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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用腐植酸类物质的研究进展

王  磊 任有地 李宝才 张  敉 *

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昆明 650500

摘   要：在我国畜禽饲料全面进入“禁抗”时代背景下，腐植酸作为兼具环保优势与生物活性功能

的饲料添加剂体现出较大开发潜力。本文对腐植酸类物质在猪、鸡、牛等畜禽养殖以及水产养殖中

的应用研究进行了综述，以期为饲用腐植酸类物质的开发和利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腐植酸 畜禽养殖 水产养殖 抗生素替代

中图分类号：TQ314.1         文章编号：1671-9212(2022)02-0001-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451/j.cnki.issn1671-9212.2022.02.001

Research Progress of Feeding Humic Substances 
Wang Lei, Ren Youdi, Li Baocai, Zhang Mi*

Faculty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Abstract: Humic acid, as a feed additive with bo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vantages and bioactive 
functions, shows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mplementation of antibiotic prohibition 
in Chinese livestock and poultry feed.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of humic substances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such as pigs, chickens, cattle and aquaculture were review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feeding humic substances.
Key words: humic acid;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aquaculture; antibiotic sub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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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10 日，农业农村部第 194 号公告

正式宣布，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我国饲料生产

企业停止生产含有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中药

类除外）的商品饲料。至此，意味着我国畜禽饲料

全面进入“禁抗”时代。众所周知，我国是畜禽与

水产饲养大国。由于抗生素在促进畜禽生长和节约

养殖成本方面效果突出，因此，我国也是抗生素生

产与使用大国。然而，抗生素的使用和滥用，带来

的后果不容小觑。例如，抗生素进入食物链后对人

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长期使用抗生素易产生畜禽

的“超级细菌”、含有抗生素的畜禽代谢物对环境

造成严重破坏等。

寻找抗生素替代品或新天然饲料添加剂，是“禁

抗”背景下保持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良性发展的有

效途径。腐植酸作为天然有机质，在促进植物生长

方面作用突出。近年来，随着对腐植酸功能活性的

不断深入研究，发现腐植酸不仅具有明显的环保优

势，在抗炎、抗菌、抗病毒、提高免疫力、无耐药

性等方面也具有显著作用，进而有大量的研究学者

对腐植酸类物质在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中的应用进

行研究。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对腐植酸类物质在畜

禽养殖和水产养殖中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以期为饲用腐植酸类物质的开发和利用提供参考。

1  腐植酸类物质在畜禽养殖中的应用

1.1 在养猪中的应用

   胡新旭等 [1] 在综述中表明，给猪喂腐植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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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钠盐能够很明显促进仔猪增重、提高猪群的免

疫水平，也能提高母猪的产活仔数与分泌乳汁的

能力。白会新等 [2] 通过在猪饲料中添加 1、2、4、
6、8 g/kg 黄腐酸，来研究不同剂量的黄腐酸对生

长育肥猪生长性能、胴体性状和猪肉品质的影响，

结果表明，随着黄腐酸用量的增加，猪的生长性能、

胴体性状和肉的品质均有所改善，其中在猪饲料中

添加 6 g/kg 的黄腐酸最为适宜。常启发等 [3] 通过

在猪的基础饲粮中分别添加 0.2%、0.4%、0.6%、

0.8% 的黄腐酸，来研究黄腐酸对生长猪生长性能、

血清生化指标、血常规参数和免疫功能的影响，并

测定了生长猪的生长性能指标，结果表明，饲粮中

添加黄腐酸可以提高生长猪的平均日增重，降低料

重比，促进免疫力的提升，且未对生长猪血清生化

指标产生不良影响，在猪饲料中添加 0.6% 的黄腐

酸最为适宜。方国天 [4] 研究表明，在断奶仔猪日

粮中添加 1% 的腐植酸钠可以促进仔猪的生长，提

高饲料的利用率。乌兰等 [5] 通过在猪饲料中添加

黄腐酸，发现能够提高仔猪的抗病能力，降低腹泻。

Ji F 等 [6] 研究发现，在猪的日粮中添加腐殖质可以

减少粪便中的氮氨的排放，从而改善猪舍环境。

1.2 在养鸡中的应用

王晶等 [7] 通过在鸡饲粮中添加 0、0.012%、

0.024%、0.048%、0.120%、0.240% 的黄腐酸，来

研究其对肉仔鸡生产性能、血液生化指标和抗氧

化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饲粮中添加 0.024% ～

0.240% 的黄腐酸可以改善肉仔鸡的生产性能；在

饲粮中添加 0.240% 的黄腐酸对肝脏功能有一定的

不良影响，建议肉仔鸡饲粮中黄腐酸的添加剂量应

该少于 0.240%。Eren M 等 [8] 和 Kucukersan S 等 [9]

研究表明，在饲料、饮用水中添加腐植酸能显著提

高鸡的产蛋率以及饲料转化率，且对蛋壳的强度、

死亡率以及蛋的重量没有影响。鲁鑫涛 [10] 研究了

腐植酸对蛋鸡产蛋后期生产性能、蛋品质、血清生

化指标、抗氧化指标和激素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

饲粮中添加 1000 mg/kg 的腐植酸可提高机体抗氧

化能力，改善体内促性腺激素水平，促进蛋鸡健康，

提高产蛋性能。Abo-Egla E S 等 [11] 研究发现，在

产蛋鸡的饲粮中添加 0.1% ～ 0.3% 的腐植酸能够

显著增加鸡蛋的重量以及鸡蛋的数量。Kompiang I 
P 等 [12] 在鸡饲料中添加腐植酸后发现，腐植酸可

以显著提高鸡的生长速度以及饲料的转化效率。

1.3 在养牛中的应用

秦立岗等 [13] 研究发现，在西门塔尔牛日粮中

添加 1% 的腐植酸钠能够显著提高西门塔尔牛的生

产性能。张棉库等 [14] 通过在牛饲料中添加 3%、

4%、5%、6% 的腐植酸钠来观察其对育肥牛生产

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饲料中添加 5% 的腐植

酸钠可以提高育肥牛的日增重，并可提高育肥牛的

皮毛光泽，具有治疗腹泻等作用。曾佳佳等 [15] 研

究了腐植酸与乳酸杆菌联合使用对奶牛产奶量和乳

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腐植酸与乳酸杆菌联合使

用时能够显著提高奶牛的产奶量以及乳品质。于长

青等 [16] 研究黄腐酸对奶牛 DHI（奶牛群改良）部

分指标的影响，在奶牛产前 60 天到产犊，在其日

粮中每天每头添加 30 g 黄腐酸；产犊到产后 15 天，

在其日粮中每天每头添加 150 g 黄腐酸；产后 16
到 60 天，在其日粮中每天每头添加 30 g 黄腐酸，

结果表明，黄腐酸能显著提高产奶量，且对乳蛋白、

乳脂肪、乳糖和干物质等乳质指标具有明显改善作

用；同时明显降低体细胞数，提高机体免疫力。

Kholif A E 等 [17] 研究表明，在泌乳奶牛日粮饲料

中补充20 g或40 g腐植酸可以提高奶牛的产奶量、

总固体、非脂肪固体、脂肪和能量含量，还可提高

饲料利用率、泌乳性能和牛奶营养价值，而不会对

泌乳奶牛的血液化学性状产生负面影响，然而，高

剂量（即添加剂量为 40 g 腐植酸）的饲料比低剂

量（即添加剂量为 20 g 腐植酸）的饲料更被推荐。

2  腐植酸类物质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

2.1 在净化水环境中的应用

腐植酸分子中含有的多种活性官能团使其具有

酸性、亲水性、界面活性、阳离子交换能力、络合

作用及吸附分散能力，可螯合 / 络合水中的金属离

子、吸附有害气体、降低水体污染。良好的水体是

养殖鱼虾等的关键，水体中出现对养殖产生不良影

响的菌群及藻类等有害物质，会导致水体中氧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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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亚硝酸盐含量增加，水体富营养化等，极大

地影响了水质与鱼虾品质。赵铭武等 [18] 研究表明，

在水体中投放 10 mg/L 腐植酸钠与 1.2×103 cfu/mL
枯草芽孢杆菌混合剂，对水体中氨氮和亚硝酸盐的

处理有明显的净水效果。王彩蕴等 [19] 将硒黄腐酸

钠投入到养殖凡纳滨对虾的养殖池塘中，检测了不

同时期的水质变化，结果表明，水质改良剂硒黄

腐酸钠不仅降低了养殖水体中亚硝酸盐和氨氮的含

量，而且还提高了凡纳滨对虾成活率与产量。

2.2 在鱼虾等水产养殖中的应用

Deng J M等 [20]在饲养罗非鱼的饲料中添加0、
0.1%、0.2%、0.4% 和 0.6% 的腐植酸钠，结果表

明，腐植酸钠可促进罗非鱼生长，且在饲料中添

加 0.28% ～ 0.37% 的腐植酸钠有助于改善肠道消

化功能、抗氧化能力和非特异性免疫反应，从而

改善罗非鱼的生长性能和对嗜水气单胞菌的抗性。

Yilmaz S 等 [21] 研究了腐植酸对虹鳟鱼生长性能、

血液免疫和生理反应以及虹鳟鱼对鲁氏耶尔森菌的

抗性影响，结果表明，在日粮中添加腐植酸可显

著提高胃蛋白酶、肠胰蛋白酶和脂肪酶活性，并

对鲁氏耶尔森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Atamanalp M
等 [22] 在鳟鱼养殖中使用 2%、5% 和 7% 腐植酸作

为饲料添加剂，喂养 90 天，研究了养殖结束冷藏

15 天后的理化参数 [pH、硫代巴比妥酸反应物质

（TBARS）、总挥发性碱性氮（TVB-N）] 和微生

物（嗜冷菌、总中温需氧菌、乳酸菌、肠杆菌科和

假单胞菌）计数参数评估鱼片的保质期，结果表明，

低剂量的腐植酸（即添加剂量为 2%）在食物中可

能具有保护作用。此外，在幼虾育苗饲料中分别添

加 0、0.3%、0.6%、0.9% 和 1.2% 的黄腐酸，研究

黄腐酸对虾的生长、抗氧化能力以及热休克蛋白

70（HSP70）的影响，结果表明，黄腐酸可显著增

加虾幼苗重量，而幼虾对黄腐酸的最适日粮需求量

仅为 0.897%，且在高密度饲养下可提高幼虾的生

长、饲料利用率、抗氧化能力和抗应激能力 [23]。

李志伟等 [24] 在泥鳅的基础饲料中添加 0、0.5%、

1.0%、1.5% 和 2.0% 浓度梯度的黄腐酸，与对照组

相比，泥鳅肠道中溶菌酶、碱性磷酸酶、酸性磷酸

酶、免疫球蛋白 M 活性得到明显提高，且当饲料

中添加黄腐酸浓度达到 1.0% 时可提高泥鳅肠道免

疫功能。Gao Y 等 [25] 在泥鳅饲料中添加黄腐酸还

可有效改善泥鳅的生长性能和肠道健康状况，表明

黄腐酸及其钠盐可作为泥鳅培养的免疫增强剂。同

样，在泥鳅幼苗养殖中添加腐植酸钠也可促进其生

长和提高其抗氧化能力 [26]。

3  总结与结论

腐植酸类物质具有无残留、无重金属、无耐

药性等优点，在畜禽上的应用已有 40 多年，是

当前替代化学饲料添加剂和抗生素的最佳选择之

一。大量研究表明：腐植酸类物质是一种绿色饲

料添加剂 [27]，在畜禽养殖中具有增强动物的抗病能

力 [28]、保护动物的胃功能 [29]、提高动物的生长速

度 [30，31]、吸附饲粮中及消化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氨

气和硫化氢等气体 [32] 的功能；在水产养殖中具有

提高饲料的利用率 [33]、降低水产动物的发病死亡

率 [34]、提高机体的抗氧化能力 [25]、净化水环境 [35]

等作用。

然而，国内外对腐植酸类物质在畜禽、水产养

殖方面的研究多偏重于效果评价，作用机理研究较

少，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为腐植酸类物质在畜禽、

水产养殖方面的科学应用和相关产品开发提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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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腐植酸作为一种活性物质，对作物养分吸收、增产和土壤改良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数据

来源于中国知网及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以“小麦”“腐植酸”“产量”“养分”“土壤”等为

主要关键词检索相关的田间试验文献，筛选出 57 篇有效文献，获得 215 组试验数据。以单施化肥

为对照组，增施腐植酸为试验组，采用 Meta 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增施腐植酸对小麦养分吸收、产

量及土壤性状的影响。增施腐植酸促进了小麦养分吸收，小麦植株氮、磷、钾的总吸收量分别提高

了 22.27%、29.41%、32.20%，小麦的籽粒氮含量和秸秆氮含量分别提高 7.67% 和 11.08%；实现了

小麦增产，产量提高 10.44%；土施腐植酸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质，土壤全氮、碱解氮、有效磷、速效

钾含量分别提高 8.72%、12.30%、18.16%、12.18%，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 13.06%，土壤 pH 值降低

2.06%，土壤总孔隙度提高 6.33%，土壤的田间持水量提高 10.87%，土壤容重降低 5.43%。为腐植

酸肥料的推广应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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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active substance, Humic aci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rop yield creasing, nutrient 
absorption and soil improvement. Using “Wheat”, “Humic acid”, “Yield”, “Nutrient”, “Soil” as the 
key words, 57 effective papers and 215 sets of experimental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CNKI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The effects of applying humic acid on nutrient absorption, wheat yield and soil 
status were analyzed by Meta-analysis method with chemical fertilizer as control group and humic acid 
as experimental group. Adding humic acid promoted the absorption of nutrient, the total absorption of 
N, P and K increased by 22.27%, 29.41% and 32.20%, respectively; the grain N content and straw N 
content increased by 7.67% and 11.08%, respectively. Adding humic acid increased the yield of wheat by 
10.44%. Adding humic acid in soil improved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the contents 
of total N, available N, available P and available K increased by 8.72%, 12.30%, 18.16% and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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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induced the increase of contents of soil organic matter by 13.06%. The pH value decreased 
by 2.06%, while the total porosity increased by 6.33%. The field water holding capacity of soil increased 
by 10.87% and the soil bulk density decreased by 5.43%. The results may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humic acid fertilizer.
Key words: humic acid; wheat; soil; nutrient uptake; yield

腐植酸是动植物残骸经过土壤微生物分解、转

化，经一系列理化反应积累形成的有机物质 [1]。大

量研究表明，腐植酸具有改良土壤、增效化肥、促

进作物生长、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的作用 [2，3]。腐

植酸作为一种活性物质，因其各种优良特性，被添

加到尿素、复合肥、水溶肥产品中制成腐植酸肥料。

研究表明，腐植酸肥料能够有效提高产量，提高肥

料利用效率 [4，5]。小麦作为我国的重要粮食作物，

其增产稳产对于我国的粮食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本研究以小麦为研究对象，收集整合了国内外

学者发表的文献资料，运用 Meta 分析的方法，分

析了增施腐植酸对小麦产量、养分吸收及土壤理化

性状的影响，旨在为加快腐植酸肥料的研发及推广

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在中国知网及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对

2000—2021 年的文献进行搜集，以“小麦”“腐

植酸”“产量”“养分”“土壤”等为主要关键词

检索发表的田间试验文献。在搜索到的文献中，通

过以下的标准进行筛选有效文献：（1）试验数据

必须来源于大田试验，避免温室环境下控制试验条

件影响实际效果。而且必须包含施用腐植酸（包含

腐植酸肥料）和不施用腐植酸 2 个处理。（2）试

验中的测定指标至少包含土壤理化性质、小麦产量、

养分含量、养分吸收量的 1 项或多项数据，且有试

验组和对照组对应数据。（3）文献中报告了试验

的重复数，指标数据的平均值和标准误等。

最终筛选出 57 篇有效文献（文献信息见表

1），其中包括 4 篇英文文献和 53 篇中文文献，获

得 215 组试验数据。

1.2 Meta 分析

本研究中各项指标的数据，采用增施腐植酸处

理组与对照组比值即反应比的自然对数为效应值，

根据公式（1）获得。 
lnR= ln（E/C）                                            （1） 
其中，公式中的 E 和 C 分别代表增施腐植酸

处理和对照组数据的平均值。

根据公式（2）转化成变化比率。如果为正的

百分比，代表处理组高于对照组的比例；相反，如

果为负的百分比，代表处理组低于对照组的比例。 
变化比率（%）=（e lnR–1）×100              （2）
计算每组数据的 95% 的置信区间，如果此置

信区间与 0 没有重叠，说明处理组与对照组相比呈

显著性差异；如果与 0 有重叠，说明差异不显著。

1.3 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9 对数据进行记录、

计算和作图，采用 SPSS 软件进行检验分析。

表 1 57 篇文献信息
Tab.1 Information of 57 articles    

序号 文章标题 小麦品种 腐植酸种类
肥料

施用方式

1 施用腐植酸对小麦生长和（土娄）土理化性质的影响 开麦 18 腐植酸固体肥 土施

2 复合肥中添加不同腐殖酸对不同作物的影响 — 腐植酸复合肥 土施

3 冬小麦 - 夏玉米轮作体系不同新型尿素的氮素利用率及去向 — 腐植酸尿素 土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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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1    

