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秋冬季主要作物科学施肥指导意见

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专家组

为加强对秋冬季作物科学施肥指导，提高肥料利用效率，

促进作物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部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专家组在农业部发布的三大粮食作物区域大配方

与施肥建议的基础上，根据秋冬季主要农作物需肥特点，以

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成果为主要依据，研究制定了2013年秋冬

季主要作物科学施肥指导意见。各地要围绕“促增产、提效

率、保安全”三大目标，本着“增产施肥、经济施肥、环保

施肥”相统一的理念，因地制宜确定本区域主要作物经济合

理施肥量，优化肥料养分配比，选择适宜施肥时期，改进施

肥方式方法，保障作物稳产高产，提高肥料利用效率。同时

，要坚持科学施肥与培肥地力相结合，鼓励增施有机肥料，

推广秸秆还田，种植和利用绿肥，改良土壤和培肥地力，提

高土壤综合产出能力。

一、冬小麦科学施肥指导意见

（一）华北平原灌溉冬小麦区（包括山东省和天津市的全

部，河北省中南部，北京市中南部，河南省中北部，陕西省

关中平原，山西省南部）

1.施肥存在的问题及施肥原则

针对华北平原冬小麦氮肥过量施用比较普遍，氮、磷、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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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比例不平衡，基肥用量偏高，一次性施肥面积较大，后

期氮肥供应不足，硫、锌、硼等中微量元素缺乏现象时有发

生，土壤耕层浅、保水保肥能力差等问题，提出以下施肥原

则：

（1）依据测土配方施肥结果，适当调减氮磷肥用量； 

（2）氮肥要分次施用，适当增加生育中后期的施用比例

；

（3）依据土壤肥力条件，高效施用磷钾肥；

（4）增施有机肥，提倡有机无机配合，加大秸秆还田力

度，提高土壤保水保肥能力；

（5）重视硫、锌、硼、锰等中微量元素的施用；

（6）肥料施用与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

2．推荐肥料配方与施肥建议

推荐配方：15-20-12（N-P2O5-K2O）或相近配方。

施肥建议：（1）产量水平400-

50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24-

30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13-

16公斤/亩；（2）产量水平500-

60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30-

36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16-

20公斤/亩；（3）产量水平600公斤/亩以上，配方肥推荐用

量36-42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20-

23公斤/亩；（4）产量水平400公斤/亩以下，配方肥推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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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18-24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10-

13公斤/亩。

在缺硫地区可基施硫磺2公斤/亩左右，若使用其他含硫肥

料，可酌减硫磺用量；在缺锌或缺锰地区可以基施硫酸锌或

硫酸锰1～2公斤/亩，缺硼地区可酌情基施硼砂0.5～1公斤/

亩。提倡结合“一喷三防”，在小麦灌浆期喷施微量元素叶

面肥或用磷酸二氢钾150～200克加0.5～1公斤的尿素兑水50

公斤进行叶面喷洒。

若基肥施用了有机肥，可酌情减少化肥用量。

（二）华北雨养冬麦区（包括江苏及安徽两省的淮河以北

地区，河南省东南部）

1.施肥存在的问题及施肥原则

针对华北雨养冬麦区，土壤以砂浆黑土为主，土壤肥力不

高，有效磷相对偏低，锌、硼等中微量元素缺乏现象时有发

生，土壤耕层浅、保水保肥能力差等问题，提出以下施肥原

则：

（1）依据测土配方施肥结果，适当降低氮肥用量、增加

磷肥用量； 

（2）增施有机肥，提倡有机无机配合，加大秸秆还田力

度，提高土壤保水保肥能力；

（3）重视锌、硼、锰等微量元素的施用；

（4）肥料施用与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

2．推荐肥料配方与施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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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基追结合施肥方案

推荐配方：18-15-12（N-P2O5-K2O）或相近配方。

施肥建议：（1）产量水平350-

45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28-

36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9-

12公斤/亩；（2）产量水平450-

60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36-

47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12-

16公斤/亩；（3）产量水平600公斤/亩以上，配方肥推荐用

量47-55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16-

19公斤/亩；（4）产量水平350公斤/亩以下，配方肥推荐用

量20-28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7-

9公斤/亩。

2.2一次性施肥方案

推荐配方：25-12-8（N-P2O5-K2O）或相近配方。

施肥建议：（1）产量水平350-

45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39-

50公斤/亩，作为基肥一次性施用；（2）产量水平450-

60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50-

67公斤/亩，作为基肥一次性施用；（3）产量水平600公斤/

亩以上，配方肥推荐用量67-

78公斤/亩，作为基肥一次性施用；（4）产量水平35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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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以下，配方肥推荐用量28-

39公斤/亩，作为基肥一次性施用。

在缺锌或缺锰地区可以基施硫酸锌或硫酸锰1～2公斤/亩

，缺硼地区可酌情基施硼砂0.5～1公斤/亩。提倡结合“一喷

三防”，在小麦灌浆期喷施微量元素叶面肥或用磷酸二氢钾1

50～200克加0.5～1公斤的尿素兑水50公斤进行叶面喷洒。

若基肥施用了有机肥，可酌情减少化肥用量。

（三）长江中下游冬小麦（包括湖北、湖南、江西、浙江

和上海五省市，河南省南部，安徽省和江苏两省的淮河以南

地区。）

1.施肥存在的问题及施肥原则

针对长江流域冬小麦有机肥用量少，氮肥偏多且前期施用

比例大，硫、锌等中微量元素缺乏时有发生等问题，提出以

下施肥原则：

（1）增施有机肥，实施秸秆还田，有机无机相结合；

（2）适当减少氮肥用量，调整基、追比例，减少前期氮

肥用量；

（3）缺磷土壤，应适当增施磷肥或稳施磷肥；有效磷丰

富的土壤，适当降低磷肥用量；

（4）肥料施用与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

2. 推荐配方与施肥建议

2.1中低浓度配方施肥方案

推荐配方：12-10-8（N-P2O5-K2O）或相近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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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建议：（1）产量水平300-

