这种养分。如果养分的

a) 确保所有的养分从作物种植到收获都维持在非限制性

量很少，很可能不是土壤中缺乏该养分就是因为土壤湿

水平；

度不够或其他因素导致该养分不能被吸收。

b) 平衡各种养分，确保每种养分都得到有效利用；

植物组织测定可以在田间简单快速地进行。绿色植

c) 在特定的数年里，确立低土壤测试水平到最佳范围所

物组织可以用来测定例如硝态氮、P、K等几种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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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作物响应和建议养分施用量在非常低的土壤测试水

需养分用量；

平时最高，然而，随着土壤测试水平增加到一个临界的

d) 降低土壤中积累过量的养分（如P、K等高含量不易

土壤测试值，建议养分施用量会减少到零。该临界水平

移动的养分元素）的机会。

即土壤通常能够提供充足的P或K，获得最大产量90%到

作物对养分（如P、K等）的响应，除了土壤测试

95%的产量时的土壤测试值。对于养分充足法的施肥建

水平，还受很多其它因素的影响。依据作物产量潜力、

议，土壤测试值不被视为一个控制变量，很少考虑未来

种植日期、前茬作物、耕作方式、土壤紧实度、土壤温

的土壤测试值。

度、土壤水分含量、土壤pH值和其他养分含量水平，

养分充足法常用在没有充足的投资资金或有高利息

作物对养分的响应可大可小，对追肥量的需要也或多或

成本，以及未来的土地使用权无法保证（如土地只签了

少。因为这些因素，土壤测试更像一个能准确预测作物

一到两年的租赁协议）等情况下。

响应概率的预测者，而不是一个准确预测作物响应实际

养分维持法

大小以及引起该响应所要施用养分量的预测者。因此，
土壤测试结果由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农艺师进行仔细

维持土壤肥力计划的目标是将P或K的土壤测试水

分析及解释是至关重要的。

平作为可控变量进行管理。在土壤测试值低时，维持养

农民们在作物生产上目标也不同。一些农民有更多

分法拟建议施用足够的P或K肥，同时满足当前作物的

的时间、兴趣和能力去管理作物，获得非常接近可实现

养分需求，同时将土壤测试值提高到一个不限制作物生

的最大产量。一些农民比其他人更需要时间，一些农民

长的水平，即高于临界水平。这里的临界水平和养分充

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大量投入，他们支付这些投入的能力

足法中所用到的临界水平一样，临界水平的确定需要相

也不同。这些差异对他们的作物养分管理有很大影响。

似的田间土壤测试校准资料。养分维持法的建议在成本
上对不确定性因素不太敏感，因为更高的土壤测试水平

这些因素导致两种 截然不同但被广泛认可的管理土

降低了减产的风险。通常情况下，土壤测试值的逐步建

壤肥力方法的发展——养分充足法和养分维持法。方法

立需要一段计划的年限（通常为4到8年）。一旦土壤测

的选择影响养分施用所推荐的肥料品种、用量、时间和

试值超过临界值，就会提出建议去维持土壤测试值在一

位置。下面两个部分，改编自Leikam等人（2003），对

个目标管理的范围内。

上述两种方法进行了解释。

土壤测试目标范围通常是等于或稍微高于土壤临

养分充足法

界测试值的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土壤一般能提供

养分充足法的目标是足量施用某一给定的养分使当

充足的养分满足生长中作物的养分需求（“中等”到“

年收益最大，而养分或肥料成本最小。然而，不同的时

高”水平）。一旦一种养分的土壤测试达到了目标范

间、不同农田间或同一农田的作物对养分响应的遗传变

围，关于何时以及怎样施用肥料，农民们就掌握了更大

异性可能会导致获得最大效益实际所需养分比建议量更

的灵活性。高于临界水平，土壤就能最大程度地提供某

多或更少，一般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采用的是最接近的

一年里所需的养分。因此，农民就可选择每年施肥或者

最佳推荐施肥量。为了防止降低收益的养分短缺，养分

是多年一起施肥，即每隔两到三年施肥一次，这使农民

将每年施用，因此除非原始土壤测试水平很高，土壤能

对管理时间、现金流动、肥料和农作物市场价格波动的

够供给作物所有的养分需求，否则年际间的养分施用量

应对更加灵活。

变化将很小。同时，施肥位置的选择也是非常有限的，

肥力维持计划并非旨在任何指定的一年里获得最佳

因为在土壤测定养分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将养分条施在

的经济收益，而是试图使P或K限制作物生长的可能 性

种子附近非常重要。

最小化，同时获得接近最大产量的实际产量，种植者高

养分充足法的施肥建议是基于多年和多点收集的土

度的灵活性，以及从长远来看良好的经济效益。该计划

壤测试田间资料。为了解决复杂多变的边际收益问题，

的缺点是所需要施用的肥料用量通常高于养分充足法推

这些建 议的提出通常是为了确保获得最大产量的90%到

荐使用的肥料用量。

95%的产量或在最佳经济效益养分用量时获得的产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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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产量, %

充足法推荐                                              启动肥或不施肥

提高土壤肥力推荐                  维持                              启动肥或不施肥

临界值

维持临界值

土壤测试水平

图8.4

随着某一养分的土壤测试水平的增加，相对产量（当某一养分处于非限制状态时，在不施用作为产量一部分
的该养分时作物的产量）也增加。作物响应的可能性和大小随着土壤测试水平的增加而降低。充足法旨在
施用当年获得经济收益，在临界水平时，肥料施用量下降到零（或比作物带走量少的用量，通常施在种子
附近，叫做启动肥starter）。维持法在临界值以下水平，推荐比作物带走量多的施肥量；在维持范围内，推
荐与作物带走量相等的施肥量；在高于维持极限时，推荐比作物移走量少的施肥量，直到减少到零（摘自
Leikam et al., 2003）

选择合适的方法

寻求更大利润的农民常常需要的不仅 仅是一个施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上述两种方法为种植者提供

肥建议，除了有关合适的作物品种、栽培技术、种植时

了不同的选择：在土壤测试水平低时推荐施用较少的养

间，适当的作物保护策略等方面的信息，他们还需要一

分用量，但要求每年施肥（养分充足法）。另外，为了

个完整的养分管理计划。土壤测定仅仅是全面管理计划

获得灵活性和一次施用多年所需养分带来的潜在成本节

的一部分，该管理计划在将养分损失最小化的同时，确

约，在4到8年里施入较多的养分用量，这也是最方便和

保能获得盈利的高产。养分管理计划将在第9章进一步

省钱的方法（养分维持法）。图8.4从概念上表明了临界

进行讨论。

土壤测试值以及他们与养分用量间的关系。
虽然两种方法之间的短期成本差异可能会非常大，

8.6 空白区

但养分维持法的灵活性所带来的好处降低了施肥成本，
提高了时效性和对资金的管理，其投资是值得的。一

在那些没有实验室分析土壤和植株样品的地方，可

旦种植者掌握了这两种方法，他们可以决定进行土壤测

利用空白区来估计土壤养分的供应。该方法利用不同的

试的成本算不算合理的投资。如果农场有有机肥养分来

小区，每个小区除一种养分缺失外，其他所有养分供应

源，更有利于养分维持法的经济性。然而，即使是有机

充足。还有一个施入了所有养分的小区和一个不施入任

肥，防止施用过多导致土壤测试值超过环境阀值（通常

何肥料的小区。如果和施入所有养分的小区相比缺施某

高于养分维持范围）的有机肥，避免养分失衡和加大环

一种养分的小区在产量上没有减少，就可以假定土壤提

境风险的做法也是明智的（参见第9.8.2和图9.2）。

供了充足的该种养分。 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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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Jones, J.B., Jr. 1967. In, Soil Testing and Plant Analysis, Part II:
Plant Analysis. SSSA, Madison, WI. p. 49-58

问题

Jones, J.B., Jr. 1993. Aust. J. Exp. Agric. 33:1039-1043.
Leikam, D.F., R.E. Lamond, and D.B. Mengel. 2003. Better
Crops 87(3):6-10

?

8. 用于土壤有效磷分析中，不同的浸提剂需要用
什么来解释

Marschner, H. 1995. Mineral Nutrition of Higher Plants. 2nd
ed. Academic Press, London. 889 pp.

a. 取样深度
b. 临界值

Munson, R.D. and W.L. Nelson. 1990. Ch. 14 In, Soil Testing
and Plant Analysis, 3rd ed. SSSA Book Series, No. 3.

c. 限制性养分
d. 养分需求量的估计

Parent, L. E., Natale, W. and Ziadi, N. 2009. Can. J. Soil Sci.
89: 383-390.

9. 在植物分析中,钾缺乏的临界水平将导致作物产

Sumner, M.E. 1977. Plant Soil 46:359-369.

量降低至相比（）的90%。
a. 最大产量
b. 最大经济产量
c. 所有养分均不受限制条件下的产量
d. 钾不限制的相同条件下的产量
10. 在一项维持土壤肥力的计划中，当测定的土壤
磷含量高于维持限制值，被推荐的磷总量应该
是
a. 零或起始值
b. 补充作物的带走量
c. 继续维持土壤磷测定值
d. 阻止正在下降的土壤磷测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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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8.1-1 耕种历史影响土壤取样深度的确定。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附近的一个例子说
明了了解一块土地耕种历史的重要性。一位新农场主想要在一块65公顷的土地上种植燕麦作为绿
色饲料。在五月中旬种植燕麦之前，与当地的农资零售商联系采集土样并制定一个肥料施用建议，
一名工作人员前往该土地随机取了15个15cm深的土柱，然后混合在一起，取了一个子样本送往土
壤测定实验室分析。土壤测试分析报告了可利用的N、P、K和S等大量元素的含量水平。根据该结
果，为了获得目标产量9吨/公顷，推荐施肥量为每公顷132千克N，11千克P2O5，和17千克K2O 。和
种子一起施用的肥料包括混合的磷酸铵（11-52-0）(提供2千克N/公顷)和氯化钾。剩余氮按每公顷
282千克尿素撒施补充（130千克N），在作物种植前翻耕入土。因为初夏降雨，随后是干热的七月
八月，燕麦长势很好，干草产量接近目标产量。
一切都进展顺利，直到该农民对一份干草样品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硝酸盐浓度为6000毫克/千
克，远高于一般认为喂养肉牛的干草硝酸盐浓度1500毫克/千克的安全水平(Cash et al. 2007)。该
农民抱怨农资零售商推荐的施氮量太高，从而导致干草中硝酸盐含量超标。一位区域农学家与该农
资零售公司的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土地连续五年种植苜蓿，在第五年夏末苜蓿被翻耕埋进了土壤，在
出售给农民前休耕了一年。休耕的这一年降水量高于平均降水量，因此农学家怀疑在休耕的这一年
里，从降解的苜蓿中矿化出的氮素下渗到15cm的取样深度以下。农学家在种植燕麦的那个夏末，
取了120cm深的土壤样品，分析结果表明土壤中残留的硝酸盐浓度达到80千克/公顷。最初取样深度
以下土壤中大量的硝酸盐加上肥料提供的N超过了燕麦可利用量的氮，因而导致了干草中较高的硝
酸盐浓度。七月和八月的干热天气使燕麦体内的硝酸盐积累更严重。
事后看来，如果事先调查了该土地的耕作历史，了解以上信息，本来应该很明智地取更深的土壤样
品，而不是仅仅15cm。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取3个深度的土壤样品：0-15,15-60和60-120cm。同
时，也应该考虑土壤中残留的硝酸盐，为燕麦推荐较低的施氮量。

参考文献
Cash, D. et al. 2007. Nitrate Toxicity of Montana Forages,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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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养分管理的规划与评价
以4R原理为基础的植物养分管理包括了对农业可持

