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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铵又称氯铵，是生产纯碱（碳酸钠）的
副产物，其含氮量为23%～25%。多年来，氯化
铵用作水稻的基肥和追肥，比施等氮量的其他
氮肥效果好，分别比施碳铵和硫酸铵的稻田增
产稻谷15.6公斤和23.9公斤。水稻施氯化铵，
除具有其他氮肥的功能外，还有一些特殊作用。

经验交流

红薯喜钾肥 施用有技巧

商品有机肥 施前看清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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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铵是稻田施用的好肥料

氯化铵用于稻田，肥效平
稳持久，流失较少。因氯化铵
的铵离子易被土壤吸收，氯离
子能抑制硝化细菌的活动，使
硝化和反硝化的脱氮作用难于
进行，可使铵离子较多地保存
于稻田中。据试验，把氯化铵、
硫酸铵、尿素三种化肥同时施
入水田14天后，测定出土壤中

的 硝 酸 态 氮 各 为 1ppm，
9ppm、14ppm，过 28 天后测
定 ，硝 酸 态 氮 各 为 78ppm、
112ppm和 196ppm。说明施
氯化铵比施硫酸铵、尿素的硝
化作用大为减弱。

在等氮量的条件下，氯化
铵肥效与尿素相当，比尿素来
得快。据农技部门试验，按等

量氮施用，水稻每增加一个分
蘖，氯化铵只需4.6天，而尿素
要6.9 天。据 8个试验点的水
稻植株高度和有效穗统计，施
用氯化铵的株高为84.1厘米，
有效穗为23.38万个，而施尿素
的分别只有83.3 厘米和 22.26
万个。

水稻是喜铵作物。氯化铵
施入水田后，稻体中的碳水化
合物立即吸收同化为有机含氮
化合物酰铵、氨基酸等，它可以
调节稻株体内氮的含量不致过
高，可减少无效分蘖和后期的
贪青徒长，有促进穗大、实粒增
多，千粒重增加的功效。据中
国农科院在湖南祁阳县的红壤
实验站多年试验结果，施用氯
化铵等含有氯离子的氮肥，比
施用含硫酸根、硝酸根的氮肥
的产量高1～2成。

氯化铵比尿素、硫酸铵的

硝化作用缓慢，使氮素更多的
经铵态氮（NH4-N）形式被稻
田土壤胶体吸附保存，因而比
尿素的氮素流失损失少，提高
了氮肥的利用率。此外，氯可
增加土壤酸度，有利于磷、锌等
营养元素的活化，供水稻吸收
利用，防止因缺磷、锌而引起的
水稻僵苗。氯化铵在一般情况
下，性质稳定，其挥发性和分解
性都比碳铵和氨水要小。运
输、贮存、施用也较碳铵和氨水
方便、安全。

氯化铵可作基肥和追肥，
每亩施用量一般为 10～15公
斤。但应注意，不要作种肥和
秧田施肥，以免影响种子发芽
和造成烧苗现象；一些忌氯作
物如甘蔗、烟草、马铃薯、葡萄、
柑橘等不宜使用，以免降低产
品的品质。

（李翠英）

施用有机肥能够提升
耕地有机质含量，益处很
多。笔者在此提醒农民朋
友的是，施用商品有机肥时
要辨明养分含量，尤其是氮
含量。

一般的农家肥，除个别
饼肥、人粪尿外，其氮、磷、
钾总养分的含量一般不会
大于6%，总氮含量一般不
会超过 3%。在通常情况
下，多数堆肥总氮含量不足
1%，猪牛羊圈肥总氮含量
不超过1.5%，而且这些农
家肥中的氮大多是有机态
的，在土壤中要通过分解、
转化才能释放出来被作物
吸收。按照普通有机肥含
氮 1%计算，每亩地施用

6～8吨农家肥，同时适当
减少化肥的施用，是不会出
问题的。

有机肥配施化肥具有
倍增效果，所以某些商品有
机肥加入了部分氮肥，如尿
素、硫酸铵或氯化铵等，总
氮含量在6%～10%，甚至
更高，但是有些企业并未在
包装袋明确标示。如果施
这些商品有机肥时仍然参
照一般农家肥含氮1%左右
的标准，不可避免会造成作
物烧根、烧苗。所以专家建
议，施用商品有机肥一定要
知道养分含量，尤其是氮含
量，应本着少量多次的施肥
原则施用。

