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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利用率低的原因及提高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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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肥料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遥 在保证粮食持续增产尧农民不断增收的前提下袁积极推进化
肥减量增效尧稳步提高肥料利用率尧实现农业绿色发展是落实野藏粮于技冶国家战略的核心遥 本文在介绍肥料利用
率相关内容的基础上袁分析了肥料利用率低的原因袁提出了提高肥料利用率的对策袁以期为科学施肥尧化肥减量
增效和绿色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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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of Low Fertilizer Utilization Rate and Its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SUN Zhixu YOU Di YU Shuangcheng FANG Jie ZHANG Tingting JIANG Hang QI Xinyuan
渊Soil Fertilizer Station of Jilin Province, Changchun Jilin 130033冤

Abstract Fertilizer is a key and indispensable element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core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storing grain in technology" is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chemical fertilizer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steadily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fertilizer and realiz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under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farmers忆 income. On the basis of introducing the related content
of fertilizer utilization rat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auses for the low fertilizer utilization rate, and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fertilizer utilization rat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scientific fertilization, chemical
fertilizer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green development.
Keywords fertilizer utilization rate; chemical fertilizer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cause; countermeasure

野十 三五 冶期间 袁吉 林省 坚持 实施 野藏粮 于 地 袁

藏 粮 于 技 冶 战 略 袁以 野 发 展 绿 色 生 态 农 业 冶 为 导 向 袁

零增长尧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为土肥技术推
广工作中的核心环节遥

以 提高肥料 利用 率为目标 袁 粮食产 量 连续 稳 定在

1

施用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遥 但是袁为了

收的有效养分占所施肥料有效养分总量的比率袁是

使粮食增产袁盲目追求经济效益提升袁化肥不合理施

用来衡量施用肥料合理性的重要指标袁也是评价化肥

用不仅会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尧农产品品质下降尧

减量增效的重要指标 [1]遥 自 2015 年开始袁农业农村部

3 500 万 t 以上遥 作为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袁化肥

土壤恶化袁也会对农业绿色发展产生严重影响遥 部分
农户认为化肥是农作物增产增收的法宝袁 导致化肥
不合理施用成为各种农业问题的野祸根冶遥 因此袁如何
提高肥料 利用率 尧合理施 用肥料 尧推 动化 肥使 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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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利用率概述
肥料利用率指肥料施入土壤后当季作物所能吸

每 2 年发布 1 次水稻尧玉米尧小麦三大粮食作物的化
肥利用率遥 2019 年袁我国三大粮食作物的化肥利用率

为 39.2%袁较 2017 年提高 1.4%袁较 2015 年提高 4%遥
根据专家计算袁化肥利用率提高 1.4%袁相当于减少

尿素用量 70 万 t袁约减少生产投入 14 亿元遥 根据叶化
肥零增长行动方案曳等任务目标袁2020 年三大 粮食
作物化肥利用率要达到 40%以上遥

孙志旭等院肥料利用率低的原因及提高对策
氮肥对农作物产量的贡献高达 40%~50%袁是粮

我国平均水平为纯 N 51.6 kg/kg尧P2O 5 72.4 kg/kg尧K 2O

用 [2]遥 国际上化肥利用率一般用氮肥当季利用效率进

农学效率 为纯 N 9.8~11.2 kg/kg尧P2O5 7.5~9.5 kg/kg尧

64.7 kg/kg [4]遥 此外袁有研究表明袁我国玉米氮磷钾的

食增产的基础袁 对现代农业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

K2O 5.7~9.2 kg/kg [5]遥 根据研究袁当前吉林省春玉米氮

行计算袁 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粮食作物氮肥利用率

约 65%袁而美国约 50%遥 虽然我国肥料利用率逐年提

磷钾肥的平均农学效率和偏生产力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袁偏生产力超过世界水平渊表 1冤袁但是氮素的农学

高袁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袁仍然存在一定差距遥

效率较世界平均水平渊纯 N 24 kg/kg冤偏低遥

表征肥料利用率的参数较多袁 目前较为通用的
为农学效率尧偏生产力等 [3]遥 已有研究表明袁目前在

2

我国肥料利用率低的原因

2.1 高产目标和施肥过量

试验条件下袁世界玉米平均氮磷钾肥料的偏生产力
为纯 N 57.8 kg/kg尧P2O 5 119.0 kg/kg尧K 2O 136.0 kg/kg袁

受野高投入尧高产出冶野施肥多尧产量高冶等传统观

表 1 吉林省春玉米氮磷钾肥配施以及氮尧磷尧钾肥的农学效率尧偏生产力和肥料利用率
处理

农学效率/渊kg窑kg-1冤

范围

平均值

N

0~78.9

K2O

0~74.5

氮磷钾肥配施
P2O5

0~36.7

0~93.1

偏生产力/渊kg窑kg-1冤

范围

平均值

14.7

25.3~187.6

62.3

17.8

62.2~318.3

12.3

21.5

14.5~64.2

58.9~366.3

念的引导袁为了追求粮食作物高产袁我国农民盲目过
量施用化肥袁导致我国肥料利用效率低 遥 已有研究

肥料贡献率/%
范围

32.9

0~82.3

146.3

0~56.8

143.1

0~74.3

0~63.2

平均值
35.9
24.5

14.5

12.3

2.4 农户施肥观念落后

[6]