相关的作物管理措施，这将作为适应性管理过程的一部

续性影响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各个方面。本章讨论和

分。此方面信息主要是对管理人员和顾问有用，以便制

比较了用于养分管理规划和可持续性测定的方法。

定或者修改下一个生产周期的计划时作出决策，如同第
2和第7章中所讨论的那样。第二，制定好的计划也需要
有追踪实施效果的相关程序和措施。

9.1 养分管理计划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想得到4R养分管

在很多地区，禽畜生产强度已经导致了营养过剩，

理实施步骤及其改善效果方面的信息，作物产品的购买

即农田中粪肥释放出的营养物质量远多于作物的吸收

者想要知道整个系统运转的轨迹。例如，大型食品工业

量，因而出台了一些正式的养分管理计划并在部分地区

企业已经推出或正在准备推出全球性倡议以促进农业可

得到了良好的合作和积极的影响。然而，这种方法的推

持续发展，帮助商家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考虑其供应链

广在小农场以及以作物生产为主要目的的生产者那里受

对环境和社会影响。在2011年8月2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

到了限制。有关的障碍包括：收集整理详细信息所需要

上，媒体出版商Businessgreen.com描述了如下的倡议：

的时间，应对天气和市场变化时缺乏灵活性，与农场经

“…资源管理，例如，水资源、能源、排放以及农

营规划缺乏联系等。

业生产力，土壤肥力和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它也将涵盖
对社会的影响，如对农业合作社，人权和当地法律的遵
循、标准和法规的影响。”

9.2 4R养分管理计划

设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包括具体实施目标的选

4R养分管理计划旨在服务于所有植物养分利用方式

择，计划的实施是通过与经济、环境和社会产出有关的

的两个方面。第一，追踪和记录应用于所有与植物养分

措施和指标来实现的，它涉及到与利益相关者（包括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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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指标的确定比评估要简单一些，在实际中也更

民，农业综合企业，客户和消费者）的所有产出。

容易得到。生产者需要能够反映他们自己愿望的措施以

当4R养分管理原则应用于作物养分管理计划的制定

及与实际状况相关性好的测定指标。例如，在一个土壤

时，所收集和报道的信息都将指向于最重要的经济、社

侵蚀和养分流失成为主要问题的地区，作物生长关键时

会和环境目标。除农艺产量及对环境影响外，长期的可

期土壤表面作物秸杆覆盖指标的测定也许就是合适的。

持续发展应作为最基本的考虑因素，养分管理计划应成

谁来选择指标？

为农场业务计划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利益相关
者对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等信息关注的优先顺序可以

生产者在投入时需要选择大家都看重的代表目前进

将4R养分管理计划与普通养分管理计划区分开来。

展水平的性能指标。简而言之，一个4R养分管理计划包

第二章曾指出，4R养分管理概念涉及管理实践—营

含作物生产者及其顾问从专家们的研究中正确组合起来

养源的选择，养分用量，施用时期和施用部位—实现企

的适宜的养分资源、肥料用量、施肥时间和施肥部位。

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以制定4R养分管理计划的第

在已经投入的作物生产系统中，企业的经济、环境和社

一步是阐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它是一个农场、一

会进步目标及其相对应的性能指标都被选来匹配可持续

个高尔夫球场还是一个公园。这需要生产者或者管理人

性的总体目标。计划中将阐明要实施的措施以及与指标

员的高度认可，还要鼓励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在利益相

相关的性能。

关者对于目标设定的过程可以提供支持时，管理者就可
以对相应的措施做出选择了，一般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
定总是与那些认为企业影响很重要的人们 共同合作完成
的，企业的特定目标需要与这些总体目标相匹配。

问题

施肥管理的影响可以通过施肥所处的耕作制度或土
壤—植物—空气生态系统的实际状况表现出来。这些状

?

1. 作物养分管理的合理计划包括的信息有：

况包括产量和品质的提高，施用某种肥料产生的利润，

a. 管理措施

并延伸到对土壤肥力水平的长期影响以及流失到水体和

b. 性能展示

大气中的养分。还包括对区域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影响—

c. 管理措施和性能展示

例如，充足的食品供应。尽管在每一个农场并不是各个

d. 繁琐的细节

方面的指标都可以测出，但是这些方面都应该进行评
估。一些经科学认证的指标和计算机模型可用来进行这

2. 制定养分管理计划的第一步是表述农民的：

些方面的评估。

a. 性能指标
b. 可持续发展目标
c. 产量目标
d. 施肥量

9.3 养分管理的评价和指标

3. 反映施肥管理进步的性能指标可以帮助提高：

养分管理的评价是对某个特定耕作制度实施的某个
特定管理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的详细评估，这可能很昂

a. 水质

贵并且很难做到。养分管理的评价一般是由研究型农艺

b. 空气质量

师进行的，用来验证管理措施，往往在那些旨在外推到

c. 作物产量

大田生产的可控实验田中实施。例如，在一个实验站的

d. 可持续性

田间试验中比较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措施，试验中评估
的指标包括作物产量、养分吸收量、氨和一氧化二氮的
损失量、在径流和排水中损失的营养物质的量等。4R概
念有助于把握研究与推广工作方向，以及利益相关者实
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性能指标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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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养分管理措施的评价指标及说明
管理措施评价指标*

产量
质量
养分利用效率

说明

水分利用效率

单位农田、单位时间收获的作物总量。
糖、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或可以增加收获产品价值的其他属性。
施用单位养分获得的产量或者移除的养分。
应用单位水分或者单位有效水分获得的产量。

劳动力使用效率
能源利用效率

劳动生产率，与田间劳作的次数与时间有关。
单位能量输入获得的产量。

净利润
投资回报率
输入
地力
土壤有机碳
稳产性
农场收益
工作条件
水和空气质量
生态系统服务
生物多样性
土壤侵蚀

作物生产的数量和价值减去作物生产的所有支出。
利润除以资本投资。
生产者使用或者区域输入特定BMP的比例。
土壤肥力水平和其他的土壤质量指标。
影响土壤结构、质量和温室气体平衡。
作物产量对天气及害虫变化的韧性。
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生活质量问题，员工满意度和员工流动率。
流域或空域的养分浓度和载荷。
乡村美学、天敌和传粉者、户外活动、狩猎、钓鱼等。
难以量化—可以描述。
种植作物及作物残留物的土壤单位面积覆盖度，或者单位面积径流中土
壤流失减少量。

田外养分损失
养分平衡

农业管理区域营养损失的总和—包括农田边缘、根区底部和作物冠层顶部。
土壤表面或者农场出入口养分输入和输出的总和。

*这些指标与其他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需要由生产者来确定。

可能的指标包括哪些？
性都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在一些时候与环境和社会效益
由于施用肥料有多重影响，任何单一措施或指标都

的目标是相抵触的。承认（例如，环保合格证书或者标

不可能完整地反映效益。当然，测量措施的所有可能影

签）或者直接支付生态产品和服务（例如，与温室气体

响也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选择的是那些与最令人关心

减排有关的碳补偿）的项目可以提供管理者全面解决这

的问题相关的效益措施和指标。表9.1给出了可供选择的

三个方面问题的动力。这样的项目可以保证生产力的持

部分指标，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它们并不单单受肥料管理

续改进以及环境和社会的进步。

的影响，这些指标都可通过应用4R养分管理计划而提
高，同时它们也取决于对应用在种植制度和植物生态系
统中的所有措施的健全管理。例如，如果割草管理和品

9.4 养分利用率是养分管理的评价指标

种选择不合理，那么一个好的草坪施肥项目中的土壤侵
蚀控制将得不到保证。再如，尽管对N源、N施用量、

效益措施和指标通常包括作物产量和计算经济效益

时间和位置都做出了最佳的选择，但是选择一个适应性

的完整信息。另外，它们需要反映环境和社会效益。这

弱的小麦品种也会表现出低的N使用效率。

些选择可能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优先顺序，通常包括养
分平衡或者养分利用效率，当避免了养分过剩,提高了

经济支持环境和社会效益

养分利用率,

肥料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就会降至最低。例

农民和管理者认识到环境和社会效益与其保持企

如，在沙质土壤上，淋溶损失的硝酸盐占了施用N的相

业未来活力有关。然而，经济收益对每个企业的可持续

当大的一部分，所以选择提高养分利用效率的措施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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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减少硝酸盐到地下水的淋溶。这种措施可能包括采用

量单位数。另一术语叫做农学效率（AE），它是计算

分期施用以减少淋溶，或者采用铵态N形式的产品。许

施用单位养分增产的单位数，更接近地反映了施用养分

多养分损失对环境的影响是很难测量的，养分平衡和养

的影响。前一个可以在任一保持记录输入和输出的农场

分利用效率是对这些损失的间接测量，并且不是那么难

容易地计算出来，而后一个需要一个没有养分输入的样

以计算、估计和测量。

区，所以只有当农场安排了试验对照区时才能知道。

有这样一些例子，存在非常小的养分损失便可以

PFP回答了“与其养分输入相比该种植系统生产

对环境造成影响。细想径流中可溶性磷的争议或者一氧

效率如何？”的问题，而AE提出了一个更加直接的问

化二氮排放的争议，在这两种情况下，养分损失通常只

题：“通过使用这种养分输入提高了多少生产力？”

占到养分施用的1%-3%，并且其自身的损失并不会造成

回收率。养分回收率也有至少两种形式。简单形式

施用养分失效或者降低作物养分的可用性。提高养分利

有时候被称为分要素养分平衡（PNB），是单位养分投

用效率和减少养分盈余或者可以部分降低这些损失对环

入的养分输出。它通过计算施用单位养分生产的作物收

境的影响，但是养分的来源、施用时间和施用措施可能

获部分中所含的养分来得到。报道为“因使用而去除”

也需要被考虑进来以把其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合适的水

的比例，它是相当容易测量的，并且对于作物生产者和

平。通常认为养分利用效率是肥料使用效益最重要的指

很多生长季来说都是有用的。

标，而事实并非如此，作物养分被用于增加种植系统的
整体效益。如表9.1所示，养分利用效率只是这种效益

更复杂的形式—研究作物的科学家更喜欢这种形

的一个方面。养分利用效率有多种定义，反映养分回收

式—被称为回收率（RE），界定为植物响应养分施用

率、养 分平衡或者施用单位养分生产的产量。每个指标

作物地上部分养分吸收量的增加量。像AE一样，其度

都提供了养分管理改进潜力的独特标志，但是没有哪一

量需要实施没有养分输入的空白样区。PNB回答“与施

个可以对整体效益影响进行全面描述。

用多少有关的多少养分正在排出系统？”的问题。RE
从另一角度回答了“植物吸收了施用养分的多少？”的

生产效率。作物产出效率的最简单形式称为分要素

问题。

生产率（PFP）。它是计算施用单位养分获得的作物产

表 9.2 四个选择出来的养分利用效率(nuE)的定义。
nuE 术语

计算

报道实例

PFP-施用养分的分要素生产率

Y/F

单位N可获得40到80单位谷物

AE-施用养分的农艺效率

(Y-Y0)/F

单位N可增产10到30单位谷物
0 到大于1.0 - 取决于原始土壤肥力和肥力保持目标

PNB-分要素养分平衡 (使用
去除比率)

UH /F

<1 在养分缺乏系统(肥力改善)
>1 在养分盈余系统 (在复位)
略低于1到1 (保持土壤肥力)
0.1到 0.3 - 第一年输入P的回收比率

RE-施用养分的表面作物
回收率

(U-U0)/F

0.5到 0.9 - 长期种植系统输入P的回收比率
0.3到 0.5 - 典型谷物的N回收比率
0.5到 0.8 - 最佳管理下谷物的N回收比率

F - 施用肥料养分的总量
Y - 施用养分后的作物产量
Y0 - 不施用养分的对照小区的作物产量
UH - 作物收获部分的养分含量
U - 施用肥料后作物地上生物量养分吸收总量
U0 - 不施用肥料作物地上生物量养分吸收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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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在该农田尺度上，使用可变比率养分的机会和潜

通常，AE和RE计算出来用于描述短期结果：或者
是单一养分施用，或者是单一生长季的效应。然而，当

力。

估计长期时，结果可能有本质的区别，特别是P，如表

i) 施用养分可用的设备。

9.2所示。

j) 鉴于以上条件，施用养分来源、用量、时间和位
置最优组合的可靠建议和决策支持工具。

9.5 制定4R养分管理计划的步骤

3. 制定计划—为每块农田：
a) 确定达到目标产量和品质的养分需要量。

以下内容为建立和实现4R养分管理计划提供了通用
的一套步骤，这一计划为推进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规

b) 评估土壤的养分供应能力。

定了责任。这些步骤的设计符合第7章描述的适应性管

c) 考虑所有有效养分的供应，选择最可行的养分来

理原则。

源以及最佳的使用量、时间和位置。
4. 实施选择的措施，为了获得最大效益，使用正确用量

1. 设定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整个农场或者企业：

在正确的时间和位置施用正确的养分资源。这些可以由

a) 考虑利益相关者。这些包括邻居、客户、当地公

农场经理或者与顾问、肥料零售商、专门人员、买家和

共利益团体。农场或者工商协会，或者其他自愿

监管人员共同来完成。精确记录和追踪已经做的适应性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改进的组织机构。

管理周期的重要部分，当然也应该追踪作物的状况。

b) 当农田被租用后，土地所有者和农民运营者应该
讨论决定谁负责实施可持续发展措施并监测其效
益。
c) 为企业设置经济、环境和社会目标，关注上面列

问题

出人员的关注点，选择绩效指标。
选择合理的养分管理策略，将会支持农场的可持

?

