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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主要以磷矿、钾盐和煤等石化原料制备而

成，从原料的采集、破碎、筛选，到化学分解与合

成，进而形成化肥产品的过程中，汇集了众多技

术。依靠这些技术，化肥工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

足的养分，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以

来，我国化肥工业从零开始，经过 70 年的发展，集

聚几代人的心血，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化肥生产和使

用第一大国。我国化肥产业的发展历程就是化肥制

备技术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不断创新、突破和推陈

出新的过程。上世纪 50 年代，仅有几家以硫酸铵为

主的氮肥厂，谈不上化肥工业。60～80 年代，着力

解决煤气化制备合成气并生产氨气、碳铵和尿素的

问题，解决磷矿粉、普钙、磷酸铵的利用问题[1]。与

此同时，为了应对缺少化肥的问题，我国农业科研

工作者积极研究有机肥、绿肥和微生物菌剂在增加

土壤养分方面的作用[2]，研究我国氮、磷、钾化肥的

肥效演变及其对农业的增产效益 [3]。80 年代以后，

随着基础工业的发展，化肥生产的各项技术飞速发

展。到目前，我国化肥产品类型极大丰富，拥有全

球先进的化肥制造技术。这一切均得益于肥料科学

技术的持续创新和发展，因此，可以说我国肥料科

技创新是促进我国肥料工业和农业发展的驱动力。

依靠持续的科技投入，我们不但解决了基于中

国国情的原料与生产工艺问题，还在养分复合、配

方和专用等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4]。“十五”以来

的 4 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连续 20 年设置了肥料科

技攻关项目，围绕化肥提质增效的国家重大需求，

开发了一批新型肥料。正是这些新型肥料的技术创

新，使得我国肥料科技逐步走到世界前列。当前，

举国上下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能力对行业和产业核心

竞争力的支撑作用，因此，我国肥料科技创新何去

何从不但关系到当前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

建设，还关系着肥料行业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

未来国际竞争力。

随着农业的快速发展，在重视化肥产品质量的

同时，更加注重产品使用效率。目前我国正在推行

化肥减施增效，以达到提高养分利用率的目标。为

了保障《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的

科学推进，“十三五”启动了“化学肥料和农药减

施增效综合技术研发”重点专项，其中“新型缓/控
释肥料与稳定性肥料研制”项目围绕价廉质高的包

膜材料、新型绿色包膜工艺和规模化包膜设备，进

行高性能包膜缓/控释肥料新产品创制和应用；围绕

脲酶抑制剂、硝化抑制剂协同增效技术，创制高效

稳定性肥料。

缓/控释肥料和稳定性肥料一直是化肥研究的一

个重要方向。控释肥料 (controlled-release fertilizer)
是指能按照设定的释放率 (%) 和释放期 (d) 来控制养

分释放的肥料[5]，用半透性膜包裹速效性化肥颗粒制

成，能使速效养分在施入土壤后缓慢地释放出来以

延长其肥效期[6]。缓/控释肥需要包覆有机或无机材

料的膜层，膜材料包括硫磺、磷矿粉、橡胶、塑

料、树脂等，有机聚合物膜材因能更有效的控释养

分的释放，逐渐成为研究和使用最多的包膜材料[7]。

稳定性肥料 (stabilized fertilizer) 是指经过一定工艺加

入脲酶抑制剂和 (或) 硝化抑制剂，施入土壤后能通

过脲酶抑制剂抑制尿素的水解，和 (或) 通过硝化抑

制剂抑制铵态氮的硝化，使肥效期得到延长的一类

含氮肥料[8]。脲酶抑制剂有氢醌、N-丁基硫代磷酰三

胺、邻苯基磷酰二胺、硫代磷酰三胺等，硝化抑制

剂有吡啶、嘧啶、硫脲、六氯乙烷、双氰胺等。

1961 年，Boller 利用多元醇与二元脂肪酸或环

氧树脂能发生聚合反应的原理，在肥料颗粒表面制

备聚合膜层，最早开发了树脂包膜缓/控释肥料 [9]。

Hansen 也在 1961 年、1965 年申请了利用多羟基化

合物或植物油制备醇酸树脂包膜控释肥料的技术专

利[10-11]。随后，日本窒素公司于 1974 年在美国申请

的专利中介绍了生产聚烯烃包衣肥料的方法[12]。此

外，Thompson[13]、Tsunehisa[14]、Donida[15]等分别使

用聚偏二氯乙烯、聚丙苯和聚丙烯酸系乳液制备聚

合物乳液包膜肥料。Blank[16]、Goertz 和 William[17]、

Geiger等[18]使用植物油开发了聚氨酯包膜缓/控释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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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20 世纪 30 年代 Rotini 提出存在土壤脲酶之

后，Cornad 指出有些物质施入土壤可以抑制脲酶活

性，1971 年 Bromner 等筛选出苯醌和氢醌类化合物

作为脲酶抑制剂，随后大量的脲酶抑制剂被证实，

但目前只有几种脲酶抑制剂得以商品化应用 [ 1 9 ]。

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道化公司研究的西吡 [2-氯-
6-(三氯甲基)-吡啶] 具有很好的硝化抑制作用[20]，至