（郭甸华）

腐植酸肥料有什
么作用？

答：腐植酸是黑色或棕色
无定形高分子有机化合物，难
溶于水，但具有胶体性质，能改
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具
有螯合作用，能提高磷、钾及微
量元素的养分活性和肥料利用
率；还能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作
物的抗逆性。此外，腐植酸对
与之复合的氮、磷、钾等元素还
具有缓释作用。

怎样合理选用腐
植酸肥料？

答：当前，腐殖酸类肥料还
在不断开发之中，其产品质检
多为行业和地方标准，施用方

法因产品而异。
腐植酸钠主要是配成溶液

后浇施、拌种和作叶面肥。其
中，配成 0.05%～0.1%浓度后
作基肥，亩施200～250公斤，
最好与农家肥拌施；作追肥亩
施150～200公斤，随水施用或
浇施作物根旁。种植前浸种或
叶面喷施的浓度为 0.05%～
0.5%，浸种时间一般为 5～10
小时，水稻、棉花为24小时；叶
面喷施宜在开花后至灌浆初期
进行，共喷2～3次。

腐植酸铵的施用方法和用
量与腐植酸钠相同，只有土壤
水分充足、灌溉条件好的地方，
才能充分发挥肥效。

含腐植酸水溶性的肥料是
在腐植酸中添加适量氮、磷、钾
或微量元素。在施用方法上，
水溶性固体或液体产品主要作

叶面肥、种肥或浸种、浸根。具
体方法可参照产品说明书，一
般要稀释800倍左右。大量元
素型含腐植酸水溶性肥料也可
以用于基肥或追肥，但由于成
本较高，施用量有限，应与农家
肥和常规化肥配合施用。

腐植酸肥料作基肥、种肥比
作追肥好，集中施比撒施好，深
施比浅施好。同时腐植酸肥料
不能完全替代无机肥和农家肥，
必须配合化肥、有机肥料施用，
尤其与磷肥配合使用效果更好。

各类腐肥物料投入比不
同，制造方法不同，养分含量差
异很大，在施用时需掌握适宜
的浓度。

腐植酸钾、腐植酸钠多为激
素类肥料，施后天冷见效慢，天
热见效快，适宜温度需在18小时
以上见效，若气温高于38℃，会
加速作物的呼吸作用，降低干物
质积累，造成减产，应停止施用
或减少施用次数及用量。

春花生如何施肥
获高产？

答：一是施足基肥。基肥

用量应占施肥总量的 80%～
90% ，可 每 亩 施 优 质 圈 肥
1000～3000 公斤。一些花生
田只施基肥，后期不进行追肥
也能获得高产。二是增施磷
肥。花生所需磷肥比一般作
物多，对磷肥的吸收利用率也
高。试验证明，每亩施过磷酸
钙10公斤，增产效果显著。在
瘠薄地施用磷肥时，每亩加入
2.5～5公斤的尿素作为种肥，
更能发挥磷肥的增产效果。
但在施用种肥时要将肥、种隔
离，以免伤害种子，影响其发
芽出苗。三是增施钙肥。花
生每亩施硫酸钙10公斤，既可
调节土壤pH值，提高根瘤菌
的固氮能力，又可改善氮素营
养，促进荚果发育，减少空果
和烂果。四是增施菌肥。人
工接种花生根瘤菌可使花生
早结根瘤、多结根瘤，提高花
生植株的固氮能力。目前生
产上推广的花生根瘤菌剂（根
瘤菌肥）一般每亩用25克，将
其加适量水调成糊状与种子
拌匀，注意要随拌随种，防止
日晒，另外也要避免与杀菌剂
混用或接触。

红薯比较喜钾，在肥料
三要素中，以钾的需要量为
最大，氮次之，磷最少。如
果红薯在生长早期钾素缺
乏，会导致节间、叶柄变短，
叶片变小，后期缺钾，老叶
叶脉间严重缺绿，并逐渐坏
死脱落，对产量影响很大。
因此，科学增施钾肥是红薯
高产稳产的重要措施。