4. 管理植物养分最重要的效益指标是：

续发展目标。康乃尔大学的全农场评价系列（#1Karl

a. 分要素生产率。

Czymmek）上的一篇文章提供了农场列举环境可持续性

b. 养分利用效率。

目标的一个例子。

c. 农学效率。
d. 与可持续性目标密切相关。

2. 收集必要的生产信息—为每块农田：
a) 作物生长。

5. 制定和实施农场4R养分管理计划的过程：
a. 与适应性管理原则相一致。

b) 目标产量和品质（例如，蛋白质、微量元素含

b. 增加政府法规的负担。

量、色泽或者其他受养分管理影响的特性）。

c. 独立于农场业务计划。

c) 土壤特性：质地、有机质、pH、有效养分水平。

d. 允许忽视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点。

d) 种植历史及过去的养分管理措施。

6. 4R养分管理计划应该包含每块农田的信息有：
a. 与去年相比采用的措施及效益。

e) 基于土壤和特有天气的适合运作的土壤条件（养
分施用、耕作、种植、作物保护和收获）的预期

b. 可持续性目标和效益指标。

天数。

c. 所有可能的效益指标。
d. 养分的替代来源。

f) 排水，入渗率，淋溶敏感性，接近表面的水。
g) 位置、尺寸和表面面积（法定描述，GPS坐标，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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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确定收获后土壤中残留养分，在某些情况下确定

5. 监测措施的实施效果。适应性管理循环的最后步骤
是通过选择的指标评估效益以确定选择的措施是否达到

作物秸秆养分含量（如N素）；

了预期的结果。这一评估将影响下一循环的规划决策(如

c) 考虑基于天气经验（如降水和灌溉是否合理

步骤2)。许多措施的影响在单一生长季不容易被测定出

及 时 ？ 是否有满足作物发展的充足热量？是否有干扰

来，需要评估多个年份以提高可靠性。

正常植物发展的其他因素？）的潜在产量评估是否达到

这样的监控可以很简单,比如判定作物产量和评估

了目标产量；

其是否接近计划的目标产量。但往往取决于优先可持续

d) 计算养分平衡和养分利用效率；

发展目标，监测中还可列单追踪养分的活动，其使用如

e) 监测农场排水口处的水量和水质；

下：

f) 采用适当指标测量或者评估土壤性质。

a) 在生长季和收获时检测作物养分含量；

9.6 4R计划工作表实例
附在下面的例子，是一个作物咨询员或者作物顾问用的工作表，可以帮助农民在农田上制定养分管理计划。
1) 田间信息

企业名称：
（农场或者公司名称）
联系方式—农民：
(姓名，地址，手机，邮箱)
联系方式—顾问：
(注册作物顾问或咨询
农艺师的姓名，地址，
手机，邮箱)
企业简介：
(田块数，作物生长，
畜禽，现有肥料品种)
有关营养素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指标：
有关养分管理的每一目标的
效益指标

目标
经济

环境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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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田间信息
田块或管理区域名称或数目
合法位置和GPS定位
地图和说明
面积（大小）
前作
计划活动的特定作物
现实目标产量
地形和土壤排水特性

土壤特性

土壤测试水平

有机质

n

Ca

质地

P

Mg

pH

K

Zn

CEC

S

Mn

计划(推荐)施用养分
施用

适当来源
(分析)

适宜用量

适宜时间
(日期, 作物生长阶段)

正确位置
(深度，方式)

1
2
养分施用
施用

来源

用量

时间

位置

1
2
养分平衡概要
养分平衡概要
n

P2o5

K2o

S

施用
吸收
移走
效益指标(可能包括肥力水平，养分利用效率，平衡，作物产量等等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显示趋势图)：
指标

大前年

前年

去年

当年

产量
纯收益
偏因子平衡— n
偏因子平衡— P
偏因子平衡—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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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养分管理计划监管和执行标准比较

执行标准：
a) 环境标准仍处于发展阶段，随着科技的成熟，自

每个国家和社会都讨论过监管应有的作用，关于政

愿措施将使农民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府在管理个人和群体行为活动中的适当作用每个文化和
政治制度有着不同的观点。对于环境规则，公认的是生

b) 环境政策的自愿途径允许现在的产业信息在实践

活总体质量受到众多人类活动影响，这些活动影响诸如

中迅速地使用。政府监管部门往往扮演“追赶”

空气，土壤和水等自然资源。这些影响有时候可以通过

角色，修改政策以反映不断变化的情况。

政府在地方、区域或国家层面上的调控而减轻。一些环

c) 自我监管比严格监管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并允许

境影响最好在当地处理，而其他环境问题是世界范围内

最能满足当地挑战的管理措施被选择出来。这就

的，需要多国协调。

避免了每次规则改变时监管部门处理政策挑战状

现在很明确的是，当植物养分管理不当或不慎被留

况的困难。

在田间时，他们可以导致不良环境影响。但是，并不总
是明确的是自愿还是强制反应可以最好地处理这些环境

d) 如果参与者都参与针对特定农田的正确管理措施

问题。下面列出了一些支持和反对强制与自愿的处理方

的选择，更合适的结果很可能不是一个放之四海

法。

而皆准的方法。
e) 自我监管，可能会导致更高层次的合规性。当个

强制性标准：

人参与制定规则时，可能会发现对他们更合理的

a) 以通行方法报告结果可以为处理利益相关者关注

规则。

点和问题提供可靠信息。

f) 随着团体会员为了整个行业的利益而达到共同目

b) 解决具体环境问题的操作要有一套授权标准并保

标，执行标准也许允许所有人实行履约。

持一定水平透明度。

g) 环境政策的自愿途径可能无法为个人或团体达到

c) 目前还没有记录保存的标准方法，也没有养分决

预期结果提供足够的动力。

策制定责任的标准方法，因而没 有统一的标准很

h) 遵守执行标准可能涉及不必要和并未发生的负面

难记录环境目标的进展。

信息披露。

d) 有人认为，长期强制性法规可能最终引导农民获

i) 自我调控举措以共享信息为基础，这些可能会造

得更高的效率、更高的利润和更多的社会福利，

成利益冲突。

对这一观点的看法有所分歧。

j) 自我调节机构可能不愿意及时给予他们群体中的

e) 在多种经济作物种植的地区，监管部门制定强制

严重违法者适当的处罚。

性规则以适应每种作物特殊需要的能力会受到严
重的挑战。

k) 当特定的个人利益偏离整体的社会目标时，利益

f) 强制性方法往往缺乏对调整新情况、环境条件、

冲突使得自我监控和执法更加困难。

市场变化和科技进步的灵活性。这可能对在全球

l) 许多农民在由全球环境控制的市场运营。当国外

商业环境下运作的农场造成负担。

市场没有法规的约束，自我调控可能会成为竞争

g) 严格规定削弱了创新，也不能激励人们去超越最

劣势（尽管这也适用于强制性规定）。

低要求和保持纪录。

m) 环境政策的自愿途径可能不会解决一些特定管理

h) 许多法规有“赢家和输家”，这使得规则的制定

决策引起的广泛的环境和社会影响问题。

变成了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结

n) 环境政策的自愿途径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能满足

果。

所有利益相关者愿望的效益证明。

i) 对监管部门来说监督符合农场规则是困难的，
因为它会破坏人们对规则信任并使执法变得不
可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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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通过淋溶转移到活动根区以下，并伴有地下水污

9.8 控制对环境的影响

染风险；

4R养分管理计划的核心目标就是经营和降低影响环
境的养分损失。全球人类大家庭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以

d) 通过径流、淋溶和/或者排水流失到地表水中；

何种方式使用氮、磷和其他有效养分来源以创造出一个

e) 以挥发性氨的形式排放到大气中；

充裕，安全和营养的食物供给，以及我们以何种方式达
到对空气和水分质量的更好保护和修复。N、P循环与

f) 以氧化亚氮（N 2O，一种有助于全球变暖和气候

其他必需养分元素循环紧密相关，这些支撑了地球上的

变化的活性较强温室气体）或者N 2气体从所有N

所有生命。目前，我们基于4Rs的养分管理行动，将决

源肥料排放到大气中。

定当前和未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结局。每个化肥消费

某些土壤通过一些上文所述的主要N损失途径可能

者作出管理选择时应问道：我的管理决策和行动是否导

会造成更大的N损失。例如，深厚的沙质土壤可能倾向

致有利的结果、更好的环境和净社会效益？

于损失更多的硝酸盐态N；景观低洼地区的细密质地粉
砂壤土可能比粘性土遭受更多的N损失，它们通过反硝

这些问题是很难回答的，主要是因为在农场层面上
对环境的影响是难以衡量的。例如，期望每个农场生产

化作用和N2O和/或N2形式排放到大气中。

者来衡量他们排放到大气中的氧化亚氮或者损失在排水

管控N损失需要的知识

中的P是不太现实的。这些例子都涉及在非常特殊的土
壤和气候条件下的零星损失。此外，没有一个单一的措

适当N源的使用，尿素和/或硝化抑制剂的使用，为

施可以在所有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减轻这些损失—没有“

更好切合作物N吸收模式和吸收比率的同步N施用，使

一劳永逸”的解 决方案。科学研究已经确定了一些条

用适当放置方法和N在正确位置的施用需要了解更多有

件，在这些条件下肥料类型，用量，时间和位置的特定

关信息，它们包括：

组合可以在不限制生产率的同时降低损失。用指标、议

1) 肥料N源；

定书和其他文书描述这些条件，这些与养分管理计划中

2) 土壤特性和属性；

包含的信息有关，这些描述会出现在本章后面的一些案

3) 天气条件(如湿度、温度)；

例研究中。

4) 种植系统养分需求和平衡;

以下两节将集中具体地说明与环境影响最经常有关
的两种养分元素：N和P。

5) N循环的复杂性；
6) 水分管理和灌溉效率。

9.8.1 控制N对环境的影响

例如，当尿素或者含尿素肥料表施并且在施加的48

以综合的定点的方式实施4R养分管理可以促进植物

小时内并没有充足的降水或者灌溉时，N以氨形式的挥

从土壤中的N回收。这种植物N的回收可使盈利降低和

发损失可能很大。这也可能发生在硫酸铵表施在石灰性

环境破坏的风险减少到最小。提高N的施用效率，降低

土壤上。对于那些花费大部分时间做采购和营销决策的

损害空气和水体质量的N损失，同时还可以降低N往非

农民和种植者来说，一个专业农业顾问的学科技能（例

农业区域的潜在转移，在这些地区它将损害自然的生物

如，获得认证的作物顾问），或者一位经验丰富的推广

多样性。

代理可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专业人员可以帮助农民和
种植者计划和实施N管理措施，这些农艺措施技术含量