40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34-

45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9-

12公斤/亩；（2）产量水平400-

55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45-

62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12-

17公斤/亩；（3）产量水平550公斤/亩以上，配方肥推荐用

量62-74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17-

20公斤/亩；（4）产量水平300公斤/亩以下，配方肥推荐用

量23-34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6-

9公斤/亩。

2.2高浓度配方施肥方案

推荐配方：18-15-12（N-P2O5-K2O）或相近配方。

施肥建议：（1）产量水平300-

40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23-

30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9-

12公斤/亩；（2）产量水平400-

55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30-

42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12-

17公斤/亩；（3）产量水平550公斤/亩以上，配方肥推荐用

量42-49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17-

20公斤/亩；（4）产量水平300公斤/亩以下，配方肥推荐用

量15-23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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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公斤/亩。

在缺硫地区可基施硫磺2公斤/亩左右，若使用其他含硫肥

料，可酌减硫磺用量；在缺锌或缺锰的地区，根据情况基施

硫酸锌或硫酸锰1～2公斤/亩。提倡结合“一喷三防”，在小

麦灌浆期喷施微量元素叶面肥或用磷酸二氢钾150～200克加0

.5～1公斤的尿素兑水50公斤进行叶面喷施。

（四）西北雨养旱作冬小麦区（包括河北省北部，北京市

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南部，山西省大部，陕西省

北部，河南省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甘肃省东部）

1．施肥问题及施肥原则

针对西北旱作雨养区土壤有机质含量低，冬小麦生长季节

降水少，春季追肥难，有机肥施用不足等问题，提出以下施

肥原则：

（1）依据土壤肥力和土壤贮水状况确定基肥用量；坚持

“培肥”、“适氮、稳磷、补微”的施肥方针；

（2）增施有机肥，提倡有机无机配合和秸秆适量还田；

（3）以配方肥一次性基施为主；

（4）注意锰和锌等微量元素肥料的配合施用；

（5）肥料施用应与节水高产栽培技术相结合。

2．推荐配方与施肥建议

推荐配方：28-12-5（N-P2O5-K2O）或相近配方。

施肥建议：（1）产量水平250-

35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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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公斤/亩，作为基肥一次性施用；（2）产量水平350-

50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33-

48公斤/亩，作为基肥一次性施用；（3）产量水平500公斤/

亩以上，配方肥推荐用量48-

57公斤/亩，作为基肥一次性施用；（4）产量水平250公斤/

亩以下，配方肥推荐用量14-

24公斤/亩，作为基肥一次性施用。

施农家肥2～3方/亩。禁用高含氯肥料，防止含氯肥料对

麦苗的毒害。在缺锌或缺锰的地区，根据情况基施硫酸锌或

硫酸锰1～2公斤/亩。提倡结合“一喷三防”，在小麦灌浆期

喷施微量元素叶面肥或用磷酸二氢钾150～200克加0.5～1公

斤的尿素兑水50公斤进行叶面喷施。

（五）西北灌溉麦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宁夏回族

自治区北部，甘肃省的中西部，青海省东部和新疆维吾尔族

自治区）

1.施肥存在的问题及施肥原则

针对西北灌溉麦区土壤有机质含量不高，有机肥施用不足

、氮磷肥施用偏高等问题，提出以下施肥原则：

（1）依据土壤肥力和土壤贮水状况确定基肥用量；坚持

“有机培肥”、“减氮磷、补微”的施肥方针；

（2）增施有机肥，提倡有机无机配合和秸秆适量还田；

（3）以配方肥基施和尿素追肥相结合；

（4）注意锰和锌等微量元素肥料的配合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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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肥料施用应与节水高产栽培技术相结合。

2.推荐配方与施肥建议

推荐配方：17-18-10（N-P2O5-K2O）或相近配方。

施肥建议：（1）产量水平300-

40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19-

25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11-

15公斤/亩；（2）产量水平400-

550公斤/亩，配方肥推荐用量25-

35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15-

20公斤/亩；（3）产量水平550公斤/亩以上，配方肥推荐用

量35-41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20-

24公斤/亩；（4）产量水平300公斤/亩以下，配方肥推荐用

量13-19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7-

11公斤/亩。

施农家肥2～3方/亩。禁用高含氯肥料，防止含氯肥料对

麦苗的毒害。在缺锌或缺锰的地区，根据情况基施硫酸锌或

硫酸锰1～2公斤/亩。提倡结合“一喷三防”，在小麦灌浆期

喷施微量元素叶面肥或用磷酸二氢钾150～200克加0.5～1公

斤的尿素兑水50公斤进行叶面喷施。

二、冬油菜科学施肥指导意见

1.施肥存在的问题及施肥原则

针对长江流域冬油菜生产中养分施用比例不协调，有机肥

施用不足，秸秆还田率低，硫、硼等中微量元素缺乏时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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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油菜种植密度偏低导致肥料利用率不高等问题，并结合

机械直播油菜比例不断上升等现状，提出以下施肥原则：

（1）增施有机肥，提倡秸秆还田，实行有机无机配合；

（2）依据土壤有效硼含量状况，适量补充硼肥；

（3）移栽油菜适当降低氮肥基施用量，抓好薹肥施用，

增加苔肥比例；

（4）直播油菜施肥遵循前促后稳的施肥原则；

（5）可以选用与基肥中氮磷钾比例相近的配方肥；

（6）肥料施用应与其他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尤其

需要注意提高种植密度。

2．施肥量及方法

2.1 移栽油菜施肥建议

（1）产量水平200公斤/亩以上：氮肥（N）13～14公斤/

亩，磷肥（P2O5）4～6公斤/亩，钾肥（K2O）5～7公斤/亩，

硼砂1.0公斤/亩。

（2）产量水平150～200公斤/亩：氮肥（N）10～12公斤/

亩，磷肥（P2O5）3～4公斤/亩，钾肥（K2O）3～5公斤/亩，

硼砂0.75公斤/亩。

（3）产量水平100～150公斤/亩：氮肥（N）7～9公斤/亩

，磷肥（P2O5）3～4公斤/亩，钾肥（K2O）2～4公斤/亩，硼

砂0.75公斤/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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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量水平100公斤/亩以下：氮肥（N）5～7公斤/亩