我国农业生产以分散小规模经营为主袁 一些农

数据表明袁 我国粮食产量从 1949 年的 1 029 kg/hm 2

户仍存在过量施肥的习惯袁由于施有机肥达不到野立

从 1949 年的 7.8 万 t 增加到 2018 年的 5 653 万 t[7]遥

水平有限袁接受新理念尧新技术较慢遥 另外袁农地的碎

增加到 2018 年的 5 621 kg/hm 2袁 而化肥的施用量也

竿见影冶的效果袁农民不愿施用有机肥遥 农民的知识

随着目标产量的增加袁施肥量也相应提高袁但一般农

片化导致 我国测 土配 方技术野最后 一公 里冶难 以 打

业发达国家都严格控制单产遥

通遥 一些农业发达国家土地成片经营袁经营者有意识

2.2

土壤肥力退化

地对土壤进行数据化管理和科学施肥袁 从而达到节

肥料利用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土壤肥力水平遥 长

本增效的目的遥

期过度用地致使我国耕地质量下降袁 土壤有机质含
量降低遥 我国土壤有机质含量约为 1.8%袁肥沃的东

2.5 肥料品种单一
目前袁在欧美农业发达的国家袁微生物肥料的使

北黑土地有机质含量也仅为 4%左右 袁而其他一些

用量已占肥料总用量的 20%以上遥 受多种环境因素

例袁诸多因素导致土壤肥力退化加剧袁土壤抗逆性大

分依赖化肥的现状没有改变袁 亟待通过开发高效有

[8]

国家土壤有机质含量为 5%~8%遥 以东北黑土区为

的影响袁我国微生物肥料施用比例仅为 2%左右遥 过

幅减弱袁土壤生产力显著下降遥

机肥产品来提高作物养分利用率袁 加强我国肥料方

2.3

施肥方法不当

面的技术创新遥

我国某些地区仍采用撒施或表施等施肥方式袁

3

易造成肥料挥发尧流失袁不利于作物吸收袁导致肥料

提高肥料利用率的对策

3.1 测土配方袁精准施肥

利用率下降遥 我国施肥技术与全球农业强国相比还

测土配方施肥以土壤测试和肥料田间试验为基

存在一定差距袁特别在养分高效利用尧基因筛选尧营

础袁调节和解决作物需肥与土壤供肥之间的矛盾袁提

养链一体化管理尧数字化养分管理系统及作物营养

高肥料利用率和减少化肥使用量袁 达到作物增产增

调控技术等方面应深入研究遥

效的目的 [9]遥 按照野结构合理尧总量控制尧方式恰当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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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适宜冶的施肥原则袁推动配方肥尧缓释肥料应用到

现玉米秸秆全部还田袁既解决了秸秆焚烧问题袁也实

田间袁并扩大其示范推广面积遥 测土配方施肥可在提

现了保土尧保水尧养地的目的袁从而提高肥料利用率遥

高单产的基础上袁减少不合理施肥量遥 利用现代化信

吉林省梨树县对秸秆还田进行了 10 余年的探索研

息技术袁进一步加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应用遥

究袁结果表明袁连年秸秆覆盖还田不仅能减少风蚀和

2016 年袁吉林省采用手机短信服务的方式袁率先实现

水蚀尧蓄水保墒袁还能使土壤有机质呈递增状态袁提

测土配方施肥推广区域全覆盖遥 2020 年袁信息服务方

高耕地质量遥 应用有机肥尧腐熟的农家肥尧生物有机

式升级为野土肥管家冶App袁实现测土配方信息直观化

肥尧微生物肥袁相应地减少化肥的施用量遥

和查询一键化袁有力支持了科学施肥技术入户应用遥

3.5

3.2 调整施肥参数袁优化施肥结构

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网络平台尧电视广播尧现场会等多种形式袁

按照土壤测试的结果尧作物需肥规律袁优化氮尧

加大科学施肥的宣传力度袁将宣传培训深入到户尧指

磷尧钾的配比袁调整化肥使用结构袁全面合理供应养

导到田袁结合当地农作物生长的具体情况袁因地制宜

分遥 由表 1 可知袁现阶段吉林省春玉米在氮肥管理方

宣传科学施肥 [11]遥 在田间地头尧化肥售卖点等地向农

面需要提升袁应重视氮肥的合理应用袁以稳产增效遥

民普及科学施肥知识袁 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施肥观

推广使用新型肥料袁 应用缓控释肥料尧 生物有机肥

念袁掌握科学选购和施用化肥的方法遥 另外袁可以建

料尧液体肥料等袁平衡土壤养分袁不断提高肥料利用

立 农业推 广示范 区或在 个别农户 的田 地 建立 示 范

率 遥 针对不同区域耕地土壤养分不平衡现状尧测土

点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遥 农业推广人员可以融入农民

[10]