N的损失路径

高，可带来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

不幸的是，大多数谷类作物在生长季节对施用N的

提高N利用效率的途径

回收往往都远没有达到。它的范围可以从30％到70％，
改善作物回收和土壤保持N的途径：

甚至更广泛。施用N的剩余部分可能：
a) 以铵的形态储存在土壤可交换位置；

a) 改善作物遗传特性；

b) 储存在土壤有机质中；

b) 新型肥料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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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更好的施用时间和分期施用；

相联系—包括存留在粘土和氧化物矿物表面，也可与诸
如Al、Fe和Ca的阳离子沉淀起来。在大多数土壤中磷酸

d) 改进施肥技术

盐并不是很易移动的，并且主要附属在固相颗粒上而不

e) GPS和GIS工具的广泛应用；

是融于水中。因而，P损失通常与从农田带走微粒物质
的表面水土流失有关(图 9.1)。

f) 采用提高水分利用效率的措施。

当施用的有机肥或者P肥被遗留在土表或者只被浅

如第8章述，适应性管理可以帮助农民从上面列出

浅地覆盖在表层，最上面的土壤和最易受到流水影响而

的途径做出选择。

损失的区域将会变得富P。在这些地方，P损失主要发生
在地表径流。通过土壤的这些运动可能发生在低土壤固
磷能力、土壤有效磷水平升高和通过土壤大缝隙的径流

9.8.2 控制P对环境的影响

中。这种径流通常起源于土壤表面。因而，大多数形式
的P损失可以通过地下条施来控制和最小化，水分管理

磷需要定期添加到大多数土壤中以保持支撑作物生

也可能是减少P损失的一个组成成分。

长的充足养分供应和收获时移除养分的替代。虽然P是
一种植物和动物的必须营养元素，提高其在淡水河流和

控制P用量以控制其在土壤中的积累

湖泊中的浓度可过度刺激生物生产力。养分富集水体中
过度的植物生长称作富营养化。富营养化通常是由人类

有几个丰富地表水P含量的潜在P来源。当农民使用

活动造成的，但是它是一个自然发生过程，特别是在湖

化学肥料作为其主要P源时，一般较少有过量施P发生，

泊中。一些权威机构认为，水体富营养化是地表水退化

因为施用超过经济合理浓度的肥料表现为浪费金钱。为

的主要原因。

保持P浓度不超过作物生产所需要的范围，需 要通过定

农田损失的P总量可能相当小，但是哪怕是小溪、
河流和湖泊中可溶性P的很小富集都可以促进富营养化
（例如，一些湖泊蓝藻水华可能会发生在浓度低到0.02

问题

毫克P/升时）。富营养化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健康
和景观影响。

?

7. 执行标准与强制性标准相比的一个优势是：

始于地表的P损失路径

a. 允许方法对站点特异性约束条件敏感

土壤P存在于有机质中，并与土壤中许多有机组分

b. 限制对变化环境决策制定的灵活性
c. 破坏创新
d. 影响对严重违反者的合适处分
8. 对 未 来 全 球 人 类 大 家 庭 最 关 键 的 两 种 养 分
是：

土壤颗粒磷侵蚀

a. N和P

土壤和植物中释
放的磷径流损失

b. 钴 (Co)和硒 (Se)
c. 纤维素和木质素
d. 镉 (Cd)和氟 (F)

总径流损
失磷

磷淋失很少

9. 大多数谷类作物在其生长期对施用N的地上作
瓦流

物回收通常为：
a. 超过70到90%

下层流动

b. 不多于30%
图9.1

9-10

c. 50到60%

P损失的主要途径是地表径流，但是在某些
土壤中淋溶可以将P携带到排水管道中。源
自：Sharpley et al. (2003)

d. 30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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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土壤测试来监控。长期以大大超过作物移走的用量施

表 9.3 控制农田P损失的因素

用P肥，可以使土壤P浓度上升到不需要的水平。
磷源因素

牲畜的集约生产可以导致局部地区内有机肥和养

土壤P浓度

分的过剩。在农田反复施用有机肥通常会导致P浓度超

P肥施用量、时间和位置

过作物的移除，并最终增加农田养分损失在水体中的风

有机肥施用量、时间和位置

险，在一些地区年施用量可能超过作物移除数倍。区域

有机肥P浓度

有机肥分布的改良方法可能需要移动过剩养分至农学上
需要的区域，连续施用超过作物需求的营养物质可能会

有机肥物理性质

导致不必要的积累和潜在的环境问题。平衡养分输入和

P源溶解度

输出的原理对所有形式和所有类型都是重要的。

磷转移因素
地表水径流潜力

控制磷和水分以减少损失

土壤侵蚀潜力

采用两种田间措施能帮助保护淡水使其不致富营养

地下排水

化：

农田边界植被缓冲区

a) 土壤中的磷应尽量平衡有机肥和化肥的输入与作

接近水和与水体的连通性

物收获。这可以通过计算施用在每一田块中的养

土壤质地和排水系统类型

分和收获时移除的养分或者放牧牲畜所含的养分
来完成。定期进行土壤测试将会提供土壤P浓度

很多方法被用来确定具有高P损失风险的个别田

是否随时间增加或者减少的反馈。可以基于长期

块。做这些评估的技术包括从最简单的P损失评估到复

的趋势来调整养分施用量。

杂的电脑模型，所有这些评估都必须经过当地土壤、气
候和种植条件的校验。一般而言，这些方法着眼于P源

b) 大多数的P损失发生在泥沙随地表径流离开农田

的贡献以及P转移到水的潜力。这些因素列于表 9.3。

的时候。减少侵蚀和径流的保护措施也可以减少
P损失。可以减少P损失的若干农田保护措施有：

土壤测试指导P管理的经济和环境目标
减少耕作

灌溉措施

湿地

河岸带管理

覆盖作物

溪流管理

沟渠管理

带状栽培

性磷也会导致富营养化和水华滋生。最大的不同是径流

侵蚀防治

灌溉尾水回收

P与表层土相比更易受到较小深度土壤的影响，而表层

草场排水道

养分施用

土贡献了大多数的植物养分。这种差异与土壤是否使用

撒播机校准

养分施用时间

翻转耕作（铧式犁）无关，但是在保护耕作（比如，无

土壤测试对于预测P施用的需求及其生产经济作物
响应的可能性非常有用。这些目的与预测损失到排水中
的风险不同，但是相同形式的P—中耕作物需要的可溶

耕作或者将大部分作物残渣留在表面的系统）中土壤的
垂直混合是要削弱的。
风险指标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P的损失

发展中的新土壤测试可以提高对作物反应和P损失

径流中的非点源污染可能很难鉴定也很难控制。损

潜在风险的预测。这种测试的一个例子就是Mehlich 3测

失在表面径流中的大多数P通常来自于农田中一个相对

试中的P/Al比，它被用来评估土壤P饱和度。这些新的

较小的区域。对这些高风险区域应该给予特别关注。在

土壤测试需要解释诸如何时取土样、土样取样深度、适

这些区域应该实施合理的土壤保护措施以阻止微粒物质

当的土壤处理方法和实验室提取技术等因素。

转移到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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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协同管理

P的土壤测试值
低

适量

高

与可持续生产的养分资源、用量、时间和位置有关

产量上的
临界值

杂、位点专一和随时变化的。他们包含不确定性，并且

随地表径流损失的P

作物产量

的过程可能会令人望而生畏。可持续性的影响是高度复

P损失
临界值

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支持改进可持续的科学基础。然而，
适当的全球框架指导下的实用常识和思考可以在短期和
长期时间内改变措施并提高产量。
从短期来看,它鼓励由实际地面行动转向协同解决
方案。例如，一旦种植者理解条施底肥不但可以增加作
物产量还可以减少P径流量，实际操作上的变化可能会

低

中

高

立即发生。

P损失风险

从长远来看，它引导科学研究和推广将可持续发展
图9.2

随着土壤测试P的增加，作物产量和P损失风
险也在增加。来源：Sharpley et al. (2003)

问题放在首要位置，提出最有效的措施。通常这些问题
很难在农场解决，例如，谷类作物N利用效率的提高。
对植物营养最佳生产力的指导实践，可以帮助解决
许多植物养分利用当前存在的问题。 4R

减少过度P积累的土壤测试很容易启动，可以立即
进行实际测量以减少P损失和富营养化的风险。化肥和有
机肥施用需要计划在一年中损失风险最小的时间，有机
肥和P肥施用位置的确定需要考虑如何减少径流损失。减

参考文献

少土壤侵蚀的农田保护措施应该是所有农业措施的一个

Sharpley, A.N. et al. 2003. Agricultural Phosphorus and
Eutrophication. 2nd Ed. [On-line].

重要部分，无论农田大小、养分状况或者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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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9.1-1 澳大利亚湿润热带地区甘蔗养分管理计划。
澳大利亚制糖业从4000农场的35Mt甘蔗中生产
约5Mt甘蔗原糖。甘蔗种植在沿海岸平原以及从
昆士兰到新南威尔士的澳大利亚东北海岸河流
的高雨量和可灌溉地区（见地图）。甘蔗种植
和糖的生产巩固了许多沿岸社区的经济，而且
其地域经济影响仅次于旅游业。
北部甘蔗种植区处在年降水量为2000到4000毫
米的潮湿热带地区，这一地区与大堡礁世界遗
产区的部分毗邻。
大堡礁是一个独特而珍贵的生态系统。大堡礁
现在正承受着渔业、集水区城市扩张、污水和
采矿以及诸如海洋酸化和变暖的气候变化影响
的压力。组成大堡礁的珊瑚和其他礁生物受到
了水质变化的影响，例如，温度、某些农药、
盐度、养分和悬浮泥沙。

地图：发展“六个简单步骤”项目保护大堡礁

甘 蔗生 产 在 澳 大 利 亚 是 一 个 高 度 专业化的产
的政府和产业伙伴
业，应用新的改进的农艺技术应对了变化的经
济 和社 会 问 题 。 所 有 甘 蔗 采 用 机 械种植和收
获，大多数种植在一个绿色垃圾袋之下以代替在收获前燃烧垃圾。广泛采用少耕，并且很多种植者
在他们的农田里实施了定位养分管理。农民也正在开发他们农场内的河岸带作为养分和沉积物收集
器。
通过减少临近甘蔗生产区域养分和农药输入已经设定了保护礁区水质的目标。任何出于商业目的在
潮湿热带流域种植甘蔗超过70公顷的人都要准备环境风险管理计划（ERMP），其要求包括：
◆ 识别可能引起进入礁区水中农场污染物释放的任何危害。
◆ 提高流出农场的水分质量之测量指标和绩效指标。
◆ 包括一个提供土壤养分施用、农场农用化学品和沉淀物损失管理的管理计划。
◆ 基于土壤性质、其他来源（例如，工厂副产品）以及甘蔗产量潜力，向土壤施用不超过最
佳施用总量的N肥和P肥。
◆ 记录土壤测试结果和肥料施用。在一些地区，土壤测试必须在任何养分都没有施用在作物
前进行，必须包括对可矿化N和植物有效P的测量。
◆ 对这些建议的改变必须经过认证顾问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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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农场的ERMP随后都要经过昆士兰环境和资源管理局（DERM）的评估。一旦评估通过，该计
划将有一个1-5年的认证期。计划将包括农场的地图、养分管理计划、综合虫害和杂草管理计划。
这些计划由DERM登记和审核，以便养分管理计划—通常在BSES有限公司（一个甘蔗生产机构）
SIX EASY STEPS方法形成—变成社区甘蔗种植者在他们农场使用化肥方式的声明。
SIX EASY STEPS程序是一个综合的养分管理工具，它能够使甘蔗种植者采用养分最佳管理措施，并
且这些工具可以用来发展ERMP要求的养分管理计划。这六个步骤是：
◆ 了解你的土壤
◆ 理解养分管理过程和损失
◆ 定期进行土壤测试
◆ 采用特定的土壤养分管理指南
◆ 检验养分输入是否适当（例如，使用叶分析）
◆ 保证良好记录，以便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对养分投入进行修改
该程序针对一个种植者制定的短期课程。目的是为平衡农场养分，优化生产力和盈利能力和杜绝不
利非农影响提供指导。

