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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粒包膜控释肥料氮素释放特性的研究

廖照源，樊小林!，郑祥洲
（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广东广州 ’%"(,!）

摘要：按照商品控释肥料的核芯肥料之粒级进行混配，利用底喷流化包膜技术制造出异粒包膜控释肥。通过静水

培养试验，分别测得不同粒径控释肥料 "、%、!、-、,、’、(、.、%,、!%、!#、’( C 的氮素释放率，探讨粒径对氮素释放率、膜

芯比等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粒径增加，氮素释放率明显降低，培养 % C，!!-、-!,、,!’ 22 粒径控释肥料的氮素

释放率依次为 !(9&D、,9,’D、%9!(D；!!- 22 粒径的控释肥料的控释期只有 , C，-!, 22 为 !# C，,!’ 22 的大于

’( C。培养过程，即控释肥料氮素释放过程，前期释放的氮素主要来自 E - 22 粒径的控释肥料，后期则主要来自 F
- 22 粒径的控释肥料。粒径大小对膜芯比有极显著的影响，膜芯比随着粒径的增加而增加。!!- 22 粒径控释肥

料膜芯比比预设的降低 %’9’#D，-!, 22 的降低了 ,9!&D；而 ,!’ 22 的膜芯比则比设计的增加了 ’9(’D。因此

要保证控释肥料产品的质量，核芯肥料的粒级是必须控制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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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世纪粮食单产的 = J ;、总产的 = J / 都来自于

化肥的贡献。如果停止使用化肥，全球作物产量将

减产 >IA［=］。但肥料利用率低是目前面临的一大

重要问题。我国化肥的当季利用率氮约为 /IA!
/>A，磷约为 =IA!;IA，钾约为 />A!>IA［;］。控

释肥料的出现，可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IIF!;I;I 年）把控释

肥料的研究开发列入其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今

后控释肥将成为肥料的研究热点及发展方向［;KB］。

当前我国控释肥料已经步入产业化阶段，控释

肥料产品有树脂包衣复合肥、树脂包衣尿素、树脂包

裹硫衣尿素等。许多报道表明，国内产品与国外产

品效果无差异甚至更好［>KF］，但很大一部分仍是实

验室的产品，在产业化水平上与欧美等国家仍存在

差距。樊小林［L］研究认为，核芯肥料是制造控释肥

料的限制因子；黄培钊等［@］指出，核芯肥料的制造

工艺影响包膜肥料的控释性能。为此，本试验从核

芯肥料粒级出发，通过设定核芯肥料的粒级，探讨粒

径对氮素释放率、膜芯比等的影响，以期为控释肥料

的产业化提供科学的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包膜控释肥料制备

供试核芯肥料为芬兰 M(0%#" 长之道公司 NO% 厂

制造的 =>K=> K=> 氮、磷、钾复合肥，肥料中的氮包

含铵态氮（>/A）和硝态氮（B/A），粒级按照工业生产

中常见的粒级进行混配（表 =）。包膜材料为 PQR 改

性可降解聚烯烃类包膜材料，浓度为 ;IA，用量为核

表 ) 控释肥料的核芯肥料粒级

+,-." ) /,&012." (13" ’1(0&1-401%5 %6 07" 8"&5". 9&,54."

粒径（00）

S#".5’( )%*(
粒级（A）

T"#$%&’( )%*( 6%)$#%+5$%3.
B!> BI?II
/!B >=?II
;!/ C?II

芯肥料总重的 L?LIA。包膜工艺为底喷流化包膜，

设备为 :UTK> 流化包膜机，包膜温度为 @IV，雾化

压力为 I?=I WT"，进样速度为 ;I 0U J 0%.。这样制造

的控释肥称为异粒包膜控释肥。完成包膜后再筛分

为 / 个粒径，即为 / 个待测样品。

)*: 控释肥料氮素释放特性的研究方法

采用静水培养法。分别称取肥料样品 =;?>I ,
置于指形尼龙网袋，再置于加有 ;>I 0U 纯水（肥 X水
Y = X ;I）的 />I 0U 带密封盖的塑料瓶中，在（;> Z
=）V下培养，每个处理设 > 次重复，分别于培养后第

