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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肥料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罗 琴
渊江西新瑞丰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袁江西新干 331307冤

摘要 近年来袁在农作物的种植过程中袁微生物肥料被广泛使用遥本文对于微生物肥料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合阐述袁提出了目前微生
物肥料研制和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袁并分析了微生物肥料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袁以期为微生物肥料的推广应用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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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肥料施入土壤后袁菌株在土壤中大量繁殖袁将大

可以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袁减少有害微生物的危害遥另外袁

气中的氮通过生物固氮的方式还原为氨袁进而为农作物提供

微生物肥料中的微生物在土壤中的代谢产物是作物的肥

所需元素袁同时能将土壤中的钾元素和磷元素释放出来袁从

料袁有益于提高作物抵抗恶劣环境的能力遥

而促进农作物生长遥传统化肥易造成土壤板结袁施用微生物

2 微生物肥料在研制和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肥料能够有效减少传统化肥的施用量袁有利于农作物生长袁

2.1

且利于环境保护袁应得到广泛推广遥
1 微生物肥料的作用

1.1 促进作物生长

专业人才匮乏袁研究力度不足
在土壤微生物的研究领域中袁在根瘤菌固氮方面花费了

大量的人力尧物力袁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遥然而袁对于自然
界中一些普遍存在的菌株没有重视袁如磷细菌尧钾细菌等能

在农业生产实践的历史长河中袁人们认识到可以靠种植
豆类作物肥田袁但是对豆类作物能肥田的作用机理不得而

知袁直至 1888 年袁德国科学家才证实了根部结瘤的豆类作

够固定其他有机元素的细菌的研究力度不足遥另外袁相关专
业人才非常匮乏袁使微生物肥料的发展受到了限制遥
2.2

生产工艺较为落后袁质量不能保障

物可以固定空气中的分子氮曰同年袁荷兰科学家从根瘤中分

在微生物肥料领域袁由于生产流程不规范袁在培养微生

离出根瘤菌袁并进行培养曰几年后袁俄国科学家从根瘤中分

物的过程中袁不能做到纯培养袁经常会出现杂菌污染的现象袁

离出能够固定空气中氮的梭菌[1-2]遥固氮是少数微生物特有

有个别厂家简化生产流程袁直接将培养过程暴露在空气中袁

的一种功能袁该过程是在固氮酶的催化作用下进行的袁固氮

被空气中微生物污染袁大大降低了目标菌的数量袁降低了菌

酶能够将分子态的氮还原成氨遥近年来袁根瘤菌引起了研

落的活性袁使保质期较为短暂袁肥效差遥

究者的广泛关注袁对其寄生方式尧商业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大

2.3

微生物肥料质量标准有待提升

量研究遥一方面从分子水平对根瘤菌在豆科植物体内的固

目前袁对于微生物肥料的相关标准制度不明确袁让目标

氮机理进行了研究袁并对根瘤菌的细胞进行了改造袁试图创

菌在土壤中成为优势菌种非常重要遥因此袁在微生物肥料的

造出固氮效果更好的根瘤菌曰另一方面通过人工诱发非豆

标准当中袁需要明确土壤中目标菌的数量袁明确微生物菌在

科植物产生根瘤菌来进行共生固氮袁从而减少农田中的氮

肥料中的地位和作用遥

肥用量袁促进作物生长遥

3 微生物肥料发展趋势

1.2 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

世界上有 60 多个国家使用微生物肥料并进行推广遥我

国使用微生物肥料的面积广泛袁对于微生物肥料的研究水

平位于世界前列袁每年微生物肥料产量超过 1 000 万 t袁使用
面积超过 1 500 万 hm 遥微生物肥料能够固定土壤中的营养
2

元素袁这些元素能够刺激微生物肥料产生促进作物生长的

3.1

物的种植面积远远大于豆类植物的种植面积袁而花生尧大豆
种植区又经常会出现老产区接种效果不佳的问题遥因此袁微
生物肥料的应用前景在于广大的粮食作物种植领域遥
3.2 由单一向复合发展

激素袁使作物的营养状况得到改善袁促进植株健壮生长袁提
高农产品的品质遥
1.3 改良土壤
微生物肥料由于生产成本低尧有利于环境保护等优点袁
受到了广大农民的喜爱袁应用前景良好遥相比传统化肥袁微

由豆科作物向普通农作物方向发展
微生物肥料最初起源于豆类植物的接种剂袁我国粮食作

微生物肥料的功效并非是单一的袁在固氮领域研究较
多遥但是植物生长需要多种元素袁因而微生物肥料的发展方
向就在于多种菌的复合遥目前袁我国就将固氮菌和磷细菌尧
钾细菌混合使用袁使其同时为作物提供不同的营养元素[4]遥

