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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物栽培管理中，
有机肥的肥效欠佳最常被
提及。有机肥施用效果是
否良好，除了其生产企业
产品本身要符合国家标准
外，还涉及经销商和厂家
对用户施用方法的正确宣
传引导。

有机肥施用效果不佳
的原因很多，大致可以分
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生产
企业的原因，第二类是施
用方法的原因。

核心提示

有机肥效果不好 可能啥原因？

施用方法的原因22

■链接

生产企业的原因11

生产提醒

玉米要大穗
应施足水肥

一、要在足够的墒情和
适宜的温度下施用。无论
在何种土壤上施用，都要有
充足的墒情促其迅速分解
转化。土壤墒情不足时，施
用后要及时抗旱调墒。

二、为了使肥料体现长
效与速效的持续效应，凡是
施用有机肥的大田，每亩施
用有机肥的量要足，但也不
宜过多，以免烧苗；具体用
量根据产品含量和作物需
肥时期特性来定。

三、做基肥施用时用量
亦不能过多，特别是蔬菜大
棚更不能超量施用，一定注
意含氮量。目前市场所售
有机肥一般为 5-45、10-
45、2-45，蔬菜大棚较适用
于5-45含量的有机肥。

施好拔节肥 夏
玉米7叶期是施用
拔节肥的最适期，
这时正值玉米叶片
大量展开、茎秆迅
速伸长，需肥量较
大，一般到全展叶9
叶期时，土壤养分
难以满足玉米生长
需要。此时应抓住
玉米7～9叶期拔节
前后开穴追肥，苗
壮的适当迟施、少
施，地瘦苗弱的早
施、重施，一般每亩
施碳铵 15～20 公
斤，腐熟人畜粪肥
500～750公斤。

足水孕穗 孕
穗期是需水最多的
时期，此期玉米植
株生长的需水量占
全生育期总需水量
的 27%～38%，此
期土壤水分应保持
在田间持水量的
70%～75%，以水
调肥，满足玉米生
长发育的肥水需
要。

重施穗肥 追

施穗肥不但可以提
高光合作用效率，
促进穗位叶片及其
上下几片叶的生
长，而且能使叶片
寿命延长，促进籽
粒饱满。穗肥施用
时间与玉米品种及
地力情况有关。一
般来说，早熟品种
在 可 见 叶 15～16
片或展开叶 8～10
片时施用为宜，中
晚熟品种在可见叶
15～17 片 或 展 开
叶 11～12 片时施
用为宜。基肥充
足、生长旺盛的地
块，可适当迟施穗
肥，以全田有少量
植株开始抽雄时为
宜；基肥不足的瘦
地生长势差，穗肥
则宜早施。穗肥应
选用速效性氮肥，
一般每亩穴施或条
施碳铵 25～35 公
斤，若选用尿素，每
亩施 7.5～10 公斤
即可。

（曦革）

“我买的肥料施下去都半个月
了，没啥效果不说，看起来长势还
不如别人的，这是不是假肥料
啊？”

“隔壁老王用的另外一家肥
料，人家刚用两天，长势呼呼的，叶
子绿油油的，效果太明显了。”

见效快就是好肥料，笔者在调
查中，很多农民朋友都这样认
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用肥误
区，实际恰恰相反，见效快的未必
是好肥料。这种追求速效性的心
理是广大农民朋友缺乏肥料知识
以及种植水平较低造成的。尽管
有些肥料效果不错，但是由于效

果表现慢，不能立竿见影，常被农
民认为效果不好而受冷落，而一
些激素含量较高或以氮素为主的
肥料，因见效快反而受到很多农
民的青睐。

一般来说，化肥产品肥效期如
下（仅供参考）：碳铵当天见效，肥
效期15天；氯化铵3天见效，肥效
期 25天，后期脱肥；尿素，7天见
效，肥效期45天；复合肥10天见
效，肥效期90天；生物肥一般1个
月左右见效，效果在生长周期长的
作物还不是很明显，但肥效可持续
6～8个月。

要知道，激素类物质自身没有

多少营养，对增产没有多大实际
帮助，而肥料需要长期供应，最好
是根据作物各个时期的生理特性
配比施用，没有必要盲目地追求
速效性。

很多不法厂家为了迎合农民
朋友们的“快速见效”心理，在冲
施肥中过量添加激素类物质，降
低氮磷钾等营养元素的含量，本
末倒置。这种激素肥料在冲施后
在短短的1～2天内表面效果非常
明显，例如：叶片、茎秆生长迅速，
果实膨大快，结果很多，菜农朋友
就以为这是“好肥料”的效果。但
很少有农民注意到，这类肥料在

