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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业标准，当前市场大体
有氨基酸、腐植酸、微量元素、中
量元素、大量元素及有机水溶肥
六种液体肥料，种类虽不同，但
分辨质量好坏大同小异，主要从
以下方面着手：一看、二称、三
闻、四冷冻、五检验。

看产品物理状态

好的液体肥料产品澄清透
明，洁净无杂质，悬浮肥料如氨
基酸、腐植酸等黑色溶液虽不透
明，但倒置后仔细观察瓶底没有
沉淀，而质量差的产品瓶里可能
会有很多固体不溶物。

称产品重量

按行业标准，每种产品都有
最低营养元素含量要求，液体肥
料中每种营养元素以克/升为单
位，意思是单位体积内所含营养
元素质量，值越大，相同体积液
体产品越重，其比重越大。因
此，比重大小是衡量液体肥料产
品好坏的重要指标，好的产品不
一定比重很大，但比重很小的肯
定含量不充足。合格的氨基酸、

腐植酸及有机水溶肥液体肥料
比重一般在1.25以上，即1升液
体肥重量在1.25千克以上，大、
中、微量元素液体肥料比重大都
在1.35以上。

闻产品气味

好的产品没有明显气味，有
些产品在弱酸或弱碱性条件下
略有氨味。有浓重氨味的是酸
碱度没掌握好，有特殊香味的一
般是为遮盖某些气味，有刺鼻气
味的一般是加了不该加的物质。

冷冻，借以检验产品稳定性

液体肥料溶液中析出固体，
一般分两种情况，一是久置慢慢
析出，一是低温、溶解度减小析
出，冷冻则可以检验产品低温条
件下的稳定性。好的产品放置
在冰箱里速冻24小时不会分层
结晶，而那些分层结晶的产品通
常是生产过程中没有选择好原
料和控制好生产工艺。

检验产品性质

检验，不是检验营养元素含

量，而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检
验产品性质。例如，用PH值试
纸检测其酸碱度，高含量液体肥
一般的厂家生产出来可能呈现
强酸或强碱，对作物不安全，与
其他农药混配施用很困难，技术
过硬的厂家生产的产品 PH 值
接近中性或呈弱酸弱碱性。生
产中还可以用磷酸二氢钾或磷
酸一铵溶液检验“糖醇钙”是否

含糖醇，含糖醇的产品，钙离子
螯合度高，遇到含磷溶液不会沉
淀，作物吸收和移动快；用低的
稀释倍数检验产品安全性，好
的液体肥料产品不含激素，与
粉剂比较电导率低很多，即使稀
释倍数很低也很安全，可以稀释
100 倍、50 倍甚至更低倍数喷
施。

（肥哥）

研究发现，磷与钾
是果树抗病的“良药”，
合理施用磷肥和钾肥，
不仅可以防治果树的生
理性病害，而且可以防
治传染性病害。果树的
多种病害都能由于增施
磷钾肥而减轻。如每亩
施 25～40公斤过磷酸
钙、5公斤氯化钾的果
园，果树锈病的发病率
能有所降低，且其防效
不低于波尔多液。

磷与钾之所以能防
治果树的生理病害，主
要原因是由于某些生理
病害是因缺磷或缺钾所
引起的。磷与钾能使果
树皮细胞坚硬起来，病
原菌和病毒病不易侵
入。磷能促进果树对硅
的吸收，使抗病能力增
强，果树增施磷、钾肥
后，茎秆坚硬，能很好地
抵御不良的环境条件，
有效抵御外界病原菌的
浸染，因而发病率也随
之降低。磷还能促使呼
吸作用和氧化作用加

强，当病原微生物侵入
作物体内后，能产生某
些毒素把细菌毒死。

增施磷、钾肥还能
使患病果树失水程度
减轻，并能补偿由病原
微生物造成的营养和
水分损失，从而提高抗
病性。

磷和钾虽是果树必
需的大量元素和抗病

“良药”，但也不是施得
越多越好。磷、钾肥施
得过多，不仅是浪费，
而且对果树生长发育
也有不利影响。如果
树施磷过多，能抑制它
对某些微量元素(如锌
等)的吸收，致使根系
不发达，分枝减少，产
生大量僵果。

因此，要根据不同
果树品种、不同土壤等
具体情况，科学施用磷、
钾肥。一般每亩施用优
质磷肥20～40公斤、氯
化钾 7～8公斤或硫酸
钾 8～12 公斤较为合
理。 （行唐）