底肥施钾
底肥施足钾肥是红薯

获得高产的基础，要以优质
有机肥为主。沙质土保水
保肥能力差，宜用半腐熟的
有机肥作基肥，黏质土则宜
施腐熟的有机肥。结合翻
地作垄，可亩施草木灰
100～150公斤，或施入含
钾 较 多 的 优 质 农 家 肥
3500～5000公斤，分层施
用。在施用草木灰时，注意
不要与铵态氮肥或人粪尿
混施，以免造成氮素挥发损
失。另外，红薯是忌氯作
物，不可施用氯化钾。

薯藤浸钾
薯藤浸钾能提高成活

率，促进植株早发。具体做
法是：将硫酸钾0.5公斤加
水25公斤充分搅拌，配制
成2%的溶液，把剪好的甘

薯藤苗放在钾液中浸泡，顶
叶露出水面。一般浸泡1
小时后取出稍晾干即可栽
插。

薯苗追钾
在栽植后40天左右，

亩用硫酸钾10公斤，在薯
苗基部7～10厘米处开穴
深施，施后覆土，以促进块
根的形成和膨大。在薯藤
长至1米左右时，在无风而
又有露水的早晨，亩用草木
灰50公斤左右，直接撒施
在叶面上，可防止薯藤徒
长，促进薯块膨大。在薯块
膨胀期，若土壤湿润，雨多，
藤、叶转黄，可多施草木灰。

叶面喷钾
在红薯生长后期，叶面

喷施钾肥具有明显的增产
效果。一般在收获前40～
50天，用1%的硫酸钾溶液
或0.2%磷酸二氢钾溶液或
5%草木灰浸出液（5公斤
草木灰加水100公斤浸泡
24小时后过滤去渣），每隔
7 天左右喷洒 1 次，共喷
2～3次，每次每亩喷施钾
肥液75～100公斤。一般
宜在傍晚进行喷施，以利于
叶片吸收，增进肥效。

（李凤先）

科技讲堂

生产提醒

多数农民在购买复合
肥时首先关注的是真假和
价格，很少考虑其养分配
比是否适合自家作物需要
和土壤特点。例如，笔者
认识的一位农民朋友，不
管种小麦还是夏玉米，基
肥还是追肥，几乎全都选
用15-15-15复合肥，后来
听说30-5-5高塔造粒复
合肥便宜，马上改选高塔
造粒复合肥。

实际上，复合肥按氮、
磷、钾养分配比可大致划
分为4种类型，分别适用于
不同土壤和作物，要对口
选用。一是通用型复合
肥，这类肥料的氮、磷、钾
养分配比相同或相近，如
15-15-15、14-16-15等，
适于作各种作物的基肥。

二是高氮磷型(或低钾型)
复合肥，这类肥料的氮、磷
含量相对较高，钾含量较
低，一般不超过 10%，如
24-15-6、22-14-9等，适
于作幼苗期追肥及我国西
北干旱地区作物基肥和一
次性施肥。三是高氮钾型
复合肥，这类肥料的氮、钾
含量相对较高，水溶性好，
磷含量较低，一般不超过
10%，如18-9-18、21-6-
18等，适于作南方酸性土
各种作物基肥及果树、蔬
菜追肥，特别是作大棚蔬
菜冲施肥。四是低氮型复
合肥，这类肥料的含氮量
低于含磷量，如 13-17-
15、15-20-10等，适于作
豆科作物和冬小麦等越冬
作物基肥。 (王兴仁)

选购复合肥 须考虑养分配比

编读往来

近期接到濮阳县岳村乡农民李龙州、固始
县胡族铺镇农民王栓宝、襄城县湛北乡农民曹
亚东等人咨询，编辑汇总后一并作答。

4 月 11 日，固始
县徐集乡吴庙村组
织村民在千亩杂交
油 菜 基 地 喷 施 硼
肥。豫南大地正是
油菜盛花期，该县采
取统一技术指导、统
一购肥、统一喷施等
多种方式，抢抓时机
对全县 80 万亩油菜
进行喷施硼肥，以确
保油菜夏季油料丰
产丰收。
丁昌铭 杨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