，磷肥（P2O5）2～3公斤/亩，钾肥（K2O）0～3公斤/亩，硼

砂0.5公斤/亩。

氮肥总量的60%作基肥施用、20%～30%作越冬苗肥、10%～

20%作薹肥，在三熟制区薹肥应适当前移；钾肥60%作基肥施

用、40%作薹肥；磷肥和硼肥作基肥施用。

2.2 直播油菜施肥建议

（1）产量水平200公斤/亩以上：氮肥（N）11～12公斤/

亩，磷肥（P2O5）4～6公斤/亩，钾肥（K2O）5～6公斤/亩，

硼砂1.0公斤/亩。

（2）产量水平150～200公斤/亩：氮肥（N）9～11公斤/

亩，磷肥（P2O5）3～4公斤/亩，钾肥（K2O）4～5公斤/亩，

硼砂0.75公斤/亩。

（3）产量水平100～150公斤/亩：氮肥（N）7～9公斤/亩

，磷肥（P2O5）3～4公斤/亩，钾肥（K2O）3～4公斤/亩，硼

砂0.75公斤/亩。

（4）产量水平100公斤/亩以下：氮肥（N）5～7公斤/亩

，磷肥（P2O5）2～3公斤/亩，钾肥（K2O）2～3公斤/亩，硼

砂0.5公斤/亩。

氮肥总量的50%作基肥施用、20%作提苗肥、20%作越冬苗

肥、10%作薹肥；钾肥80%作基肥施用、20%作越冬苗肥；磷肥

和硼肥作基肥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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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硫地区可基施硫磺2～3公斤/亩，若使用其他含硫肥

料，可酌减硫磺用量；若基肥施用了有机肥，可酌情减少化

肥用量；前季作物秸秆还田时可减少1/3钾肥用量。

如遇气候灾害（干旱、冻害等）要及时采用补施氮、钾肥

等减灾和抗灾技术。

三、果树科学施肥指导意见

（一）苹果

1．施肥存在的问题及施肥原则

针对苹果生产中有机肥料投入数量不足，部分果园立地条

件差，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差，集约化果园氮磷化肥用量普遍

偏高，非石灰性土壤老果园土壤酸化现象普遍，中微量元素

钙、镁和硼缺乏时有发生，石灰性土壤地区果园铁、锌和硼

缺乏问题普遍，部分地区果农对基肥秋施的认识不足以及春

夏季果实膨大期追施氮肥数量和比例偏大等问题，提出以下

施肥原则：

（1）增施有机肥，提倡有机无机配合施用；依据土壤肥

力条件和产量水平，适当调减氮磷化肥用量；注意钙、镁、

硼和锌的配合施用；

（2）与高产优质栽培技术（起垄栽培、果园生草、水肥

一体化、下垂果枝修剪等）相结合，根据树势和产量水平分

期施用氮、磷、钾肥；

（3）出现土壤酸化的果园可通过施用硅钙镁肥或石灰改

良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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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肥量及方法

（1）亩产4500公斤以上的果园：氮肥（N）25～40公斤/

亩，磷肥（P2O5）10～15公斤/亩，钾肥（K2O）20～30公斤/

亩。

（2）亩产3500～4500公斤的果园：氮肥（N）20～30公斤

/亩，磷肥（P2O5）8～12公斤/亩，钾肥（K2O）15～25公斤/

亩。

（3）亩产3500公斤以下的果园：氮肥（N）15～25公斤/

亩，磷肥（P2O5）6～10公斤/亩，钾肥（K2O）15～20公斤/亩

。

早熟品种、或土壤较肥沃、或树龄小、或树势强的果园施

有机肥2～3方/亩；晚熟品种、或土壤瘠薄、或树龄大、或树

势弱的果园施有机肥3～4方/亩。

土壤缺锌、硼和钙的果园，相应施用硫酸锌1～1.5公斤/

亩、硼砂0.5～1.0公斤/亩、硝酸钙30～50公斤/亩，与有机

肥混匀后在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施用（晚熟品种采果后尽早施

用）。

化肥分2～3次施用（晚熟品种3次），第一次在9月中旬到

10月中旬（晚熟品种采果后尽早施用），在有机肥和硅钙镁

肥基础上氮、磷、钾配合施用，适当增加氮磷肥比例；第二

次在来年6月初果实套袋前后进行，根据留果情况氮、磷、钾

配合施用，增加钾肥用量；第三次在来年7月下旬到8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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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降雨、树势和产量情况采取少量多次的方法进行，以

钾肥为主，配合少量氮肥。

（二）柑橘

1．施肥存在的问题及施肥原则

针对柑橘生产中忽视有机肥施用和土壤改良培肥，土壤酸

化严重，瘠薄果园面积大，农户用肥量差异较大，肥料用量

和配比、施肥时期和方法等的不合理，钙、镁、硼、锌、铁

等中微量元素缺乏现象普遍，水土流失严重，肥料利用率低

等问题，提出以下施肥原则：

（1）重视有机肥料的施用，大力发展果园绿肥，实施果

园秸秆覆盖；

（2）酸化严重的果园，适量施用硅钙肥或石灰等酸性土

壤调理剂；

（3）根据柑橘品种、果园土壤肥力状况，优化氮磷钾肥

用量、配施比例和施肥时期，针对性补充钙、镁、硼、锌、

铁等中微量元素；

（4）施肥方式改全园撒施为集中穴施或沟施；

（5）施肥与水分管理和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结合。

2．施肥量及方法

（1）亩产3000公斤以上的果园：有机肥2～4方/亩，氮肥

（N）25～35公斤/亩，磷肥（P2O5）8～12公斤/亩，钾肥（K2

O）20～30公斤/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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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亩产1500～3000公斤的果园：有机肥2～4方/亩，氮