3.3

由单功能向多功能发展

生物肥料的缺点在于肥料中的有机元素不能完全被作物吸

微生物肥料不同于传统肥料袁其具有活性袁在发挥自身

收袁造成元素的浪费袁并可能造成地下水和周围河水的水体

功能时袁也会产生代谢物袁其中一部分代谢物就会对作物生

富营养化袁污染环境遥微生物的呼吸作用可以增加土壤中的

长起到促进作用袁还会抑制病菌或者杀虫袁这就使微生物肥

氧气含量袁使土壤疏松袁有利于改良板结的土壤[3]遥
1.4 抑制病虫害

微生物肥料中的微生物在土壤中繁殖成为优势种群袁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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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朝着多功能方向发展遥
4 微生物肥料的研究方向
目前袁微生物肥料的发展速度远远不及传统化肥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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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曰白雲[13]在研究海坛岛植被覆盖度因子时袁采用线性光谱
模型对 ETM 影像进行混合像元分解袁在植被尧裸土尧高反照

3 个组分端元的基础上建立了植被覆盖因子与归一化植被
指数的之间的估算关系式院
Fbs
Ci=
1+Fveg+FNPM

Fbs尧Fveg 和 FNPM 分别表示裸土覆盖度尧植被覆盖度和非光

合作物质的覆盖度遥通过这类方法计算出来的 C 值可行性高尧
可靠性高尧认可度高遥
每个地区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袁在研究某一区域时袁不
能直接使用经验模型袁需要结合研究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
C 因子的计算遥流域尧区域 C 因子的计算是一个难点袁需要利
用模型结合遥感技术进行进一步研究遥
3 基于景观格局的计算方法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袁德国便将景观保护应用于土壤

整理方面遥但直到 21 世纪初期袁我国才将景观格局运用于
土地利用方向遥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袁国外一些学者利用景观格局指数对

土壤侵蚀进行研究遥如 1997 年袁Slattery 等[14]分析出泥沙场

地边界输移下的粒径分布更能说明水流中携带或淤积下来
的岩土颗粒的粒度特征遥1999 年袁Takken 等[15]研究表明袁为
了解流域内泥沙的侵蚀情况并准确预测其侵蚀变化袁需利
用空间分布数据建立相关的空间分布侵蚀模型遥二者均肯定
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袁景观结构对泥沙侵蚀的重要影响袁
但未深入研究与景观格局空间分布有关的内容遥2000 年袁

Oost 等[16]提出一种和以往不同的水侵蚀模型袁此模型同时考
虑了土地利用变化和场地边界变化对侵蚀的影响袁即考虑

时间变化下和空间变化下的水土流失袁证实了结合景观空
间格局的模型能更好地评估环境变化对土壤侵蚀的影响遥
在此之后袁我国也开始着力于结合景观格局的土壤侵蚀研
究遥如 2011 年刘 宇等[17]探究了边界密度尧斑块分维数尧斑块
丰度等 12 个常用景观指数在土壤侵蚀方面的应用袁为研究

生态景观格局下的土壤侵蚀机制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指导遥
同年袁王计平等[18]以黄土丘陵区为研究对象袁运用景观格局
指数分析方法袁避免了传统景观格局过于强调景观水平对
生态过程的影响的弊端袁从景观水平尧斑块类型水平尧野嵌
套冶景观水平等不同尺度下研究流域的土壤侵蚀情况遥将景
观格局运用于土壤侵蚀的研究袁是今后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袁
也是土壤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遥
4 结语

利用 RS 和 GIS 技术的方法尧模型的计算方法尧基于景

观格局指数的定量计算法袁这 3 种研究土地利用变化与对
土壤侵蚀影响的方法均具备各自的优点袁但也存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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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速度袁而在微生物肥料中的投入巨大袁微生物肥料的包
装尧存储尧运输等问题尚待解决袁生产过程也亟待标准化尧流
程化遥
微生物肥料具有高产出尧低投入尧农作物品质高尧容易
推广尧环境友好等特点袁符合我国绿色农业的概念袁也符合
人民对无公害农产品的追求袁微生物肥料在农业领域将会发
168

不足遥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袁应根据预期的研究目标和研究
所具备的条件和前提袁合理地选择相应的方法遥另外袁目前
大多数学者致力于在空间尺度上研究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壤
侵蚀的关系袁相较于前者时间尺度上的区域对比研究比较
薄弱遥因此袁可以考虑土地利用格局的差异等因素袁研究同
一地区的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及土壤侵蚀对这种变化的响
应遥土地退化尧河流泥沙淤积和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是土壤侵蚀袁而土地开垦尧过度砍伐等人类活动是造成土
壤侵蚀的主要原因袁合理利用土地对保护生态环境至关重
要遥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侵蚀的影响袁对于做好水土保
持工作袁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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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出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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