更多信息：
The SIX EASY STEPS approach. [On-line].
ReefWise Farming. Qld. Government, Australia.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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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9.1-2 4R养分管理计划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4R养分管理计划形成了一氧化二氮减排协议（NERP）中加拿大亚伯达农场碳排放额度定量、可靠
和可验证方式的基础。这一协议由气候CHECK和加拿大肥料研究所制定，并于2010年十月由亚伯
达环境局（亚省内阁）正式批准。
在NERP的发展中，首先提出的问题之一是一氧化二氮减排量与作物产量之间的潜在交换。无论如
何，定量一氧化二氮排放的两种尖端方法试图对其进行解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接
受的“二线”方法为加拿大温室气体库存分派了一个区域特色的N施用比率函数的排放系数。施用
N以N2O排放的排放系数在加拿大的变异范围为0.2-1.7%。
为了说明其他三个R专家判断减少改良剂的正确来源、时间和地区被应用于每一个绩效水平。三个
较好管理措施（BMP）绩效水平从基础到中级和高级允许采用不同水平的BMP和增加直接景观管
理强度的监测数据。绩效水平越高，反应较小，降低改变的减排可能越大。加拿大西部草原土壤
BMP的例子详细说明了包含氨配方使用、春季或者分期施肥及其结合的基础绩效水平。中间水平
也需要氨配方，但是大多数也使用缓/控释肥料或抑制剂。在“高级”类别下施氮量是基于衍生自
网格采样、卫星图像或数字化土壤地图的定量化农场信息。
通过应用4 R养分管理的原则，NERP试图：
◆ “优化作物对单位添加氮的响应”
◆ “最小化硝态氮积累或存留在土壤中其可能脱氮的地方和直接或者间接以N2O排放，或者
通过淋溶损失在生态系统中的机会”。
协议指定了有资质的作物顾问(CCAs)在协助农民建立和实施他们4R计划以及在计算相关碳排放额
度方面的任务。专业土壤学家（PAgS）和作物顾问可以通过完成4R养分管理和NERP要求的特殊
训练并通过一个认证考试以符合APAs的要求，只有APAs被授权可以签署计划。额外的需求也可能
适用，因当地法律和法规而不同。
NERP的定量化方法基于加拿大国家温室气体库存报告使用的方法，这是准备要满足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下加拿大报告要求的。已开发的NERP根据ISO14064-2标准，这符合亚伯达补偿系统
的要求，与加拿大补偿系统、气候储备行动以及北美其他自愿温室气体项目的意图也是一致的。亚
伯达NERP是世界上同一类型中的第一个。美国化肥学会正在评估NERP在美国实施的可能性。
NERP通过科学专家全面和透明的咨询以提交亚伯达补偿系统的过程而发展。这些科学家来自加拿
大的主要农业大学、加拿大农业与食品学会、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省级土壤专家和行业利益相关
者、一些国际专家也包括在内。
2008年在卡尔加里举办的NERP首次咨询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批准了根据4Rs做的NERP总体设
计。尽管就NERP的主体部分达成了共识，与会专家认为一些缺口需要进一步的补充。这些缺口随
后被记录在了一份决议中，为进一步推进达成共识的过程，这份决议在一个在线网络研讨会上提交
给了科学专家。网络研讨会参与者解决了NERP的发展以允许其标准化和提交给亚伯达补偿系统，
开始正式进入评审流程。这一流程是4R原则和利益相关者投入如何被用于处理特定社会问题和养
分管理挑战的一个重要例子。

参考文献
Alberta Environment. 2010. Quantification Protocol for Agricultural Nitrous Oxide Emissions.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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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9.1-3 水分和养分管理措施改善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地下水质量。
自1985年以来，检测了横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下游普拉特自然资源区（NRD）地下水和流经该区域
地表水的硝酸盐浓度。
在该区域北方的平台区域有地下
水位在地面以下1.5到7.5米的粉
砂壤土和中等细砂土，并且为了
灌溉玉米，这些土壤已经被强烈
耕翻。在该平台区域，地下水硝
酸盐含量一直都超过饮用水10 毫
克/升的标准。
基于地下水的硝态氮水平，该区
域已经实际应用了N管理的三层
模型。灌溉区域井水硝酸盐含量
平均值分别被指定为层次I、II和
III，即≤7.5、7.6-15和≥15.1 毫
克/升。自1987年以来，大多数农民都被要求要达到层次I的要求，较少数被要求达到层次II、III和IV
的要求。所有经营者使用的化肥每4年都要注册一次，并且都被鼓励采用要求更高阶段的措施。推
荐N用量基于前期作物的作物产量目标（过去5年都设置为105%）、灌溉水中的N以及90厘米深处
土壤硝酸盐含量。与养分管理相关的一些要求列出如下。
层次 I
◆ 11月1日之前禁止在非沙质土壤上进行秋季氮肥施用。
◆ 直到次年3月1日都禁止在沙壤土上施用N肥。
层次 II
◆ 进行年度土壤和灌溉水硝态氮测试。
◆ 提交年度施肥报告。
◆ 氮肥只有在使用有肥料经销商登记的许可硝化抑制剂才能被允许在11月1日到3月1日之间施
用在非沙质土壤上。
层次 III
◆ 直到3月1日禁止秋季和冬季在所有土壤上施用N肥。
◆ 春季氮肥施用需要分期施用（播前和根侧追肥）或者施用许可的硝化抑制剂，如果在播前
施用50%或者更多N肥则需要肥料经销商的认可。
层次 IV （适用于地下水硝酸盐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比例下降的区域）
◆ 通过NRD设定作物产量目标。
◆ N肥施用比率不超过NRD推荐量。
◆ NRD职员直接与经营者工作于最佳管理措施。

结果：平台（北方）区域地下水硝酸盐含量从1987年开始到研究结束的2005年一直在降低（见
图）。其中降低的20%得益于作物收获增加的N移除，50%得益于由沟灌到喷灌的转变。或许可以
推断剩余的30%由施用时间和来源（硝化抑制剂的加强使用）的改变引起。地下水硝酸盐浓度的进
一步降低可能需要增加当前BMP的使用，或者采用诸如控释氮肥的额外技术以及使用作物冠层N探
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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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肥价格翻倍

籽粒N移走量

地下水中N，毫克/升

氮，公斤/公顷

N肥施用

地下水中N

随着时间推移，作物产量和n移除增加，地下水硝酸盐水平降低。
注意：这些数据是普拉特自然资源区中央NE CEAP研究区域平台上的灌溉玉米地的商业氮肥施用和
谷粒N移除以及平台之下主要蓄水层的硝酸盐浓度。
改编自 Exner, M.E., H. Perea-Estrada, and R.F. Spalding. 2010.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10:
286-297. Data for Figure provided by Dr. R. Ferguson and Dr. M. Exner, U. of Nebraska.

大约一半的地下水硝酸盐含量降低得益于沟灌到喷灌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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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9.1-4 通过土壤测试水平管理P肥施用来提高中国的粮食生产和环境保护。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资源有限的国家。为确保粮食安全和作物生产的持续增高，过去60年中
国已经在构建土壤肥力上给予了强烈关注。中国依靠土壤有机质和作物残留物回收利用作为养分来
源维持土壤肥力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大部分的耕地都已经肥力低下而且
作物生产率也很低。从那以后，使用N肥成了风气并且提高了作物产量，但这也耗竭了土壤中更多
的P和其他养分元素。因为作物吸收P的大部分都在被收获部分（粮食作物大概有80%），因此土壤
P很快被消耗，并且土壤低P变成了作物生产的一个严重的产量限制因素。到了20世纪80年代，根据
第二次全国土壤肥力调查的结果，大约48%的耕地土壤有效磷非常低（低于5毫克/千克），而另外
还有30%处于很低（低于10毫克/千克）水平。
鉴于土壤P条件以及确保粮食安全和建立土壤肥力的国家目标，P肥变成了遍布中国的施肥计划的一
个重要部分，从南方逐渐蔓延到北方。据估计，1981-2000年，共约133万吨P2O5已作为化肥应用
于中国耕地。假设施用P的累积利用率（回收效率）是50%，平均大约有480千克/公顷的P2O5累积
在土壤中。如果也考虑有机P来源的话，土壤P积累可能会更大(Li, 2003)。
整个土壤P平衡（P输入-P输出）在持续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70年代的大的负平衡的延
续期之后迅速改变。到20世纪80年代，耕地P平衡开始变成正的，P也开始在土壤中积累。据估
计，到2005年，中国土壤中获得的过剩P约79千克P2O 5 /公顷。有了高的土壤-作物系统P平衡，
预期土壤有效P将逐步增多，土壤P肥力也将提高。尽管没有直接的国家调查数据证实这一点，现
在普遍认为总耕地缺P（即有效磷水平低于10毫克/千克）比率已经下降到了50%。CAAS-IPNI土
壤和植物分析实验室对1991年到2007年收集到的43156个土壤样品进行P分析的结果也表明48%
的测试土壤缺P。
在最近的历史中，高P肥施用量帮助中国增强了作物生产也建立了土壤P素肥力。然而，随着土壤P
积累量的增加，耕地P损失风险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虽然只有有限的耕地P损失对地表水
污染贡献的有效信息，据报道，调查的湖泊中14%到68%的总P来自于农业土地(Li, 2003)。
由于中国土壤P肥水平的这些变化，为了经济和环境效益，在制定P施肥策略时或许应该考虑以下几
点：
1. P的施用策略应该根据土壤测试。对大多数作物而言，当土壤测试有效P低于20毫克/千克时
要施用足够的P肥以构建土壤P肥力水平。在这一水平上向土壤中补充作物残留物，在土壤
测试P水平很高时不施用P肥。
2. 考虑所有条件，需要关注对通过土壤侵蚀损失P的控制。
3. 应该为整个作物轮作制定一个注重提高总P肥使用效率的P肥施用程序，关注不同种植制度
的长期P累积回收效率。
4. 了解不同作物对土壤P水平的不同需求，不同产量水平的土壤测试P的不同临界水平可能也
需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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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黑龙江省应用的最佳施肥处理下大豆（右）对P的响应。
中国施肥效率的变化遵循最小养分律和其他与植物养分相关的原则。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农
民主要使用有机粪肥保持土壤/作物系统之间的养分平衡，这样生产力相对较低。20世纪50年代之
后，随着作物产量的增加和N、P化肥使用的增加，更高水平的作物K移除导致了土壤有效K的耗竭
以及土壤/作物系统K的负平衡。根据Li Jiakang（2003）的研究和养分平衡估计，土壤/作物系统N和P
投入-产出之间的平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负变成了正，但是在2000年K平衡仍然是负的（表1）。

表 1.中国农业土地养分投入产出平衡 (x1000 公吨).