肥（N）20～30公斤/亩，磷肥（P2O5）8～10公斤/亩，钾肥

（K2O）15～25公斤/亩。

（3）亩产1500公斤以下的果园：有机肥2～3方/亩，氮肥

（N）15～25公斤/亩，磷肥（P2O5）6～8公斤/亩，钾肥（K2O

）10～20公斤/亩。

缺钙、镁的果园，选用钙镁磷肥。缺硼、锌、铁的果园，

每亩施用硼砂0.5～0.75公斤、硫酸锌1～1.5公斤、硫酸亚铁

2～3公斤，与有机肥混匀后于秋季施用；pH<5.5的果园，每

亩施用硅钙肥或石灰60～80公斤，50%秋季施用，50%夏季施

用。

春季施肥（萌芽肥或花前肥）：30%～40%的氮肥、30%～4

0%的磷肥、20%～30%钾肥在2～3月萌芽前施用；夏季施肥（

壮果肥）：30%～40%的氮肥、20%～30%的磷肥、40%～50%钾

肥在6～7月施用；秋冬季施肥（采果肥）：20%～30%的氮肥

、40%～50%的磷肥、20%～30%的钾肥、全部有机肥和硼肥、

锌肥、铁肥在11～12月采果前后施用。

（三）梨

1．施肥存在的问题及施肥原则

针对梨生产中有机肥施用少，有机质含量较低，氮肥投入

量大利用率低，钾肥及中微量元素投入较少，施肥时期、施

肥方式、肥料配比不合理，以及梨园土壤钙、铁、锌、硼等

15



中微量元素的缺乏普遍，尤其是南方地区梨园土壤磷、钾、

钙、镁缺乏，土壤酸化严重等问题，提出以下施肥原则：

（1）增加有机肥的施用，实施果园种植绿肥、覆盖秸秆

，培肥土壤；土壤酸化严重的果园施用石灰和有机肥进行改

良；

（2）依据梨园土壤肥力条件和梨树生长状况，适当减少

氮磷肥用量，增加钾肥施用，通过叶面喷施补充钙、镁、铁

、锌、硼等中微量元素；

（3）结合高产优质栽培技术、产量水平和土壤肥力条件

，确定肥料施用时期、用量和元素配比；

（4）优化施肥方式，改撒施为条施或穴施，合理配合灌

溉与施肥，以水调肥。

2．施肥量及方法

（1）亩产4000公斤以上的果园：有机肥3～4方/亩，氮肥

（N）25～30公斤/亩，磷肥（P2O5）8～12公斤/亩，钾肥（K2

O）20～30公斤/亩。

（2）亩产2000～4000公斤的果园：有机肥2～3方/亩，氮

肥（N）20～25公斤/亩，磷肥（P2O5）8～12公斤/亩，钾肥

（K2O）20～25公斤/亩。

（3）亩产2000公斤以下的果园：有机肥2～3方/亩，氮肥

（N）15～20公斤/亩，磷肥（P2O5）8～12公斤/亩，钾肥（K2

O）15～20公斤/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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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钙、镁较缺乏的果园，磷肥宜选用钙镁磷肥；缺铁、

锌和硼的果园，可通过叶面喷施浓度为0.3%～0.5%的硫酸亚

铁、0.3%的硫酸锌、0.2%～0.5%的硼砂来矫正。根据有机肥

的施用量，酌情增减化肥氮钾的用量。

全部有机肥、全部的磷肥、50%～60%氮肥、40%的钾肥作

基肥于梨果采收后的秋季施用，其余的40%～50%氮肥和60%钾

肥分别在3月份的萌芽期和6～7月份的膨大期施用，根据梨树

长势的强弱可适当增减追肥的次数和用量。

（四）桃

1. 施肥存在的问题与施肥原则

针对桃园施肥量差异较大，肥料用量、氮磷钾配比、施肥

时期和方法等不合理，忽视施肥和灌溉协调等问题，提出以

下施肥原则：

（1）合理增加有机肥施用量，依据土壤肥力和早中晚熟

品种及产量水平，合理调控氮、磷、钾肥施用水平，早熟品

种的需肥量比晚熟品种少20%～30%；注意钙、镁、硼、锌或

铜肥的配合施用；

（2）肥料分配以桃果采摘后一个月后进行秋季基肥为宜,

桃果膨大期前后是追肥的关键时期；

（3）与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采摘前3周不宜追施氮肥和

大量灌水,以免影响品质；夏季排水不畅的平原地区桃园需做

好起垄、覆膜、生草等土壤管理工作；干旱地区提倡采用地

膜覆盖，穴贮肥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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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肥量及方法