今研究的具有类似作用的化合物有 150 种以上，但

是真正商品化的很少。

上世纪 70 年代，我国针对碳铵易损失的问题，

开发了包裹型碳铵，随后又开发了钙镁磷矿粉包裹

尿素。到本世纪初，全面进入缓/控释和稳定性肥料

的技术研究领域，针对各种包膜材料、工艺开展了

大量的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逐步形成了学科齐

全和产业兴旺的局面。缓/控释和稳定性肥料研究已

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在作用机理、材料、

产品、工艺、设备、评价、标准等方面做出了卓有

成效的工作，在取得了长足发展的同时，我们还应

该清醒的认识到，该领域还存在许多技术难题 [6]。

到 2019 年，该类肥料产量仅为 1500 万吨左右，仅

占全球化肥用量的 6%，在农业生产中还未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其核心问题主要表现在成本高、性能不

稳定及生产工艺和设备规模小等方面。基于当前的

技术现状，“新型缓/控释肥料与稳定性肥料研制”

项目汇聚了 8 个重点研发计划课题，36 家科研院所

和企业，近 100 人的研究队伍，进行科技攻关。项

目执行以来，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产品应用等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性成果。为了促进研究成

果的应用，特组织本期专刊进行报道。

一般认为，只有高分子材料才能够制备性能优

良的控释肥料，但是高分子材料价格普遍偏高，因

此采用作物秸秆液化、改性纤维素、回收植物油、

高分子材料复合等技术研制新型膜材，已成为降低

包膜肥料成本的关键技术。采用纳米颗粒 (如纳米

SiO2、蒙脱土) 对高分子材料 (如聚乙烯醇、聚氨酯)
进行复合改性，有望在控释性能提升方面取得突

破，本期优选了两篇相关论文，对当前的最新研究

成果进行报道。

低分子量有机酸简单易得，对土壤–植物–养分

有着一些特定的功能，常被用作活性物质与磷、钾

结合促进其养分利用效率。最近的研究表明，小分

子有机酸对水稻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均有着很好的

效果，低分子量有机酸 (如柠檬酸、草酸) 对肥料和

土壤磷素具有很好的活化作用，含氨基酸铜基的叶

面肥对芹菜产量、品质有一定的提升。针对该研究

热点，本期选择了 2 篇试验研究论文和 1 篇 Meta 分

析的论文对相关研究进行报道。

包膜肥料控释膜层结构和孔隙性质直接影响其

养分释放速率，但是该领域的研究一方面受到研究

手段的限制，另一方面还因为包膜材料和工艺技术

的差异使得膜层结构特征各异，因此该方面的研究

进展较缓慢。聚乙烯包膜控释肥料一般采用喷雾相

转化法制备，目前对其特定的结构特征的研究取得

了一些新的结果，本期也选择了 1 篇论文相关进展

进行报道。

缓/控释肥料的农田施用技术和效益评价一直是

研究的热点。最近的研究关注到黄腐酸、秸秆与控

释尿素配合使用具有很好的协同增效作用；另外在

评价控释尿素对氨挥发、N2O 排放等阻控氮素损失

的领域也有新的研究结果。本期选择了 2 篇相关最

新研究论文对此进行相关报道。

另外，含抑制剂的稳定性肥料是一种养分高效

产品，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很广，其参与的土壤氮素

转化过程也有很多深入研究。目前硝化抑制剂对稻

田土壤 N2O 排放、硝化和反硝化细菌的抑制作用研

究有新的突破，本期专刊也给予了关注。

本期专刊主要侧重于对“十三五”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新型缓/控释肥料与稳定性肥料研制”

中缓/控释肥料和稳定性肥料在新型肥料创制、田间

施用技术、作用机理及效果评价等方面的一些最新

研究进展。在新型肥料创制过程中，我国科技工作

者在复合肥、水溶性肥料、生物有机肥等方面均有

一些新的和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为肥料的持续科技

创新发挥着作用，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

局面，希望在以后的报道中有所侧重。

最后，感谢为本期专刊积极供稿的科研工作

者，希望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在缓/控释肥料与稳定

性肥料研制和应用领域做出更加卓有成效的工作。

通过坚实的肥料科技创新，引领化肥产业发展，满

足未来农业对化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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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controlled-release and stabilized fertilizers drives
the improvement of fertilizer industry in China

—Preface for special issue“preparation and efficient use
of new types of fertilizers”

YANG Xiang-dong1,   ZHANG Min2

( 1 Key Laboratory of Plant Nutrition and Fertiliz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2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Soil and Fertilizer Resources/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 an, Shandong 271018, China )

Abstract: In a bi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anufactured fertilizers and the fertilizer usage efficiency in the
countr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set up programs consecutively for 20 years, which began during the
tenth “Five-Year-Plan". This sustained investment has been driv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 s fertilizer
industry, contributing more than 30% of the total increase in the foodstuff and industrial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In 2016, the government further set a target for gradual reduction in fertilizer usage increase and total stoppage by
year 2020 to achieve a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environment. Realization of this goal largely depends 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So far, the cost effective and high-quality slow/controlled release and
stabilized fertilizers have been studied as one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for past decades. During the 13th “Five-
Year-Plan”, the research on these new slow/controlled release and stabilized fertilizers specifically made som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in the knowledge of degradable membrane materials, continuous coating of urea in
large-scale,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However, more work is still needed in this field,
especially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coating materials for continuous production and
efficiency of slow/controlled release fertilizer, and the user-friendly principles of applying biological inhibitors
suitable for different soils, climates and crops. Thus,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o sustain the development and
demand of China’ s fertiliz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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