有机粪肥

无机肥料

年份

1965

1975

n

2,930

4,100

P 2o 5

1,380

1,940

K 2o

3,060

4,620

6,210

7,600

8,320

n

1,210

3,640

12,590

22,240

25,140

550

1,610

4,190

10,350

9,730

3

130

980

3,360

6,590

n

5,220

7,490

11,140

13,730

16,620

P 2o 5

2,370

3,340

4,790

5,770

6,640

P 2o 5
K 2o

产出

K 2o
n
平衡

P 2o 5
K 2o

1985

1995

2000

5,030

6,110

6,520

2,560

3,300

3,440

5,600

8,130

12,080

14,550

17,390

-1,690

-1,570

190

3,500

2,470

-600

-280

710

4,890

3,610

-2,540

-3,380

-4,890

-3,550

-2,480

来源: Li Jiakang et al. 2003.

参考文献
Jin, J. Y. 2008. In Li, H.D. (ed.) “Plant Nutrient Management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Jiangxi
People’s Press. Nanchang, China. p 9-18.
鲁如坤. 2003. “磷肥与复肥 ”, Vol. 18, No. 1, 4-8.
Li, J., B. Lin, and G. Liang. 2003. In Lin Bao (ed.)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No-pollution Agriculture.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17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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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吸收— 机体从环境中摄取营养物质到体内的过程，如植
物吸收气体、水分及养分或其他物质。

带状肥— 施在土壤表面或是表面以下一个条带状集中区
域的肥料。

酸— 在溶液中电离时其阳离子完全是氢离子的化合物；
溶液中H+活性大于OH-的状态。

带状施肥— 带状施肥是施肥的一种方法。指的是将肥
料集中施在一个狭窄的区域，这一区域是一个持久
的、原封不动的提供营养的集中源。带状施肥可以
发生在种植之前、种植过程中或是种植之后。

酸性土— 土壤溶液中含有大量的H +（活性酸）的土壤和
土壤胶体表面含有大量的H +（潜性酸或潜在酸）的
土壤。特指pH值小于7的土壤。

盐基饱和度—盐基离子（Ca2+, Mg2+, K+和 Na+）占全部
可交换性阳离子的百分数。

活性酸— 指土壤溶液中游离的H +所表现出的酸性。活性
酸的大小一般用pH值来表示。
潜在酸或潜性酸— 土壤胶体上吸附的H 或Al ，通过离
子交换进入溶液后才会显示出酸性。

基岩— 土壤底下的坚硬岩石和土壤表面至地下几百英尺
的风化了的岩石。处在土壤表面的岩石会经受侵蚀
作用。

粘附力— 物体表面分子间引力，是物质结合在一起的作
用力。如水吸附在土壤颗粒表面。

生物固氮— 对大气中氮（N 2）的还原和同化作用。某些
自由生活的或是共生的细菌具有固氮能力。

吸附作用— 固体或是液体表面与一层非常薄的分子接触
时的粘附力。

硼— 一种必需元素，参与碳水化合物的运输。硼是花粉
管生长和花粉粒萌发所必需的元素。缺硼可能是作
物生长过程中最常见的一种微量元素缺失现象。

+

3+

静电吸附— 带有静电物体的表面离子静电作用引起的吸
附现象。

撒施— 将固体、液体肥料或是其他物质施在土壤表面，
结合或不结合耕作措施的施肥方法。没有特定的关
于肥料与植物的距离要求。撒施可以是在作物种植
之前，也可以在作物种植之后。

通气— 大气中的空气进入土壤取代土壤内空气的过程。
通气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孔隙的体积和连
续性。

缓冲作用— 加入酸或碱后，控制或减小pH值变化的过
程。一般来说，当某一离子加入或是移出溶液时，
缓冲作用能缓解该离子溶解浓度的变化程度。

团聚体— 土壤中的砂粒，粉粒和黏粒胶结形成的较大颗
粒物。团聚体可以是球形的，块状形的，板状形
的，棱形或是条形的。

缓冲pH— 中和某一特定土壤酸性所需石灰量的用量标
注。

碱土— 土壤碱性较高（pH≥8.5）或是土壤中可交换性
Na+含量较高（交换力≥15%），或是两者皆高的土
壤。

容重—在土壤学中指的是单位容积的土壤干重。

碱性—指一物质 OH-的含量或是OH-的释放量大于H+的
含量或是H+的释放量。

容积— 任意土壤质量的体积，包括固体土粒和孔隙的总
体积。

碱性土—pH值大于7.0的土壤。

石灰性土壤— 含有游离碳酸盐，用1:10的稀盐酸处理有
明显气泡产生的一种土壤。

土壤改良剂—为改良土壤pH值或是土壤物理特性而向土
壤添加的某种物料，如农用石灰，石膏，泥炭，堆
肥等。

钙— 一种必需营养元素，是植物细胞壁的成分；是某些
酶所必要的元素。钙在调控代谢过程中起作用。
毛细作用力— 毛管孔隙（小孔隙）中水分与土壤表面的
作用力。

氨化作用—含氮有机物释放氨态氮的生物化学过程。
阴离子交换量— 土壤胶体所能吸附的各种可交换性阴离
子的总量。

碳水化合物— 含有(CH 2O)n这一通式的有机物质，如单
糖和多糖。

养分有效性— 一个广义的概念，经常用于描述供植物吸
收的养分的供应量或充足情况。

碳循环— 碳循环是指二氧化碳（CO 2）通过光合作用或
是化学合成作用固定在活的生物体中，然后这些生
物体通过呼吸作用释放碳（C），或是生物体死亡
后，经异养生物的降解作用释放出碳（C），最终
使碳回到其最初状态的迁移循环过程。

有效水— 土壤中易被植物根系吸收的那部分水。一般是
指在1.5MPa压力下土壤固持的水。
碱— 与H + 反应或是释放OH - 的物质；该物质能中和酸
性，提高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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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所施加的营养物质可以是固体，液体或气体形
式。

碳氮比— 土壤或是有机物中的有机碳含量与全氮含量的
比值。计算公式是有机碳的百分含量除以全氮的百
分含量。

反硝化作用— 在缺氧条件下，介质中硝酸盐（NO 3-）或
亚硝酸盐（NO2-）还原成气体（N2，NO，N2O）的
生物化学过程。

碳酸盐— 碳酸钙，碳酸镁或是碳酸铁水溶液进行有机或
是无机沉淀所形成的一种沉淀物，如石灰石和白云
石。

耗竭区— 土壤中靠近根系的窄狭区域，在这一区域不可
移动的养分浓度显著低于附近区域的养分浓度。

阳离子— 由于失去电子而形成的带正电荷的一个原子或
是原子团、化合物。

解吸附作用— 离子或分子从一个物体表面释放出来的过
程，与此相反的是吸附作用。

阳离子交换量— 土壤胶体所能吸附的各种可交换性阳离
子的总量。

扩散— 分子随着梯度移动的过程。水从湿的区域扩散到
干的区域；气体和溶质从浓度高的区域扩散到浓度
低的区域。

离子交换— 粘土胶体或是有机胶体等物体表面的阳离子
和另一溶液中的阳离子发生交换的过程。

分散— 将复合粒子（如团聚体）打碎成单个的组分颗
粒；或是将细小颗粒（如黏粒）散布或悬浮在分散
介质（如水）中使其破碎。

纤维素—植物体中含量最多的一种碳水化合物。
化学灌溉— 将肥料和（或）杀虫剂溶入灌溉水中，用这
些含化学制品的灌溉水对作物进行施肥或是控制害
虫。

白云石— 由碳酸钙和碳酸镁合成的碳酸盐矿物；含镁的
石灰石也可以叫白云石。

氯— 与氧气释放有关的光合反应所需要的一种必需营养
元素。氯可能有渗透调节作用。

滴灌施肥— 滴灌或条状施肥，是带状施肥的一种方式，
具体是将条带或管子摆放在地里的，根据不同土壤
和作物残体的表面形式将固态或液态的肥料装入不
同的管中将液态的或固态的肥料呈条带状施入。

叶绿素— 一种绿色色素，为植物，藻类和一些细菌的光
合作用捕获光能。
缺绿—植物绿色部分失绿或是变黄的一种非正常状态。

双施法—同时将两种肥料呈带状施用在地表下的方法。

黏土— 黏土是土壤或地壳的其他部分中天然存在的无机
晶体颗粒。黏土颗粒的直径小于0.002mm。

可交换性盐基— 指吸附在土壤胶体上能被H +或其他一些
阳离子置换出来的盐基离子。

钴（Co）—钴是动物和固氮作用所必需的元素。钴可能
对其他的植物酶的活性有作用。

有效降水量— 总降水量中可以供植物生长利用的那部分
降水量。

胶体— 直径小于0.001mm的有机或无机颗粒。胶体比表
面积大，往往具有很强的活性。

电子— 电子是原子的构成部分，是一种带负电荷的粒
子，质量小。

保护性耕作— 与清耕法将全部作物残体翻耕入土不同，
保护性耕作是指在种植后最少保持30%左右的植物
残体覆盖地表的耕作方法。

元素— 是指不能进一步分解的任一物质，除非通过核裂
变使之分解。
酶—是管理和控制细胞内生物化学反应的一类催化剂。

消耗性利用— 植物蒸腾和生长所利用的水分，包括邻近
土壤水分或是降雪或截留的降水中的水分蒸发。

平衡— 随着时间推移，一个化学反应或是一个生态系统
只存在微小变化的一种状态。

传统耕作— 传统耕作方法因地区和作物的不同而千差
万别。最开始传统耕作一词是指在播种前利用铧式
犁耙地以使土壤表面平整的耕作方法。然而，在现
实中，传统的耕作方法已经发展到使用其他耕作农
具，包括作为一个主要耕作机具的凿子犁的广泛使
用。

等价当量—结合或替代1克H+所需的离子或化合物的重量
（g）。化学当量等于原子量或化学式量除以自身的
化合价。
侵蚀— 流水、风、冰或是地质作用所引起的地表风化。
快速侵蚀是指风蚀或是水蚀，其速度比自然界正常
侵蚀作用或是由地质引起的侵蚀作用快得多；快速
侵蚀通常与人类活动有关。

铜— 是一种植物体内叶绿素合成所必需的营养元素，是
植物体内若干种酶的组成部分。

耕作— 为播种、移栽，或是后期杂草控制或是松土而预
先对土壤所做的一种农艺措施。

必需元素— 植物完成其生命史所需要的元素。植物生
长所必需的17种元素是：碳（C）、氢（H）、氧
（O）、氮（N）、磷（P）、钾（K）、钙（Ca），镁
（Mg）、硫（S）、铜（Cu）、氯（Cl）、铁（Fe）、硼
（B）、锰（Mn）、锌（Zn）、镍（Ni）和钼（Mo）。

带状深施— 在植物种植前将养分深施在土壤表层10到
20cm处的集中带中，有些肥料深施程度高达40厘

富营养化— 湖泊或是河流中的水生植物大量生长，导致
水体中溶解氧含量缺乏的状态。营养物富集会加速

库尔特注入法— 用一个窄的圆盘状犁刀将液态的、干燥
的或粒状的肥料垂直地、带状地施入犁刀所能达到
的土层处，是一种改进的带状施肥方法。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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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营养化。

葡萄糖— 一种常见的糖类（碳水化合物），每个分子含
6个碳原子（C）。葡萄糖存在于所有细胞中，是纤
维素、淀粉和多糖的组成成分。

蒸发— 土壤水或自由水中的水直接蒸发进入大气的过
程。

GPS— 全球定位系统。利用卫星网络不断产生的信号来
确定位置。地面上的电子接收器利用这个信号进行
实地地面位置估算定位。

蒸腾作用— 包括土壤水蒸发作用和植物水蒸腾作用两部
分。
交换性复合体— 有助于提高土壤交换能力的所有物质
（如黏土，腐殖质）。

绿肥— 是种植的一些绿色植物，将这些植物作为肥料施
入土壤中能提高土壤肥力。

可交换离子— 通过电引力作用吸附在电荷表面、可以被
其他离子交换替代的离子。

石膏—由二水硫酸钙（CaSO4·2H2O）形成的矿物或是
岩石。

交换性钠百分率— 土壤交换性饱和复合体中Na +所占的
百分比值。

土层—与陆地表面大致平行的土壤层。

灌溉施肥— 将肥料溶入灌溉水里，随灌溉水施入土壤中
的施肥方法。

腐殖质— 植物或是动物残体分解后留下来的有机物质中
稳定的、黑色的部分。

土壤肥力— 土壤为植物生长提供所需元素（营养）的
量或是为植物提供可利用性元素（营养）的一种能
力。

水合—在化学结构中有水分子附着或偶联的部分。
羟基—氢氧根离子（OH-）或是其官能团。
固定作用— 在微生物或是植物组织的参与下，元素从无
机态转变为有机态的过程。元素固定将降低该元素
对植物的可利用性。