（1）产量水平3000公斤/亩以上：有机肥2～3方/亩，氮

肥（N）15～18公斤/亩，磷肥（P2O5）8～10公斤/亩，钾肥

（K2O）18～22公斤/亩。

（2）产量水平2000-

3000公斤/亩：有机肥1～2方/亩，氮肥（N）12～16公斤/亩

，磷肥（P2O5）7～9公斤/亩，钾肥（K2O）17～20公斤/亩。

（3）产量水平1500-

2000公斤/亩：有机肥1～2方/亩，氮肥（N）10～12公斤/亩

，磷肥（P2O5）5～8公斤/亩，钾肥（K2O）12～15公斤/亩。

对前一年落叶早或负载量高的果园，应加强根外追肥，萌

芽前可喷施2～3次1%～3%的尿素，萌芽后至7月中旬之前，定

期按2次尿素与1次磷酸二氢钾的方式喷施，磷酸二氢钾浓度

为0.3%～0.5%。

若前一年施用有机肥数量较多，则当年秋季基施的氮、钾

肥可酌情减少1～2公斤/亩，果实膨大期的氮钾肥追施量可酌

情减少2～3公斤/亩。

全部有机肥、30%～40%的氮肥、100%的磷肥及50%的钾肥

作基肥于桃果采摘后的秋季采用开沟方法施用；其余60%～70

%氮肥和50%的钾肥分别在春季桃树萌芽期、硬核期和果实膨

大期分次追施（早熟品种1～2次、晚熟品种2～3次）。

（五）香蕉

1. 施肥存在的问题及施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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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香蕉生产中普遍忽视有机肥施用和土壤培肥，钙、镁

、硼等中微量元素缺乏，施肥总量不足及过量现象同时存在

，重施钾肥但时间偏迟等问题，提出以下施肥原则：

（1）施肥依据“合理分配肥料、重点时期重点施用”的

原则；

（2）氮、磷、钾肥配合施用，根据生长时期合理分配肥

料，花芽分化期后加大肥料用量，注重钾肥施用，增加钙镁

肥，补充缺乏的微量元素养分；

（3）施肥配合灌溉，采用灌溉施肥技术的可减少15%左右

的肥料投入量；

（4）整地时增施石灰调节土壤酸碱度，同时补充土壤钙

营养及杀灭有害菌。

2．施肥量及方法

（1）亩产5000公斤以上的蕉园：视有机肥种类决定用量

，传统有机肥1000～3000公斤/亩，腐熟禽畜粪用量不超过10

00公斤/亩。氮肥（N）45～60公斤/亩，磷肥（P2O5）15～20

公斤/亩，钾肥（K2O）70～90公斤/亩。

（2）亩产3000～5000公斤的蕉园：传统有机肥1000～200

0公斤/亩，腐熟禽畜粪用量不超过1000公斤/亩。氮肥（N）3

0～45公斤/亩，磷肥（P2O5）8～12公斤/亩，钾肥（K2O）50

～70公斤/亩。

（3）亩产3000公斤以下的蕉园：传统有机肥1000～1500

公斤/亩，腐熟禽畜粪用量不超过1000公斤/亩。氮肥（N）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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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公斤/亩，磷肥（P2O5）6～8公斤/亩，钾肥（K2O）30～4

5公斤/亩。

根据土壤酸度，定植前每亩施用石灰40～80公斤、硫酸镁

25～30公斤，与有机肥混匀后施用；缺硼、锌的果园，每亩

施用硼砂0.3～0.5公斤、七水硫酸锌0.8～1.0公斤。

香蕉苗定植成活后至花芽分化前，施入约占总肥料量20％

的氮肥、50％的磷肥和20％的钾肥；在花芽分化期前至抽蕾

前施入约占总施肥量45％的氮肥、30％的磷肥和50％的钾肥

；在抽蕾后施入35％的氮肥、20％的磷肥和30％钾肥。前期

可施水肥或撒施，花芽分化期开始宜沟施或穴施，共施肥7～

10次。

（六）荔枝

1．施肥存在的问题及施肥原则

针对荔枝果园土壤酸化普遍，保肥保水能力差，镁、硼、

锌、钙普遍缺乏，施肥量不科学，肥料配比不合理，叶面肥

滥用及针对性不强等问题，提出以下施肥原则：

（1）重视有机肥料的施用，根据生育期施肥，合理搭配

氮磷钾肥，视荔枝品种、长势、气候等因素调整施肥计划；

（2）土壤酸性较强果园，适量施用石灰、钙镁磷肥来调

节土壤酸碱度和补充相应养分；

（3）采用适宜施肥方法，有针对性施用中微量元素肥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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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肥与其他管理措施相结合，例如采用滴喷灌施肥

、拖管淋灌施肥、施肥枪施肥料溶液等。

2．施肥量及方法

（1）结果盛期树（株产50公斤左右）：每株施有机肥10

～20公斤，氮肥（N）0.75～1.0公斤，磷肥（P2O5）0.25～0

.3公斤，钾肥（K2O）0.8～1.1公斤，钙肥（Ca）0.25～0.35

公斤，镁肥（Mg）0.07～0.09公斤。

（2）幼年未结果树或结果较少树：每株施有机肥5-

10公斤，氮肥（N）0.4～0.6公斤，磷肥（P2O5）0.1～0.15

公斤，钾肥（K2O）0.3～0.5公斤，镁肥（Mg）0.05公斤。

肥料分6～8次分别在采后（一梢一肥,2-

3次）、花前、谢花及果实发育期施用。视荔枝树体长势，可

将花前和谢花肥合并施用，或将谢花肥和壮果肥合并施用。

氮肥在上述4个生育期施用比例为45%、10%、20%和35%，磷肥

可在采后一次施入或分采后和花前两次施入，钾钙镁肥施用

比例为30%、10%、20%和40%。花期可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

缺硼和缺钼的果园，在花前、谢花及果实膨大期喷施0.2%

硼砂+0.05%钼酸铵；在荔枝梢期喷施0.2%的硫酸锌或复合微

量元素。pH<5.0的果园，每亩施用石灰100公斤，5.0<pH<6.0

的果园，每亩施用石灰为40～60公斤，在冬季清园时施用。

四、茶树科学施肥指导意见

1．施肥存在的问题及施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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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茶园有机肥料投入数量不足，土壤贫瘠及保水保肥能