施用后，常引起作物旺长、花芽分
化差和早衰等问题，反而降低了
总体产量。

作物生长是有规律的，根深才
能叶茂，前期生根，中期长茎秆，后
期结果实，如果用肥不合理，在该
长根系的时候茎叶旺长，根系衰
弱，那么茎叶再旺盛也只是一个表
象，结果只会导致作物早衰死亡。
总之，在选择用肥的时候，不能单
一以长势来评判一个产品的好坏，
要明白最终的目的是产量和品质，
能够增产且保证品质的肥料才是
好肥料。

（小愚）

笔者从日前召开的首届作物
和土壤中医式养护高峰论坛上获
悉，农用微生物浓缩制剂（简称母
剂或高含量菌剂）农业行业标准
近期将发布实施。同时，今年土
壤修复菌剂（也称生物修复菌剂）
的研发和产品登记等工作正在全
力推进中。

据了解，农用微生物浓缩制剂
标准将产品剂型分为液体和固体
两大类，技术指标主要为：一是产
品有效活菌数（cfu）不少于200亿/
克（毫升）；二是杂菌率不大于1%；
三是固体剂型产品的水分含量不

大于8%；四是产品的pH指标为
4.5～8.5；五是液体剂型产品的保
质期为不少于6个月，固体剂型产
品的保质期为不少于12个月。

农用微生物浓缩制剂标准的
出台，标志着农用微生物浓缩制
剂产品拥有了专门的产品标准，
不仅针对性强，使产品质量更有
保证，还进一步规范了检测方法，
将促进该类产品在市场上的推广
与应用。

土壤修复是当下公众关注的
焦点，土壤修复菌剂（也称生物修
复菌剂）成为大众关注的产品之

一。今年正全力推动的土壤修复
菌剂的研发、评价和产品登记等
工作中，产品登记是重点之一。
由于当前并没有出台土壤修复菌
剂产品标准，土壤修复菌剂类产
品生产厂家首先要制定企业标
准，通过专家评审后才能获得产
品登记证。土壤修复菌剂还要明
确修复对象，科学设计试验处理，
客观评价其功能效果。考虑到土
壤修复的周期长，试验周期应延
长至两年以上。

据悉，土壤修复菌剂有两大核
心目标：一是土壤有毒有害物质

的消除，即消除农药残留、除草剂
残留、重金属残留、抗生素等有害
土壤健康的物质；二是实现土壤
的改良，如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
等物理性状，建立良好的微生物
区系平衡，提高土壤的生产能力
等。其中降解农药残留等指标是
可以直接量化评价的，还有一些
指标是多因素共同作用达成的，
无法直接量化评价，属于间接评
价。如何科学评价此类产品的效
果，是下一步研发与应用的关键
之一。

（李宝）

一是养分。由于原材料本身养
分低或发酵生产工艺原因，有些企业
的有机肥发酵出来养分并不合格，加
上有些厂连化验室都没有，一批产品
就这样迈向了市场。无肥料登记证
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直接面向用户，
这一块特别难以监管。

二是pH值。原材料在发酵过程
中pH变化较大，如果控制工艺不好，
发酵出来有机肥pH在8.5以上或5.5
以下也不奇怪。过酸的产品会导致农
作物生长受阻或死亡，而过碱的有机
肥料遭遇偏碱土壤，危害更大。

三是氯离子含量。一般没有人
会去检测有机肥中的氯离子含量，但
有些原料却含有不少的氯离子，在严
重忌氯的作物上施用时会出现严重
问题。有些厂家将氯化铵这一类含
氯化肥加入到有机肥中，以提高总养
分中的氮，这也是导致氯离子含量增
高，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四是含盐量。一般来说，以生活
污泥、厨余垃圾等为原料的有机肥盐
分较高，施到不耐盐的作物会导致出
现黄叶、掉叶、萎蔫、死亡等现象。

五是阳离子交换量。一般腐熟
的有机肥，其阳离子交换量大，保肥
肥力、缓冲能力强，对pH、盐分有很
好的缓冲作用，对于维持土壤的良好
状况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而没有腐
熟的有机肥甚至是晒干就卖的粪便，
其阳离子交换量极低，起不到应有的