肥料— 为了给植物提供一种或一种以上营养元素而添加
进土壤中的天然或是人工合成物质。这一术语通常
用来指除了农用石灰或石膏以外的人工合成物料。

肥药混施法— 肥料或是除草剂与表层土壤的机械混合过
程。

肥料等级— 关于化肥原料或是复合肥中所含主要植物营
养元素百分含量的保守的最低值，通常以总氮，可
利用性P2O5和可溶性K2O表示。

注射— 通过压力系统或者不使用压力系统把液体肥料或
铵水呈带状施入土壤中。

肥料施用— 将肥料集中以条带状施在地表或是地表以下
的一个特定位置里。例如：拌种施肥、滴灌、带状
深施。

渗透—水分进入土壤的过程。
离子交换— 一溶液中的某一离子与任何活性物质（如黏
土，腐殖质）表面离子的相互交换。

生理效率— 提供给作物的每单位营养元素所产的作物产
量。

铁（Fe）— 一种必需的金属微量营养元素，以二价铁离
子（Fe 2+）的形式被植物吸收。铁是叶绿素合成的
催化剂，是氧气的载体。铁有助于植物体内某些呼
吸酶的形成。

需肥量—除了土壤自身提供的数量之外,为促进植物生长
发育以使其达到指定状态所需要施加的某一营养元
素的量。

刀具施肥法— 利用薄的刀具将肥料呈带状施入土壤中的
过程。

田间持水量— 土壤水分饱和后经自然排水，排水停止
2-3天后仍然留在土壤中的水分的百分比。田间持
水量并不是一个固定值。

淋失— 通过水流过土壤将溶液中的物质除去。在农业
中，淋失是指自由水向下运动远离植物根区的过程
（也称过滤）。

细粒土— 主要由大量细小颗粒组成的、粉粒和黏粒所占
的比例较大的土壤。

石灰— “石灰”“农业石灰”主要指重质碳酸钙，含有
、
碳酸钙（CaCO3）、碳酸镁（MgCO3）、氢氧化钙
（Ca(OH) 2）或氧化钙（CaO）。石灰被用来降低
土壤酸性，并提供钙、镁2种植物必需营养元素。

固定— 可利用的植物养分与土壤中的组分反应，使得
该养分暂时呈不可利用状态的过程。通常指的是
P，NH4+和 K的反应导致的可利用性的将低。
防压施肥机— 一种施肥机，它装有大的、低压的轮胎，
旨在将车辆的重量分散到更大的土壤表面以减小由
机器重量带来的土壤板结。

石灰需求量— 石灰需求量是指在种植作物时，为使土壤
达到要求的pH值范围，而加的优质农业石灰的数
量。土壤的石灰需求量在实验室中可通过计算达到
土壤pH值平衡的缓冲量来确定。

絮凝作用—胶体颗粒聚集成块的过程。
叶片诊断— 通过化学分析或是对植物叶片进行颜色观
察，或是结合二种方法来估计一种植物的营养状况
或估算为了种植某一作物土壤所需的肥料量。

石灰性物质—农业石灰性物质指含有钙（Ca）、镁
（Mg）化合物的一类产品，能够中和土壤酸性。
液体（流体）肥料— 液体肥料是指无水的、浅绿色的
NH3溶液、N溶液，或是由清澈的液体和悬浮的固体
两部分组成的混合型液体肥料。

GiS—地理信息系统。它是对储存、显示、分析数字地图
数据系统的统称。

4R Plant Nutrition

M

A-3

生物化学氧化过程。

大量元素— 必需元素中，植物对其需求量相对最大的元
素。

硝化抑制剂— 硝化抑制剂能延缓铵离子向硝酸盐的细菌
氧化作用，进而降低硝酸根（NO 3 - ）的产生，如
三氯甲基吡啶和双氰胺等化合物。施用这类化合物
的目的是通过将氮保持在铵离子中，以减少硝态氮
（NO3 - -N）的流失损失，并阻止硝态氮的反硝化作
用，能在较长时间里保持对植物铵态氮（NH4+ -N）
的供应。

大孔— 土壤中常有植物根系，小的土壤动物和蠕虫形成
的大孔隙。
镁（Mg）—一种必需营养元素，与钙（Ca）、硫（S）
一起列为中量营养元素。镁是叶绿素的组成元素，
并参与光合作用。镁有助于磷（P）的新陈代谢、植
物对糖的利用以及活化若干种酶系统。

硝化细菌— 是自养型的专性好氧土壤细菌，作用于硝化
过程的最后阶段，即将亚硝酸根离子（NO2 - )氧化为
硝酸根离子（NO3-）。

锰（Mn）—一种金属微量营养元素，在植物体内的主要
功能是作为酶系统的一部分。锰参与若干重要的新
陈代谢反应；锰通过促成叶绿素的合成而对光合作
用有直接作用。

氮（n）— 一种主要的必需营养元素，是每一活细胞、
植物或动物的组分成分。在植物体中，氮是叶绿素
分子，氨基酸，蛋白质和许多其他化合物的组成部
分。

质流—土 壤 液 体 在 压 力 作 用 下 的 移 动 。 液 体 中 的 热
量、气体和溶质也随着液体流动。如硝态氮
（NO 3--N ）在土壤中以质流的方式移动。

氮循环— 指的是大气中的氮经土壤、植物、动物和人，
最终又回到大气中的路径。

微量营养元素— 植物对某些营养元素的需求量很少，
这些营养元素就称为微量元素。必需的微量元素有
硼（B）、氯（Cl）、铜（Cu）、铁（Fe）、锰
（Mn）、钼（Mo）、镍（Ni）和锌（Zn）。

固氮作用— 大气中的氮气转化为有机或是无机形态。在
土壤中，固氮指的是土壤空气中的氮气在土壤生物
的作用下同化为可以被植物利用的含氮化合物。与
豆科根瘤结合的固氮作用被称为共生固氮。

土壤微生物— 土壤中循环养分，提高养分有效性的细
菌、真菌和其他一些生物体。病原微生物可能对植
物体有负面影响。

氮溶液— 含氮肥料溶于水之后形成的溶液。氮溶液可用
于人工合成的液体或固液混合的肥料中，或是利用
特殊的工具将其施入土壤或混入灌溉水中。一般来
说，氮溶液指的是尿素与硝铵（简称硝酸尿铵）的
混合溶液，由尿素和硝酸铵混合物溶解形成，含氮
量约为28%-32%。

矿化—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有机物腐烂过程中其所含的
元素从有机态转化为无机态的过程。
少耕法— 在满足种植和种子萌发所要求的土壤适宜条件
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机器耕作次数的一种耕作方
式。

亚硝化细菌— 土壤中一种化学自养型好氧细菌属，它参
与硝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将铵根离子（NH 4+）
氧化为亚硝酸根（NO 2 - ）的过程。三氯甲基吡啶这
类硝化抑制剂特异性地抑制这些生物的活性。

可移动性营养— 在植物体内，能从老组织转移到新组织
的那些营养元素。
钼（Mo）—钼是一种金属微量营养素。在所有必需元素
中，植物对其需求量最小。钼是硝酸还原酶合成和
保持活性所必需的元素，且对于豆科植物根瘤菌的
共生固氮作用也至关重要。

免耕— 前茬作物收获后，其残体留在土壤表面不进行耕
作，下季作物直接种植的农作方法。
营养—有助于有机体生长和健康的元素。

覆盖物— 覆盖在土壤表面以保护土壤免受由雨滴、光
照、冻结或是蒸发引起的损害的物体。

营养管理—最佳管理措施（BMPs）的利用，其中最佳管
理措施指的是营养利用率最大化，营养从地表向地
下水流失损失最小化。

菌根— 菌根是真菌与植物根系的结合体，通常是同生
体。菌丝增加植物根系覆盖面积及其对养分的吸收
能力。

养分吸收— 指植物（主要是根系）吸收营养的过程。少
量营养元素可以通过喷施叶面肥，由叶片吸收。

坏疽，骨疽—植物组织死亡后留下的残体。

有机肥— 施入土壤中能释放或是提供有用的有机植物养
分的一种有机物质。

中性土壤— 土壤中钙、镁离子含量占土壤交换容量的
80%-90%，且土壤pH值接近7.0。

有机土—含有较高比例的有机物质的土壤。

镍（ni）— 一种植物必需微量营养元素，以二价离子的
形式被植物吸收（Ni 2+ ）。镍是脲酶的金属组成部
分，而脲酶是尿素转化为氨的催化剂。镍还有助于
豆科作物中氮的新陈代谢活动。

正磷酸盐—用磷酸（H3PO4）人工合成的含磷化合物的总
称，主要含有NH4+和Ca盐。
渗透调节— 细胞中的电解质为保持植物细胞水势的转移
作用，例如可溶性离子和糖跨细胞膜的移动。

硝化作用— 在某些土壤细菌的作用下，土壤中的铵离
子（NH 4 + ）转化形成亚硝酸盐（NO 2 - ）和硝酸盐
（NO3-），即铵（NH4+）转化为硝酸根（NO3-）的
A-4

氧化作用— 涉及氧气添加或是氧分子化学当量的化学变
化。氧化作用包括一原子、离子或是分子在化学反
M

4R Plant Nutrition

应中丢失电子的过程。氧化可能提高一元素或是化
合物的正电荷。

大多数植物对钾的需求量与氮的需求量相近。钾在
酶系统的活化方面有重要作用；钾是蛋白质合成和
蛋白质结构稳定所必需的；钾有助于提高植物对水
分的利用效率。

氧气— 无色、无味、无毒的气体；自然界中含量最大，
分布最广的元素；氧气约占空气体积的21%。

主要元素— 氮（N），磷（P），钾（K）是最常见的限
制作物生产的元素，这三种元素中的任一种元素都
是主要元素。

母质— 母质是疏松的、含矿物或是有机物的物质，能发
育形成土壤。
渗滤—土壤中的液体向下运动的过程。

种植前肥料—在作物种植前施入土壤的肥料。

永久萎蔫点— 植物萎蔫并永远无法恢复膨胀的土壤湿度
水平。这个值不是一个常数。

潜性酸— 土壤胶体吸附的可交换性氢离子（H +）和水解
性铝离子（Al3+）被称为潜性酸。潜性酸与土壤溶液
中的氢离子（又称有效酸）保持动态平衡。保守估
计认为在黏土中潜性酸是活性酸的1,000-100,000
倍。

渗透性—一多孔介质能使流体通过的难易程度。
pH—表示酸碱程度的数值。从学术上讲，pH值等于溶液
中H +浓度的倒数的常用对数值。pH值等于7，表明
溶液呈中性；pH值在7到14之间，表明溶液碱性增
强；pH值在0到7之间，表明溶液酸性增大。

剩余酸度— 在一特定土壤层施用肥料，当肥料中剩余盐
分从该土层流失损失后，该土壤层的最终酸度。

磷酸盐— 磷酸酯盐。然而，在化肥产业中，磷酸盐常用
来指可用作肥料的任何含磷物质，也用来指P 2O 5，
其中P2O5表述的是肥料中磷的含量。

残留肥力— 上季作物施肥后，土壤所持有的供下季作物
利用的有效养分含量。
保留区— 肥料施用后养分集中的土壤区域。经常指带状
施肥中的某些施肥方式形成的养分集中区。