力差，部分茶园氮肥用量偏高、磷钾肥比例不足，中微量元

素镁、硫、硼等缺乏时有发生，华南及其他茶区部分茶园过

量施氮肥导致土壤酸化现象比较普遍等问题，提出以下施肥

原则：

（1）增施有机肥，有机无机配合施用；

（2）依据土壤肥力条件和产量水平，适当调减氮肥用量

，加强磷、钾、镁肥的配合施用，注意硫、硼等养分的补充

；

（3）出现土壤酸化的茶园可通过施用白云石粉、生石灰

等进行改良；

（4）与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

2．施肥量及方法

（1）一般生产茶园：氮肥（N）20～30公斤/亩，磷肥（P

2O5）4～6公斤/亩，钾肥（K2O）6～10公斤/亩。

（2）缺镁、锌、硼茶园：土壤施用镁肥（MgO）2-

3公斤/亩、硫酸锌（ZnSO4·7H2O）0.7-

1公斤/亩、硼砂（Na2B4O7·10H2O）1公斤/亩。

（3）缺硫茶园：选择含硫肥料如硫酸铵、硫酸钾、过磷

酸钙等。

全年肥料运筹。原则上有机肥、磷、钾和镁等以秋冬季基

肥为主，氮肥分次施用。其中基肥：施入全部的有机肥、磷

、钾、镁、微量元素肥料和占全年用量30%～40%的氮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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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适宜时期在茶季结束后的9月底到10月底之间，基肥结合深

耕施用，施用深度在20厘米左右。追肥一般以氮肥为主，追

肥时期依据茶树生长和采茶状况来确定，催芽肥在采春茶前3

0天左右施入，占全年用量的30%-

40%左右，夏茶追肥在春茶结束夏茶开始生长之前进行，一般

在5月中下旬，用量为全年的20%左右，秋茶追肥在夏茶结束

之后进行，一般在7月中下旬施用，用量为全年的20%左右。

五、蔬菜科学施肥指导意见

（一）露地甘蓝

1. 施肥存在的问题及施肥原则

针对露地甘蓝生产中不同田块有机肥施用量差异较大，盲

目偏施氮肥现象严重，钾肥施用量不足，“重大量元素，轻

中量元素”现象普遍，施用时期和方式不合理，过量灌溉造

成水肥浪费普遍等问题，提出以下施肥原则：

（1）合理施用有机肥，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用，氮、磷

、钾肥的施用应遵循控氮、稳磷、增钾的原则；

（2）肥料分配上以基、追结合为主；追肥以氮肥为主，

合理配施钾肥；

（3）注意在莲座期至结球后期适当喷施钙、硼等中微量

元素，防止“干烧心”等病害的发生；

（4）蔬菜地酸化严重时应适量施用石灰等酸性土壤调理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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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与高产栽培技术，特别是节水灌溉技术结合，以充

分发挥水肥耦合效应，提高肥料利用率。

2. 施肥量及方法

（1）基肥一次施用优质农家肥2方/亩。    

（2）产量水平6500公斤/亩以上：氮肥（N）18～20公斤/

亩，磷肥（P2O5）8～10公斤/亩，钾肥（K2O）12～14公斤/亩

。

（3）产量水平5500～6500公斤/亩：氮肥（N）15～18公

斤/亩，磷肥（P2O5）6～8公斤/亩，钾肥（K2O）10～12公斤/

亩。

（4）产量水平4500～5500公斤/亩：氮肥（N）13～15公

斤/亩，磷肥（P2O5）4～6公斤/亩，钾肥（K2O）8～10公斤/

亩。

对往年“干烧心”发生较严重的地块，注意控氮补钙，可

于莲座期至结球后期叶面喷施0.3%～0.5%的CaCl2溶液或硝酸

钙溶液2～3次；南方地区菜园土壤pH＜5时，每亩需施用生石

灰100～150公斤；土壤pH＜4.5时，每亩需施用生石灰（宜在

整地前施用）150～200公斤。对于缺硼的地块，可基施硼砂0

.5～1公斤/亩，或叶面喷施0.2%～0.3%的硼砂溶液2～3次。

同时可结合喷药喷施2～3次0.5%的磷酸二氢钾，以提高甘蓝

的净菜率和商品率。

氮钾肥30%～40%基施，60%～70%在莲座期和结球初期分两

次追施，磷肥全部作基肥条施或穴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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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萝卜

1. 施肥存在的问题及施肥原则

针对萝卜生产中存在的重氮磷肥轻钾肥，氮、磷、钾比例

失调，磷钾肥施用时期不合理，有机肥施用明显不足，微量

元素施用的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提出以下施肥原则：

（1）依据土壤肥力条件和目标产量，优化氮、磷、钾肥

用量，特别注意调整氮磷肥用量，增施钾肥；

（2）北方石灰性土壤有效锰、锌、硼、钼等微量元素含

量较低，应注意微量元素的补充；南方蔬菜地酸化严重时应

适量施用石灰等酸性土壤调理剂；

（3）合理施用有机肥料明显提高萝卜产量和改善品质，

忌用没有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料，提倡施用商品有机肥及腐熟

的农家肥。

2. 施肥量及方法

（1）有机肥施用量：产量水平在1000～1500公斤/亩的小

型萝卜（如四季萝卜）可施有机肥0.5～1方/亩；产量水平在

4500～5000公斤/亩的高产品种施有机肥2～3方/亩。

（2）产量水平在4000公斤/亩以上：氮肥（N）15～18公

斤/亩，磷肥（P2O5）5～7公斤/亩，钾肥（K2O）12～14公斤/

亩。

（3）产量水平2500～4000公斤/亩：氮肥（N）10～13公

斤/亩，磷肥（P2O5）4～6公斤/亩，钾肥（K2O）10～12公斤/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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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量水平1000～2500公斤/亩：氮肥（N）6～9公斤/