序号 文章标题 小麦品种 腐植酸种类
肥料

施用方式

4 腐植酸复合肥在冬小麦上的应用效果初报 西农 979 腐植酸复合肥 土施

5 腐植酸土壤调理剂对黄河三角洲盐碱土化学性状及小麦产量的影响 济麦 22 腐植酸土壤调理剂 土施

6 矿物源腐植酸肥料对冬小麦产量和经济效益的影响 济麦 22 腐植酸复合肥 土施

7 新型氮肥对潮土冬小麦产量及氮肥利用率的影响 — 腐植酸尿素 土施

8 腐植酸型土壤调理剂对酸性土壤理化性质和小麦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济麦 262 腐植酸土壤调理剂 土施

9 保水剂及有机酸土壤调理剂对盐碱地的改良效果及小麦产量的影响 济麦 20 有机酸土壤调理剂 土施

10 腐植酸肥施用对小麦 - 玉米轮作土壤 CO2 通量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 济麦 22 活化腐植酸肥 土施

11 含腐植酸复合肥与同等养分配方肥在小麦应用上的肥效对比试验 山农 17 腐植酸复合肥 土施

12 不同叶面肥在冬小麦上的应用效果研究 扬麦 15 腐植酸叶面肥 喷施

13 腐植酸尿素在小麦上的田间试验 众麦 1 号 腐植酸尿素 土施

14 不同配方腐植酸型土壤调理剂对滨海盐碱地土壤性质及小麦产量的

影响

济麦 22 腐植酸调理剂 土施

15 腐植酸生物有机肥对土壤性质及小麦产量的影响 济麦 22 腐植酸生物有机肥 土施

16 复合肥中腐植酸含量对冬小麦产量和氮吸收的影响 良星 77 腐植酸复合肥 土施

17 玉米 / 小麦轮作体系腐植酸和双氰胺多季连施效应研究 冀麦 585 腐植酸改良剂 土施

18 缓控释肥一次性基施对小麦产量形成及品质的影响 扬麦 20 腐植酸控释掺混肥 土施

19 氮肥类型及其减量对小麦 - 玉米产量和土壤养分的影响 冀麦 418 腐植酸尿素 土施

20 棉粕腐植酸肥对小麦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新春 38 腐植酸复合肥 土施

21 棉粕腐植酸肥对土壤团聚体、酶及养分的影响 新春 38 腐植酸复合肥 土施

22 喷施新型腐殖酸型叶面肥对小麦旗叶抗氧化和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扬麦 16 腐植酸叶面肥 喷施

23 腐植酸尿素对冬小麦产量、养分吸收利用和土壤养分的影响 郑麦 7698 腐植酸尿素 土施

24 腐植酸、双氰胺及其配施对土壤碳氮转化与作物产量、养分利用的

影响

冀麦 585 矿源腐植酸 土施

25 新型尿素在冬小麦 - 夏玉米轮作体系中的氮素去向研究 冀麦 585 腐植酸尿素 土施

26 含腐植酸缓释肥在小麦上应用效果初报 濮麦 10 号 腐植酸缓释肥 土施

27 腐植酸螯合肥对小麦栽培的影响 矮抗 58 腐植酸螯合肥 土施

28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在小麦上的肥效试验初报 郑麦 9023 腐植酸水溶肥 喷施

29 新型水溶肥料在小麦生长发育中的应用效果 郑麦 9023 腐植酸水溶肥 喷施

30 轻度盐碱地上小麦肥中不同添加物的效果初探 科农 1006 腐植酸物质 土施

31 腐植酸复合肥料在小麦上的应用效果 矮抗 58 腐植酸复合肥 土施

32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在小麦上的肥效试验 周麦 27 腐植酸水溶肥 喷施

33 活化腐植酸肥施用对小麦 - 玉米生长、土壤肥力及土壤 CO2 通量的

影响

— 活化腐植酸 土施

34 滨海盐碱地控释掺混肥配施调理剂对玉米 - 小麦生长及土壤养分的

影响

小偃 81 腐植酸复合肥、腐

植酸调理剂

土施



腐植酸 2022 年第 2 期

8

专题评述

序号 文章标题 小麦品种 腐植酸种类
肥料

施用方式

表 1 续 2    

35 减氮配施腐植酸对冬小麦夏玉米轮作系统的增产效应及机理研究 周麦 16 腐植酸 土施

36 含腐植酸大量元素肥在小麦上的效用试验 周麦 27 腐植酸水溶肥 喷施

37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在小麦上的应用效果试验 济麦 22 腐植酸液体肥 喷施

38 “含腐殖酸水溶肥料”在小麦上的肥效试验报告 漯麦 9 号 腐植酸水溶肥 喷施

39 农都乐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在小麦上的增产效应 济麦 22 腐植酸水溶肥 喷施

40 活化腐植酸 - 尿素施用对小麦 - 玉米轮作土壤氮肥利用率及其控制

因素的影响

山农 0536
 

活化腐植酸 - 尿素 土施

41 煤炭腐植酸作为土壤改良剂对土壤物理性质和小麦产量的影响 — 腐植酸 土施

42 基于棉粕的水溶肥料开发及应用效果研究 新春 6 号 腐植酸水溶肥 滴灌

43 冬小麦 - 夏玉米轮作体系氮肥去向及平衡状况研究 济麦 2 腐植酸氮肥、脲基

活化腐植酸氮肥

土施

44 腐植酸对小麦扬花期水分利用效率及灌浆进程的影响 扬麦 16 腐植酸叶面肥 喷施

45 “腐植酸水溶肥料”在小麦上的肥效试验 百农矮抗 58 腐植酸水溶肥 喷施

46 不同活化处理腐植酸 - 尿素对褐土小麦 - 玉米产量及有机碳氮矿化

的影响

山农 0536 腐植酸尿素 土施

47 小麦施用增效复合肥增产效果研究初报 郑麦 7698 腐植酸复合肥 土施

48 河南省“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在小麦上的肥效应用试验 众麦 1 号 含腐植酸水溶肥 喷施

49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在小麦上的肥效试验报告 矮抗 58 腐植酸水溶肥 喷施

50 腐植酸有机 - 无机肥肥效试验 山农 15 腐植酸有机无机肥 土施

51 灌溉和旱作条件下腐植酸复合肥对小麦生理特性及产量的影响 山农 12 腐植酸复合肥 土施

52 腐植酸液肥（L-CHA）在小麦上施用的增产效应研究 95 鉴 4 小麦品系 L-CHA 液肥含腐

植酸 25.0%
喷施

53 小麦喷施腐植酸钾增产效应试验 西农 1367 腐植酸钾 喷施

54 Physiological role of humic acid and nicotinamide on improving plant 
growth, yield, and mineral nutrient of wheat (Triticum durum) grown 
under newly reclaimed sandy soil

V1 腐植酸 喷施

55 Improving effectiveness of rock phosphate through mixing with 
farmyard manure, humic acid and effective microbes to enhance yield 
and phosphorus uptake by wheat

— 腐植酸 土施

56 Application of single superphosphate with humic acid improves the 
growth, yield and phosphorus uptake of wheat (Triticum aestivum L.) in 
calcareous soil

Atta Habib 腐植酸 土施

57 Effect of humic acid foliar spraying and nitrogen fertilizers management 
on wheat yield

— 腐植酸 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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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

2.1 增施腐植酸对小麦养分含量及养分吸收的影响

增施腐植酸影响了小麦植株养分含量。由

图 1 可知，增施腐植酸对小麦的籽粒氮含量和秸

秆氮含量产生了显著影响，分别提高了 7.67% 和

11.08%。但对籽粒磷、钾和秸秆磷、钾养分含量

影响不显著。

增施腐植酸影响了小麦植株的养分吸收量。由

图 2可知，增施腐植酸显著提高了小麦各部位的氮、

磷、钾养分吸收量，小麦植株氮、磷、钾的吸收总

量分别提高了 22.27%、29.41%、32.20%。这说明，

增施腐植酸可以提高氮、磷、钾养分的吸收，实现

小麦提质增效。

图 1 增施腐植酸对小麦植株养分含量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adding humic acid on nutrient content of wheat plant    

籽粒氮含量

秸秆钾含量

秸秆磷含量

秸秆氮含量

籽粒钾含量

籽粒磷含量

-20 -10 0 10 6050403020
变化比率（%）

+7.67%（43）

+3.74%（9）

+6.31%（4）

+19.73%（4）

+11.08%（38）

+0.65%（8）

图 2 增施腐植酸对小麦植株养分吸收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adding humic acid on nutrient absorption of wheat plant   

籽粒磷吸收量

植株钾吸收总量

秸秆钾吸收量

籽粒钾吸收量

植株磷吸收总量

秸秆磷吸收量

-20 -10 0 10 6050403020
变化比率（%）

+24.97%（11）

+35.22%（11）

+32.20%（11）

+37.50%（11）

+17.46%（11）

+29.41%（11）

籽粒氮吸收量

植株氮吸收总量

秸秆氮吸收量

+22.27%（46）

+16.54%（40）

+14.87%（42）

2.2 增施腐植酸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增施腐植酸影响小麦的产量。由图 3 可知，

增施腐植酸显著提高了小麦产量和三大产量构成要

素，小麦产量提高 10.44%，小麦穗数、穗粒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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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粒重也分别提高了 3.39%、4.49%、2.95%。

2.3 增施腐植酸对土壤性状的影响

增施腐植酸影响土壤的理化性状。由图 4 可

知，与不施用腐植酸相比，小麦生产中施用腐植酸

可以显著提高土壤氮磷钾养分含量，土壤全氮、

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含量分别提高 8.72%、

12.30%、18.16%、12.18%，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

13.06%，碱性土壤 pH 降低 2.69%（土壤 pH ＞ 7），

土壤总孔隙度提高 6.33%，土壤田间持水量提高

10.87%，土壤容重降低 5.43%。增施腐植酸显著提

高了土壤养分有效性和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了土

壤理化性状。

3  讨论与结论

3.1 腐植酸对作物养分吸收及产量的影响

增施腐植酸一方面提高了土壤养分的有效性，

增加了可供植物吸收的养分含量。另一方面腐植酸

对植物根系生长具有刺激作用，促进根系长度和根

数量的增加，以吸收更多的养分 [6]。腐植酸能够促

进植物根系中与硝酸盐吸收同化相关的基因表达，

图 4 增施腐植酸对土壤性状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adding humic acid on properties of soil    

速效钾

容重

田间持水量

总孔隙度

pH值

有机质

-10 0 302010
变化比率（%）

+12.18%（50）

+13.06%（70）

-5.43%（27）

+10.87%（16）

+6.33%（10）

-2.69%（40）

全氮

有效磷

碱解氮

+18.16%（50）

+12.30%（29）

+8.72%（29）

图 3 增施腐植酸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adding humic acid on yield of wheat   

产量

千粒重

穗粒数

穗数

-5 0 15105
变化比率（%）

+10.44%（215）

+2.95%（167）

+4.49%（155）

+3.3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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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 H+-ATP 酶活性，以促进根系对 NO3
- 的吸收，

进而促进对氮的吸收 [7]。腐植酸作为一种活性物质，

能够有效弥补作物生育因子（光、水、空气、养分

等）胁迫，以实现作物高产。腐植酸能够增强作物

呼吸强度和光合强度，加快氨基酸、蛋白质、碳水

化合物等的合成，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进而提高

作物产量 [8]。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增施腐植酸显

著提高了小麦植株氮、磷、钾吸收总量，分别为

22.27%、29.41%、32.20%。同时显著提高了小麦的

籽粒氮含量和秸秆氮含量（7.67% 和 11.08%），对

植株磷、钾养分含量影响不显著，可能和统计的数

据量较少有关。增施腐植酸可使小麦增产 10.44%。

3.2 腐植酸对土壤性质的影响

腐植酸对土壤的理化性质具有良好的改善作

用。物理性状方面，腐植酸能够促进土壤团粒结构

的形成 [9]，维持土壤疏松、多孔的小颗粒状态，增

加土壤孔隙度，降低土壤容重，提高土壤透气性、

渗透性 [10]。腐植酸具有保水特性，可以调节土壤水

分状况，增加饱和导水率 [11]。化学性状方面，腐植

酸的结构是弱酸 - 碱体系，有较强的 pH 缓冲性，

能够调节土壤 pH；大量研究表明，腐植酸能够活化

土壤中的磷、钾养分，增加其生物有效性 [12，13]，能

够调节土壤中氮转化，缓释氮素，增加土壤中氮含

量 [14]。本文的研究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增施腐植酸

显著提高土壤全氮、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含量，

分别为 8.72%、12.30%、18.16%、12.18%，土壤有

机质含量提高 13.06%，碱性土壤 pH 降低 2.69%，

土壤总孔隙度提高 6.33%，土壤田间持水量提高

10.87%，土壤容重降低 5.43%。

3.3 腐植酸对经济效益的影响

据市场调查，腐植酸复合肥相较于等养分常规

复合肥价格约高出 20 元 / 袋（40 kg），增施腐植

酸小麦增产 10%（约 55 千克 / 亩），按照市场价

2.4 元 / 千克计，可实现增收 102 元 / 亩，增施腐

植酸可实现小麦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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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几十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土壤中的腐植酸是由木质素在微生物作用下转化而成的。尽管腐

植酸在 1786 年首次被分离并进行了报道，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才有了对腐植酸是否是在植

物进入土壤之前形成的相关研究报道。之前这个问题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导致人们对土壤腐植酸

如何保持或增加土壤肥力的理解认识不足。本研究以甘蔗覆盖物和藻类提取物为原料，采用碱法提

取，对腐植酸含量进行了分析，并用荧光光谱法对提取物中的腐植酸进行了鉴定。腐植酸在进入土

壤之前就已经在衰老的植物和藻类物质中形成，进入土壤后与土壤紧密结合，并具有抵抗微生物代

谢分解的作用。土壤中的腐植酸会因风蚀、水蚀以及随水的淋失而损失，这就意味着土壤中的腐植

酸需要定期补给。本研究表明，可以通过循环利用植物和藻类物质，或通过添加堆肥、覆盖物、泥

炭和褐煤等外源的已降解植物残体或藻类物质来简单地补给或强化土壤腐植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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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是一种来源于植物的棕黑色聚合酸，广

泛存在于地球表面。腐殖质一词最初是指土壤中所

有植物来源的有机化合物的统称，腐植酸则是指土

壤、植物、藻类、真菌、沉积物以及陆地和海洋水

域中存在的棕黑色、聚合、碱溶性的酸。

腐植酸对土壤肥力有贡献，这一事实自古以来

就得到了认可。尽管腐植酸很容易与土壤结合，对

微生物的代谢分解有很强的抵抗力，可以在土壤中

较长时间存留，但它们会因风蚀、水蚀以及水的淋

失而导致在土壤中的含量下降。因此，补给土壤中

的腐植酸以保持或提高土壤肥力很重要。自 1786 年

（第一次从德国的泥炭沼泽中提取出腐植酸）对腐

植酸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后，腐植酸的重要性变得

越来越明显。它们不仅对土壤肥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且也是油页岩、泥炭、沥青、石油和煤等的前体

物质，通过与金属和有机物的络合作用影响农业环

境，从而影响着重金属、农药和除草剂的毒性。

在过去 150 年左右的时间里，天然形成的有机

化合物的结构通常在它们被发现后的几十年内就被

阐明了，而腐植酸的情况则截然不同。甚至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关于腐植酸主要是脂肪族还是

芳香族这类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争论。自 19世纪末，

特别是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人们已经明确腐植酸

是由土壤中植物木质素经微生物转化而形成的。

1797 年，人们从植物中提取到了腐植酸，但直

到 1987 年才有类似的报道，当时是无意中提取的。

1989 年和 1991 年，我们首次报道了腐植酸存在于衰

老的植物和藻类物质中，这意味着腐植酸在微生物

对植物木质素进行任何可能的转化之前就进入了土

壤。此后，也有了相关报道。最近，人们从不同生

育阶段的玉米植株中分离出腐植酸，并认识到了腐

植酸来源于植物组织。为了更好地认识腐植酸的结

构和组成，人们对腐植酸进行了不断的分离纯化和

分析，过去简单的模型也正在被更复杂的模型所替

代。在我们以前的工作中，植物中腐植酸的分析只

作为环境中腐植酸分析和赋存的一个次要问题来研

究，但本研究给出了一个更加全面和准确的评价。

过去使用的分析技术主要有元素分析法、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法、红外光谱法和核磁共振技术。与

对其他有机分子的分析相比，这些技术对腐植酸的

分析仍非常不精确。近年来，更先进的荧光光谱技

术得到了普遍应用，该技术用于分析腐植酸的结构

成分，是一种特别强大和方便的技术方法。因激发

光谱和发射光谱均出现在一个非常宽的范围内，具

有高度的特征光谱（理想的 3-D 荧光），而且更

重要的是，激发光谱和发射光谱重叠，这一现象似

乎不会出现在其他有机化合物中。这就是该技术应

用于本研究的分析基础。

与土壤中腐植酸的结构不同，大多数市售的腐

植酸产品都是可溶性的腐植酸钾。这些可溶性盐很

容易通过降雨和灌溉从土壤中淋失，因此对土壤中

腐植酸含量的长期影响很小。本研究对不同来源的

腐植酸和土壤腐植酸的荧光光谱进行了对比分析，

以确定这些不同来源的外源腐植酸是否有助于土壤

腐植酸的补给。

1  结果

1.1 腐植酸的产率

本研究中所用的甘蔗覆盖物得到的纯化腐植

酸是 5.12 g（一种有光泽的黑色无定形物质，典型

的腐植酸），相当于所用原料干物重的 1.65%（w/
w），这是最小的提取剂量。因其余的腐植酸与植

物物质，如蛋白质等紧密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提取

before they reach the soil, where they are then strongly bound to the soil and are also resistant to microbial 
metabolism. Humic acids are removed from soils by wind and water erosion, and by water leaching, which 
means that they must be regularly replenished. This study shows that soils can be replenished or fortified 
with humic acids simply by recycling plant and algal matter, or by adding outside sources of decomposed 
plant or algal matter such as composts, mulch, peat, and lignite coals.
Key words: humic acid; soil; senescent; plant; algal; fluorescence; microbial; lignin; compost; mulch; c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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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似乎不太可能。