=、;、/、B、>、F、L、=B、;=、;@、>F 6 取样。取样时，将网

袋在培养液中轻轻摇动几次，再从培养瓶中取出，用

=II 0U 纯水快速冲洗网袋和肥料，以洗去肥料表面

和网袋粘附的肥料溶液，避免对下次提取液的干扰。

冲洗后立即放入预先已经恒温至（;> Z =）V的另一

培养瓶中，收集 =II 0U 肥料浸提液。肥料浸提液中

的全氮（铵态氮和硝态氮之和）采用 RR/ 连续流动

分析仪（[9RD \ UNP[[P 公司制造）测定。

)*; 膜芯比的测定方法

称取包膜肥料 >?IIII ,，于研钵中研磨，在保证

膜材不损失情况下用大量纯水冲洗，直至沾在膜内

的肥料冲洗干净为止，剩下的膜于 =I>V下烘干至

恒重，> 次重复。

膜芯比 Y 膜材重量 J（包膜肥料重量 K 膜材重

量）] =IIA
)*< 贡献率的计算

贡献率［C］是分析经济效益的一个指标。结合控

释肥料的特性，用下式计算：

贡献率 Y 某粒径氮素释放率 J!（各粒径氮素释

放率 ] 粒级百分数）] =IIA

: 结果与分析

:*) 粒径对氮素累积释放率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随着粒径增加，氮素释放率明显

降低。培养 = 6，;!/ 00 控释肥料的氮素释放率已

BI; 植 物 营 养 与 肥 料 学 报 =F 卷



经达到 !"#$%，包膜完整性差；&!’ 和 ’!( )) 粒

径的氮素释放率分别为 ’#’(%、*#!"%，包膜完整性

明显优于 !!& )) 的，其中 ’!( )) 的又明显优于

&!’ )) 的。!!& )) 粒径控释肥料培养 ’ + 氮素

释放率就达 ,(#,&%，根据欧洲标准衡量，其氮素基

本全部释放，控释期极短；&!’ )) 的控释肥料培

养 ’ + 后氮素释放率为 &!#&,%，是 !!& )) 的一

半，培养 !- + 后，氮素释放率达 ,(#&&%，控释期为 *
个月；而 ’!( )) 的控释肥料培养 ’ + 后氮素释放

率 仅 为 *&#$$%，培 养 (" + 后 氮 素 释 放 率 达

""#**%，控释期大于 ! 个月（图 *）。

上述结果表明，同一批包膜过程，粒径不同，控

释肥料的氮素释放率有差别。粒径越大，氮素释放

得越慢，粒径越小，氮素释放得越快。这可能由于粒

径大的比表面积小，单位面积上涂覆的膜材多，粒径

小的比表面积大，单位面积上涂覆的膜材少的原因

引起。也可能是粒径大小的差异影响核芯肥料在包

膜塔内的流化状态，从而影响其包膜的厚度。可见，

核芯肥料的粒级会影响到包膜控释肥料控释效果。

图 ! 粒径对包膜控释肥料氮素释放率的影响

"#$%! &’’()*+ ,’ -./*#)0( +#1(+ ,2 3 /(0(.+( ’/,4 56"+

787 氮素释放过程的影响因素

贡献率［$］主要用于社会经济学上评价各因素作

用大小的程度。本研究用于评价包膜控释肥料中各

因子（粒径）对整体（异粒包膜控释肥料）释放率贡献

的大小程度。

图 ! 看出，!!& )) 粒径的控释肥料对异粒包

膜控释肥料每日氮素释放率的贡献随着培养时间增

长逐渐降低，由 ’(#-’%逐渐下降，到后期逐渐趋向

于零，平均以 !.#,.%的速率下降。&!’ )) 对整体

的贡献则比较平稳，但到后期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而 ’!( )) 表现出来的规律与 !!& )) 的相反，贡

献率 逐 渐 升 高，以 平 均 *$#,"% 的 增 幅 从 * + 的

$#-*%逐渐上升到 (" + 的 (&#!(%，增加了 ’#’& 倍。

图 & 为各粒径对异粒包膜肥料氮素累积释放率

的贡献率，图中表现出来的规律与图 ! 相似。!!&
)) 粒径的控释肥料对整体的贡献率降低速率平均

为 *&#&"%；’! ( )) 对整体的贡献率则平均以

*&#"$%的速率逐渐上升；&!’ )) 对整体的贡献率

保持稳定的态势，在前 , +，贡献率略有上升，从 *+
的 ’’#&(%上升到 , + 的 (,#$$%，上升了 *&#"’%，

而 , + 后贡献率开始略有下降，从 , + 的 (,#$$%下

降到 (" + 的 ((#*&%。

图 7 不同粒径对氮素每日释放率的贡献率

"#$%7 &’’()*+ ,’ -./*#)0( +#1(+ ,2 ),2*/#9:*#,2 /.*#,
,’ 3 #2+*.2*.2(,:+ /(0(.+(

图 ; 不同粒径对氮素累积释放率的贡献率

"#$%; &’’()*+ ,’ -./*#)0( +#1(+ ,2 ),2*/#9:*#,2 /.*#,
,’ 3 ):4:0.*#<( /(0(.+(

上述结果表明，异粒包膜控释肥料在前期的释

放中主要以 / & )) 粒径的为主，后期则是以 0 & ))
粒径的占主导。当包膜材料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核

