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把土壤酸碱度分为五级：强酸性
土（pH小于5）、酸性土（pH5.0～6.5）、中
性 土（pH6.5～7.5）、碱 性 土（pH7.5～
8.5）、强碱性土（pH大于8.5）。我国大部
分田地为酸性土和中性土，少数为强酸性
土，极少碱性土。栽培农作物时，首先要
弄清所栽培的作物是喜欢酸性土或中性
土还是可以碱性土，若土壤酸碱度不合
适，就需要进行调节改良。

对于酸性过大的土壤，（1）可每年每

亩施入20～25公斤的石灰，且施足农家
肥，切忌只施石灰不施农家肥，这样土壤
反而会变黄变瘦。在播种前1～3个月
施入，以免对作物萌发及生长造成影
响。（2）也可亩施草木灰40～50公斤，以
中和土壤酸性，更好地调节土壤的水、肥
状况。

对于碱性土壤，通常每亩用石膏
30～40公斤作为基肥施入改良。

土壤碱性过高时，可加少量硫酸铝

（需另外补充磷肥）、硫酸亚铁（见效快，但
作用时间不长，需经常施用）、硫黄粉（见
效慢，但效果最持久）、腐植酸肥等，具体
施用量根据土壤酸碱度确定。常浇一些
硫酸亚铁或硫酸铝肥料的稀释液，可使土
壤酸性增加。腐植酸肥因含有较多的腐
植酸，能调整土壤的酸碱度。另外，硫酸
铝也被用来调节土壤pH值，因为它水解
生成氢氧化铝的同时产生少量的硫酸稀
溶液。

如果大田内有作物生长，可增施酸
性、碱性肥料来调节土壤酸碱度，也可利
用钙镁等碱性元素置换氢离子，提高土
壤pH值，同时也对作物提供养分。（1）
增施有机肥。这是调节土壤酸碱度最根
本的措施，可以提高土壤的缓冲性能。
土壤缓冲性与土壤中腐殖质含量密切相
关，而腐殖质主要来源于有机质，因此，
在农业生产中必须强调增施有机肥。（2）
合理施用化肥。一般说来，酸性土壤，选
施碳酸氢铵等碱性肥料，磷肥则选施钙
镁磷肥。碱性土壤，选施易溶性酸性化
肥，如氯化铵、过磷酸钙等。尿素属中性
有机态氮肥，酸碱土壤都能施用，但施后
隔3～5天再进行灌水，以防止流失，提
高 肥 效 。（3）适 施 石 灰 。 酸 性 较 强
（pH5.5以下）、土质黏重、有机质含量较
高的土壤，适当增施石灰。一般每亩基
施 50～100 千克，每隔 2～3 年施用一
次；碱性强的土壤，可亩施石膏（硫酸钙）
15～25千克。 （建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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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百科

过磷酸钙与钙镁磷肥

同样是磷肥 用法大不同

棉花不同生
育时期对肥料的
需求是不同的，
在施肥的要点把
握上，要做到底
（基）肥足，苗肥
速，蕾肥稳，花铃
肥 狠 ，普 施 桃
肥。这样施肥，
就可使棉花做到
早 发 稳 长 不 早
衰。

目前，冲施肥广泛用于
大棚种植和露地蔬菜。由
于冲施肥的肥效快，一般冲
后快则两三天，慢则三五天
就可见效，反映在叶色和株
高的变化明显，很符合一些
急于求成的种植者的心理。

冲施肥，顾名思义，就
是用水冲肥的施用方法，一
般在作物快速生长时期当
作追肥提供补充营养。既
然是补充施肥，就不能替代
基肥等主要施肥方式。

肥料水溶才能冲施

因为肥料冲施方便，很
多农户习惯在农田灌水的
时候，把不同大小颗粒状的
固体复合肥、尿素、氯化钾
等放在水桶里甚至直接撒
在渠头，肥料随着水流到达
作物的根部，其间肥料颗粒
是否溶解不甚明了。有的
人甚至把颗粒状高浓度复
合肥打碎后冲施，有的人把
未腐熟不溶性的固体有机
肥或微生物制剂当肥料冲
施，这些都是不恰当的。

只有水溶性肥料方可
随水冲施。氮肥中，常用尿
素、氨水、硫铵和硝铵冲施；
钾肥中，可以冲施的有氯化
钾和硫酸钾，也可用硝酸
钾。而磷肥中，即使是水溶
性的磷一铵和磷二铵，也不
要冲施，因为磷肥溶解后移
动性很差，容易被固定，不