来源于土壤的腐植酸（一种市售产品，美国密

苏里州圣路易斯市 Sigma-Aldrich 公司）和海藻中

提取的腐植酸均未被量化。然而，我们观察到，市

售海藻提取物除了腐植酸外，几乎无其他物质。

1.2 腐植酸的鉴定与比较

用荧光光谱法对提取的腐植酸进行鉴定和比

较，结果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荧

光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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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波长400～600 nm（激发波长34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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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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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化褐煤

土壤

海藻

图 1 从土壤、海藻提取的腐植酸和市售腐植酸（来源于风化褐煤）的荧光光谱
Fig.1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humic acids extracted from soil, kelp, and a commercial humic acid 

(sourced from Leonardite coal)

图 2 从土壤、甘蔗覆盖物和风化褐煤（新西兰）中提取的腐植酸的荧光光谱
Fig.2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humic acids extracted from soil, sugar cane mulch, and Leonardite coal (NZ)

注：风化褐煤 / 土壤乙醇可溶性提取物相同，因此只显示了一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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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

腐植酸很容易用传统的碱溶方法从多种原料

中提取出来。以前已经发现，从不同土壤类型和不

同植被（如草或树木）的土壤中提取的腐植酸的荧

光光谱几乎相同，这表明所有的土壤腐植酸都非常

相似。

图 1 显示，从风化褐煤、海藻和土壤中提取（碱

溶）的纯化腐植酸的荧光光谱几乎完全相同。这个

结果意味着：（1）人们通常认为，风化褐煤腐植

酸与从土壤中提取的腐植酸是不同的，该研究结果

显示这是不正确的。（2）从海藻中提取的腐植酸

（主要是腐植酸钾的形式）与土壤腐植酸非常相似。

作为一个附带的问题，已知海藻提取物可以促进植

物生长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激素而不是其中的腐植酸

含量。（3）风化褐煤 / 海藻腐植酸与土壤腐植酸

的荧光光谱略有不同，这意味着这些样品中腐植酸

组成略有差异。这可以用原始植物或藻类物质中木

糖和果糖（或许还有核糖和阿拉伯糖）通过糠醛途

径生成腐植酸的差异来解释。

图 2 表明，腐植酸可以溶于有机溶剂，这早在

1957 年就有报道，但此后很少被关注。本研究发

现腐植酸在有机溶剂中只会缓慢溶解，而且必须与

这种溶剂接触数小时，甚至数天。这种不同寻常的

特性，是由于腐植酸分子缓慢地从高度水溶性结构

转变为高度有机溶解性结构造成的。这一发现有助

注：3 种不同来源腐植酸均为碱溶腐植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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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更好地研究确定腐植酸的结构和化学组成，因为

使用现代仪器技术（例如液态红外、核磁共振、质

谱和正相高效液相色谱）在有机溶剂中比在水溶液

中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这些新的认识有利于人们

更好地理解腐植酸在农业中的作用和用途。

图 2 还显示，醇溶腐植酸组分与碱溶腐植酸组

分有很大的不同。与碱溶腐植酸相比，不同的腐植

酸成分在乙醇中的溶解度更高。事实上，乙醇可溶

部分更接近于黄腐酸的荧光光谱。

来源于甘蔗覆盖物的腐植酸与醇溶土壤腐植酸

几乎相同，这就意味着甘蔗覆盖物中含有许多（但

不是全部）与土壤腐植酸相似的成分。相反，从图

1 可看出，海藻中含有与土壤腐植酸几乎完全相同

的腐植酸成分。

3  试验

3.1 化学品和材料

分析级化学药品从澳大利亚 Ajax Chemical 公司

（氢氧化钠、氢氧化钾）和美国 Sigma-Aldrich 公司

（硫酸、乙醇和正丁醇）购买。工业级腐植酸从美

国 Sigma-Aldrich 公司购买，并利用 1989 年我们发

表的题为“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ic 
determination of humic acid in environmental samples 
at the nanogram level using fluorescence detection”一

文中的方法提纯。甘蔗覆盖物购于当地一家农业供

应商，海藻提取物（钾盐）购于中国 WNK 集团。

风化褐煤从新西兰通过个人关系获得。

3.2 从衰老植物和藻类中提取腐植酸

用 1 L 0.1 M 的氢氧化钾或氢氧化钠提取甘蔗

覆盖物（310 g），放置 2 天，偶尔摇动。这个过

程重复 2 次，直到不能提取更多的腐植酸，然后将

这些溶液混合在一起（并不是所有的腐植酸都可以

用碱提取，因为有些似乎与蛋白质或其他有机物结

合在一起）。溶液用 40 号滤纸过滤，并将滤液混

在一起。然后将滤液以 2000 rpm 的速度离心，收

集上清液。离心对去除滤液中的细小颗粒至关重

要，因为在酸化之后，腐植酸会被强烈地结合到这

些细小颗粒上。将所得滤液用 10% 的硫酸酸化至

pH=1，得到棕黑色沉淀物。沉淀物用 40 号滤纸过

滤，在常温下风干，然后在 110 ℃下进一步烘干。

如 3.1 中文献所述，从当地土壤和风化褐煤

中提取腐植酸。通过上述提取甘蔗覆盖物的相同

方法从市售海藻提取物中提取腐植酸。腐植酸在

乙醇和正丁醇等醇中缓慢溶解，在这样的溶剂中

放置至少 12 h 后，将溶液倒出，用于进一步研究。

采用 Perkin Elmer（USA）LS 45 石英试管荧光

仪进行荧光测量，激发波长 340 nm，发射波长

400 ～ 600 nm。

4  结论

对不同来源的腐植酸的分析表明，它们与土

壤中的腐植酸非常相似，这与当今的研究是一致

的。这意味着这些腐植酸可以用来补给土壤中的腐

植酸。土壤中的腐植酸会因风蚀、水蚀和水淋失而

消耗，因此必须及时补给土壤腐植酸，以提高贫瘠

土壤的肥力。因腐植酸是在衰老的植物中开始形成

的，所以收获作物的残体归还到土壤中很重要。

现代农业生产实践往往忽视这一点，因作物一茬接

一茬地迅速种植，前一茬作物的残体往往被丢弃或

焚烧。生产中只有在对病害防控至关重要的情况下

才应进行焚烧处理。

要提高土壤（特别是贫瘠土壤）中的腐植酸不

仅必须返还植物残体，还可能需要添加富含腐植酸

的材料。富含腐植酸的物质包括堆肥、植物残体覆

盖物、泥炭和褐煤。市售可溶性腐植酸钾产品的长

期效益很小，而且价格相对较高，因此这不是一个

很好的补给土壤腐植酸含量的方法。当前，已有很

好的工艺和设备可以为农场提供堆肥和覆盖技术，

且这种工艺在现代农业中应该变得更加普遍。在一

些发展中国家，巨大的褐煤资源作为丰富的腐植酸

来源，正被用于农业。但在发达国家，电力生产占

据主导地位。尽管褐煤含有丰富的腐植酸，但运输

成本可能很高，这使得农作物回收利用、堆肥或植

物残体覆盖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致谢和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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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殖质和生物肥料对植物发育和微生物活性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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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鉴于农业地区投入物的循环利用，农业生态系统和生态循环是开放的。不可再生资源从空气、

水和土地中转化或迁移到农业生态系统中，并作为废物而非可再生、可循环利用的资源流出。当前

的环境状况，正推动开发能够优化养分循环、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投入物的使用并提高其使用效率

的方法，一些源于小麦秸秆和生物肥料中的腐殖质产品可以作为堆肥茶和粪肥茶，以减少化学合成

物质的使用。本文旨在加深我们对腐殖质与生物肥料联合使用的认识，同时阐述了每一种化合物的

生物刺激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了疑问：腐殖质和生物肥料的联合应用是否可以促进二者的协同作

用并有可能提高药效？由于腐殖质和生物肥料对植物和微生物的促进效果是相互联系的，所以二者

的效果可能会被混淆。例如，腐殖质促进的根伸长可能会增加菌根真菌的定殖。因此，本文被划分

为 3 个部分：腐殖质和生物肥料对植物、真菌、细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腐殖质的来源和施用

量对植物生长和微生物活性具有强烈影响，而腐殖质的作用效果也因微生物种类和植物的类型而不

同。从本文中所涉及的文献的数据可以看出，联合使用腐殖质和生物肥料来刺激植物发育和微生物

活性在农业系统中具有巨大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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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oecosystem and ecological cycling loops are open when considering the reutilization of 
inputs applied in farming areas. Non-renewable resources have been transformed or relocated from the air, 
water and land into the system and are flowing out as wastes rather than reusable, recyclable resources. 
This current environmental situation i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able to optimize nutrient 
cycling, minimize use of external inputs, and maximize input use efficiency. Some humic products are 
derived from lignin found in wheat straw and biofertilizers as compost and manure teas can be made 
using residues. Also, these biostimulants might decrease the necessity of synthetic inputs. This review 
strives to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junctive use of humic substances (HS) and biofertilizers. 
The biostimulant effects of each of these compounds are shown in the literature. Thus, our review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HS and biofertilizers can promote synergy between both 
compounds and potentially more efficacy. The effects promoted by using HS plus biofertilizers on plants 
and microorganisms are very interconnected, so sometimes these effects can be confounded. For instance, 
the root elongation promoted by HS might increase hyphal fungi colonization. Therefore, this review as 
divided in three sections: responses of plants, fungi and bacteria.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source 
and application rate of HS will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whether plant growth and microbial activity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microbial species and plant type also influence the response to HS. The 
prospects of the conjunctive use of and biofertilizers to stimulate plant development and microbial activity 
in agricultural systems are theoretically substantial when considering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ies included 
in this review. 
Key words: biostimulants; humic acid; humate; plant growth; compost tea; manure tea

土壤是生产食物、饲料、燃料和纤维的重要

载体，因为它不仅是植物根系伸展和固定的介质，

还能为植物提供所需要的水和养分。然而，尽管

土壤中存在矿物质、有机质和生物质资源，但仍

需要额外施加肥料来促进植物发育。因此，施肥

是提高土壤肥力、作物产量和支持农业集约化的

必要措施。在世界对食物和纤维的需求不断增加

的情况下，植物的营养资源对于农业集约化至关

重要。各种各样的物质可以作为植物养分的来源。

这些物质可以是合成的、天然的、回收的废物或

一系列生物产品，包括堆肥茶和微生物菌剂，这

些生物产品可以促进植物对养分的吸收并减少对

合成品投入的需要。

当前农业的财政状况受到以下几个全球趋势

的影响：环境管理、人口压力、土地限制和农业

政策，并且每一项与农业财政状况的相关性都在

增加。因此，近期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可持

续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提高作物产量，从而实现经

济效益。为此，有必要因地制宜地开发一些优化

养分循环、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投入和提高投入

使用效率的方法。

来源于无机、有机质和生物质资源的肥料在

土壤肥力和植物生长方面的养分释放性质是不同

的。因此，维持作物高产的总体战略不应只包括

施加植物生长所需的合成肥料，还应该包括生物

和有机营养资源的综合利用（提高农业效率和减

少对环境负面影响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综合

利用的方法让我们认识到生产者不仅要给植物提

供营养，更要滋养土壤，因为健康的土壤对养分

有效性、植物生长和农业可持续性具有重大影响。

这是一种预防性而非治疗性方法，应保持土壤肥

力，而非从土壤中吸收养分。根据粮农组织公告，

“综合植物营养系统（IPNS）或综合养分管理（INM）

能够在农业系统中实施植物营养和土壤肥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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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应地域特征，利用矿物质、有机质和生物质

营养资源的结合和协调满足粮食生产和经济、环

境及社会生存能力的需求。”

IPNS 的原则是施用适当的肥料，维持土壤中

的必需养分，以满足作物在任何生长阶段的养分需

求。为此，我们分别研究了腐殖质和生物肥料作为

有机资源和生物资源的作用。

腐殖质根据其在水中的 pH 和溶解度通常分为

腐植酸、黄腐酸和腐黑物。MacCarthy 认为，它们

是由植物和动物残留物分解形成的有机物质的异质

混合物，而 Lehmann 和 Kleber 认为腐殖质不是在

土壤中自然存在的物质；通过现代分析技术，他们

发现参与腐殖质合成的矿物质和酶与自然系统无

关。在农业中使用腐殖质产品可能会对含或不含腐

殖质的土壤中植物的生长产生促进效果。腐殖质单

独使用或与其他产品联合使用具有多种环保益处，

其与有机和无机肥料的结合使用不仅能使肥料效率

达到最佳，还可以逐渐减少合成肥料的用量。腐殖

质的理化活性和结构对土壤质量和作物产量具有重

要影响，在可持续农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腐植

酸具有较高的碱交换容量，这对土壤稳定性至关重

要。它们还具有刺激植物生长的作用，增加了养分

的可利用性。综上，腐殖质有希望成为提高肥料效

率的天然资源。

从理论上讲，生物肥料不是肥料，而是直接作

为植物的食物。生物肥料是一种含有真菌和细菌等

微生物培养基的物质，可用于种子、植物和土壤，

可在植物的根际或内部定殖，增加土壤中的养分利

用率，从而促进植物生长。一些研究已经证明了生

物肥料（如堆肥茶和微生物菌剂）的直接或间接的

效果，这类化合物可以通过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

提高土壤肥力及增加植物有益微生物的数量来显著

提高植物的生长、养分吸收及产量，从而提高农业

可持续性。此外，微生物菌剂还促进了磷或钾的溶

解，氮的吸收和根外菌丝的增殖，从而减少了土壤

侵蚀和退化等负面影响。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腐殖质和生物肥料

可以作为植物生长促进剂、营养物质获取剂、抗

逆剂和病原体抑制剂。然而，腐殖质和生物肥料

的来源多种多样，这可能会降低本课题所进行的

研究之间的比较水平。例如，风化煤和褐煤来源

的腐植酸可能没有可比性。有研究报道，腐殖质 +
生物肥料的综合施用对几种植物产量具有积极影

响，如：菠萝（Ananas comosus）、蚕豆（Vicia 
faba L.）、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小麦、

葡 萄（Vitis vinifera L.）、 大 蒜（Allium sativum 
L.）、绿豆（Vigna radiata  L.）、黄瓜（Cucumis 
sativus  L.）、罗勒（Ocimum basilicum L.）、高粱

（Sorghum bicolor  L.）、桃（Prunus persica）和草

莓（Fragaria ananassa）。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表明，

不仅腐殖质和生物肥料的联合施用对作物产量具有

积极影响，而且二者联用与单独施用和 / 或对照（不

施用腐殖质和生物肥料）相比，其产量最高。此外，

他们认为生物刺激素效应是腐殖质和生物肥料各自

的主要作用机制。因此，腐殖质和生物肥料各自对

初级和次级代谢产物及养分吸收的影响可能对产量

产生重要影响。腐殖质与生物肥料之间的互补作

用机制为：腐殖质通过离子交换和金属络合（螯

合）刺激微生物活性，同时腐殖质可能会影响根系

分泌物释放，从而干扰根际微生物群落。此外，腐

殖质还增加了菌根真菌的菌丝体产量。Canellas 和

Balmori 推测腐殖质的类生长素作用可能增加玉米

根茎上的草螺菌的定殖。先前使用合成生长素 2，
4-D 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此外，在该研究的

田间试验中也验证了腐殖质和生物肥料的协同效

应，当腐殖质和生物菌剂（草螺菌）联合施用时，

玉米产量分别比单独施用腐殖质和生物接种剂提高

了 48% 和 45%。有趣的是，将生物肥料活细胞包

裹在富含腐殖质的海藻酸盐凝胶珠中，增加了番茄

的茎和根长度，并有效地保护生物肥料免受土壤不

良状况的影响。我们综述的问题是腐殖质和生物肥

料的联合施用是否可以促进二者的协同作用并有可

能提高功效。因此，本综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

解腐殖质和生物肥料对植物 - 微生物互利共生关系

的影响。这些植物 - 微生物的互作关系是农业生态

系统中养分循环和促进植物养分吸收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也为了阐明腐殖质对植物、真菌和细菌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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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为了评估腐殖质和生物肥料联合施用对植物

