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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新野县化肥使用量零增长实施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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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野县随机抽取 3 个乡镇袁每乡镇抽取 3 个村袁每村抽取 20 个农户袁进行施肥情况调查袁用以评估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实
施效果遥结果表明袁全县 2018 年施肥总量折纯 60 719.0 t袁较 2017 年的 60 354.7 t 增加 364.3 t袁年增长率为 0.60%袁低于叶河南省到 2020 年化
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曳提出的 2018 年增长率 0.8%的控制目标遥
关键词 化肥曰施肥方式曰施肥量曰施肥运筹曰河南新野曰2018 年
中图分类号 S1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渊2019冤09-0170-01

新野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袁隶属南阳市袁耕地面积共

肥总量折纯 22 807.4 t袁其中纯 N 9 994.6 t尧P2O5 6 622.0 t尧K2O

70 066.67 hm 遥境内地势平坦袁土地肥沃袁属北亚热带地区袁

6 190.8 t曰夏花生 18 666.67 hm2袁年施肥总量折纯 8 064.0 t袁

照时数为 1 844.3 h袁年平均气温 15.2 益遥全年农耕期 311 d袁

11 333.33 hm2袁年施肥总量折纯 6 082.6 t袁其中纯 N 2 279.7 t尧

2

大陆性季风气候袁气候温和袁四季分明袁雨热同期遥年平均日

其中纯 N 3 203.2 t尧P2O5 2 394.0 t尧K2O 2 466.8 t曰春花生

作物活跃生长期 205 d袁无霜期 228 d袁有利于多种农作物

P2O5 1 914.2 t尧K2O 1 888.7 t曰夏玉米 13 333.33 hm2袁年施肥

据统计部门调查数据袁2018 年新野县农作物总播种面
积 131 333.33 hm2袁主要轮作方式为冬小麦要夏玉米尧冬小

1 080.0 t曰蔬菜及其他作物播种面积 36 666.67 hm2袁年施肥

小麦播种面积 51 333.33 hm2袁玉米播种面积 13 333.33 hm2袁

2.1 冬小麦施肥情况

生产遥

麦要夏花生尧春花生单 作尧 蔬菜不 同种类轮作 遥 其中袁 冬
花生播种面积 30 000 hm2 袁蔬菜及其他农作物种植 面积

总量折纯 5 340.0 t袁其中纯 N 3 190.0 t尧P2O5 1 070.0 t尧K2O

总量折纯 18 425.0 t遥全县年施肥总量折纯 60 719.0 t袁较
2017 年的 60 354.7 t 增加了 364.3 t袁年增长率为 0.60%遥

根据调查数据分析袁全县冬小麦单位面积折纯施肥量为

36 666.67 hm2遥
化肥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袁在促进粮食持续增产尧农

纯 N 194.70 kg/hm2尧P2O5 129.00 kg/hm2尧K2O 120.60 kg/hm2遥施

民持续增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袁但盲目尧过量施肥会

肥渊磷酸二铵冤尧单质氮肥渊尿素冤尧单质钾肥渊氯化钾冤遥基肥

造成土壤性状恶化尧化肥利用率降低尧农产品品质下降袁不

施用方式为深翻掩底尧旋耕入土曰追肥施用方式多为遇雨撒

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袁还加剧了环境污染[1-2]遥因此袁应大力推
进化肥减量提效尧开展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袁促进农业
可持续发展遥本文通过调查分析袁评估了 2018 年新野县化
肥使用量零增长实施效果袁以期为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
供参考遥
1 调查与评估方法
采用等间距抽样的方法选取上港乡尧五星镇尧施庵镇