配方施肥试验结果以及农民施肥习惯袁 利用智能配

队伍袁手把手指导袁让农民切身体会到科学施肥的益

肥站开展配方肥定制服务袁推广配方肥应用袁调整施

处袁从而使更多农户自觉参与袁逐步掌握合理的施肥

肥配方袁补充中微量元素肥料袁应用高效肥料产品和

方法尧施肥量和施肥时期遥

科学施肥方法袁降低化肥施用量遥 以吉林省东辽地区

4

结语

为例袁当地土壤中磷素超标袁结合该实际情况袁确定

近些年袁随着科技的进步袁我国逐渐采用机械化

当地应遵循野稳氮尧降磷尧提钾冶的施肥原则遥 环保督

深施肥尧水肥一体化尧浅膜滴灌等新技术和新模式遥

察应按时检查辽河流域化肥减量增效项目效果遥 做

在农作物营养供应的环节上袁 高效施肥模式利用现

好测土配方施肥和化肥减量增效工作袁 也是在积极

代技术手段袁极大限度地提高了肥料利用效率遥 高效

践行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理念遥

施肥正向着信息化尧轻简化尧智能化尧自动化方向发

3.3 改进施肥方式袁阻控养分损失

展遥 化肥减量增效是保障农产品安全尧资源节约以及

实行测土配方施肥袁改进施肥方式袁按照农艺农

环境友好的良好措施袁更是农业持续健康发展和野绿

机融合尧基肥追肥统筹的原则袁配套种肥同播尧侧深

水青山冶建设的必由之路遥 提高肥料利用效率是实现

施肥尧免耕机播尧秸秆覆盖等技术袁以降低肥料养分

粮食增产增收和农业绿色发展的中心环节遥 应推进

的流失袁从而提高肥料利用率遥 推广机械化深施技术袁

配方肥生产与应用袁加强养分资源综合管理袁同时也

在耕翻尧播种以及作物生长过程中袁利用农业机械将

要探索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技术融合发展袁加

化肥按照农艺所要求的数量尧种类和位置施入土壤表

强基础数据分析与应用袁助力技术提升与推广普及遥

层下方一定深度遥 机械化深施肥可以降低化肥的损

开展多方位的宣传培训活动袁创新宣传培训方式袁最

失袁提高化肥的利用率袁从而达到节本增效的目的遥

终提高农民的认识程度袁应用先进的科学施肥技术遥

3.4 增施有机肥袁减少化肥投入
推广应用秸秆覆盖还田尧 条带旋耕覆盖还田等
秸秆还田技术袁建立秸秆覆盖尧免耕播种尧配方施肥尧
化学除草尧综合防病及全程机械化收获技术体系袁实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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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忠斌院稻田小龙虾早秋苗人工繁育技术
1 次水袁每次换水 1/3遥 保持田间水位相对稳定袁不能

4 月中下旬袁如发现小龙虾感染白斑综合征袁需

忽高忽低袁使虾池中保持有较多水生植物遥 大批龙虾

要进行隔离袁防止其互相感染遥 防治小龙虾烂鳃病尧

开始蜕壳时严禁干扰袁 蜕壳后及时投喂优质适口饲

肠炎病等疾病袁应加强饲养管理袁及时清除残饵尧污

料袁防止虾因饵料不足而相互残杀袁影响其生长遥

物袁经常注入新水袁保持池水清爽遥 可在虾的饲料中

13

病害防治

适当添加多种维生素袁增强虾的免疫能力遥 多数虾

加强检查袁做好敌害清除和病害防治工作遥 小龙

塘会出现缺氧的现象袁高频率缺氧极易导致小龙虾

虾本身有较强的抗病能力袁 当养殖的集约化程度不

生长受限袁严重时甚至出现死亡遥 蜕壳不遂是小龙

高渊产量不高于 3 000 kg/hm 2冤时袁只要水源未经污染

虾精养过 程中容 易出 现的一 种 疾 病 袁 因 而在 精 养

在小龙虾养殖过程中袁仍然要坚持以防为主尧防治结

蜕壳遥

且未施用农药等有害物质袁小龙虾一般不会发病遥 但

虾 田要 定期进行 补钙 和抗应 激处 理 袁 促 进小 龙 虾

合的方针袁做到无病就防尧有病早治遥 引起小龙虾发

稻田小龙虾的敌害生物较多袁蛙尧泥鳅尧黄鳝尧肉

病的主要因素有非生物因子和生物因子院 非生物因

食性鱼类尧鸟类等都是小龙虾的天敌遥 因此袁小龙虾

子主要包括缺氧尧温度变化较大尧水体 pH 值不稳定尧

放养前必须用药物彻底清除敌害袁 进水口和排水口

农药及其他有毒或有害物质污染水体等曰 生物因子

要用双层密眼网围住以防止敌害侵入袁 平时勤巡查

主要是指各种病毒尧真菌尧细菌尧原虫等有害病原体

并用生石灰清除田内敌害尧及时驱赶水鸟遥

感染袁或饲料投喂不足引起的营养不良袁以及操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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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引起的损伤和应激性反应等 [4]遥 此时应做好提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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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袁保持水体适宜的溶氧水平和酸碱度袁使水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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