发育和微生物活性的影响，我们使用一个搜索词的

组合：腐植酸 + 生物肥料 + 植物生长 + 微生物活性，

在数据库 AGRICOLA 和 Google Scholar 上进行搜

索。此搜索的目的是为了筛选与关键词相关的所有

文献，而不是对该领域的所有研究进行详尽搜索。

我们发现了大量与其中至少一个主题词相关的文

章，而我们专注于研究腐殖质 + 生物肥料的综合

使用。由于这些文章中腐殖质来源和浓度、植物

种类、微生物种类及环境因素各不相同，使得我

们无法在同一篇文章中检索到所有关键词。因此，

本综述分为 3 个部分：腐殖质和生物肥料对植物、

真菌、细菌的影响。此外，为了在不同的试验条

件下，进行不同参数的比较，我们以百分比（%）

为单位表示每个参数的增量和 / 或减量。对照为单

施腐殖质、单施生物肥料或不做任何处理，以更

好地理解二者各自发挥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发

现腐殖质和生物肥料对植物、真菌、细菌的促进

作用是相互关联的。因此，这些影响可能是混杂的。

例如，腐殖质促进根系伸长，也可以增加微生物

在根系中的定殖。

2  结果与讨论

2.1 腐殖质和生物肥料对植物的影响

表 1 中的 14 项研究评价了腐殖质和生物肥料

单独施用及联合施用对植物的影响。每项研究在腐

殖质来源、生物肥料中微生物菌株类型、施肥量、

植物种类及植物参数等方面都有不同之处。为了

使试验汇总（表 1）的数据相互关联，我们把每项

研究中的处理分为 4 类：（1）对照（未施用腐殖

质及生物肥料），（2）腐殖质，（3）生物肥料，

（4）腐殖质 + 生物肥料。由于一些研究没有与以

上 4 类全部符合的数据，所以我们筛选出了至少包

含对照和腐殖质 + 生物肥料的研究，以评估腐殖

质和生物肥料联合施用的效果。

表 1 腐殖质和生物肥料联合施用对植物 / 生物量 / 粮食产量的影响
Tab.1 Effects of the combination of humic and biozertilizers on plant/biomass/grain production     

研究 1：腐殖质和接种草螺菌对玉米的生长有促进作用 -Canellas，Balmori et al.（2013，大田试验）

处理 玉米籽粒产量（kg/hm2） 相对偏差 ¥（%）

对照 2600c* 0

腐殖质 3042b 17

草螺菌 3120b 20

腐殖质 + 草螺菌 4620a 65

研究 2：腐植酸钠对接种具有重要农业意义的细菌作物的影响 -Gaur and Bhardwaj.（1971，温室试验）

处理 小麦籽粒产量（g） 麦秆（g） 麦秆 + 籽粒（g） 相对偏差（%，麦秆 + 籽粒）

对照 24.1a 30a 54.1a 0

腐植酸钠 27.8a 42a 69.1a 27.7

接种固氮菌 24.6a 32a 56.6a 4.6

固氮菌 + 腐植酸钠 28.7a 44.6a 73.3a 35.4

接种芽孢杆菌 27.7a 35a 62.1a 14.7

芽孢杆菌 + 腐植酸钠 28.5a 44a 72.5a 34

芽孢杆菌 + 固氮菌 27.2a 39.3a 66.5a 22.9

芽孢杆菌 + 固氮菌 +
腐植酸钠

32.6a 49a 81.6a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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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1

研究 3：腐植酸对与月桂生长相关的根际微生物和菌根真菌的影响 -Vallini，Pera et al.（1993，温室试验）

处理 月桂地上鲜重（g） 相对偏差（%） 月桂根鲜重（g） 相对偏差（%）

摩西球囊霉（无腐植酸） 1.58b 0 2.56b 0

摩西球囊霉 + 300 mg/kg 腐植酸 2.52a 59.5 3.96a 54.7

摩西球囊霉 + 700 mg/kg 腐植酸 1.57b -0.6 2.40b -6.3

摩西球囊霉 + 1500 mg/kg 腐植酸 1.64b 3.8 2.52b -1.6

摩西球囊霉 + 3000 mg/kg 腐植酸 0.91c -42.4 0.94c -63.3

研究 4：腐植酸和伯克霍尔德氏菌属对菠萝生长的促进作用 -Baldotto et al.（2010，离体繁殖）

处理 菠萝地上干重（g） 菠萝根干重（g） 地上 + 地下（g） 相对偏差（%，地上+地下）

对照 0.34 0.07 0.41 0

腐植酸 0.38 0.07 0.45 9.8

生物肥料 1 0.62 0.10 0.72 75.6

生物肥料 2 0.66 0.10 0.76 85.4

生物肥料 1+ 腐植酸 0.76 0.11 0.87 112.2

生物肥料 2+ 腐植酸 0.61 0.11 0.72 75.6

研究 5：在盐碱地条件下，氮、腐植酸和生物肥料对蚕豆的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Bayoumi and Selim.（2012，大田试验）

处理 籽粒产量 - 吉萨（g） 相对偏差（%） 籽粒产量 - 萨哈（g） 相对偏差（%）

对照 46 0 32.2 0

腐植酸 54.4 18.3 33.8 5.0

腐植酸 + 生物肥料 60.1 30.7 35.5 10.2

研究 6：基质生物强化与植物促生菌和腐殖质叶面喷剂相结合对有机番茄产量的影响 -Olivares et al.（2015，温室试验）

处理 番茄地上干重 相对偏差（%） 番茄根干重 相对偏差（%）

对照 57.67c 0 41.8a 0

生物肥料（蚯蚓粪） 75.72b 31.3 18.47b -55.8

生物肥料 + 腐植酸 120.3a 108.6 16.82b -59.8

研究 7：通过使用腐植酸、有机肥和生物肥，尽量减少矿物质氮肥在葡萄藤上的施用量 -Eman et al.（2008，大田试验）

处理 2005 年葡萄产量（kg）相对偏差（%） 2006 年葡萄产量（kg） 相对偏差（%）

对照（100% 矿物质氮） 6.59ab 0 14.76ab 0

50% 矿物质氮 + 腐植酸 4.02b -39.0 16.44a 11.4

50% 矿物质氮 + 腐植酸 + 生物肥料 9.07a 37.6 19.02a 28.9

研究 8：腐植酸钾、氮、生物肥料、钼对大蒜的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Mohsen et al.（2017，大田试验）

处理 植物干重 - 季节 1（g）相对偏差（%） 植物干重 - 季节 2（g） 相对偏差（%）

对照 8.23j 0 8.17i 0

腐植酸钾 11.98g 45.6 10.55g 29.1

Halex-2（生物肥料） 14.78ef 79.6 14.10e 72.6

腐植酸钾 +Halex-2 18.33c 122.7 17.79c 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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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2

研究 9：旱作条件下腐植酸和生物肥料对绿豆产量和磷使用效率的影响 -Sarwar et al.（2014，大田试验）

处理 绿豆籽粒产量（t/hm2） 相对偏差（%）

对照 1.591 0

腐植酸 1.78 7

腐植酸 + 植物根际促生菌 1.965 19

研究 10：利用腐植酸和一些生物肥料来降低与营养生长、产量和化学成分相关的黄瓜的施氮量 -El-Shabrawy et al.（2010，
大田试验）

处理 2007 年黄瓜产量（kg） 相对偏差（%） 2008年黄瓜产量（kg） 相对偏差（%）

对照 0.93 0 0.95 0

腐植酸 1.16 24.7 0.99 4.2

固氮菌 0.96 3.2 0.97 2.1

固氮螺菌 0.95 2.2 0.97 2.1

腐植酸 + 固氮菌 1.27 36.6 1.22 28.4

腐植酸 + 固氮螺菌 1.2 29.0 1.18 24.2

研究 11：蚯蚓粪、植物促生菌和腐植酸对罗勒的品质和生长的影响 -Befrozfar et al.（2013，大田试验）

处理
罗勒地上干重

（kg/hm2）

相对偏差

（%）

对照 1263e 0

腐植酸 1（土壤浇灌） 1363cde 7.9

腐植酸 2（叶面喷施） 1213e -4.0

植物促生菌 1400cde 10.8

腐植酸 1+ 植物促生菌 1663c 31.7

腐植酸 2+ 植物促生菌 1638cd 29.7

研究 12：含有固氮剂、磷钾增溶剂的生物肥料和腐殖质对高粱生产力的协同作用 -Afifi et al.（2014，大田试验）

处理 高粱干重（g） 相对偏差（%）

对照 132.1no 0

腐植酸 128.2p -3.0

固氮螺菌细胞（Azo） 140l 6.0

环状芽孢杆菌细胞（Bc） 170d 28.7

巨大芽孢杆菌细胞（Bm） 130op -1.6

Azo+Bc+Bm 170d 28.7

腐植酸 +Azo 166e 25.7

腐植酸 +Bc 130op -0.8

腐植酸 +Bm 155gh 17.3

腐植酸 +Azo+Bc+Bm 175c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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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3

研究 13：在佛罗里达王子桃园使用腐植酸和螺旋藻藻类生物肥料代替部分矿物氮肥 -El-Khawaga.（2011，大田试验）

处理
2010 年每棵桃树产量

（kg）
相对偏差

（%）

2011 年每棵桃树产量

（kg）
相对偏差

（%）

100% 无机氮（对照） 20 0 21.7 0

90% 无机氮 +40 mL 腐植酸 +5 mL 生物肥料 22.1 10.5 23.8 9.7

80% 无机氮 +50 mL 腐植酸 +10 mL 生物肥料 24.3 21.5 25.4 17.1

70% 无机氮 +60 mL 腐植酸 +15 mL 生物肥料 27 35.0 28.1 29.5

60% 无机氮 +70 mL 腐植酸 +20 mL 生物肥料 29.4 47.0 30.5 40.6

50% 无机氮 +80 mL 腐植酸 +25 mL 生物肥料 32.2 61.0 33.3 53.5

40% 无机氮 +90 mL 腐植酸 +30 mL 生物肥料 14 -30.0 15.1 -30.4

研究 14：施用腐植酸和生物肥料对草莓品质、产量及土壤农化性状的影响 -Liu et al.（2015，温室试验 ）

处理
与对照值相比草莓的产量

（%）

对照 0

腐植酸 10.8

生物肥料 7.7

腐植酸 + 生物肥料 14.7

注：研究 1：大田试验中不同处理对玉米籽粒产量（kg/hm2）的影响。对照植株施用尿素（50 kg N/hm2）。处理：

（1）叶面施用（300 L/hm2）HA（20 mg/CL）；（2）叶面施用草螺菌（log109 cells/mL）；（3）叶面施用腐殖质 + 草

螺菌。研究 2：小麦干物质产量（g）。研究 3：提高腐植酸浓度对接种了摩西球囊霉的自然土壤中月桂生长的影响。研究 4：
腐植酸与 2 种生物肥料（伯克霍尔德氏菌属 UENF 114111 和 UENF 117111）综合利用的效果。研究 5：单独施用腐植酸和与

固氮菌联合施用对蚕豆籽粒产量的影响。研究 6：在 3 种基质下测定番茄生物量：（1）商业土壤基质（对照）；（2）蚯蚓粪：

土壤（生物肥料）；（3）蚯蚓粪：添加了腐植酸盐和草螺菌悬浮液的土壤。研究 7：施用腐植酸、生物肥料（酿酒酵母）和

2 种氮肥对葡萄发育的影响。研究 8：12 种不同的施肥处理（包括单独和联合施用腐植酸钾和生物氮肥）对大蒜生长和

产量的影响。研究 9：施用腐植酸和植物根际促生菌对绿豆产量的影响。研究 10：联合和单独施用不同浓度腐植酸和

生物肥料对黄瓜产量的影响。研究 11：3 种施肥方法（蚯蚓粪、生物肥料和腐植酸）对罗勒生长的影响。研究 12：3 种

不同生物肥料与腐植酸联合或单独施用对高粱生长的影响。研究 13：不同比例氮肥、腐植酸和生物肥料（螺旋藻）对

桃产量的影响。研究 14：联合和单独施用腐植酸和生物肥料对草莓产量的影响。* 各列平均值后面的不同字母表示在

P =0.05 或 0.1 时有显著性差异。无字母的研究未提供该统计数据。¥ 表示与对照值进行比较时的相对偏差，单位为 %，

下同。

从表 1 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中腐

殖质与生物肥料的单独或联合施用使作物产量提

高。实际上，在 14 项研究中，有 8 项研究表明，

腐殖质与生物肥料的单独或联合施用对作物产量

只具有促进作用，而有 6 项研究显示其对作物产

量具有促进或抑制的效果，没有研究显示二者单

独或联合施用只具有抑制的效果。此外，这些研

究反映了几个决定产量的因素。所有研究都表明，

当施用最佳剂量的腐殖质 + 生物肥料或单独的腐

殖质和生物肥料时，作物的产量或生长都有所提

高。在只对作物产量具有促进效果的研究中，与

未施用腐殖质及生物肥料的处理相比，各处理对

作物产量的最优促进效果如下：研究 1 显示，产

量最高增加了 65%；研究 2 显示，产量最高增加

了 50%；研究 4 显示，产量最高增加了 112%；研

究 5 显示，产量最高增加了 31%；研究 8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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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最高增加了 123%；研究 9 显示，产量最高增

加了 19%；研究 10 显示，产量最高增加了 37%；

研究 14 显示，产量最高增加了 15%。其中，所有

研究中促进效果最明显的是腐殖质 + 生物肥料，

而这些数据也揭示了由于植物的种类和环境因素

的不同，腐殖质 + 生物肥料的联合施用对作物的

促进效果可能不同。生物肥料的促生机制是提高

土壤养分的有效性，通过促进植物激素的产生而

促进植物生长和加强对疾病的防治。此外，腐殖

质是影响植物养分吸收和生长的重要有机物质，

它们还可以提高微生物活性，这将在本研究的另

一部分中进行描述。因此，生物肥料与腐殖质的

结合具有提高植物产量的潜力。

另一方面，对作物产量既有促进又有抑制效

果的研究中，与未施用腐殖质及生物肥料的处理相

比，各处理对作物产量最明显的促进及抑制效果

如下：研究 3 显示，产量最高增加了 60%，降低

了 63%；研究 6 显示，产量最高增加了 109%，降

低了 60%；研究 7 显示，产量最高增加了 38%，

降低了 39%；研究 11 显示，产量最高增加了

32%，降低了 4%；研究 12 显示，产量最高增加了

33%，降低了 3%；研究 13 显示，产量最高增加了

54%，降低了 30%。既有促进又有抑制效果的研究

与只具有促进或只具有抑制效果的研究并不一致，

在植物的不同部位出现了不同的效果。而且相同处

理在不同施用量下的结果也截然相反，说明这些物

质的施用量不当可能是导致自身性能下降的重要因

素。综上所述，腐殖质 + 生物肥料的施用仅在植

物的某些部位和特定比例的施用量上表现出促进作

用。例如，研究 3 表明，腐植酸浓度也会影响植物

和生物肥料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使用摩西球囊霉 + 
300 mg/kg 腐植酸处理月桂时，根鲜重和地上鲜重

最高，但随着腐植酸浓度的增加，根和地上的鲜重

逐渐降低，用高浓度的腐植酸处理月桂，其重量比

只施用生物肥料而不施用腐植酸的处理还要低。因

此，腐殖质的不适当添加可能会降低腐殖质与生物

肥料联合施用的效果，过低或过高浓度的腐殖质可

能会使其无效或者损害植物的发育。

事实上，表 1 所列的 14 项研究表明，腐殖质、

生物肥料和腐殖质 + 生物肥料处理对作物既有促

进作用又有抑制作用，这表明这些物质的应用对

作物的利害关系并不是很清楚。我们将表 1 中的

数据进行比较（图 1），每项研究使用的植物生长

参数不同，但各研究至少包含对照（未施用腐殖

质及生物肥料）和腐殖质 + 生物肥料 2 种处理。

图 1 表明腐殖质 + 生物肥料对植物发育的刺激作

用最为明显，二者具有很好的协同作用。我们对

表 1 中每项研究的每项处理取平均值，结果发现

腐殖质、生物肥料和腐殖质 + 生物肥料处理对植

物的影响分别提高 11%、16% 和 29%（图 1）。

事实上，图 1 整合了许多不同的植物种类，生长

和产量参数，腐殖质及生物肥料的来源和浓度，

我们必须统一这些信息，因为在相似的植物种类

和环境中，专门针对腐殖质 + 生物肥料联合施用

的研究并不多，但这些研究却可以为这些物质的

广泛使用提供指导。腐殖质在不同植物上的单独

施用可促进植物细胞伸长、养分吸收、改善土壤

结构及保持水分，同时腐殖质还发挥着植物类激

素作用。此外，许多研究表明，多种类型的生物

肥料可通过不同的机制影响植物发育，如豆科植

物和非豆科植物中的固氮作用，磷酸盐、微量营

养素和矿物质的溶解，植物对生物和 / 或非生物胁

迫的防御以及刺激植物生长调节剂如生长素、赤

霉素和细胞分裂素的产生。因此，图 1 可能是施

用腐殖质和 / 或生物肥料而引起的不同机制的一个

或多个效应的叠加。

2.2 腐殖质和生物肥料对真菌的影响

表 2 展示了随腐殖质浓度的增加真菌生长的

变化情况，其中再次引用了研究 3。这些研究，即

研究 15、研究 16 和研究 3，分别在实验室、温室

和开放式苗圃环境中进行。然而，它们的共同之

处在于，在施用腐殖质的情况下均测定了菌根的

发育情况。其中有 2 项研究（研究 15 和 16）表明，

腐殖质对菌根的发育具有促进作用，而研究 3 却

显示腐殖质对菌根的发育具有抑制作用（表 2）。

研究 15 表明，在 pH 分别为 7.0 和 4.0 的固体培养

基中添加适量的黄腐酸，使外生菌根的生长分别

增加了 88% 和 80%。黄腐酸的分子比腐植酸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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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小，而且它们的结构中含有更多的氧，因此增