缓冲效果，相反，还会危害土壤本身
的缓冲效果，造成作物生长障碍。

六是腐植酸。腐植酸与铵、钾、
钠结合，具有刺激作物生长的功能，
也具有易吸收的效果，还可提高作物
抗逆性，促产，促萌发，更可因为其交
换能力而增强土壤缓冲能力。腐植
酸是在有机肥发酵生产过程中不断
产生的，以高温发酵（大于50℃）尤
为明显，新鲜原料几乎不含有腐植
酸。

七是小分子脂肪酸。小分子脂
肪酸易招引苍蝇，这比较容易观察
出来。一般来说，小分子脂肪酸存
在于未腐熟的物料中，如新鲜鸡粪
等。其所带来的危害是抑制种子萌

发，抑制根系生长。
八是重金属。重金属会在植物

中积累，最终通过食物链集中到人身
上，对人造成伤害。同时重金属也会
对农作物的生长造成损害。由于设
备昂贵，大部分企业是没有设备对重
金属进行检测的，农资市场到现在才
多见执法部门对重金属进行检测。

九是有害微生物。堆肥温度在
50℃以上的时间不少于5天，可以杀
死病原菌及虫卵，达到无害化。但实
际上很多厂家有机肥生产过程中，由
于工艺水平原因，未能达50℃以上
或达到了却时间维持过短，大部分蛔
虫卵、大肠菌群等未能被杀灭，这就
影响了作物健康生长。

有机肥施用效果不佳，与肥料销
售员的推广误导有关，也与用户自身
知识和习惯施用方法有关。

一是有机肥用来追施。用户把
有机肥当化肥来追肥，没能及时盖土，
肥料只在土壤表面，不能与土壤充分
进行接触，不能起到改良土壤的效
果。加上日晒雨淋，有益的微生物不

能起作用，养分也会随水流失，有机肥
的缓冲能力、疏松土壤、持水透气、保
温保肥等的功能也都体现不出来。

有机肥的最佳施用方式是配合
无机肥作为基肥，最好与土壤进行混
合，即使做不到但起码（有机肥）也要
做到不裸露在土壤表面，如沟施穴施
等。

二是有机肥与作物直接接触。
有些用户担心肥效不够，或想尽快见
效，把有机肥与作物直接接触，这样
的后果是导致烧苗严重会死棵。

三是直接施用新鲜粪便。施用
新鲜粪便就好像厂家卖给用户未腐
熟的有机肥一样，一旦出问题会更加
严重。 （杨凌峰）

葡萄采果后
及早来施肥

施用有机肥
注意事项

叶面喷肥 采
后，葡萄叶片耐药
力较强，可适当加
大叶面肥的浓度，
用 0.5%的尿素和
0.5%的磷酸二氢钾
进行叶面喷施。

及早追肥 采
果后要立即追施一
次速效化肥，对晚
熟品种要在采果前
追施，每亩施硫酸
钾三元复合肥或果
树专用肥20公斤。

施足基肥 葡
萄采收后至落叶前
施基肥效果好，利
用根系处在活跃时
期补肥，不仅能使
损伤的根系恢复生
长，而且能对当年
树体营养积累起到
积极作用。每亩施

优质土杂肥 3000
公斤、纯氮 15 公
斤、纯磷 15 公斤、
纯钾25公斤、生物
钙肥25公斤、硫酸
锌 2 公斤、硫酸亚
铁2公斤、硼砂0.5
公斤，除氮60%、钾
50%留作追肥外，
其余的肥料一次性
施入深30厘米、宽
40 厘米的施肥沟
中。

无论是追施速
效化肥，还是秋施
基肥，都要及时浇
水，沉实土壤，促进
肥料迅速分解，恢
复树势，积累养分，
为第二年葡萄生
长、开花、结果提供
充足的营养。

（何科）

见效快的就是好肥料？

农用微生物浓缩制剂将有标准啦！

近日，渑池县农牧局技术人员在仁村
乡南坻坞村田间查看谷子长势，指导农民
加强中后期管理，科学防治病虫害、鸟害
及倒伏。近年来，该县充分利用谷子抗
旱、耐瘠薄、适应性广等特点，因地制宜引
进优良品种，推广配套高产优质栽培技
术，根据农时、农事和农民需要，提供零距
离服务，夯实增产增收基础。

上官海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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