芯肥料中 / & )) 的肥料比例高时，此包膜肥料的前

(.!* 期 廖照源，等：异粒包膜控释肥料氮素释放特性的研究



期释放量多，释放曲线可能呈抛物线型；当核芯肥

料中 ! " ## 的占比例高时，包膜控释肥料的释放曲

线可能呈直线型或“$”型等其他形状。若生产中选

用的核芯肥料粒级不稳定（批次原料的粒级有差

异），则制造的控释肥料质量不稳定。从另一角度上

来说，采用不同粒级的核芯肥料，可以生产出不同控

释期或不同释放曲线的包膜控释肥。

!"# 粒径对包膜肥料膜芯比的影响

理论上，当包膜材料总量一定即控释肥料的膜

芯比一定，包膜均匀的情况下，各个粒径的膜芯比应

该是一致的。但是本试验结果表明，随粒径减小，膜

芯比逐渐降低，由 %&’()降到 *&+’)，且粒径对控

释肥料膜芯比有极显著的影响。由表 , 可以看出，

- . ## 控释肥料的膜芯比比设计的（以质量百分比

计为 /&/’)）均低，,!" ##、"!. ## 的控释肥料

分别比预设的降低了 0+&+%)、.&,()；而 .!+ ##
的膜芯比则比设计的增加了 +&*+)。可见，粒径大

的膜芯比升高，粒径小的则变低，也就是说，以平均

粒径为标准（平均粒径为 "&%% ##），偏离平均粒径

越大膜芯比变化量越大；粒径变小膜芯比降低，粒

径变大膜芯比升高。可以推断，粒径大小的差异影

响核芯肥料在包膜塔内的流化状态，粒径小的表面

涂覆的膜材更少，粒径大的表面涂覆的膜材量更多，

从而影响包膜的均匀性。

由此可以看出，氮素释放率随粒径增加而降低

的原因：一方面是核芯肥料本身粒径大小差异引起

比表面积不同的缘故，另一方面异粒包膜过程中粒

径大小的差异导致包膜的不均匀性进一步加大了不

同粒径之间养分释放率的差异。可见，核芯肥料的

粒级是影响包膜控释肥料控释效果重要因素，也是

影响产业化生产中产品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表 ! 不同粒径对膜芯比的影响

$%&’( ! )**(+,- .* /%0,1+’( -12(- .3 *1’4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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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据报道，同一包膜厚度，核芯肥料粒径小，比表

面积大，需要的膜材料多，在流化床中循环的次数越

多，包膜越均匀，养分释放越慢［0’N00］。本试验的结

果与之相反，原因是本试验与前两者核芯肥料的粒

级不同，而前者的供试肥料是用同一种粒径的核芯

肥料进行包膜。在本试验中，采用大小粒径混合在

一起进行包膜（异粒包膜）。在理想状态下，即包膜

均匀的情况下，各粒径的膜芯比应是一致的。但试

验结果表明，粒径越小，所分配到的膜材料越少，粒

径越大，所分配的膜材料越多，从而导致粒径小的养

分释放变得更快，粒径大的养分释放更慢。由此可

以推测，在同样的工艺条件下，当核芯肥料没有严格

控制粒级时，产品质量不稳定。

本试验采用的工艺是底喷流化，目前国内几个

控释肥生产企业或研究单位［.，0’N0,］也采用同类技

术。在试验过程中发现，核芯肥料中小粒径在流化

气流的作用下，由于自身颗粒小，质量小，在流化塔

内的高度比粒径大的高，上升回落的距离比粒径大

的长，导致循环的次数少，因此涂覆于表面的膜材料

就少，粒径大则相反。

综上所述，核芯肥料粒级对同一包膜工艺下制

造的控释肥料的养分释放率有明显影响。不同粒径

的控释肥料养分释放率不同，小粒径的释放率大于

大粒径的；控释肥的养分释放过程中，前期主要是

小颗粒的贡献，往后大颗粒的贡献逐渐增强；粒径

偏离平均粒径越大，膜芯比变化量越大，粒径变小膜

芯比降低，粒径变大膜芯比升高。

本研究结果可以为以不同粒级的核芯肥料（即

采用异粒包膜工艺）制造与作物吸收曲线基本吻合

的控释肥料提供借鉴。但粒级对于异粒包膜工艺制

造的控释肥料之控释性能的影响仍需进一步深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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