磷灰石— 含有一种或多种磷酸钙的天然岩石，其纯度较
高，数量较大，可以直接或是浓缩之后用于商品生
产。基于矿物中的磷灰石（主要成分是磷酸钙），
美国和加拿大将绝大部分磷灰石沉积物用来制造肥
料。

根瘤菌— 能与高等植物（通常是豆科植物）共同生活的
细菌。根瘤菌从共生的植物体中获得能量，并有将
氮气转化为植物可利用的形态的能力。
径流—水分从土壤表面流走，而不是渗透进土壤里面。

磷— 植物所需的必需营养元素，是三大主要营养元素之
一。磷是一种可移动的植物营养，对于光合作用、
呼吸作用（糖的利用）、能量储存和转移、细胞分
裂、细胞扩大、基因编码及许多其他植物过程有重
要作用。

盐碱土— 可溶性盐百分比大，加上碱性较高或是可交换
性钠离子含量高，或是两者都高的土壤，大部分作
物在盐碱土上的生长较差。
盐土— 一种非碱土，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盐，阻碍大多数
作物的生长。具有可观的可溶性盐含量。

光合作用— 绿色植物捕获光能，将水和二氧化碳合成碳
水化合物的过程。叶绿素是光能转化为化学能所需
要的。

盐分指数— 用以比较作为肥料的化合物的溶解度的指
标。大多数含氮化合物和含钾化合物的盐分指数较
高，而含磷化合物盐分指数较低。如果将过量的
盐分指数高的化合物与种子直接接触会导致幼苗受
损，因为这类化合物亲水性强。

植物分析— 是一种定量实验室分析，通过分析确定植物
组织中一种或多种营养成分的总量。
植物有效水分— 土壤中能满足植物对水分的吸收利用需
求的松结合态的水。

砂粒—直径变化范围在0.05-2.00mm之间的无机颗粒。

点式注射— 利用辐条轮将液态肥注射在根区土壤（1020cm深度）中，各注射点间隔20cm左右。辐条注
射与点注射同义。

中量营养— 钙、镁、硫被称为中量营养，因为虽然它们
对植物生长是必不可少的，但相较于主要营养，植
物不容易缺少中量营养。

多聚磷酸盐— 是对分子中含有两个或多个磷原子的磷酸
盐化合物的总称。多聚磷酸盐是由两个或多个正磷
酸盐分子组成的，正磷酸盐分子之间通过失去一个
水分子结合在一起。多聚磷酸盐来源于过磷酸，主
要用在流体肥料中，如多聚磷酸铵。

侧带状肥料— 呈带状施在籽苗行间的一边或两边的肥
料。
侧施肥料—作物发芽后，施在作物行间某一边的肥料。
粉粒— 直径变化范围在0.05-0.002mm之间的无机颗
粒。

种肥 —在种植过程中与种子直接接触的肥料，是基肥的
一种施用方式。

定点管理— 根据土壤特性和组成的变化，对养分输入、
杀虫剂的使用、种植的物种和其他种植方法的差异
管理。

孔隙—土壤容积中未被固体颗粒占用的空间。
钾（K）— 钾是一种必需营养元素，是三种主要元素之
一，其他两种主要元素分别是氮（N）、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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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压力流喷在地表。

相对较低，主要是可交换性钠。

土壤—土壤是地球表面能够生长植物的表层。

悬浮肥料— 一种含已溶解的和未溶解的植物营养物的液
体。未溶解的悬浮营养物质是借助于无肥力特性的
悬浮体（如黏粒）制成的。可能需要用机器或是充
气搅拌使未溶解的植物养分悬浮物分散均匀。

土壤通气—是指土壤中的气体被大气气体取代的过程。
土壤改良剂— 施入土壤中，使土壤更适合植物生长的
所有物料，如农用石灰、石膏、锯屑或是合成调节
剂。土壤改良剂通常是作为辅助物料，而不是主要
作为肥料的物料。

共生细菌— 在农业生产中，共生细菌常指豆科根系生长
的根瘤中的细菌，该细菌能将大气中的氮气固定成
豆科植物（宿主）能利用的形态。

土壤基质—土壤中固体和孔隙的结合，类似土壤组织。

共生关系— 指的是两种活的生物之间相互受益的关系，
比如根瘤菌在豆科植物根瘤中固氮。

土壤剖面— 土壤剖面指从地面向下经过所有土层到达土
壤母质的垂直切面。
土壤溶液—土壤中的液相及其溶质。

梯田— 在土壤保护中，为减少土壤侵蚀，经常在坡地沿
等高线建造的几乎水平的土地条带或是沟壑。

土壤分析— 土壤组成的化学分析，其目的一般是估计植
物养分有效性，并且包括对土壤酸碱性的测定和土
壤电导率的物理测量。

耕地情况— 与土壤耕作的难易性、作为苗床的适宜性、
幼苗及根系可穿透性有关的物理条件。
组织分析— 一种快速的、利用比色法的定性田间试验，
用以确定植物组织液中未同化的、液态的养分含
量。

土壤质地— 组成土壤的各不同粒径颗粒的相对百分比。
这些颗粒经常被称为土壤粒级，包括砂粒、粉粒和
黏粒。
溶质—溶解在溶剂中形成溶液的物质。

追施— 植物种植之后，将肥料撒在土壤表面的一种施肥
方法。

分期施肥—在作物生长季节2次或是多次施加某一肥料。
最常见的是在种植之前施一次，种植之后施一次或
是多次。

表土— 土壤的表层，绝大部分土壤有机质都存在于表土
中。从学术上讲，表土层被认为是构成土壤剖面的
黑色的A层。

基肥— 在种植过程中施用，可直接与种子接触或是施在
种子旁边或是施在种子下部的肥料。具体的位置没
有要求。

痕量元素—含量较低的元素，包括微量元素。
蒸腾作用— 叶片水分蒸发；或是土壤中的水通过植物向
大气流动的过程。

条带肥— 呈带状施在土壤表层，并结合耕作措施；或是
施在土壤表面或是残茬表面的肥料。

重过磷酸钙— 指的是利用磷酸酸化磷酸岩得到的可利用
性P 2O 5含量大于或等于40%的所有磷酸盐。普通过
磷酸钙含大量的硫（石膏），但重过磷酸钙却没有
大量的硫。目前，磷主要以磷酸一钙的形式存在。

带状种植— 一种减少土壤侵蚀的技术，是将休闲带或是
中耕作物带与细粮作物，稻科植物类或是豆科干草
作物交替种植。

尿酶— 尿素分解转化为NH 3所需要的一种酶，是所有植
物物料所共有的。

结构— 土壤学中指的是土壤中初级颗粒（微小颗粒）形
成特定的大小和形状的次级单位的排列方式。

变量施肥— 根据由施加的肥料在田间转移作用引起的土
壤有效养分含量的变化而改变养分施用速率的一种
技术。

底土— 位于表层土下面的土壤层，较表层土有机质含量
低，有较大的土壤母质特性。
硫— 一种中量的必需营养元素。硫是某些氨基酸的组成
部分，所以是植物蛋白质形成所必不可少的元素。
硫作为植物蛋白的组成部分，对于酶活性有重要作
用。硫参与豆科作物根瘤的形成和固氮作用。虽然
硫元素不是叶绿素分子的组成成分，但是叶绿素的
形成所必需的。

水分特征曲线（水分释放曲线）—土壤水分含量与作用
于水分转移的能量之间的曲线图形。
地下水位— 地下水的上限或是低于土壤水分饱和时的水
位。
除草与施肥— 这一术语在农业化学工业中指示的是肥料
和除草剂的混施。

过磷酸盐— 过磷酸盐是利用硫酸或是磷酸或是这两种酸
的混合物处理磷酸岩石所得到的产物。标准的、平
常的或是简单的过磷酸盐指的是可利用性P 2O 5含量
达22%的所有过磷酸盐，其中P 2 O 5 是硫酸酸化磷
酸岩得到的。过磷酸盐中主要含磷酸一钙和大量石
膏。

永续生产— 一地区植物或是植物物料每年或是每一周期
持续生产，是保持土地生产能力的管理方法。
锌（Zn）—锌是第一个被认为是植物必需的金属微量元
素。锌有助于植物生长物质的合成；锌对酶系统有
作用；锌对于促进某些金属反应是必需的；锌是叶
绿素和碳水化合物合成所必需的。

表施— 将液体或固体肥料放在水中通过水滴滴入地表或

A-6

M

4R Plant Nutrition

参考答案
第二章
1. d, 2. b, 3. c, 4. a, 5. b, 6. c, 7. b, 8. d, 9. d, 10. d
第三章
1. b, 2. c, 3. d, 4. a, 5. c, 6. b, 7. a, 8. a, 9. d, 10. b
第四章
1. a, 2. b, 3. d, 4. a, 5. b, 6. c, 7. b, 8. b, 9. c, 10. c
第五章
1. b, 2. a, 3. c, 4. b, 5. a, 6. d, 7. a, 8. b, 9. c, 10. a
第六章
1. b, 2. d, 3. a, 4. a, 5. b, 6. c, 7. a, 8. c, 9. b, 10. a
第七章
1. c, 2. d, 3. a
第八章
1. d, 2. c, 3. c, 4. a, 5. b, 6. d, 7. c, 8. b, 9. d, 10. a
第九章
1. c, 2. b, 3. d, 4. d, 5. a, 6. d, 7. a, 8. a, 9.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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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制和公制间转换系数
由栏1转换为栏2，

栏1

乘以下系数

栏2

由栏2转换为栏1，
乘以下系数

长度
0.621

公里

英里

1.069

1.094

米

码

0.914

0.394

厘米

英寸

2.54

英亩

0.405

夸脱

0.946

面积
2.471

公顷
体积

1.057

升
质量

1.102
0.035

1吨(公制，1000千克)

短吨(美制2,000磅)

克

0.9072

盎司

28.35

产量或用量
0.446

吨/公顷

美吨/英亩

2.242

0.891

千克/公顷

磅/英亩

1.12

0.0159

千克/公顷

蒲式耳/英亩，玉米籽粒

62.7

0.0149

千克/公顷

蒲式耳/英亩，大麦或大豆

67.2

“tonne”指公制吨（1000千克），“ton”指美制吨（2，000磅），用于单位时tonne或ton可以缩写，如9t/公顷，
公制表示时t=tonne；美制表示时t=t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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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及缩写
下面列出该手册中常用的养分和相关名词的符号和缩写：
Al

铝

B

硼

C

碳

Ca

钙

CaCO 3

碳酸钙

CaCl 2

氯化钙

CaSO 4

硫酸钙（石膏）

Ca(NO 3) 2

硝酸钙

CH 4

甲烷

Cl/Cl -

氯/氯离子

Cu

铜

CuSO 4

硫酸铜

DAP

磷酸二铵

Fe

铁

FeSO 4

硫酸亚铁

H

质子或氢离子

+

HCO 3-

碳酸氢根离子

K

钾

KCl
K 2O

氯化钾（简写MOP）
氧化钾

KNO 3

硝酸钾

K 2SO 4

硫酸钾（SOP）

MAP

磷酸一铵

MCP

磷酸二氢钙

Mg

镁

MgSO 4

硫酸镁

MgCl 2

氯化镁

Mn

锰

Mo

钼

N

氮

NH 3
NH 4

氨气
+

(NH 4) 2SO 4

M

硫酸铵

NO 2

-

亚硝酸根离子

NO 3

-

硝酸根离子

N2

氮气

NOx/N 2O

氮氧化物

P

磷

ppb

十亿分之几

ppm

百万分之几

S

硫

SO 4

4R Plant Nutrition

铵离子

2-

硫酸根离子

TSP

重过磷酸钙

Zn

锌

ZnSO 4

硫酸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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