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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我国农业对肥料的需求入手，分析了我国肥料产业面临着种植业施肥目标、肥料供需环境、肥料

施用方式的变化以及肥料负面作用受到人们重视的客观现实。厘清我国植物营养与施肥在不同时期的任务和目

标，肥料产业存在的问题，对指导我国肥料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建国以来直到上世纪末，粮食

和农业初级产品短缺一直困扰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肥料投入来增加供给是肥料施用和养分高效的主要目

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肥料施用从单纯的提高产量到产量与环境并重，而且环境要求越来越严，农业生产

迫切需要养分效率高、环境友好型的肥料。肥料生产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根本性转变加剧了肥料企业间的

不正当竞争。我国肥料产业发展中出现了过分炒作概念、无限延伸肥料功能、肥料概念把握不科学、行业浮

躁、踏实精神不足等问题，肥料标准过细等也影响着我国肥料产业的创新与发展。我国经济的连续快速发展，

农业资金投入的大幅增加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规模化种植的推广，对我国肥料从产品、剂型到施用技术都提

出了新的要求，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生产养分浓度、养分比例和养分形态适应不同作物和土壤环境

容量的肥料产品，适应简化施肥技术的缓控释肥，适应肥水一体化的全水溶肥料都要求肥料助剂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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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 You-lu
(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CAAS, Beijing 100081 )

Abstract: From the demands of fertilizer in China's agriculture, the changes of fertilization target, fertilizer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the way of applying fertilizer and negative effects by fertilization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he process of China's fertilizer developmen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were pointed
out. The target of fertilizer input has been changed fundamentally from sole for high output to reversible
requirement for high outpu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ich requires urgent innovation in nutrition ratio,
nutrient types and nutrient release periods of the current fertilizer products. The fertilizer market has changed
from seller’s to buyer’s nowadays, which exacerbates improper competition of fertilizer manufactures.
Excessive concepts speculating, infinite extending of fertilizer function, not fully grasping the concept of
fertilizer, lack of sureness spirit are common in the drumbeating of fertilizer products. Current new types of
fertilizer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China are not fi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fertilizer industry, unfortunately.
The rapid and consecutiv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in China has brought into the huge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input. The labor transfer and the coming operation in appropriate scale in countryside,
and the extension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and no tillage and mulching cultivation require adapted
fertilizer products.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Chinese fertilizer industry should focus in the nutrient
concentration, forms, proportion and fertilizer addi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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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 年，可以认为是现代植物营养与肥料的创

始年，李比希创立的“矿质营养学说”指导了全世

界植物营养与肥料的研究与应用[1]，为人类的发展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仅氮肥一项，后人评价为“养活

了地球上 48% 的人口”[2]。“矿质营养学说”至今

还被认为是现代农业的三大理论基础之一。但是，

随着人们对植物营养与肥料学科研究的深入，以及

我国肥料产业的发展现状，现代农业所面临的形势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不得不从另一个角

度思考与研究植物营养与肥料学科所面临的新问题

与解决途径。

1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科面临的挑战

1.1    施肥目标发生了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至 1980 年，我国遇到的最大问题

是粮食供应紧缺，当时人均粮食年占有量低于 350
公斤，甚至还出现了人均粮食长时间不足 300 公斤

的情况 (图 1)[3–4]。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是农业生

产的重要任务。提高作物产量、增加养分供应的主

要手段是积极积制有机肥料，充分利用有机养分。

这一时期，土壤肥料科技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提高

肥料利用率的研究[5]，此阶段研究的目的是提高作物

产量，减少肥料浪费的目的是防止肥料浪费影响作

物产量的提高，而不是因为肥料对环境造成了压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年人均粮食基本上稳定在了

350 公斤以上。但是，2000 年以后粮食总产和单产

均出现下降 (图 2)[3]，以保证粮食安全为中心的决策

影响着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尽管该时期化肥的污

染问题已显现出来，例如 2008 年的太湖蓝藻事件[6]、

云南滇池污染[7]等，都将农业的面源污染作为重要污

染源之一。但是，由于该时期粮食安全问题较为突

出，尽管出现了化肥污染问题，我国农业主管部门

并没有限制肥料的使用。2010 年以后，我国粮食年

人均稳定超过  400 公斤，粮食安全的压力有所减

轻，但随之而来的生态安全日趋突出，化肥的污染

受到了人们的重视。2015 年 3 月，长期将粮食生产

作为第一要务的农业主管部门，提出“一控、二

减、三基本”的农业生产指导方针，提出了“2020
年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方案”[8]，至此，长期以来我