能随水渗入到根层。磷肥
的最好施用方法是将其分
层埋入土中，只有这样才能
提高其利用率。

氮肥冲施要限量减
次

不计成本，盲目冲施大
量氮肥，既造成养分的浪
费，又会导致蔬菜徒长，品
质下降，同时还对水质造成
污染，加剧土壤盐渍化。

在蔬菜种植中，每次冲
施肥的纯氮用量应控制在
2～3公斤/亩，尤其是硝酸
态氮素要控制在 2～3 公
斤/亩以下，有限次数的钾
肥用量(氧化钾)一般在2～
4公斤/亩。全生育期的冲
施肥一般以两次为宜。

肥料冲施要适时

肥料冲施应在作物快
速生长期进行，例如果菜类
在盛果期、采摘瓜果后，大
白菜在包心期，秋菜一般选
择气温下降时期，此时土壤
矿化作用下降，补充营养效
果最好。

冲施灌水要控量

肥料冲施畦灌方式下
要防止大水漫灌，渠灌时沟
深与水量相适宜，防止溶于
水中的养分随水流失。

（张侃）

哪种钾肥最好？

答：和所有其他种类的
肥料一样，钾肥没有好坏之
分，施用后效果咋样要结合
水分、温度、作物及土壤现状
具体分析，能排名的是价格。

土壤需要“解钾”
吗？

答：NO!经常看到有些
包装上有“解磷解钾”的字
眼，这是一种惯性所为，钾
是不需要解的，因为钾盐没
有不溶于水的，水分充足的
情况下，固还固不住，解它
干吗？钾肥的关键在于保
(包膜或用聚合物固定)。

钾肥施得越多，膨
果就越快吗?

答：看情况。膨果牵扯
的因素和元素很多，很多时
候果实长不大，不是缺钾，
而是钾施用过量。

常见钾肥有啥优缺
点?

硝酸钾 优点是价格适
中，速溶性好，不易吸潮，中
性肥料，提供的硝态氮吸收
快；缺点是溶解吸热降地
温，逆境下易造成作物体内
亚硝酸盐积累(有机农业禁
止使用)，属硝酸盐，在储存
及加工过程中有一定的安
全隐患。

氯化钾 优点是价格

低，钾含量高，速溶性好，中
性肥料；缺点是溶解吸热，
易吸潮，含氯，大量长期施
用有一定的副作用。

硫酸钾 优点是价格较
低，钾含量高，不易吸潮，可
提供硫元素；缺点是溶解吸
热，自身呈弱酸性，属生理
性酸性肥料，所含的硫易于
和钙结合形成微溶物硫酸
钙，施用后可造成土壤酸化
及板结。

磷酸二氢钾 优点是不
易吸潮，磷钾总含量高，是
目前高含量粉剂水溶肥中
的必备原料；缺点是溶解吸
热，自身呈弱酸性，属生理
性酸性肥料，磷移动性差，
易于被固定，施用后可造成
土壤酸化及板结。

碳酸钾 优点是钾含量
高，呈碱性，施用后可降低
土壤酸度并释放出CO2 ，
增加局部微环境CO2的浓
度，增强光合作用强度；缺
点是易吸潮，易胀气，腐蚀
性较强。

有机钾 优点是为碱性
肥料，可降低土壤酸度，提
供大量速效碳肥；缺点是易
吸潮，价格高。

聚磷酸钾 优点是磷钾
含量高，溶解放热，呈碱性，
磷的移动性好、利用率高，
施用后可降酸，蓬松土壤，
改良土质，且速效与长效兼
顾；缺点是易吸潮，价格
高。 （摩尔）

过磷酸钙和钙镁磷肥是
目前农民朋友常用的两种磷
肥，两者的化学成分与物理性
质截然不同：过磷酸钙为白色
或灰白色粉末，有吸湿性和腐
蚀性，含磷量 16%～18%，属
酸性化肥；钙镁磷肥为灰色或
暗绿色，不吸湿不结块，可以
经 久 存 放 ，含 磷 量 14% ～
18%，属碱性化肥。因此，施用
和贮藏时也有很大的不同。

适施土壤不同
过磷酸钙呈酸性，适宜施

在石灰性和中性土壤中，生成
易被作物吸收的盐类，若施入
酸性土壤中，其主要成分磷酸

钙与土壤中的游离铁、铝离子
发生交换反应，形成不溶性磷
酸盐，难以被作物吸收，一般
应与有机肥混合并集中施于
根系密集区，以减少同土壤的
接触。而钙镁磷肥呈碱性，宜
施入微酸性或酸性土壤中，作
基肥全层深施，以加速有效磷
的释放，利于作物吸收利用。