加了化学反应，即使这两种物质来源相同。因此，

从理论上讲，黄腐酸的利用比腐植酸更有效，因

为黄腐酸的接触面积和被植物叶片吸附的能力更

强，而腐植酸的大小使其不能被植物叶片吸附。

其他重要因素如施用量、环境条件、植物和微生

物种类也会改变这些物质的性能。研究 16 只检测

了一种腐殖质的施用浓度，与对照（仅施用生物

肥料，不施用腐殖质）相比，施用腐殖质 + 生物

肥料使真菌菌丝生长增加了 158%。由于目前已有

文献报道，真菌可以降解腐殖质，因此，在这 2 项

研究（15 和 16）中，腐殖质促进菌根的生长可能

是因为真菌将腐殖质降解用作自身的营养来源。

此外，与植物的影响相同，同一处理不同浓度下

的腐殖质对真菌的生长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在研

究 15 中，pH=4.0 下的最佳腐殖质浓度使外生菌根

真菌的干重增加了 80%，但高浓度的腐殖质使外

生菌根真菌的干重降低了 37%。在同一研究中，

pH=7.0 下的外生菌根真菌施用 3200 ppm 的腐殖

质后，对其干重并没有影响（表 2）。腐殖质浓度

再次成为影响自身性能的重要因素。同时有趣的

是，有研究证实真菌对腐殖质的吸附能力取决于

pH、离子强度、金属离子浓度和环境温度。

研究 3的结果表明，腐殖质不利于真菌的生长。

与研究 15 和 16 不同的是，它对真菌生长具有抑制

作用，且随腐殖质浓度的增加，菌丝长度逐渐降低

（表 2）。先前对花旗松外生菌根的研究表明，它

不受腐殖质的影响。在真菌发育不受影响或抑制真

菌菌丝生长的情况下，植物可能会失去与真菌（可

能快速生长并覆盖更多区域）的协同作用而无法增

加对养分的吸收。此外，研究 3 与研究 15 结果一

致的是，最高浓度的腐殖质（3200 ppm）会抑制外

生菌根真菌的生长。然而，在研究 15 中，较低浓

度的腐殖质促进了外生菌根的生长，而在研究 3 中

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这些研究表明了腐殖质浓度在

微生物和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具有重要作用。因

此，根据这 3 项研究中获得的不同结果（表 2）可

以发现，不同的腐殖质浓度、环境、植物和微生物

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将研究 15、16 和 3 的腐殖质的浓度转换为相

同的单位（ppm）进行比较（图 2），不同来源和

浓度的腐殖质对真菌生长具有促进、抑制或无效果

（图 2）。生物肥料类型、真菌种类和环境 pH 也

是腐殖质影响真菌生长的重要因素。

图 1 汇总 14 项研究的结果，介绍在不同生长条件下单独施用腐殖质或生物肥料及 2 种物质联用对几种植物的影响
Fig.1 The compilation of results of 14 studies presenting the effects of the independent and integrated use of humic substances 

and biofertilizers on several plant species under different grow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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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浓度的腐殖质对菌根真菌生长的影响
Tab.2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doses of humic substances on mycorrhizal growth     

研究 3：腐植酸对与月桂生长相关的根际微生物和菌根真菌的影响 -Vallini，Pera et al.（1993）

腐植酸浓度（mg/kg） 菌丝长度（mm） 相对偏差（%）

对照 855 0

25 495 -42.1

50 515 -39.8

100 553 -35.3

200 350 -59.1

400 137 -84.0

800 317 -62.9

3200 258 -69.8

研究 15：黄腐酸对外生菌根真菌生长的影响 -Tan and Nopammornbodi.（1979）

黄腐酸处理
外生菌根真菌干重

（mg，pH=7.0）
相对偏差

（%，pH=7.0）
外生菌根真菌干重

（mg，pH=4.0）
相对偏差

（%，pH=4.0）

对照 57 0 30 0

320（ppm） 65 14.0 27 -10.0

640（ppm） 92 61.4 54 80.0

1600（ppm） 107 87.7 33 10.0

3200（ppm） 57 0 19 -36.7

研究 16：受腐殖质刺激，丛枝菌根真菌球囊霉 BEG 23 的菌丝生长和菌根形成 -Gryndler，Hrselová et al.（2005）

腐植酸处理 菌丝长度（mg/g） 相对偏差（%）

对照 6.88a* 0

249（mg/L） 17.78b 158.4

注：研究 3：增加腐植酸浓度对摩西球囊霉菌丝长度的影响；研究 15：黄腐酸和 pH 对外生菌根真菌干重的影响；

研究 16：腐植酸对琼脂培养基中菌根菌丝的影响。* 各列平均值后面的不同字母表示在 P=0.05 时有显著性差异。研究 3
和 15 未提供该参数的统计信息。

图 2 研究 3、15 和 16 中报道的菌根生长对不同腐殖质浓度的响应
Fig.2 The responses of mycorrhizal growth to increasing application rates of humic substances presented in Study 3, 15 an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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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腐殖质和生物肥料对细菌的影响

许多研究报道，腐殖化的物质可以促进细菌的

生长及活性，并影响其代谢反应。如表 3 所示，对

不同种类的细菌进行汇总并评估了添加腐殖质后对

细菌生长情况的影响。本数据包含 5 项研究：研

究 2、研究 12、研究 17、研究 18 和研究 19，其中

研究 2 和 12 在植物效应部分提到过。研究 2 根据

刺田菁（Sesbania aculeata）上的结瘤数评估了腐

殖质对根瘤菌生长的影响，研究 12 使用最大或然

数法（MPN）定量分析了腐殖质对巴西固氮螺旋菌、

环状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生长的影响。结果表

明，腐殖质可促进大多数菌株生长（表 3）。研究

12中测试的 3种菌株都可以在腐殖质条件下生长，

而研究 17 表明，108 个土壤和蚯蚓粪便中的细菌

能在添加腐殖质培养基上生长，55 个细菌不能生

长。在研究 2 和研究 18 中，腐殖质能促进细菌（每

项研究各 1 个）生长。研究 19 中虽然没有明确菌

株的数量，但腐殖质促进了一些微生物的生长。用
15N 标记腐植酸，发现腐植酸可作为几种微生物（巨

大芽孢杆菌、荧光假单胞菌、放线菌和分枝杆菌）

的氮源。如果将腐植酸添加到选择性培养基中，可

以促进不同种类和功能的土壤细菌生长，这也基本

上证实了表 3 中的结果。腐殖质可能通过影响细胞

膜通透性和养分吸收来促进微生物细胞的活性和生

长。综上，腐殖质可以促进多种细菌的生长，这也

进一步支持了腐殖质可以增强微生物活性的假设。

表 3 在腐殖质的作用下能否生长的细菌菌株数量
Tab.3 Number of bacteria strains capable and incapable on growing under the application of humic substances   

研究 2：腐植酸钠对接种具有重要农业意义的细菌作物的影响 -Gaur and Bhardwaj.（1971）

土壤细菌菌株 能 不能 细菌（蚯蚓消化道） 能 不能

根瘤菌 1 0 不适用

研究 12：含有固氮剂、磷钾增溶剂的生物肥料和腐殖质对高粱生产力的协同作用 -Afifi et al.（2014）

土壤细菌菌株 能 不能 细菌（蚯蚓消化道） 能 不能

固氮螺菌 1 0 不适用

环状芽孢杆菌 1 0

巨大芽孢杆菌 1 0

研究 17：腐植酸对不同细菌生长的影响 -Tikhonov，Yakushev et al.（2010）

土壤细菌菌株 能 不能 细菌（蚯蚓消化道） 能 不能

嗜氨基氨基杆菌 3 0 不动杆菌 4 0

壤霉菌 2 0 气单胞菌 12 4

节杆菌 2 2 芽孢杆菌 2 0

芽孢杆菌         16 8 布丘氏菌 3 2

沼泽考克氏菌       3 5 黄杆菌 2 0

类诺卡氏菌 2 3 代尔夫特食酸菌 1 4

假单胞菌               9 1 微杆菌 3 2

红球菌 1 0 苍白杆菌 1 0

醇盒菌 1 1 类芽孢杆菌 1 0

链霉菌 1 3 假单胞菌 9 3

微杆菌 0 1 希瓦氏菌 0 1

产甲酸草酸杆菌 0 1 红球菌 0 1

未鉴定菌株 16 8 未鉴定菌株 2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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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用于反映微生物生长状况的参数：结瘤数（研究 2）；最大或然数（研究 12）；吸光度（研究 17）；细胞数量（研

究 18）；单位面积微生物数（研究 19）。

研究 18：腐植酸和黄腐酸对圆褐固氮菌的生长和固氮效率的影响 -Bhardwaj and Gaur.（1970）

土壤细菌菌株 能 不能 细菌（蚯蚓消化道） 能 不能

圆褐固氮菌 1 0 不适用

研究 19：腐殖质对微生物细胞的生理作用 -Visser.（1985）

土壤细菌菌株 能 不能 细菌（蚯蚓消化道） 能 不能

淀粉分解菌 一些 0 不适用

蛋白水解菌 一些 0

反硝化细菌 一些 0

表 3 续

表 4 腐殖质浓度对细菌发育的影响
Tab.4 Effects of humic substances rates on bacteria development  

研究 2：腐植酸钠对接种具有重要农业意义的细菌作物的影响 -Gaur and Bhardwaj.（1971）

处理

刺田菁结瘤数量

生长 60 天

（生长期）

相对偏差 ¥

（%）

生长 75 天

（生长期）

相对偏差 ¥

（%）

对照（无腐植酸） 15* 0 50 0

腐植酸钠 + 根瘤菌 600 3900 490 880

在表 3 的数据中并没有考虑腐殖质的浓度因

素，只是列举了在添加腐殖质的条件下可以生长的

菌株，并没有比较以确定添加腐殖质是否比不添加

腐殖质会更好。而表 4 提供了表 3 引用的研究中是

否添加腐殖质的信息，并比较了不同腐殖质浓度对

细菌发育的影响。事实上，图 2 和图 3 已经说明

腐殖质浓度在植物和真菌的相互作用中是极其重

要的，而在与细菌相互作用时，腐殖质浓度也至关

重要（表 4）。表 4 结果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细

菌的生长与腐殖质浓度不成正比。施加最适浓度的

腐殖质对细菌数量的最佳促进结果如下：研究 2 显

示，细菌数量增加了 3900%；研究 12 显示，细菌

数量增加了 1747%；研究 17 显示，细菌数量增加

了 84%；研究 18 显示，细菌数量增加了 1567%；

研究 19 显示，细菌数量增加了 100%。有报道称

腐植酸的螯合作用可以促进微生物的活性。综上，

不同的研究者在施用腐殖质的条件下采用不同的方

法比较了不同细菌的生长情况，发现通常施用腐殖

质会增加微生物的活性，其中最适腐殖质浓度促进

了微生物更好地发挥作用。

将研究 2、12、17、18 和 19 中腐殖质的施用

浓度转换为同一单位（ppm）进行比较（图 3），

其中研究 2、12 和 17 只研究了一种腐殖质的浓度，

并发现添加腐殖质促进了细菌的生长。对不同浓

度的腐殖质的研究（研究 18 和研究 19）表明，当

首次添加腐殖质时，细菌生物量逐渐增加，随后

达到最大值或趋于平稳。而随着腐殖质浓度持续

增加，细菌生物量逐渐下降。这也再次表明，当

腐殖质作为生物刺激素与生物肥料结合使用时，

适当的添加量是非常重要的。腐植酸的不同组分

对海洋浮游植物发育的影响表明，随着腐植酸施

用浓度的改变，浮游植物会有不同的生理效应，

而最高的腐植酸施用量并不能使植物达到最大的

生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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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12：含有固氮剂、磷钾增溶剂的生物肥料和腐殖质对高粱生产力的协同作用 -Afifi et al.（2014）

处理

75 天后最大或然数（MPN，×100000 cfu/g 根际）

固氮螺菌
相对偏差

（%）
环状芽孢杆菌

相对偏差

（%）
巨大芽孢杆菌

相对偏差

（%）

对照 4.5 0 10 0 5 0

腐植酸 5.6 24.4 13 30 7 40

固氮螺菌细胞（Azo） 65.7 1360.0 15.1 51 22 340

环状芽孢杆菌细胞（Bc） 36.6 713.3 54 440 11.1 122

巨大芽孢杆菌细胞（Bm） 37 722.2 9 -10 77 1440

Azo+Bc+Bm 83.1 1746.7 56.1 461 90 1700

腐植酸 +Azo 79.5 1666.7 17.3 73 23 360

腐植酸 +Bc 37.1 724.4 57.5 475 12 140

腐植酸 +Bm 3.9 -13.3 9.9 -1 87.7 1654

腐植酸 +Azo+Bc+Bm 80 1677.8 56.1 461 86.6 1632

研究 17：腐植酸对不同细菌生长的影响 -Tikhonov，Yakushev et al.（2010）

腐植酸浓度

（mg/mL）

最大比生长速率

土壤细菌
相对偏差

（%）
蚯蚓肠道细菌

相对偏差

（%）

对照（无腐植酸） 0.019 0 0.03 0

腐植酸（0.1 mg/mL） 0.035 84 0.045 50

研究 18：腐植酸和黄腐酸对圆褐固氮菌的生长和固氮效率的影响 -Bhardwaj and Gaur.（1970）

腐植酸浓度（ppm）

细胞数量（10000000/mL）

腐植酸盐 1
相对偏差

（%）
腐植酸盐 2

相对偏差

（%）
黄腐酸

相对偏差

（%）

对照 2.4 0 2.4 0 2.4 0

20 4.5 88 4.3 79 6.1 154

100 8.3 245 8.3 246 12 400

200 21 775 20 733 25 942

300 36 1400 36 1400 37 1442

500 40 1567 40 1567 38 1483

700 34 1317 35 1358 38 1483

1000 25 942 25 942 28 1067

14000 21 775 20 733 20 733

表 4 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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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续 2

注：研究 2：腐植酸钠盐 + 根瘤菌对刺田菁结瘤的影响；研究 12：75 天时，生物肥料和腐殖质对固氮螺菌最大或然数，

巨大芽孢杆菌及环状芽孢杆菌平板测数的影响；研究 17：在添加腐植酸（0.1 mg/ mL）和不添加腐植酸的营养培养基中土

壤和蚯蚓肠道细菌的最大比生长速率；研究 18：腐植酸钠和黄腐酸对圆褐固氮菌生长的影响；研究 19：在有机土壤中施用

不同浓度腐植酸对参与淀粉分解、蛋白水解和反硝化微生物的数量的影响。* 研究 2 和 18 显示了对照和腐植酸处理之间的

统计差异，但未提供有关多重比较分析的信息。研究 12、17 和 19 未提供这些参数的统计信息。

3  结论

本文表明，腐殖质虽然可以促进植物的发育

和微生物的活性，但也受到土壤 pH 和自身施用量

等许多环境和管理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腐殖

质和生物肥料的来源和施用量对植物生长和微生

物活性是否会显著提高有很大的影响，植物和微

生物的种类也会影响其对腐殖质的响应。此外，

在腐殖质和生物肥料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不同因

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增加结果的可变性。因此，

获得可预测响应是复合的。正因为有这些不确定

因素的存在，所以通过试验来表征腐殖质 + 植物 +
土壤中自然存在的微生物 + 生物肥料的协同关系

是非常有必要的。基于大量腐殖质和生物肥料联

合施用对植物和微生物促进作用的研究，我们认

为在农业系统中联合使用腐殖质和生物肥料来刺

激植物发育和微生物活性具有理论前景。然而，

考虑到类似的植物种类、环境、腐殖质来源和生

物肥料中含有的微生物等因素的研究较少，后续

仍需要更多的探究。

参考文献（略）

研究 19：腐殖质对微生物细胞的生理作用 -Visser.（1985）

腐植酸浓度

（mg/mL）

微生物数量（log10000000）/g

淀粉分解 相对偏差（%） 蛋白水解 相对偏差（%） 反硝化 相对偏差（%）

10 4 0 11.5 0 4 0

20 5 25 11.8 2.6 5 25

50 6 50 12 4.3 5.5 37.5

100 7 75 12.2 6.1 6 50

500 8 100 12.5 8.7 6 50

图 3 不同浓度的腐殖质对细菌生长的影响
Fig.3 Responses of bacterial growth under increasing rates of humic substances

注：用于测量细菌生长的参数包括结瘤数（研究 2）、最大或然数（研究 12）、最大比生长速率（研究 17）、细胞数

量（研究 18）和微生物数量（研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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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

磺化腐植酸对港口疏浚土团粒结构构建的影响

刘  畅 史庚鑫 俞  强 樊凯丽 丁志勋 孙晓然 *

华北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唐山 063210

摘   要：为实现港口疏浚土作为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采用湿法硫酸化法制备磺化腐植酸（SA）以

改善土壤团粒结构，研究不同条件下 SA 对疏浚土湿筛时＞ 1.0 mm 水稳性团聚体指数（WR 1.0）的

影响，并采用红外光谱、扫描电镜对 SA 进行形貌分析。结果表明，构建疏浚土团粒结构最佳的磺

化条件为硫酸浓度 15%，磺化反应温度 40 ℃，磺化反应时间 2 h，疏浚土形成的水稳性团聚体指数

为 6.34%，证明 SA 对构建疏浚土团粒结构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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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ulfonated Humic Acid on Aggregate 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Port Dredged Soil
Liu Chang, Shi Gengxin, Yu Qiang, Fan Kaili, Ding Zhixun, Sun Xiaoran*