国肥料以保证粮食安全为唯一目标的做法转变为既

要粮食安全又要保证生态安全的双目标。

1.2    肥料供需环境发生了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化肥年产量仅 0.6 万吨，

农业生产所需的养分主要由有机肥料提供，此后我

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化学肥料基础工业建设。20 世纪

70 年代建成了一批以合成氨为基础碳酸氢铵工厂，缓

解了我国化肥不足的局面[9]。农业化肥用量也大幅度

增加，到 2000 年，我国化肥工业自足的局面已经形

成，从 1980 年至 2000 年，我国化学肥料替代有机肥

料的现象日趋增多，有机肥料用量减少，化肥用量

开始增加 (图 3)。该时期，化学肥料施用量增加 2.3
倍，其中，复合肥料从 1980 年的 27.2 万吨增加到了

2000 年的 917.9 万吨，增加 32.7 倍，钾肥用量也增

加了 9.9 倍，其中绝对用量增加最大的还是氮肥，增

幅在 1500 万吨以上。该期我国肥料工业有了长足的

发展，尿素替代了大部分碳酸氢铵，复合肥由进口

到基本上实现了国产，料浆磷铵在我国开始大量的

生产[10]，钾肥产量也达到了 100 万吨以上，我国化肥工业

体系基本建成，氮、磷肥的生产和施用基本平衡。

2004 年，我国化肥的生产量首次超过我国肥料

 
图 1   1949～2014 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

Fig. 1   Annual grain owned per capita in China from 1949 t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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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用量 (图 4)，因此我国化肥的产销平衡也引起了

人们的注意。2010 年以后，由于我国化肥工业的产

能过剩[11]，化肥的竞争几乎白热化，每年中央电视台

上的化肥广告数量几乎占广告数量的三分之一。至

此，我国化学肥料的产销平衡彻底由卖方市场转向

了买方市场。特别是 2015 年农业部提出“化肥农药

零增长行动方案”以后，肥料厂家忧心忡忡，为了

保持所占的市场份额，肥料技术的创新成了大家的

共识。

1.3    施肥方式发生了变化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业高度分散和高强度开

发，施肥方式主要以人工为主，20 世纪 90 年代以

后，逐渐开始了机械施肥，2000 年以后，由于社会

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施肥技术的改进，产生了“精

准施肥”、“灌溉施肥”等一系列的新技术[12–13]，简化

施肥方式、提高肥料效益成了当今肥料发展的重要

需求。为了适应施肥方式的变化，缓控释肥料、水

溶肥料等肥料新品种不断出现，所以，在今后一段

时间内，是施肥机械主导肥料剂型发展，还是肥料

剂型主导施肥机械尚不明朗。但是，肥料简便化施

用是我国今后一段时间内重要的发展方向[14]。

1.4    肥料的负面作用明显显现

实际上，肥料，特别是化学肥料的负面作用一

直存在，1903 年 Haber 发明高压合成氨技术后，由

于合成氨被大量用于炸药的生产，至今人们评价

Haber 是魔鬼还是救世主都没有定论[15]。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化肥的污染开始被人们重

视，如美国 Chesapeake 湾的污染被认为有一半来源

于化肥 [16]、美国密西西比河下游 7000 平方英里的

“死亡区”也被认为与化肥施用有关[17]，我国 2007
年 4 月太湖发生大面积蓝藻水华、滇池水污染等很

多人认为也与农业施肥有关[6–7]。

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大面积雾霾，其中 PM2.5 的
组成中，NH4

+ 是重要的成分，且主要来源于农业

 
图 2   不同年份我国粮食总产量和单产

Fig. 2   The gross annual grain yield and unit yield from 1949 to 2012

 
图 3   1980～2010 年我国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化肥用量

Fig. 3   Consump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in different forms from 1980 t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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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通过对 PM2.5 组成的分析，我国农业大省河南省

的 PM2.5 中铵盐贡献率为 13%，并在秋季达到最大比

例 16%，绝对浓度 22 μg/m3。我国每年从农业源氨

排放的数量为 967 万吨，其中由农田排放的氨 543
万吨[18]。这给我国大气治理造成了巨大压力。

面对以上问题，解决的方法主要还是靠植物营

养与肥料学科的创新与技术进步，既要保证粮食安

全，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

又要减少肥料的用量，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

境，减少化肥对环境的影响。同时，还需要面对产

能过剩和农户施肥方式变化的需求。所以，在目前

情况下，植物营养与肥料学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同时也是植物营养与肥料学科发展的新机遇。