亩，磷肥（P2O5）3～5公斤/亩，钾肥（K2O）8～10公斤/亩。

若基肥没有施用有机肥，可酌情增加氮肥（N）3～5公斤/

亩和钾肥（K2O）2～3公斤/亩。

对容易出现硼微量元素缺乏的地块，或往年已表现有缺硼

症状的田块，可于播种前每亩基施硼砂1公斤，或于萝卜生长

中后期用0.1%～0.5%的硼砂或硼酸水溶液进行叶面喷施（也

可混入农药一起喷施），每隔5～6天喷一次，连喷2～3次。

全部有机肥作基肥施用，氮肥总量的40%作基肥、60%于莲

座期和肉质根生长前期分2次作追肥施用；磷钾肥料全部作基

肥施用，或2/3钾肥作基肥，1/3于肉质根生长前期追施。

（三）大白菜

1. 施肥存在的问题及施肥原则

针对大白菜生产中盲目偏施氮肥现象严重，一次施肥量过

大，氮、磷、钾配比不合理，盲目施用高磷复合肥料，部分

地区有机肥施用量不足，蔬菜地土壤酸化严重等问题，提出

以下施肥原则：

（1）依据土壤肥力条件和目标产量，优化氮、磷、钾肥

用量；

（2）以基肥为主，基肥追肥相结合。追肥以氮肥为主，

氮、磷、钾合理配合，适当补充微量元素。莲座期之后加强

追肥管理，包心前期需要增加一次追肥，采收前2周不宜追氮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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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方石灰性土壤有效硼、南方酸度大的土壤有效钼

等微量元素含量较低，应注意微量元素的补充；

（4）蔬菜地酸化严重时应适量施用石灰等酸性土壤调理

剂；

（5）忌用没有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料，提倡施用商品有机

肥及腐熟的农家肥，培肥地力。

2. 施肥量及方法

（1）有机肥施用量：产量水平在4500～6000公斤/亩，施

有机肥2～3方/亩；产量水平在3500～5000公斤/亩，施有机

肥2方/亩。

（2）产量水平4500～6000公斤/亩：氮肥（N）18～23公

斤/亩，磷肥（P2O5）5～8公斤/亩，钾肥（K2O）16～20公斤/

亩。

（3）产量水平3500～4500公斤/亩：氮肥（N）15～20公

斤/亩，磷肥（P2O5）4～6公斤/亩，钾肥（K2O）13～17公斤/

亩。

若基肥没有施用有机肥，可酌情增加氮肥（N）3～5公斤/

亩和钾肥（K2O）2～3公斤/亩。

对于容易出现硼微量元素缺乏的地块，或往年已表现有缺

硼症状的田块，可于播种前每亩基施硼砂1公斤，或于生长中

后期用0.1%～0.5%的硼砂或硼酸水溶液进行叶面喷施（也可

混入农药一起喷），每隔5～6天喷一次，连喷2～3次；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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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地土壤pH＜5时，每亩需要施用生石灰100～150公斤，可降

低土壤酸度和补充钙素。

全部有机肥和磷钾肥条施或穴施作底肥，氮肥30%作基肥

，70%分别于莲座期和包心前期结合灌溉分2次作追肥施用。

（四）莴苣

1. 施肥存在的问题及施肥原则

针对莴苣生产中有机肥施用量少，盲目偏施氮肥现象突出

，磷钾肥施用量不足，施肥时期和方式不合理等问题，提出

以下施肥原则：

（1）增施有机肥料，控制氮肥，增施磷、钾肥；

（2）肥料分配方式以基、追结合为主。追肥以氮肥为主

，合理配施钾肥；

（3）酸化严重的菜园，应适量施用石灰等酸性土壤调理

剂；

（4）施肥与优质栽培技术特别是水分管理结合，以提高

肥水利用效率。

2. 施肥量及方法

（1）基肥一次施用腐熟农家肥1000～1500公斤/亩。

（2）产量水平3500公斤/亩以上：氮肥（N）16～18公斤/

亩，磷肥（P2O5）7～9公斤/亩，钾肥（K2O）8～10公斤/亩。

（3）产量水平2500～3500公斤/亩：氮肥（N）14～16公

斤/亩，磷肥（P2O5）5～6公斤/亩，钾肥（K2O）6～8公斤/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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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量水平1500～2500公斤/亩：氮肥（N）12～14公

斤/亩，磷肥（P2O5）4～5公斤/亩，钾肥（K2O）5～6公斤/亩

。

莴苣耐酸能力很差，南方地区菜园土壤pH＜5时，每亩需

施用生石灰150～200公斤。

氮肥全部做追肥，按照20%、30%和50%在移栽返青期、莲

座期和快速生长初期分3次追施，钾肥40%～50%基施，其余部

分在莲座期和快速生长初期分2次追施，磷肥全部作基肥条施

或穴施。

（五）设施番茄

1. 施肥存在的问题及施肥原则

华北等北方地区多为日光温室，华中、西南地区多为中小

拱棚，针对生产中存在过量施肥，氮、磷、钾化肥用量偏高

，养分投入比例不合理，土壤氮、磷、钾养分积累明显，过

量灌溉导致养分损失严重，土壤酸化现象普遍，土壤钙、镁

、硼等元素供应出现障碍，连作障碍等导致土壤质量退化严

重，养分吸收效率下降和蔬菜品质下降等问题，提出以下施

肥原则：

（1）合理施用有机肥，调整氮、磷、钾化肥用量，非石

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

（2）根据作物产量、茬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

，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追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追

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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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提倡苗期灌根，采用“少量