Colleg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063210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port dredged soil as a soil resource, sulfonated 
humic acid (SA) was prepared by wet sulfation method to improve the soil aggregate structure. The effect 
of sulfonated humic acid on water-stable aggregate index (WR1.0) > 1.0 mm in dredged soil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was studied. The morphology of sulfonated humic acid was analyzed by infrared spectrum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st sulfonation conditions for constructing the 
aggregate structure of dredged soil were 15% sulfuric acid concentration, sulfonation reaction temperature 
at 40 ℃, sulfonation reaction time of 2 h, and the water-stable aggregate index of dredged soil was 6.34%. 
It was proved that sulfonated humic aci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tructing the aggregate structure of 
dredged soil.
Key words: dredged soil; sulfonated humic acid; aggregate structure; water-stable aggregate of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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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码头与航道在使用过程中受海洋波浪和潮

流影响产生泥沙沉降淤积，为保证其正常运行需要

对其进行定期的疏浚维护 [1]。港口航道清理加之海

岸工程建设都会产生大量的疏浚土，如长江深水航

道治理工程产生的疏浚土方量达到 2.5×1012 m3，

工程完成后每年维护土方量预计达到 2×107 m3[2]。

通常对码头和航道疏浚产生的疏浚土采用直接吹填

排放到沿海滩涂荒地弃土区，用于围海造地或抛入

远海的方式处理 [3]，这种方法对海洋生态破坏十分

严重 [4]。2018 年 1 月，国家海洋局实施了围填海管

控措施，严禁海域疏浚土用于围填海和抛入海洋。

因此，研究疏浚土处理方法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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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6]。发达国家疏浚土综合利用的领域十分广

泛，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如海滩养护营造、

湿地恢复 [7]、野生动物栖息地恢复、景观美化、土

壤改良、露天矿生态恢复等。虽然这些疏浚土的处

理方法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工程应用上还存在难

应用的问题 [8]。相对而言，将疏浚土改性为再生可

利用种植土壤有更大的发展潜力，不需要苛刻的反

应条件和前期投入，且可以解决土地资源短缺问题，

有很大现实意义 [9]。与正常土壤相比，疏浚土土壤

粒径细小，密度大，力学性能差，只有极少量团粒，

将疏浚土改良为可利用种植土壤的关键就是疏浚土

土壤团粒结构的构建 [10，11]。

本文以唐山某港口疏浚土为研究对象，采用湿

法磺化法制备磺化腐植酸（SA）[12]，研究其对港

口疏浚土团粒结构的影响，为疏浚土资源化利用提

供科学理论基础，对海洋环境保护、港口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13，14]。

1  材料与方法

1.1 药品与仪器

腐植酸 [HA，化学纯，西亚化学科技（山东）

有限公司 ]、硫酸（分析纯，天津市凯信化学工业

有限公司）。

主要仪器为团粒结构检测仪（TPF-100 型，浙

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TAS-990，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公司）、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Vertex 型，德国布鲁克仪器有

限公司）、扫描电子显微镜（JSM-it100 型，日本

电子株式会社）。

疏浚土来自唐山某港口，理化性质见表 1。经

检测重金属镉（Cd）、铬（Cr）、铅（Pb）、铜（Cu）、

锌（Zn）等含量均不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
规定的农用地污染物基本项目含量限值。

表 1 疏浚土的重金属含量
Tab.1 Heavy metal content of dredged soil      

项目 Cd Cr Pb Cu Zn

疏浚土 0.460 57.4 24.1 29.2 72.8

GB 15618-2018 0.6 250 170 100 300

 mg/kg

1.2 SA 的制备   
取 12 g HA 于 50 mL 烧杯中，加入 4 mL 15%

的硫酸溶液，搅拌均匀成糊状，密封后置于烘箱中，

在 40 ℃下反应 2 h，取出冷却，得黑褐色 SA。

1.3 土壤团粒结构检测

1.3.1 测定土壤团粒结构的疏浚土样本制备 

将经过堆存 1 年的含水率 3.26% 港口疏浚土破

碎后过 1 mm 筛，加入适量去离子水使其含水率达

到约 15%。取 285 g 疏浚土于 250 mL 烧杯中，加

入 15 g SA，加入适量去离子水，密封，置于 40 ℃
烘箱中恒温老化 24 h，取出自然风干，沿土壤纹理

掰开，使其成 1 cm3 左右的小块，制得含 SA 的疏

浚土样本。按照同样方法制备含 HA 的疏浚土样本，

同时做空白实验。

1.3.2 土壤团粒结构测定

（1）干筛。

取 5、2、1、0.5、0.25 mm 套筛，将筛子清洁

干净后烘干称重，按从大到小的顺序由上至下排

列，将 150 g 风干后的疏浚土样本均匀放至最上方

的筛面上，将套筛左右轻轻摇晃进行筛分，至每一

层不再有团粒落下，记录每一层团粒的质量。 
（2）湿筛。

计算干筛中每一层团粒的质量占总团粒质量

百分含量，按百分含量共取 50 g 干筛后的疏浚土

样本进行湿筛。将套筛按从大到小的顺序由上到下

放于团粒结构检测仪震荡架上，置于水桶中，在桶

中加入适量去离子水，使最上面的筛子的上部在最

高部分时，仍离开水面 2 cm。将疏浚土样本加入

最上方的筛子，使之均匀地分散在整个筛面上。启

动团粒结构检测仪，设定筛分时间 30 min，振幅

为 45 Hz。筛分结束后将筛子轻轻取出，待水稍干

后用去离子水将每一层筛子上的疏浚土样本冲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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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杯中，在 105 ℃烘箱中烘干至恒重，称重记录每

一层剩余土质量。

（3）土壤团粒结构指标计算。

水稳性团聚体代表即使雨水天气情况下仍保

持相对稳定的土壤团聚体，而 >1.0 mm 的团粒比

>0.25 mm 的团粒更具优势，能够更好地存储水分

及植物所需营养物质。故选用 >1.0 mm 的水稳性

团聚体指数（WR1.0）为团粒结构测试指标，计算

公式如下。

2  结果与分析

2.1 SA 的制备条件优化 
3因素 3水平正交试验设计分析磺化反应温度、

反应时间、硫酸浓度对疏浚土WR1.0 的影响，结果

见表 2。
湿法磺化 HA 最佳条件为硫酸浓度 15%、磺

化反应温度 40 ℃、磺化反应时间 2 h，该条件下制

备的 SA 使疏浚土的WR1.0 达到 6.34%，影响最大

的因素是磺化反应时间，其次是硫酸浓度，磺化反

应温度影响最小。由于疏浚土本身理化性质差且缺

少微生物作用，改良后的疏浚土WR1.0 虽然已经接

近种植土壤，但仍需进一步试验改良后的疏浚土。 

SA 和 HA 对疏浚土 WR 1.0 的影响见表 3。从

表中可以看出，疏浚土的团粒结构极差，但是加

入 SA 和 HA 后均有助于疏浚土团粒结构的形成，

其中 SA 的能力较 HA 更强，这说明 HA 经过磺化

处理有助于疏浚土胶体凝聚、水膜粘结能力得以

提高。

式中ωi 为第 i 个粒径团聚体质量所占的百分

含量（%）。

表 2 HA 磺化条件对疏浚土 WR1.0 的影响
Tab.2 Effects of the sulfonation condition of HA on WR1.0 of dredged soil     

序号 反应温度（℃） 反应时间（h） 硫酸浓度（%） WR1.0（%）

1 30 1 10 0.28

2 30 2 20 5.98

3 30 3 15 0.78

4 40 1 15 4.76

5 40 2 10 2.82

6 40 3 20 2.59

7 50 1 20 0.84

8 50 2 15 5.34

9 50 3 10 3.60

k1 2.35 1.96 2.23

k2 3.39 4.71 3.63

k3 3.26 2.32 3.14

极差R 1.04 2.75 1.40

最佳条件 硫酸浓度 15%、反应温度 40 ℃、反应时间 2 h

表 3 SA 和 HA 对疏浚土 WR1.0 的影响
Tab.3 Effects of SA and HA on WR1.0 of dredged soil      

疏浚土样 含 SA 疏浚土 含 HA 疏浚土 疏浚土

WR1.0 6.34 1.30 0

%

WR1.0= wi∑
n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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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A 的结构与表征

2.2.1 SA 的扫描电镜分析

图 1 和图 2 分别是 HA 和 SA 扫描电镜图，发

现 HA 呈较紧密的团聚结构，经过磺化后的 SA 呈

现较松散颗粒状、颗粒细小，具有比 HA 更大的

比表面积和空隙，有利于与疏浚土颗粒表面结合，

通过与疏浚土无机物颗粒正负电荷点相互凝聚形

成稳定团粒结构。图 3 和图 4 分别是疏浚土和加

入 SA 后疏浚土扫描电镜图。疏浚土结构板结，缺

少空隙。加入 SA 后的疏浚土相比于原疏浚土，粘

土颗粒与腐殖质通过离子以及静电力凝聚，产生

了一定的空隙，增大了比表面积，有利于土壤团

粒结构的形成。

2.2.2 SA 的红外光谱分析

图 5 为 HA 和 SA 的红外光谱图。从图中可以

看出，各个区域的吸收归属如下：3413 ～ 3444 cm-1

为酚、醇、羧基中缔合 O-H 特征吸收峰，且 SA
较 HA 强度高，说明 SA 含有更多的缔合 O-H，

为硫酸氧化酸化结果；2800 ～ 3000 cm-1 为脂肪

烃链上的 C- H 伸缩振动峰，说明磺化后 HA 脂肪

主链结构未发生变化；1710 cm-1 为 C=O 的伸缩

振动峰，SA 的强度明显高于 HA，说明磺化产生

较多 C=O，配合 3444 cm-1 的 O-H 峰分析可知，

SA 中含有更多 COOH 基团；1618 cm-1 为苯环骨

架的共轭双键和 COO- 对称拉伸，SA 的强度明显

图 1 HA 的 SEM 图
Fig.1 SEM picture of HA     

图 2 SA 的 SEM 图
Fig.2 SEM picture of SA 

图 3 疏浚土的 SEM 图
Fig.3 SEM picture of dredged soil

图 4 加入 SA 后疏浚土的 SEM 图
Fig.4 SEM picture of dredged soil after adding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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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 HA，进一步证明 SA 中含有更多的 COOH
基团；SA 中出现了新的强而宽 1117 cm-1 峰，为

2.2.3 SA 的元素分析

图 6、图 7 为 HA、SA 的能谱分析，表 4 为

HA 和 SA 的元素质量比与摩尔比。通过分析可知，

HA 中 C、N、O、S 含量分别为 64.30%、0.44%、

35.11%、0.15%，而 SA 中 C、N、O、S 含量分别

图 6 HA 的能谱分析
Fig.6 Energy spectrum analysis of HA

图 7 SA 的能谱分析
Fig.7 Energy spectrum analysis of SA

图 5 HA 和 SA 的红外光谱图
Fig.5 FT-IR spectra of HA and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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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3H 的伸缩振动峰，说明 HA 中引入了较多磺

酸基。

为 58.76%、0.55%、39.82% 和 0.87%，O、S 的含

量均高于 HA，说明湿法磺化法使得 HA 中成功引

入更多 O、S，进一步证明湿法磺化法制备 SA 是

可行的，此方法工艺简单，无三废产生，可操作

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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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HA 和 SA 的元素质量比与摩尔比
Tab.4 Element mass ratio and molar ratio of HA and SA %

元素
HA SA

质量比   摩尔比 质量比   摩尔比

C 57.42         64.30 51.20           58.76

N 0.46 0.44 0.56 0.55

O 41.76 35.11 46.21 39.82

S 0.36 0.15 2.02 0.87

3  结论

 
（1）HA 和 SA 均有助于疏浚土的土壤团粒结

构形成，SA 促进疏浚土 >1.0 mm 水稳性团聚体含

量提高，比 HA 效果更好。

（2）采用湿法磺化法制备 SA 的最佳条件为

硫酸浓度 15%，磺化反应温度 40 ℃，磺化反应时

间 2 h，制备工艺简单，不产生三废，对环境友好。

（3）SA 对疏浚土 >1.0 mm 的水稳性团聚体

稳定性影响较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对疏浚

土机械稳定性团聚体、平均重量直径（MWD）、

团聚体破坏率（PAD）影响，探索 SA 构建疏浚土

团粒结构和用于种植土的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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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区矿物源黄腐酸分子荧光性能探究

张彩凤 1，2 侯玲杰 1，2 邢  露 1 张茹霞 1 米丹阳 1

1 太原师范学院化学系 晋中 030619
2 山西省腐植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晋中 030619

摘   要：以黄腐酸的激发、发射波长为定性指标，以黄腐酸浓度与荧光强度为定量指标，研究了多

种黄腐酸的区别。确定了多种黄腐酸的最大激发波长和最大发射波长，探讨了不同来源黄腐酸的荧

光强度随浓度改变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相同方法提取黄腐酸，煤样中黄腐酸含量越高，其荧光

强度峰值所对应的浓度越大。因此，通过激发、发射波长的测定，并根据荧光强度峰值所对应的浓

度变化，可以为分析黄腐酸的来源及半定量判断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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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是自然界中最丰富的有机质之一 [1]。腐

植酸包括黄腐酸、黑腐酸和棕腐酸，黄腐酸溶于水、

酸、碱等 [2]，黑腐酸不溶于水、酸、碱等，棕腐酸

不溶于水，溶于醇，其盐溶于水。由于黄腐酸结构

中含有苯环、稠环和多类杂环，各环之间以氢键连

接，在环和支链中含有较多的酚羟基、羰基和羧基

等活性基团 [3]，是一种生物活性较高 [4]、药用价值

较好的有机酸，系腐植酸有效成分中的精华。黄腐

酸与水结合成为亲水的溶胶，在大多数情况下观察

到是由纤维、纤维素缠结而成的多孔结构，当酸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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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化时，结构更为疏松和开放，不论是对金属离

子还是有机物、无机物都有较强的吸附作用。黄腐

酸几乎可以视为无毒，许多学者研究了黄腐酸的药

用价值，发现黄腐酸在畜禽养殖 [5] 和保健 [6]、疾

病治疗 [7 ～ 9] 方面都有效果，在社会当中应用广受

关注。

随着黄腐酸产品的增加，黄腐酸各方面的理论

知识也越来越充实，关于黄腐酸的定性与定量的分

析方法也越来越丰富 [10]，给各种测定带来极大方

便。目前，主要通过紫外光谱、红外光谱、核磁共

振、凝胶色谱（GPC）、高效液相色谱（HPLC）、

高效尺寸排阻色谱（HPSEC）等方法从不同角度

来探讨黄腐酸的各种性质 [10，11]。与上述方法相比，

荧光分光光度法具有检测灵敏度高、选择性较强和

使用简便等特点，常用于微量甚至痕量物质的定量

分析，在生物医学、药物分析、临床检测等方面有

着广泛的应用 [12]，而且荧光光谱性质与分子结构

密切相关，可以根据光谱波长变化分析产品差异。

但是，目前通过荧光发光性能研究腐植酸性质的研

究还比较少 [13 ～ 15]。

黄腐酸的分子量和组分存在着不均一性，其

分子上的各种基团在不同的溶剂体系中解离程度

不同，聚集程度也不同，会形成一些聚集体 [16]。

因此，不同的黄腐酸其荧光强度会有不同，放置时

间不同的黄腐酸其性质也会改变，不同的条件下测

定黄腐酸的荧光强度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在黄腐酸

制备提取过程中，原料的粒度和粒度分布以及化学

结构的不确定性都会直接影响黄腐酸提取的精度、

准确度等，进而荧光强度、发射光谱也会发生改变。

本文选择了含黄腐酸的 7 种煤样进行分析，通过黄

腐酸最大激发波长和最大发射波长以及黄腐酸浓

度与荧光强度关系的测定，探讨了不同来源黄腐酸

荧光性能的差异，以期能够进一步丰富黄腐酸的理

论研究。

1  实验部分

1.1 原料和试剂

选用 7 种含黄腐酸的煤样进行黄腐酸的提取，

这 7 种煤样分别为内蒙古泥炭（HHHT）、沈阳泥

炭（ZW）、蒙古褐煤（MGH）、黑龙江褐煤（BQ）、

内蒙古褐煤（HLH）、甘肃风化煤（WV）、新疆

风化煤（FK），均由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腐植酸

质量检测中心（太原）提供。

经典黄腐酸原料中含有黄腐酸，黄腐酸溶于

水。再生黄腐酸原料本身不含黄腐酸，需要通过催

化氧化制备得到再生黄腐酸。因此，两类黄腐酸制

备方法不同，具体如下：

经典黄腐酸测试样品制备方法为：称取泥炭样

品 150 g，加入 1500 mL 水进行提取，提取后剩余

体积为 1200 mL，对提取物中黄腐酸含量进行测试，

后用水逐级稀释至所需浓度进行荧光测试。

再生黄腐酸测试样品制备方法：分别称取褐

煤和风化煤样品 150 g，加入 0.75 g 金属催化剂，

500 mL 30% 硝酸进行氧化提取，提取后剩余体积

约 300 mL，用水稀释至 1200 mL，加氢氧化钠调

至 pH=3 左右，对提取物中黄腐酸含量进行测试，

后用水逐级稀释至所需浓度进行荧光测试。

黄腐酸含量由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腐植酸质

量检测中心（太原）进行检测。

1.2 实验仪器

JY10002 电子天平（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

有限公司）；JJ-1 精密定时电动搅拌器（常州润华

电器有限公司）；DZTW 型电子调温电热套（天

津工业实验室仪器有限公司）；台式低速离心机

TD5K（长沙东旺实验仪器有限公司）；雷磁 pH
计（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F-7000
型荧光分光光度计（日本日立公司）。