2    我国肥料产业的发展机遇与创新

途径

面对我国肥料产业的新形势，加之目前肥料产

业面临的新问题，也给我国肥料产业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产业整合和发展机遇。

2.1    我国肥料产业的发展机遇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肥料发展经历了几个机遇

期，一是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小化肥”建设，由

于我国当时化肥供应严重不足，在计划经济的体制

下，为了满足我国化肥的需求、打破封锁，我国自

力更生，建设了一大批年产合成氨 3000～5000 吨的

化肥厂，大多以生产碳酸氢铵为主[9]。二是改革开放

后，我国一方面开始大化肥的建设，另一方面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复 (混) 合肥料的生产，目前

我国一大批知名复合肥生产企业都是那个时期成立

的。2000 年以后，我国肥料产业体系基本成型，

2010 年，我国肥料产业产能过剩现象开始出现。但

是，我国肥料产业集中度较低，据统计合成氨企业

有 472 家，平均规模 14 万吨，其中 249 家的生产规

模小于  8 万吨。我国有磷酸装置的企业  90 多家，

80% 生产规模小于 10 万吨。我国复 (混) 合肥企业有

4400 多家，产量 30 万吨以上的仅 200 家。我国目前

共有有机肥企业 2282 家，其中有机肥企业 986 家
(43%)，生物有机肥 296 家 (13%)，有机无机复混肥

809 家 (35%)，其它企业 192 家 (9%)。全国有机肥设

计产能仅 3482 万吨，年产量仅 1630 万吨[19]。

在如此分散的产业体系中，随着产能过剩的日

益明显，市场竞争的加剧，一些工艺落后、创新能

力不强、市场信誉度低、服务差的企业必定会被淘

汰。同时，一些创新能力强、产品适应性强的企业

会赢得更大的市场空间，给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

展机遇。

如果我国上世纪 70 年代化肥工业发展和上世纪

90 年代复合肥工业发展的机遇是需求驱动的话，这

一次我国肥料工业的发展机遇则是创新驱动的产

物。我国化肥产能严重过剩，市场价格低迷，肥料

产品的同质化严重，市场应对能力不足。在这样的

情况下，某些肥料生产企业被淘汰是必然的结果，

按我国目前  6000 万吨的农业肥料刚性需求量而

言 [20]，我国肥料的生产总量会保证在一定的数量水

平，但是，随着我国现代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结构

及农业生产组织的改革与完善，适应我国农业生产

需求、环境友好的肥料将会成为我国肥料的主体，

肥料产业的发展也会向着肥料养分高效化、肥料施

用简便化、肥料成本经济化、环境影响生态化等方

向发展。这给我国目前肥料企业的创新发展造成巨

 
图 4   1949～2013 年我国化肥产量与施用量变化

Fig. 4   Variations in output and consump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 in China from 1949 t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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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压力，同时也会给肥料产业的技术进步创造良

好的发展机遇。

再则，随着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进程的加

快，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体对肥料的重视程度也会提

高，在关心肥料品质的同时，对肥料的价格和服务

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此，我国还会出现类同北

美 20 世纪 70 年代以肥料服务为主体的企业，目前

市场上出现的小型智能配机系统可能就会是这些服

务企业的雏形。

2.2    肥料创新的技术途径

肥料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肥料技术创新方向

基本上已经确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  养分浓度创新   肥料中的养分是肥料的主要功

能成分，养分浓度越高，表明肥料所含的副成分越

少，单位肥料所起的作用也越好，同时，在肥料的

运输方面，单位肥料所付的成本也越低。100 多年来

国际上对肥料浓度提高的需求一直没有下降，国际

肥料工业协会 (IFA) 统计了 1973 年至 2010 年国际上

主要肥料品种的增速，其中尿素从 1973 年的不足

1000 万吨，增加到了 2010 年的近 6000 万吨，其它

氮肥品种增加均不足 500 万吨。磷肥方面，磷铵由

1973 年的不足 50 万吨，增加到了 2010 年的 2500 万
吨，其它磷肥品种基本没有增加，反而有下降的趋

势[21]。同时，随着人们对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担

忧，肥料中养分含量越低，表明其副成分越多，随

之副成分的副作用就越大，不可测物质的数量就会

越多。近年来，我国市场出现一些将高浓度肥料和

低浓度肥料加工成中浓度肥料的所谓新型肥料品

种，是对肥料浓度创新的曲解。

2.2.2  养分形态创新   由于作物生长发育需要不同的

营养元素，为了减少施肥次数，把不同的养分合成

在一种肥料中，不仅能满足作物生长发育的需求，

同时能减少施肥的次数。上世纪 80 年代后，复 (混)
合肥料的品种引入我国，同时我国也开始了复 (混)
合肥料的生产，至 2013 年底我国复 (混) 肥年产量达