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

（4）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C/N比的有

机肥，少施禽粪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

碍目的；

（5）蔬菜地酸化严重时应适量施用石灰等酸性土壤调理

剂。

2. 施肥量及方法

（1）育苗肥增施腐熟有机肥，补施磷肥。每10 

m2苗床施经过腐熟的禽粪60～100公斤，钙、镁、磷肥0.5～1

公斤，硫酸钾0.5公斤，根据苗情喷施0.05%～0.1%尿素溶液1

～2次。

（2）基肥施用优质有机肥2～3方/亩。

（3）产量水平8000～10000公斤/亩：氮肥（N）30～40公

斤/亩，磷肥（P2O5）15～20公斤/亩，钾肥（K2O）40～50公

斤/亩。

（4）产量水平6000～8000公斤/亩：氮肥（N）20～30公

斤/亩，磷肥（P2O5）10～15公斤/亩，钾肥（K2O）30～35公

斤/亩。

（5）产量水平4000～6000公斤/亩：氮肥（N）15～20公

斤/亩，磷肥（P2O5）8～10公斤/亩，钾肥（K2O）20～25公斤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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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田土壤pH<6时易出现钙、镁、硼缺乏，可基施石灰（钙

肥）50～75公斤/亩、硫酸镁 

(镁肥)4～6公斤/亩，根外补施2～3次0.1%硼肥。

70%以上的磷肥作基肥条(穴)施，其余随复合肥追施，20%

～30%氮钾肥基施，70%～80%在花后至果穗膨大期间分3～10

次随水追施，每次追施氮肥（N）不超过5公斤/亩。

（六）设施黄瓜

1. 施肥存在的问题及施肥原则

设施黄瓜的种植季节分为秋冬茬、越冬长茬和冬春茬，针

对其生产中存在的盲目过量施肥，施肥比例不合理，过量灌

溉导致养分损失严重，菜田施用的有机肥多以畜禽粪为主导

致土壤生物活性降低，连作障碍等导致土壤质量退化严重，

养分吸收效率下降，蔬菜品质下降等问题，提出以下施肥原

则：

（1）增施有机肥，提倡施用优质有机堆肥，老菜棚注意

多施含秸秆多的堆肥，少施禽粪肥，实行有机无机肥配合和

秸秆还田；

（2）依据土壤肥力条件和有机肥的施用量，综合考虑环

境养分供应，适当调整氮、磷、钾化肥用量；

（3）采用合理的灌溉技术，遵循少量多次的灌溉施肥原

则；

（4）定植后苗期不宜频繁追肥，氮肥和钾肥分期施用，

少量多次，避免追施磷含量高的复合肥，重视中后期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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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蔬菜地酸化严重时应适量施用石灰等酸性土壤调理

剂。

2. 施肥量及方法

（1）育苗肥增施腐熟有机肥，补施磷肥，每10 

m2苗床施用腐熟有机肥60～100公斤，钙镁磷肥0.5～1公斤，

硫酸钾0.5公斤，根据苗情喷施0.05%～0.1%尿素溶液1～2次

。

（2）基肥施用优质有机肥3～4方/亩。

（3）产量水平14000～16000公斤/亩：氮肥（N）45～50

公斤/亩，磷肥（P2O5）20～25公斤/亩，钾肥（K2O）40～45

公斤/亩。

（4）产量水平11000～14000公斤/亩：氮肥（N）37～45

公斤/亩，磷肥（P2O5）17～20公斤/亩，钾肥（K2O）35～40

公斤/亩。

（5）产量水平7000～11000公斤/亩：氮肥（N）30～37公

斤/亩，磷肥（P2O5）12～16公斤/亩，钾肥（K2O）30～35公

斤/亩。

（6）产量水平4000～7000公斤/亩：氮肥（N）20～28公

斤/亩，磷肥（P2O5）8～11公斤/亩，钾肥（K2O）25～30公斤

/亩。

如果采用滴灌施肥，可以减少20%的化肥，如果大水漫灌

，每次施肥则需要增加10%～20%的肥料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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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黄瓜全部有机肥和磷肥作基肥施用，初花期以控为主

，全部的氮肥和钾肥按生育期养分需求定期分6～11次追施；

每次追施氮肥数量不超过5公斤/亩；秋冬茬和冬春茬的氮钾

肥分6～7次追肥，越冬长茬的氮钾肥分10～11次追肥。

（七）南方秋冬季马铃薯

1. 施肥存在的问题及施肥原则

针对南方秋冬季马铃薯生产的有机肥和钾肥施用不足等问

题，提出以下施肥原则：

（1）依据土壤肥力条件优化氮、磷、钾化肥用量；

（2）增施有机肥，提倡有机无机配施和秸秆覆盖；忌用

没有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料；

（3）依据土壤钾素状况，适当增施钾肥；

（4）肥料分配上以基、追结合为主，追肥以氮钾肥为主

；

(5)肥料施用应与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

2. 施肥量及方法

（1）产量水平3000公斤/亩以上：氮肥（N）11～14公斤/

亩，磷肥（P2O5）5～6公斤/亩，钾肥（K2O）14～18公斤/亩

。

（2）产量水平2000～3000公斤/亩：氮肥（N）9～11公斤

/亩，磷肥（P2O5）4～5公斤/亩，钾肥（K2O）12～14公斤/亩

。

33



（3）产量水平1500～2000公斤/亩：氮肥（N）7～9公斤/

亩，磷肥（P2O5）3～4公斤/亩，钾肥（K2O）9～12公斤/亩。

（4）产量水平1500公斤/亩以下：氮肥（N）6～7公斤/亩

，磷肥（P2O5）3～4公斤/亩，钾肥（K2O）7～8公斤/亩。

每亩施用2～3方有机肥做基肥；若基肥施用了有机肥，可

酌情减少化肥用量。

对于硼或锌缺乏的土壤，可基施硼砂1公斤/亩或硫酸锌1

～2公斤/亩。

对于硫缺乏的地区，可基施硫磺2公斤/亩左右，若使用其

他含硫肥料，可酌减硫磺用量。

氮钾肥40-50%作基肥，50-

60%作追肥，磷肥全部作为基肥，对于马铃薯生长季降雨量大

的地区和土壤质地偏砂的田块钾肥应分次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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