1.3 实验方法

利用 F-7000 荧光分光光度计分别对不同来源

黄腐酸进行测定，确定其最大激发波长和最大发射

波长，研究其来源、本身浓度对黄腐酸荧光强度的

影响，研究上述因素与黄腐酸的荧光特性的关系。

此次实验激发狭缝和发射狭缝均为 10 nm。

1.3.1 黄腐酸的最大激发波长和最大发射波长

分别取不同黄腐酸溶液用水稀释至淡黄色，反

复多次以不同激发波长扫描其发射光谱，再以最大

发射强度对应的波长扫描其激发光谱，最后确定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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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强度和发射强度最大的相匹配的一组峰为其荧光

峰，确定其最大激发波长和最大发射波长。

1.3.2 黄腐酸浓度对其荧光强度的影响

用水稀释不同黄腐酸提取液，分别配置一系列

不同浓度的黄腐酸溶液，用 1.3.1 确定的最大激发

波长对其进行荧光扫描，测定黄腐酸浓度对其荧光

强度的影响。

2  结果与讨论

2.1 黄腐酸荧光激发与发射光谱

煤的进化历程为泥炭—褐煤—风化煤，不同来

源的黄腐酸，其组成、结构及性质明显不同 [17]。

因此，我们选用了 7 种含黄腐酸且具有代表性的

煤样进行黄腐酸的提取，并考察了不同产地黄腐

酸的荧光参数。按照 1.3.1 所描述的步骤测定黄腐

酸的最大激发波长和最大发射波长，测定结果如

表 1 所示。

内蒙古泥炭黄腐酸最大发射波长稳定在 421 nm
左右，最大激发波长稳定在 310 nm 左右；沈阳泥炭

黄腐酸与内蒙古泥炭黄腐酸相比，最大发射波长和

最大激发波长均非常相近；蒙古褐煤黄腐酸最大发

射波长在 430 nm 左右，最大激发波长为 265 nm；

黑龙江褐煤黄腐酸最大发射波长稳定在 440 nm 左

右，最大激发波长与蒙古褐煤黄腐酸一致；内蒙古

褐煤黄腐酸与黑龙江褐煤黄腐酸、蒙古褐煤黄腐酸

最大激发波长较接近，最大发射波长为 450 nm。

甘肃风化煤黄腐酸和新疆风化煤黄腐酸最大激发

波长均为 275 nm，最大发射波长分别为 511 nm 和

452 nm。通过对不同来源黄腐酸最大发射、激发

波长进行比较，其中 2 种泥炭黄腐酸最大激发波长

和最大发射波长较为相近，且最大激发波长较其他

来源黄腐酸最大激发波长长，可能是因 2 种黄腐酸

来源相似且提取工艺均为水提的缘故。从褐煤、风

化煤中提取的黄腐酸最大激发波长较为相近。甘肃

风化煤中提取的黄腐酸最大发射波长较其他的长，

可能是由于其提取出的溶液里既含黄腐酸又含棕腐

酸。褐煤和风化煤提取出的溶液可能含有较多棕腐

酸和黄腐酸的盐成分，需较大激发能量，因此激发

波长较小。

表 1 各种黄腐酸的荧光参数
 Tab.1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of various fulvic acids      

黄腐酸来源 内蒙古泥炭 沈阳泥炭 蒙古褐煤 黑龙江褐煤 内蒙古褐煤 甘肃风化煤 新疆风化煤

最大发射波长 421 432 430 440 450 511 452

最大激发波长 310 325 265 265 270 275 275

 nm

2.2 黄腐酸浓度对其荧光强度的影响

用不同来源的黄腐酸分别配制一系列不同浓

度的黄腐酸溶液，分别测试其在最大发射波长处黄

腐酸荧光强度随着浓度变化的趋势。测定结果如图

1、图 2、图 3 所示。

从图 1、图 2、图 3 可知，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

不同来源黄腐酸的荧光强度均随着其浓度的增大

而逐渐增强。这可能是由于黄腐酸中含有大量带

有各种官能团的芳香环结构 [3] 以及未饱和脂肪链，

而物质之所以具有荧光特性正是由于其结构中具

有大的共轭双键体系且有助色团以及生色团共轭

效应的产生。随着腐植酸的浓度越大，分子振动

和转动的自由度减小，从而增大了发光的效率，

导致荧光增强 [18]。内蒙古泥炭黄腐酸在浓度为

0.0055 g/mL 时荧光强度最强，沈阳泥炭黄腐酸在

浓度为 0.0153 g/mL 时荧光强度最强，蒙古褐煤黄腐

酸在浓度为 0.0035 g/mL 时荧光强度最强，黑龙江褐

煤黄腐酸在浓度为 0.0060 g/mL 时荧光强度最强，内

蒙古褐煤黄腐酸在浓度为 0.0001 g/mL 时荧光强度最

强，甘肃风化煤黄腐酸在浓度为 0.0281 g/mL 时荧光

强度最强，新疆风化煤黄腐酸在浓度为 0.0020 g/mL
时荧光强度最强。

不同来源的黄腐酸在某一浓度时荧光强度出

现峰值，之后随着黄腐酸浓度的增加，荧光强度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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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减小，出现浓度效应。这可能是由于浓度过高时，

黄腐酸分子之间靠氢键生成了团簇结构，导致分

子刚性平面减少，从而降低了黄腐酸的荧光强度。

另外，高浓度时，黄腐酸分子之间可能发生聚集

作用，形成基态分子间的聚合物，或者激发态分子

与其基态分子的二聚物，或者激发态分子与其他溶

质分子的复合物，从而导致荧光强度下降。此外，

当溶液浓度增大时也会促进自吸收，从而导致荧光

强度下降，黄腐酸分子的浓度越高，其猝灭现象越

明显 [19]。

2.3 不同煤样中黄腐酸含量

不同煤样中黄腐酸含量如表 2 所示。从泥炭中

提取经典黄腐酸，沈阳泥炭黄腐酸含量大于内蒙古

泥炭黄腐酸。从风化煤和褐煤中提取再生黄腐酸，

甘肃风化煤中黄腐酸含量最高，其次是黑龙江褐煤

黄腐酸、蒙古褐煤黄腐酸和新疆风化煤黄腐酸，内

蒙古褐煤黄腐酸含量相对最低。说明黄腐酸含量可

能与煤样形成有关，也可能与其提取方式、存在环

境因素不同有关。从表 2 中还可以看出，一般煤样

中黄腐酸含量越高，其荧光强度峰值所对应的浓度

越大。

图 1 内蒙古褐煤制备的黄腐酸浓度与荧光强度关系图
 Fig.1 Relational graph between fulvic acid concentration

 and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Inner Mongolia lignite      

图 2 内蒙古泥炭、沈阳泥炭和甘肃风化煤制备的黄腐酸

浓度与荧光强度关系图
 Fig.2 Relational graph between fulvic acid concentration 

and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Inner Mongolia peat, 
Shenyang peat and Gansu weathered coal     

图 3 新疆风化煤、黑龙江褐煤、蒙古褐煤制备的黄腐酸

浓度与荧光强度关系图
 Fig.3 Relational graph between fulvic acid concentration 

and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Xinjiang weathered coal, 
Heilongjiang lignite, Mongolia lig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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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煤样中黄腐酸含量
 Tab.2 The content of fulvic acid in different coal samples      

项目 内蒙古泥炭 沈阳泥炭 蒙古褐煤 黑龙江褐煤 内蒙古褐煤 甘肃风化煤 新疆风化煤

黄腐酸 d（%） 0.22 0.34 0.14 0.15 0.11 2.34 0.13 

荧光峰值浓度（g/mL） 0.0055 0.0153 0.0035 0.0060 0.0001 0.0281 0.0020

3  结论

本文考察了不同来源黄腐酸的最大激发波长

和最大发射波长，由于不同黄腐酸的组成、结构及

性质不同，因此其荧光参数不同。不同来源黄腐酸

的荧光强度均随着其浓度的增大而逐渐增强，某一

浓度时荧光强度出现峰值，之后随着黄腐酸浓度的

增加荧光强度减小。相同方法从不同煤样中提取黄

腐酸，煤样中黄腐酸含量越高，其荧光强度峰值所

对应的浓度越大。因此，通过最大激发波长和最大

发射波长的测定，根据荧光强度峰值所对应的浓度

变化可以为分析黄腐酸的来源及含量判断提供一种

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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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炭 / 褐煤配施对玉米根系生长、产量及根际土壤氮硫的影响

顾  鑫 任翠梅 杨  丽 王丽娜 张宏宇 姜泽宇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庆分院 大庆 163316

摘   要：采用田间小区试验，以不施有机物料为对照，研究泥炭与褐煤组合配施对玉米根系生长、

产量及根际土壤氮硫的影响。结果表明，泥炭与褐煤组合配施的玉米根系长度、根系体积、根系干重、

穗粗、穗长和百粒重分别比对照显著升高了 15.25%、43.42%、75.56%、2.55%、6.18% 和 10.45%，

秃尖长比对照显著降低了 44.14%；泥炭与褐煤组合配施的玉米籽粒产量平均为 12649.91 kg/hm2，

比对照显著增加了 19.22%；泥炭与褐煤组合配施的根际土壤碱解氮和有效硫分别比对照显著升高了

51.22% 和 22.20%；玉米籽粒产量与根际土壤碱解氮和有效硫均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981 和 0.920。综上所述，泥炭与褐煤组合配施显著促进玉米壮根，达到增产与提高根际土壤肥力

的效果。

关键词：泥炭 褐煤 玉米根系 籽粒产量 根际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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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eat and Lignite on Root Growth and Yield of Maize, 
Nitrogen and Sulfur in Rhizosphere Soil

Gu Xin, Ren Cuimei, Yang Li, Wang Lina, Zhang Hongyu, Jiang Zeyu

Daqing Branches of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Daqing, 163316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eat and lignite on root growth and yield of maize and 
soil nitrogen and sulfur in rhizosphere were studied by a field plot experiment with none organic materials 
as contro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the root length, root volume, root dry 
weight, ear diameter, ear length and hundred grain weight of maize increased by 15.25%, 43.42%, 75.56%, 
2.55%, 6.18% and 10.45%, respectively, and the bare tip length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by 44.14%. The 
average grain yield of maize in the treatment was 12649.91 kg/hm2, which was 19.22%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The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and available sulfur contents in rhizosphere soil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51.22% and 22.20%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respectively.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0.981 and 0.920 indicat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aize grain yield and soil alkali-
hydrolyzed nitrogen and available sulfur in rhizosphere. In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eat and 
lignite significantly promoted maize root, increased yield and improved rhizosphere soil fertility.
Key words: peat; lignite; maize root; grain yield; rhizosphere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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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是作物重要的器官 [1]，它的发育影响地

上部分的生长，健壮的根系是作物生长和高产的

基础。促使根系发达是获得高产的关键，有机物

料的施用影响作物根系的生长发育。玉米是禾本

科一年生须根系草本植物，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

物之一。良好的根系不仅让玉米植株从土壤中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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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足够的水分和各种营养物质输送到其他器官参与

生命代谢 [2]，而且将玉米植株牢牢固定在土壤中以

抵抗倒伏。研究表明，土壤中添加棉秆炭有效改善

了玉米根系的生长环境，促进了其根系生长 [3]，秸

秆还田改变了玉米根系的空间分布，显著增加了

土壤深层根长密度和根表面积 [4]，有机肥无机肥配

施显著提高了玉米根系的干物质量和碳氮磷钾养

分的累积 [5]，添加菌糠明显缓解了四环素类抗生

素污染对玉米根系生长的抑制作用，促进了根系

的发育 [6，7]。添加风化煤腐植酸明显增强了玉米根

系的活力，提高了根冠比，改善了根系形态，有

效增加了玉米根系主要化学组分的含量 [8]。泥炭和

褐煤是天然的富含腐植酸的有机物料，均是很好

的土壤改良剂，可以改善耕层土壤结构，在我国

储量极其丰富，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9]。泥炭是成煤

的初始阶段，质地轻且纤维含量丰富，具有持水、

透气的独特性质 [10]；褐煤是成煤的第二阶段，木

质纤维结构逐渐消失，颜色较深，有机碳含量增

加 [11]。基于此，本文以泥炭和褐煤组合配施作为

有机物料，探索泥炭与褐煤组合配施对玉米根系

生长、籽粒产量及根际土壤氮硫的影响，以期为

玉米的高产栽培提供技术支撑，也为有机物料资

源在农业生产上科学有效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地点位于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庆分

院安达科研基地（北纬 46° 24′ 9.73″，东经

125° 22′ 38.88″），海拔 147 ～ 150 m，春季

多大风少雨干旱，年平均降水量 440 mm，蒸发量

1733.1 mm，有效积温 2800 ℃，年平均日照时数

2863 h，是典型的西部干旱地区。

土壤类型为黑土，其基础理化性质为 pH 
8.7、电导率 47.9 μs/cm、容重 1.07 g/cm3、粗砂

粒 25.54%、细砂粒 39.20%、粉粒 35.22%、粘粒

0.04%。

施用的有机物料为泥炭和褐煤，泥炭 pH 
6.13、电导率 212.20 μs/cm，褐煤 pH 5.88、电导

率 85.00 μs/cm。

玉米品种为“先玉 335”。

1.2 试验设计

试验为田间小区设计，共设置 2 个处理，分

别为对照组：不施泥炭也不施褐煤；试验组：泥炭

与褐煤组合配施，组合有机物料总量按耕层（深度

20 cm）土壤重量的 0.8% 设定，施量 5700 kg/hm2+ 
11400 kg/hm2（m 泥炭∶ m 褐煤 = 1 ∶ 2）。采用完全

随机排列方式，每个处理均重复 3 次。单粒单行

播种，株距 25 cm、行距 65 cm。在行间靠近作物

种子两侧开沟，沟深 10 cm，将泥炭与褐煤混合均

匀后施入沟中，再覆盖一层薄土。各处理采用一致

底肥、灌溉和除草防虫等常规管理措施。

1.3 测定指标与方法

在作物成熟期采集植株根系和玉米穗，用直尺

测量植株根系长度和玉米穗长，用排水法测量根系

体积，用烘干称重法测量根系干重，用游标卡尺测

量穗粗和秃尖长，用百粒板和天平测量百粒重和籽

粒产量。同时，采集根际土壤与非根际土壤。土壤

样品采集采用抖土法 [12]：用锹将作物的完整根部挖

出，先轻轻抖落不含根系的大块土壤为非根际土壤，

然后用刷子轻轻刷下附着在根毛上的土壤为根际土

壤，每个小区按五点取样法采集土壤样品，剔除作

物凋落物等杂物，混匀后按四分法留取。土壤性质

的测定依据《土壤农化分析（第三版）》[13]：土壤

碱解氮采用碱解扩散法；土壤有效硫采用氯化钙浸

提 - 硫酸钡比浊法。

1.4 数据整理与统计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9 软件整理数据，利

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5.0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运

用 Duncan’s 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泥炭与褐煤组合配施对玉米植株根系生长的影响

表 1 为不同处理下玉米植株根系性状。由表

中可以看出，试验组的玉米植株根系长度、根系体

积和根系干重分别平均为 33.18 cm、62.76 cm3 和

31.25 g，均与对照组差异显著。与对照组相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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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处理下玉米植株根系性状
Tab.1 Root traits of maize plant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处理 根系长度（cm） 根系体积（cm3） 根系干重（g）

对照组 28.79±0.97b 43.76±2.96b 17.80±1.87b

试验组 33.18±0.29a 62.76±4.39a 31.25±4.39a

注：同列数据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05），下同。

验组的根系长度、根系体积和根系干重分别提高

了 15.25%、43.42% 和 75.56%。可见，有机物料

泥炭与褐煤组合配施有效地促进了玉米植株根系

的生长。

表 2 不同处理下玉米穗性状与籽粒产量
Tab.2 Ear traits and grain yield of maize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处理 穗粗（cm） 穗长（cm） 秃尖长（cm） 百粒重（g） 籽粒产量（kg/hm2）

对照组 5.09±0.05b 21.35±0.40b 1.45±0.13a 35.30±0.44b 10610.43±151.16b

试验组 5.22±0.03a 22.67±0.35a 0.81±0.07b 38.99±0.78a 12649.91±174.45a

2.3 泥炭与褐煤组合配施对根际土壤氮硫含量的

      影响

表 3 为不同处理下根际与非根际土壤碱解氮和

有效硫含量。由表中可以看出，试验组的根际与非

根际土壤碱解氮含量分别平均为 182.96 mg/kg 和

118.92 mg/kg，均与对照组差异显著。与对照组相

比，试验组的根际与非根际土壤碱解氮含量分别升

高了 51.22% 和 24.00%。在对照组和试验组中，根

际土壤碱解氮含量均极显著高于非根际土壤。试验

组的根际土壤有效硫含量平均为 10.02 mg/kg，显

著高于对照组，相比对照组升高了 22.20%；试验

组的非根际土壤有效硫含量平均为 8.77 mg/kg，与

对照组差异不显著。在对照组中，根际土壤有效硫

含量与非根际土壤差异不显著；而在试验组中，根

际土壤有效硫含量极显著高于非根际土壤。可见，

有机物料泥炭与褐煤组合配施显著提高根际土壤碱

解氮和有效硫的含量。

2.4 玉米根系性状、籽粒产量、根际土壤氮硫之间

       的相关性

表 4 为玉米根系性状、籽粒产量、根际土壤

氮硫之间的关系。由表中可以看出，玉米根系长

度与玉米籽粒产量、根际土壤碱解氮和有效硫均

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818、0.857 和

0.901。玉米根系体积与玉米根系干重、玉米籽粒

产量、根际土壤有效硫均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

数分别为 0.647、0.864 和 0.866；与根际土壤碱

解氮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938。玉米

根系干重与玉米籽粒产量、根际土壤碱解氮和有

效硫均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840、
0.857 和 0.887。玉米籽粒产量与根际土壤碱解