肥效快慢不同
过磷酸钙为水溶性磷肥，肥

效来得快，既可作基肥，又可作
早期追肥或根外追肥。而钙镁
磷肥为难溶性磷肥，肥效来得
慢，在一般情况下，它的施用时
间最好比过磷酸钙提前一两个

月，宜作基肥一次性施入。这两
种磷肥所含的有效磷含量相差
不多，但由于钙镁磷肥肥效慢、
肥效长，因此一次性施用量要比
过磷酸钙增加50%，生产中可
采用隔年施用的办法，以提高利
用率。

不能混合施用
过磷酸钙不宜与石灰、草

木灰等碱性肥料混合施用，钙
镁磷肥不能与硫酸铵、氯化铵
等酸性肥料混合使用，以免发
生化学反应而降低肥效。过
磷酸钙含有大量的硫酸钙，在
缺硫的土壤中施用有补充硫
营养的作用；钙镁磷肥具有供

给作物钙、硅等元素的能力，
因此在喜钙的豆科作物和需
硅的水稻、小麦上施用，效果
更好。

耐贮性不同
过磷酸钙易吸湿回潮结

块，有腐蚀性，如贮藏时间长，
一部分水溶性磷便会转变为
难溶性磷，且湿度、温度越高，
这种转变速度越快。而钙镁
磷肥不吸湿结块，无腐蚀性，
耐贮藏。因此，提倡过磷酸钙
现购现用，在需要贮备磷肥
时，宜选购钙镁磷肥。

（中肥）

底肥的施用量一般要占棉
花需肥量的60%左右，施用肥
料要以有机肥和高含量的多元
复合肥为主。苗期应以施用氮
肥为主。这是因为：棉花苗期
植株中的含氮量占3.3%，高于
其他生育阶段，同时苗期地下
主根发育速度高于地上幼茎
4～5倍，“发苗先发根，根壮苗
发横”，棉苗三片真叶时花芽开
始分化，早施氮肥可促进花芽
的发育和转化。

蕾期至初花期是主茎生长
速度最快的时期，植株很易旺
长。因此，这段时间施肥也应
以有机肥和多元复合肥为主，
以促其稳长。花铃期和结铃期
一般以施多元复合肥和尿素为
主，特别是进入盛铃期，要普施
桃肥，预防早衰。

种棉花钾肥不能少，一般

棉田每亩须施用钾肥30公斤
左右。现在农户多选用无机
复合肥料，这类肥料中氮、磷、
钾的配方一般是等量式的，如
45%的复合肥中，氮、磷、钾各
含15%；51%的复合肥中，氮、
磷、钾各含17%。而棉花的需
磷量相对少些，选用高磷含量
的复合肥无疑是极大的浪
费。已经选用高含量多元复
合肥的可酌情减少单一钾肥
的用量。如每50公斤 45%的
氮磷钾复合肥中，所含的氧化
钾相当于12.5公斤氯化钾；每
50公斤 51%的氮磷钾复合肥
中 ，所 含 的 氧 化 钾 相 当 于
14.15公斤氯化钾。不能因为
施用了复合肥就完全取代了
单质钾肥。

增施有机肥的棉花高产稳
长不早衰。因为有机肥料的养

分含量是比较丰富的，但需要
注意的是，其肥效比化肥相对
迟缓。在购买和施用时，要注
意以下几点：一是购买的生物
有机肥料一般不要与化学农药
一同存放，防止伤害功能微生
物，同时避免阳光直射；二是生
物有机肥料应与化肥配合施
用，使速效与迟效养分分批释
放供棉花需要，同时要明白有
机肥料不能取代钾肥，缺钾的
棉田务必配施钾肥；三是要在
墒情适量时施用，若遇持续干
旱施后要及时灌水；四是要开
沟或打垱深施，或先撒施再翻
耕深埋。据农业科研部门试
验，无论是有机肥或是无机肥
或是有机无机复合肥，深施20
厘米左右比浅施、撒施的要增
产3～5个百分点。

（余宏章）

肥料冲施方便
不能一冲了之

这样施肥
棉花早发稳长不早衰

土壤有酸碱 如法来调节

钾元素被称为作物的“品质元素”，可以提高
作物的抗逆性，如抗旱、抗寒、抗倒伏、抗病虫害侵
袭的能力。作物缺少钾肥，就会得“软骨病”，易伏
倒，常被病菌害虫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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