3 个乡镇开展调查遥根据乡内各村人均收入等间距随机抽取
3 个村袁每个村随机等间距抽取 20 个农户调研曰同时袁每个

乡镇随机抽取 3~5 个肥料经销商调研袁为化肥零增长目标
任务完成情况提供数据支撑遥上港乡调查的 3 个村分别为

张坡村尧戴楼村和魏庙村曰五星镇调查的 3 个村分别为水田
村尧郭湖村和南马庄村曰施庵镇调查的 3 个村分别为贺岗

村尧万庄村和朱寨村遥调查内容包括乡村名称尧农户姓名尧土
壤类型尧作物名称尧轮作方式以及肥料施用方式尧分次序肥
料种类尧肥料名称尧养分含量尧施用实物量等遥
根据原始调查数据袁整理统计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施
肥量袁并根据不同作 物播种 面积推 算总施 肥量曰 然后与
2017 年施肥量进行比较袁计算化肥使用量增长率袁评估化肥

使用量零增长行动的实施效果遥
2 调查结果

调查统计结果表明袁全县冬小麦 51 333.33 hm2袁年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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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种类以三元素复混肥为主袁少数农户配合施用部分复合

施或撒施后浇水袁少数采用条施遥施肥运筹多为一次性底
施曰少部分采用底追结合袁复合肥掩底袁返青至拔节期追施
尿素 1 次遥
2.2

夏花生施肥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袁全县夏花生单位面积折纯施肥量为纯

N 171.60 kg/hm2尧P2O5 128.25 kg/hm2尧K2O 132.15 kg/hm2遥施肥
种类几乎都是以三元素复混肥或复合肥为主要品种袁少数农

户再配合施用部分单质氮肥渊尿素冤遥基肥施用方式绝大部
分采用花生种肥异位播种机进行种肥同播袁少数麦套花生
不施基肥曰追肥施用方式一般采用播种机进行条施袁少数农
户叶面喷施了磷酸二氢钾遥施肥运筹多为一次性施肥曰部分
农户采用基追结合袁种肥同播施入复混肥或复合肥袁7 月上
中旬追施尿素 1 次遥

2.3 春花生施肥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袁春花生单位面积折纯施肥量为纯 N

201.15 kg/hm2尧P2O5 168.90 kg/hm2尧K2O 166.65 kg/hm2遥施肥种

类绝大多数以三元素复混肥或复合肥为主袁部分农户再配
合施用单质氮肥渊尿素冤袁极少数农户施用了单质钾肥渊氯化
钾冤或复合肥磷酸二铵遥基肥施用方式以种肥同播为主袁少
数农户结合深耕或旋耕掩底曰追肥施用方式一般采用播种
机进行条施袁少数农户撒施或结合浇水冲施遥施肥运筹方面袁

约 90%的农户为一次性施肥曰10%的农户采用基追结合袁种
肥同播施入复混肥或复合肥袁7 月上中旬追施尿素 1 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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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顺明等院新野县耕地土壤质量抽样评价
堰镇贺庄村曰最大值为 0.230袁分布于施庵镇渠东村遥

表3

耕层土壤中汞测试值在 0.04~0.18 mg/kg 之间袁平均值为

序号

0.07 mg/kg袁远低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渊1.3 mg/kg

1
2
3
4
5
6
7
8

或 1.8 mg/kg冤遥汞单项污染指数平均值为 0.044曰最小值为
0.022袁分布于上庄乡上凤鸣村曰最大值为 0.138袁分布于沙堰
镇贺庄村遥

3 土壤污染综合评价
3.1 综合污染指数

采用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渊PN冤袁反映各样点的综合污

染程度遥计算公式如下院

PN=﹛[渊Pi 均 2冤+渊Pi 最大 2冤]/2﹜1/2

式中袁Pi 均为平均单项污染指数袁Pi 最大为最大单项污染

指数遥

整理汇总后得出各样点 Pi 均和 Pi 最大袁代入内梅罗污染指

数计算公式袁计算结果见表 3遥
3.2 耕地清洁度划分

根据 HJ/T 166 规定的土壤内梅罗污染指数评价标准袁

将污染等级划分为清洁尧尚清洁尧轻度污染尧中度污染尧重度
污染 5 个等级遥PN臆0.7 为清洁渊安全冤袁0.7约PN臆1.0 为尚清

洁渊警戒线冤袁1.0约PN臆2.0 为轻度污染袁2.0约PN臆3.0 为中度污
染袁PN跃3.0 为重度污染遥根据上述评价标准对各样点污染程
度进行综合评价袁评价结果见表 3遥2018 年 8 个样点耕层土