到 6200 多万吨 (实物量)。2005 年我国开始的测土配

方施肥项目，为合理复 (混) 合肥料中的养分比例起

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作物所需养分存在不同的形态，对不同的

作物或不同的养分配比，其形态影响养分有效性十

分显著。目前我国市场出现的“硝基复合肥”等都是

以养分形态标注的。有关氮肥是铵态、硝态和酰胺

态很早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22]，不同作物对不同氮素

形态的反应有很大差别。近年来，国际上对磷的形

态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我国目前主要使用正磷

酸盐为磷源，而焦磷酸盐、聚磷酸盐也存在着很多

优于正磷酸盐的特点[23]，特别是亚磷酸盐不仅可能供

给作物磷源，还有刺激植物生长发育的作用 [24]，所

以，养分形态及其养分形态间的相互配合，提高肥

料的效果，也是肥料创新的重要内容。

2.2.3  养分比例创新   如何平衡肥料中大量元素与中

量元素，大量元素与微量元素也是目前肥料研究的

热点。根据我国有关法规规定，中量元素在肥料中

是不能作为养分标注的。所以，目前在我国要解决

作物中量元素的营养问题主要还需要靠肥料的适宜

品种来解决。例如，缺硫地区可多施用硫酸铵等肥

料、缺钙镁地区可通过施用过磷酸钙或钙镁磷肥来

解决。以平衡中量元素为由，刻意添加大量的中量

元素到肥料中是不科学的。肥料中添微量元素是长

期以来研究的问题，除比例外如何解决肥料添加微

量元素后的有效性问题仍是目前肥料产业需解决的

问题。

2.2.4  肥料助剂创新   肥料助剂是肥料生产过程中添

加的有利用改善和提高肥料效果的非肥料成分，目

前可将肥料的助剂为分三大类：一类是改善肥料理

化性状的物质，如肥料生产过程中添加的防结块

剂、防潮剂等；第二类是改善肥料养分转化的物

质，如脲酶抑制剂、硝化抑制剂等；三是改善植物

生长状况的物质，目前主要是植物生物刺激素。

生物刺激素 (biostimulant) 是一个什么样的物

质，目前没有人能说清楚，因为它是一种具有混合

功能的一类物质。目前为止，其名称有 10 余种之多，

如诱导因子 (elictors)、生长调节剂 (growth regulators)、
植物抗性增强剂 (plant defense enhancers)、天然抗性

促进剂 (natural defense promoters)、植物生物刺激素

(plant biostimulants)、活力增强剂 (vigour enhancers)、
植物强壮剂  (p lant  s t rengtheners)、生理激活剂

(physio-activators) 等[25]。

有人认为，生物刺激素是介于植物保护产品 (农
药) 和肥料之间的一种物质，就像功能食品是介于食

品和药品之间一样[25]，在“第二届国际生物刺激素在

农业中的应用”大会上，Valagro 公司将生物刺激素

认为是加强作物的新农业投入品，并将生物刺激素

在作物健康中的作用与人类的健康相比较，把人类

的基本食品比作作物健康中的肥料，功能食品和益

生菌比作生物刺激素，人类的疫苗比作增加植物抗

性的物质，医用药品比作农药 (杀虫剂和杀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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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献[26]可以看出，人们定性生物刺激素时，

都将生物刺激素与肥料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这是因

为在欧盟 [Regulation (EC) No 2003/2003] 的法律中，

明确了“肥料是以提供植物营养为主要功能的物

料”，这说明改善植物生长的生物刺激素不提供植物

营养。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一些企业急于推进欧盟在

生物刺激素方面进行立法的主要原因。

目前，国际上把生物刺激素分为五类，即微生

物制剂及提取物 (microbial inoculants and extracts)、
水解和消化的动物残体 (animal based hydrolyzates and
digests)、胡敏酸和富里酸 (humic acids and fulvic
acids)、海藻及植物提取物 (algal/plant extracts)、无机