下乡调查时发现，不少农民
对叶面喷肥存在认识误区，造成
了不必要的浪费。

有些农民在施用叶面肥后，
减少了有机肥和化肥的施用，结
果影响了农作物产量。一般来
说，叶面肥只能在氮磷钾充足的
基础上发挥作用，是一种综合效
应，只能起“锦上添花”的作用。

有些农民对农作物以及蔬
菜进行喷肥时，喜欢好几种叶面
肥加在一起施用，以为种类越全
效果越好，不少农民认为无论什
么肥料，只要“化得开”，就都可

以当叶面肥喷施，其实不然。如
挥发性很强的肥料如氨水、碳铵
等，如果当叶面肥喷施，喷施后
遇到高温会灼伤作物叶片。而
且很多微肥不可与农药混合施
用，酸性化肥与碱性化肥不能混
合喷用，应有针对性地进行肥—
肥、肥—药混配混施，起到“一次
喷施，多种效果”的作用，否则会
适得其反。

有些农民认为叶面喷肥溶
液浓度越大越好，这是不正确
的。如尿素浓度只宜在 1%以
下，磷酸二氢钾浓度也只宜在

1%以下，更多的中量、微量元素
肥如氯化钙、硼砂、硫酸锌、硫酸
亚铁、硫酸铜等浓度只宜掌握在
0.2%以下。浓度过大非但起不
到喷肥作用，相反会造成作物叶
片脱水、枯萎，导致肥害。一般
以喷至叶片正、反两面散布肥液
开始下滴为度。肥液过多会导
致成本上升，肥料浪费。

有的农户认为，在植物生长
发育的任何时期、任何时间都可
以进行叶面喷肥，其实也不对。
叶面喷肥最好是在作物的生长
转折期进行，每次喷施时间至少

间隔20天，一般来说每季作物喷
施2～3次。不同植物、不同肥料
进行叶面喷施，适宜时期也有一
定差异。水稻、玉米、小麦等禾
谷类作物，宜在孕穗、扬花、灌浆
期喷肥；大豆、花生、蚕豆、菜豆
等豆类作物，宜在开花、结荚期
喷肥；棉花宜在花铃期喷肥；钼
肥宜在植物开花前喷施；硼肥和
锌肥则在植物初花期喷施效果
最好。从喷肥时间上讲，应在无
风的阴天或晴天上午，叶面露水
干后，避开烈日高温时段，早、晚
喷施效果好。 （农报）

缓释肥也叫长效肥
料，主要指施入土壤后
转变为植物有效养分的
速度比普通肥料缓慢的
肥料。其释放速率、方
式和持续时间不能很好
地控制，受施肥方式和
环境条件的影响较大。

缓释肥的高级形式
为控释肥，是指通过各
种机制措施预先设定肥
料在作物生长季节的释
放模式，使其养分释放
规律与作物养分吸收基
本同步。它能依据作物

营养阶段性、连续性等
营养特性，利用物理、化
学、生物等手段调节和
控释氮磷钾及必需的微
量元素等养分供应强度
与容量，能达到供肥缓
急相济效果的长效、高
效的植物营养复合体。

由此可见，受上述
条件的限制，要做到真
正的肥效控释，可能性
不大或者说非常困难。
因此，缓释肥料包含了
控释肥料。

液体肥料优劣 怎样加以鉴别?

黄瓜、番茄、茄子等蔬菜生
长期长，需肥量大，进入开花
结果期后，菜农就开始冲施肥
料，促花攻果。可是，在频繁
的浇水冲肥中，很多菜农是冲
一次肥换一种肥料，他们的想
法是：“这么多肥料，这种不起
作用，还有那种，总有一种会
起作用！”

换一下冲施肥种类有时确
实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换冲
施肥不能过于盲目，一次一换

更不可取。目前，市场上的冲
施肥种类多样、品牌繁多，难
免鱼龙混杂。很多假冒伪劣
冲施肥为了快速表现出效果，
超量添加植物生长调节剂，如
复硝酚钠、DA-6等。这样的
冲施肥施用后2～3天就能起
效，可6～7天蔬菜就会出现黄
叶、萎蔫等症状，轻者导致蔬
菜生长不良、产量低、效益差，
重者甚至导致绝产绝收。