壤内梅罗污染指数在 0.33~0.47 之间袁污染等级均为玉级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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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夏玉米施肥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袁夏玉米单位面积折纯施肥量为纯 N

239.25 kg/hm2袁P2O5 80.25 kg/hm2袁K2O 81.00 kg/hm2遥施肥种类

耕层土壤内梅罗污染指数及清洁度评价结果
平均单项
污染指数
0.327
0.254
0.265
0.275
0.313
0.278
0.230
0.324

最大单项
污染指数
0.580
0.449
0.437
0.512
0.545
0.548
0.404
0.497

内梅罗
指数
0.47
0.36
0.36
0.41
0.44
0.43
0.33
0.42

等级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玉

污染等级
评价
清洁渊安全冤
清洁渊安全冤
清洁渊安全冤
清洁渊安全冤
清洁渊安全冤
清洁渊安全冤
清洁渊安全冤
清洁渊安全冤

全部为清洁渊安全冤遥由此表明袁土壤污染风险可以忽略不
计袁不需要采取农艺调控或限制性使用措施袁可以放心用
于农产品生产遥但在以后的农业生产中袁仍要做好土壤污染
防控工作[3]袁既要防范工业野三废冶对耕地的污染袁又要防止
生活垃圾的污染袁还要控制农药尧化肥质量和使用量袁保持
耕地土壤长期清洁安全袁为农业生产安全提供基础保障[4-5]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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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的预期较高袁春花生的目标产量在 6 000 kg/hm2 以上袁
夏花生的目标产量在 4 500 kg/hm2 以上袁导致施肥量增加遥

施肥运筹方式以一次性施肥为主袁追肥占比较少袁不利于肥
料利用率的提升遥

多为三元素复混肥或复合肥袁再配合施用单质氮肥渊尿素冤遥

为了进一步科学控制化肥施用量袁建议加强测土配方

基肥施用方式基本上都是种肥同播袁追肥施用方式一般为条

施肥基础工作[3]袁定期更新主要作物施肥配方袁及时发布作

施遥施肥运筹方面袁约 80%以上的农户为一次性施肥曰不足
20%的农户采用基追结合袁种肥同播施入复混肥或复合肥袁
7 月上中旬追施尿素或硝酸磷钾复合肥 1 次遥

3 结论

从调查结果看袁2018 年新野县化肥施用量增长率低于

叶河南省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曳提出的
2018 年增长率 0.8%的控制目标袁说明该方案制定的目标可行遥

从调查结果看袁冬小麦氮肥施用量基本合理袁磷尧钾肥

施用量稍偏高曰夏玉米平均施肥量基本合理曰花生施肥量偏
高袁特别是磷尧钾肥施用量偏多袁主要原因是农民对于花生

物施肥指导意见曰着力研究推广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模式袁为
实现化肥施用量零增长提供技术支持[4]曰加强技术培训和指
导服务工作袁扩大测土配方施肥专家系统的应用覆盖范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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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掩青肥田曰三是适当减少氮肥和磷肥施用量袁增加钾肥施

4.2 全面实施化肥减量增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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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数量遥

扩大缓释肥料推广应用面积袁优化肥料运筹袁推广机械
施肥尧种肥同播尧化肥深施配套技术遥有计划地轮番进行深
耕深松袁加深土壤耕层袁提高土壤蓄水保肥能力[3]遥
4.3 科学调整施肥结构

一是巩固实施秸秆还田和沼液沼渣施用技术袁增施农家
肥和商品有机肥曰二是提倡绿肥种植袁特别是春花生尧春玉
米一年一熟种植制度袁要利用冬季休闲期种植绿肥作物袁春

用量袁维持土壤养分平衡[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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