及合成产品 (inorganic and synthetic products)。不同类

型的生物刺激素对植物生长和肥料养分利用都有不

同的作用。目前这些物质有些可以作为肥料添加物

质，有些有可以单独使用。

3    当前影响我国肥料产业创新的因
素与对策

肥料作为现代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

目前在我国的肥料产业领域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创新

发展阶段，新剂型、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断涌现，相

关的肥料标准也逐步出台，正在进行着一场肥料产

业的革命。然而，影响我国肥料创新的因素也不

少，应避免这些因素的干扰，趋利避害。

1) 过分炒作概念　肥料作为商品，需要消费者

了解和认知，肥料企业的宣传是十分正常的。但是

将肥料产品过分炒作，或用科学概念包装的伪科学

概念蒙骗消费者屡见不鲜。将植物所有必需元素都

说成是肥料养分，甚至将影响植物生长的所有因素

都以“肥”来推销，市场出现了所谓的“氧肥”、

“光肥”、“磁肥”，可能还会出现“量子肥”等

匪夷所思的肥料概念[27]。

2) 无限延伸肥料功能　为了追求肥料品种的差

异化，这本是肥料创新的重要切入点，但在我国则

称为“卖点”，然而，我国目前肥料的“卖点”大

部以肥料功能的外延为其基本内容，如防病、杀

虫、除草、抗旱、抗盐碱、抑制重金属等，反而把

肥料最基本的功能——提供植物必需营养元素的

功能淡化甚至忽略。

3) 对肥料的概念没有充分把握　肥料，这个极

为通俗的名词，在过去很多权威性著作里都找不到

其定义[28–30]，但人们不会因为没有确切的定义而引起

概念上的混乱。然而，在现代商品时代，一个没有

疑义的概念变得极其复杂。实际上，目前肥料概念

复杂的原因就是什么物质可以作为肥料进行商品的

生产与交易，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是肥料，什么不

是肥料的问题[31]。由于肥料在农业生产中有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目前肥料的定义碎片化，包括政府部门

在内的肥料管理部门也将许多不能称为肥料的物质

作为肥料。这里涉及到植物营养学科中肥料的概

念、肥料作为商品时肥料的概念、政府部门对肥料

管理时肥料的概念等。分不清肥料在不同层次上的

概念会严重影响肥料创新的方向。

4) 行业浮躁，踏实精神不足　我国肥料行业在

目前竞争白热化的阶段，浮躁情绪充斥整个行业，

“全国第一”、“营养专家”、“行业领导者”、

“领航者”等宣传几乎无处不在。20 世纪 80 年代我

国出现了一批假复合肥企业，将没有一点养分含量

的炉渣作为复合肥，如今这样的情况几乎没有了，

但假信息、假服务出现很多。如有上百辆印着“测

土配方施肥”的宣传车，但几乎没有测过一个土

样。一些打着“智能配肥、测土施肥”的配肥站根

本就没有测土的设备。这种行业浮躁的行为严重影

响着肥料产业的发展。

5) 媒体误导，缺乏科学依据　目前我国一些媒

体看上了肥料这个不太规范的行业，只要有些厂家

提出一些不同的“概念”，媒体就会长篇报道，并

找来“专家”进行引导和论证，这“短板”、那

“创新”，总是和我国一些新政策牵强附会联在一

起，看上去“科学”味十足，实际上都是不着边

际，这样的行业氛围，让一些真正从事肥料创新的

企业也无所适从。

6) 热衷概念，缺乏深入研究　近年来，我国出

现了一批大胆“否定”的所谓学者，不断提出一些

“新理论”，大胆否定“矿质营养学说”，有些还

著书立说。仔细研究后发现其连李比希的“矿质营

养学说”都没理解。这些年我国出现了很多新型肥

料，但是大多缺乏深入的机理研究，仅凭一些现象

就认为是肥料的创新，很多将不是肥料主要功能的

现象认为是新发现，任意夸大肥料可能具有的一些

次要功能。这种现象如不能克服，只能将我国肥料

的创新引向歧途。

7) 肥料标准过细，影响肥料创新　标准是从事

同一行业生产所遵循的统一准则。而我国一些企业

把制定标准作为企业实力的表现，受国外“一流企

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产品”的影响，好像只要制

订了标准，就是肥料的一流企业，一些政府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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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推波助澜，制订一些不该有的标准，一些企业甚

至把达到某一标准就认为是国际领先水平。我国目

前是“科学立法”，标准虽不是法律，但是将一些

没有通过长期科学试验确认的东西确定为标准也是

不符合科学立法精神的，同时也不利于肥料产业的

创新发展。

4    结语

我国肥料的施用进入了供应养分提高产量与合

理施肥保护环境并存的时代。肥料产业已由卖方市

场转为买方市场。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适度规模

经营都需要简化施肥，免耕、覆盖、肥水一体化等

新型节水、保护农田的新技术也需要新型肥料产

品。肥料企业作为供给侧，必须摒除虚假概念炒

作，踏踏实实地研制、开发适用于现代农业生产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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