每种蔬菜虽然在不同时

期、不同环境下对肥料的需求
特点不一样，但冲施肥适宜的
时期均为开花结果期，需要的
肥料比例基本是稳定的。建
议菜农朋友，可以将常用的冲
施肥分门别类，选出几个适合
的冲施肥配方。如果找到了
养分含量合理、质量稳定、效
果良好的肥料，不妨连续用下
去，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
冲施肥的效果，而且可以降低
风险。 （郭芳）

肥料之间有“相生”关系，也
有“相克”矛盾。比如多施磷肥，
多余的有效磷与土壤中的有效
锌结合形成难溶性的磷酸锌沉
淀，而引起土壤有效锌的缺乏。
不仅如此，多余的有效磷还会抑
制作物对氮的吸收，引起氮的缺
乏。又比如多施钾肥，多余的钾
会减少作物对氮、镁、钙、硼和锌
的吸收，引起农作物体内缺乏这
些营养元素。另外，即使是有机
肥也不可过多施用。如果施用
过多，土壤中微生物与农作物会

出现“争氮”“夺氮”的矛盾，引起
土壤一段时间内暂时缺氮，而且
多余的有机质与锌形成络合物
或螯合物，从而降低锌的有效
性。

要防止肥料之间“相克”，可
采取以下方法：

一、尽可能做到平衡施肥。
对农作物偏施或多施单质肥料，
不仅造成浪费，增加生产成本，
而且易导致其他某种或某些营
养元素的缺乏。施肥时，要根据
农作物需肥结构的不同和土壤

的供肥能力，做到量出为入。
二、根据作物对各种营养元

素的需求比例要增同增，要减同
减。相对单质肥料而言，复合肥
或复混肥营养元素的比例关系
比较适当和协调。因此，施肥时
应以复合肥为主，以单质肥料为
辅，如对于以块茎、块根为收获
对象的蔬菜等需钾量大的农作
物，可在施用硫基复合肥的基础
上，再适当增加硫酸钾单质肥料
作补充。

三、错开施用时期或施用部

位。锌肥和磷肥若混施，必然会
产生“相克”。因此磷肥应作底
肥或基肥施用，锌肥应作追肥施
用。氮、磷、钾等大量元素肥料
应以根际追肥为主，微肥应采取
叶面喷施的方法。

四、缩小接触范围。氮、钾
肥可采用撒施的方法；磷肥可采
用集中施肥的方法；微肥可采用
拌种、浸种、蘸根等方法，使微量
元素局限在根部这一较小的范
围内，尽量不与大量元素接触。

（民若）

冲施肥频繁换，不可取!

肥料相生相克，得注意！

水溶肥别乱用，会减产！

化肥百科

科学施磷钾肥
可防果树病害

编读往来

鹿邑县赵村乡农民梁占军问：

控释肥缓释肥啥区别？

有机肥是种植农作
物的必须条件，是很重
要的，种植莲藕也不例
外。

施足基肥能供给莲
藕整个生长期所需的养
分，并具有改良土壤、培
肥地力的作用，藕田基
肥用量应根据土壤肥瘦
而定。栽植莲藕大多选
择土质肥沃、有机质丰
富、排灌方便的田块，结
合整地一般每亩施入腐
熟 的 农 家 肥 2500～
3000公斤、通用型复合
肥60～80公斤，并施入
钙、硼、锌等肥料，然后
深耕20～30厘米，耕细
耙平，放入3～5厘米浅
水待用。

莲藕整个生长期需
追肥 2～3次。第一次
在植株有 1～2片立叶
时(定植后25～30天)施

入，每亩施尿素15公斤
或腐熟农家肥 1500～
2000 公 斤 、硫 酸 钾
7.5～10公斤；第二次在
有5～6片立叶(定植后
40～50 天)时，每亩施
高氮、钾复合肥20～25
公斤；第三次在终止叶
出现时施入，此时开始
结藕，每亩施高钾型复
合肥15～20公斤，或施
入 腐 熟 的 人 畜 粪 肥
2000 公斤左右。施肥
时要选择晴朗无风的天
气，在清晨或傍晚进行，
每次施肥前放浅水，让
肥料溶入水中，施肥后
两天再灌水至原来的深
度，追肥后泼浇清水冲
洗荷叶。对深水藕田，
最好做成肥泥团追施，
以防肥料漂浮。施肥时
注意不要踩伤莲鞭，以
免影响结藕。

开封市龙亭区北郊乡农民张利民问：

种莲藕能施有机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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