氮和有效硫均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981 和 0.920。可见，根际土壤碱解氮和有效硫

的含量极显著地影响玉米根系的生长和玉米籽粒

的产量。

2.2 泥炭与褐煤组合配施对玉米穗性状与籽粒产量 

       的影响

表 2 为不同处理下玉米穗性状与籽粒产量。

由表中可以看出，试验组的玉米穗粗、穗长、秃

尖长和百粒重分别平均为 5.22 cm、22.67 cm、

0.81 cm 和 38.99 g，均与对照组差异显著。与对

照组相比，试验组的玉米穗粗、穗长和百粒重

分别提高了 2.55%、6.18% 和 10.45%，秃尖长降

低了 44.14%。试验组的玉米籽粒的产量平均为

12649.91 kg/hm2，显著高于对照组，相比对照组增

加了 19.22%。可见，有机物料泥炭与褐煤组合配

施明显改善了玉米穗性状，提高了籽粒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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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处理下根际与非根际土壤碱解氮和有效硫含量
Tab.3 Contents of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and available sulfur in rhizosphere and 

non-rhizosphere soil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处理
碱解氮 有效硫

根际土壤 非根际土壤 根际土壤 非根际土壤

对照组 120.99±2.28bA 95.90±1.34bB 8.20±0.30bA 8.31±0.20aA

试验组 182.96±0.55aA 118.92±1.79aB 10.02±0.20aA 8.77±0.11aB

mg/kg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同区域间差异显著（P ＜ 0.05）；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处理不同区域间差异极显著

（P ＜ 0.01）。

表 4 玉米根系性状、籽粒产量、根际土壤氮硫之间的关系
Tab.4 Relationship among maize root traits, grain yield, and nitrogen and sulfur in rhizosphere soil

指标 根系长度 根系体积 根系干重 籽粒产量 根际土壤碱解氮 根际土壤有效硫

根系长度 1

根系体积 0.527 1

根系干重 0.584 0.647* 1

籽粒产量 0.818* 0.864* 0.840* 1

根际土壤碱解氮 0.857* 0.938** 0.857* 0.981** 1

根际土壤有效硫 0.901* 0.866* 0.887* 0.920** 0.917* 1

注：* 表示在 0.05 水平上达到显著相关，** 表示在 0.01 水平上达到极显著相关。

3  结论与讨论

肥沃的土壤是作物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有机

物料因自身独特的性能优势可部分代替无机化肥改

善土壤性质、培肥地力 [14]。本研究通过田间小区

对比试验表明，泥炭与褐煤组合配施的处理玉米根

系长度、根系体积、根系干重、穗粗、穗长、籽粒

产量、根际土壤碱解氮和有效硫含量均高于不施有

机物料的处理，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玉米根系性

状各个指标与根际土壤碱解氮和有效硫均呈显著正

相关。其中，根系体积与根际土壤碱解氮呈极显著

正相关。籽粒产量与根际土壤碱解氮和有效硫均呈

极显著正相关。

王春玲等 [15] 研究指出，泥炭中含有未被彻底

分解的植物残体，富含大量植物纤维，褐煤中带有

大量的能够起到交换与吸附离子作用的活性羧基和

酚羟基官能团 [16]，二者均含有部分腐殖质和矿物

质，具有疏松多孔、通透性良好的特点。作物地上

部的生长发育离不开根系源信号的调控 [17]，泥炭

与褐煤组合配施为根系发育构建了良好的稳定环

境，使得土壤碱解氮和有效硫含量显著增加，尤其

是根际土壤，有利于玉米根系的形态构建。泥炭与

褐煤本身含有在其腐解过程中再次形成的腐殖质等

有机胶体，与土壤黏土矿物构成复合体 [18]，进而

改善土壤结构，使水稳性团聚体和孔隙度增加，土

壤容重降低，保水保肥能力提高，缓冲能力增强，

盐碱土壤脱盐加快 [19]。泥炭与褐煤组合配施到土

壤中，不仅能够疏松土壤、提供养分，而且还可能

通过离子交换吸附作用延长土壤养分的供应时间，

有利于作物根系对养分的吸收利用，促进作物生长

发育。综上所述，泥炭与褐煤组合配施有利于促进

玉米根系的生长，达到增产与提高根际土壤肥力的

效果。

本研究初步探索了泥炭与褐煤组合配施对玉

米产量的影响，而对玉米营养品质指标（如蛋白质

含量、淀粉、脂肪、维生素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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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9 日，黑龙江省召开农业农村系统工作会议，强调坚决打好大豆扩种攻坚战，确

保今年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新增 1000 万亩以上，新增大豆产量 26 亿斤。至此，黑龙江省大豆种植总

面积将达 6850 万亩，大豆生产者享受亩补贴高于玉米 200 元。

希望腐植酸涉农生产企业，针对黑龙江大豆种植区域和品种，精准供给大豆专用腐植酸肥料及

其辅助提质增效产品，助力黑龙江大豆产量和品质再创新高。

（收稿日期：2022-02-16）

黑龙江今年新增大豆种植 1000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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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施肥处理对苹果产量、品质及土壤养分的影响

邵俊飞 1 李贵杰 1 赵成雷 2 刘新荣 1 张金军 3 陈士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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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威海爱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 264400

摘   要：优化施肥是作物绿色优质高产的重要方式，通过田间试验探讨了优化施肥和增施腐植酸硅

钙肥对苹果生产的影响，为环渤海区域苹果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试验于山东省威海市文

登区峰山村进行，以农户常规施肥（CK）为对照，研究了优化施肥（F）和优化施肥同时增施腐植

酸硅钙肥（FC）对苹果产量、品质及土壤养分的影响。结果表明：F 处理和 FC 处理分别能增加产量

5.91% 和 29.53%；F 处理和 FC 处理均增加了苹果单果重、果形指数和可滴定酸含量，FC 处理显著提

高了果实可溶性糖含量；F 处理和 FC 处理的糖酸比相较于 CK 均有所降低，FC 处理相较于 F 处理有

显著提高。FC 处理的土壤铵态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均显著高于 F 处理和 CK，含量分别 5.3 mg/kg、
129.47 mg/kg、357.67 mg/kg。总之，优化施肥同时增施腐植酸硅钙肥能够提高苹果树生产力、改善

果实品质、提高土壤肥力。

关键词：腐植酸硅钙肥 优化施肥 苹果 产量 品质 养分

中图分类号：TQ314.1，S661.1         文章编号：1671-9212(2022)02-0046-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451/j.cnki.issn1671-9212.2022.02.008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 on Apple Yield, Quality and Soil Nutrients
Shao Junfei1, Li Guijie1, Zhao Chenglei2, Liu Xinrong1, Zhang Jinjun3, Chen Shigeng2

1 Agricultural and Rural Bureau, Wendeng District, Weihai, Weihai, 264400

2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Fertilizer Technology Co. Ltd, Tai’an, 271000

3 Weihai Aitia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Weihai, 264400

Abstract: Optimized fert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of crop green quality and high yield. The effects of 
optimized fertilization and increased application of humic acid silicon calcium fertilizer on apple production 
were studied with field experiments to provided a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pple industry 
in the region around Bohai Sea.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in Fengshan village, Wendeng District, 
Shandong province, to know the effects of optimized fertilization (F) and optimized fertilization combined 
with increased silicon-calcium humate (FC) on apple yield, quality and soil nutrients with farmers’ 
conventional fertilization (CK) as the contro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 and FC treatment could increase 
the yield by 5.91% and 29.53%, respectively. Both F and FC treatment increased the single fruit weight, 
fruit shape index and titratable acid content of apples. The soluble sugar content of fruit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FC treatment that induced the ratio of sugar to acid in F and FC treatment was lower than that 
in CK, and the ratio of sugar to acid in FC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F. The contents of available N, P and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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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在

世界苹果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1]。据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FAO）统计，2018 年我国苹果总收获面

积为 207.2 万公顷，总产量为 3923.3 万吨，分别占

全球苹果总收获面积和总产量的 42.2% 和 45.5%。

我国苹果主要分布在环渤海湾和黄土高原 2 个优势

产区，环渤海地区苹果种植面积 70.3 万公顷，产量

为 1600 万吨，分别占全国总种植面积和总产量的

29.5% 和 36.4%，其中山东省是主要苹果种植大

省 [2，3]。目前，苹果生产中依然存在着肥料利用率

低、施肥不合理的问题，过量氮肥不但不能增加产

量，还会影响苹果的品质，同时还会降低土壤质量，

引起环境问题 [4，5]。根据养分平衡法优化施肥是促

进苹果增产提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硅

钙元素作为重要的品质元素，在苹果提质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6]。本研究通过基于产量施肥和增施腐

植酸硅钙肥，探究其对苹果产量、品质及土壤养分

的影响，为推进化肥减量增效，完善果树推荐施肥

指标建设，促进果树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

论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研究地点为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泽头镇峰

山村文登德丰农业有限公司（37 ° 08 ′ N，

121° 86′ E）苹果试验田，该地气候特点为暖

温带季风气候，年平均降雨量为 585 mm，年平

均气温为 8.4 ℃。土壤为褐土，其供试土壤基本

理化性质如表 1 所示。

表 1 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Tab.1 Basic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tested soil

指标 pH
电导率

（ds/m）

有机质

（%）

硝态氮

（mg/kg）
铵态氮

（mg/kg）
有效磷

（mg/kg）
速效钾

（mg/kg）
有效硅

（mg/kg）
可交换性钙

（mg/kg）
可交换性镁

（mg/kg）

含量 7.25 153.25 9.54 10.41 4.51 24.82 174.64 48.98 70.54 34.65

1.2 供试材料

供试苹果：选用 5 年生的“富士”品种，嫁接

于 M26 砧木上。

供试肥料：尿素（N 46%），磷酸二铵（N 
18%，P2O5 46%）， 硫 酸 钾（K2O 50%）， 腐 植

酸硅钙肥（总腐植酸含量 3%，SiO2 20%，CaO 
20%）。

1.3 试验设计

田间试验为完全随机区组设计，设 3 个施肥处

理，每个处理一行，每行选连续 10 棵长势均匀一

致的苹果树，重复 3 次。苹果树行距为 4.0 m，行

间树距为 1.25 m，平均 1995 株 / 公顷。在苹果树

种植上管理方法（包括杂草控制、病虫害控制、土

壤管理和灌溉等）相同。试验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

3 个施肥处理如下：（1）常规施肥（CK），

整个生长时期施 N-P-K 养分分别为 420-300- 
375 kg/hm2，施肥量根据调查确定。（2）优化施

肥（F），整个生长时期施 N-P-K 养分分别为 330-
225-330 kg/hm2，该施肥量根据苹果产量目标和施

肥前土壤肥力水平确定。（3）优化施肥同时增施

腐植酸硅钙肥（FC），N-P-K 养分用量与 F 处理相

同，增施 Si 养分 300 kg/hm2，Ca 养分 135 kg /hm2。

具体施肥方法如表 2 所示。

in F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F and CK by 174.35 mg/kg, 129.47 mg/kg, 357.67 mg/kg, 
respectively. Optimizing fertilization and increasing silicon-calcium humate could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fruit quality and soil fertility of apple tree.
Key words: humic acid silicon calcium fertilizer; optimized fertilization; apple; yield; quality; nutr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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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阶段，每年 3 月按辐射沟施肥法施基肥。

按南北方向分别布置 2 个辐射沟，分别位于躯干中

部和冠状突起外缘。施肥沟深 25 cm、宽 15 cm。

施肥沟数为 2 个对称施肥沟，施肥后填土。此外，

还将腐植酸硅钙肥施于土壤上，并在耕作后均匀

地混入表土中。每年 7 月以相同的施肥方式进行

追肥。

1.4 样品采集与测定

苹果收获期取土壤样品，经预处理后采用 pH
计测定土壤 pH，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土壤全氮，

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测定土壤有机质，采用自动

分析仪测定土壤无机氮，采用钼蓝法测定土壤有效

磷，采用火焰光度法测定土壤速效钾。

苹果产量：整株采摘用电子秤测量称重。随

机采 10 个苹果样品，用数字天平测定单果重；用

GY-1 水果硬度计测定果肉硬度。用游标卡尺测定

苹果长度和直径，计算果形指数。采用蒽酮比色法

测定可溶性糖的含量。用 GMK-835F 水果酸含量

测定仪测定苹果酸度。

1.5 数据统计分析

使用 Microsoft Office 2019 对数据进行整理，

使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施肥处理对苹果产量的影响

表 3 为不同施肥处理对苹果产量的影响。由表

中可以看出，F 处理和 FC 处理均能显著提高苹果

产量。从增产效果上来看，FC 处理具有稳步增加

的效果，能增产 29.53%。从 2021 年的产量上来看，

FC 处理能增加苹果产量的效果最为明显，其亩产

达到 2625.42 kg。

处理
总养分投入 基肥施用量 追肥施用量

N-P-K Si、Ca 腐植酸 尿素 磷酸氢二铵 硫酸钾 腐植酸硅钙肥 尿素 磷酸氢二铵 硫酸钾

CK 420-300-375 0 0 395 391 225 0 263 261 524

F 330-225-330 0 0 315 293 197 0 209 195 463

FC 330-225-330 300、135 45 315 293 197 1500 209 195 463

表 2 试验施肥处理
Tab.2 Experimental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 kg/hm2

2.2 不同施肥处理对苹果品质的影响

表 4 为不同施肥处理对苹果品质的影响。由

表中可以看出，FC 处理能够明显改善苹果品质。

与 CK 比，F 处理和 FC 处理均能显著提高苹果的

单果重；FC 处理单果重值最高，达到 247.35 g。
与 CK 相比，F 处理和 FC 处理对改善苹果外观形

状均有促进作用，但三者之间差异不显著。硬度适

当提高可以使果实耐储存，增加过多也会降低口感。

就苹果硬度而言，与 CK 相比，F 处理和 FC 处理

苹果硬度均稍有所降低，但三者间差异不显著。含

糖量高、可滴定酸含量低、糖酸比高的苹果具有更

好的口感。与 CK 和 F 处理相比，FC 处理明显提

表 3 不同施肥处理对苹果产量的影响
Tab.3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 on yield of apple

处理 平均株产（kg） 折合亩产（kg） 增产率（%）

CK 15.24c 2026.92c —

F 16.14b 2146.62b 5.91%

FC 19.74a 2625.42a 29.53%

注：同列数据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0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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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苹果的可溶性糖含量，但 CK 和 F 处理间差异

不显著；F 处理和 FC 处理的苹果可滴定酸含量相

较于 CK 显著增加，FC 处理的苹果可滴定酸含量

相较于 F 处理显著降低；F 处理和 FC 处理的糖酸

比相较于 CK 均有所降低，但 FC 处理和 CK 处理

间差异不显著，FC 处理和 F 处理间差异显著。

表 4 不同施肥处理对苹果品质的影响
Tab.4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 on quality of apple

处理 单果重（g） 果型指数 硬度（kg/cm2） 可溶性糖含量（%） 可滴定酸含量（%） 糖酸比

CK 209.44c 0.82a 6.44a 12.38b 0.16c 78.72a

F 223.87b 0.87a 6.38a 12.32b 0.30a 41.15b

FC 247.35a 0.90a 6.36a 14.24a 0.21b 68.10a

2.3 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性状的影响

表 5 为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 pH、有机质和全

氮的影响。由表中可以看出，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

pH、有机质和全氮含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同施

肥处理对土壤 pH 影响明显，3 种施肥处理土壤 pH
差异显著，与 CK 相比，F 处理土壤 pH 显著增加，

为 6.85；FC 处理土壤 pH 显著降低，为 6.52。不

同施肥处理对土壤有机质含量影响不显著，但是与

CK 相比，F 处理和 FC 处理均略有降低。与 CK
（土壤全氮含量较高，为 1.22 g/kg）相比，F 处理

和 FC 处理土壤全氮含量显著降低，但二者间差异

不显著。

表 5 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 pH、有机质和全氮的影响
Tab.5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 on pH, organic matter and total nitrogen of soil

处理 pH 有机质（g/kg） 全氮（g/kg）

CK 6.65b 11.80a 1.22a

F 6.85a 10.98a 1.09b

FC 6.52c 11.19a 1.11b

表 6 为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速效养分的影响。

由表中可以看出，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中氮、磷、

钾含量的影响不同。FC 处理土壤铵态氮含量最高，

为 5.3 mg/kg，显著高于 CK 和 F 处理，而 CK 和 F
处理铵态氮含量分别为 3.7、3.8 mg/kg，且二者间差

异不显著。F 处理硝态氮含量最高，为 12.6 mg/kg；
FC 处理硝态氮含量次之，为 11.1 mg/kg；CK 硝态氮

含量最低，为 9.3 mg/kg，3 种不同施肥处理间硝态

氮含量差异显著。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中有效磷和

速效钾含量影响显著。FC处理土壤有效磷含量最高，

为 129.47 mg/kg；CK 含量次之，为 121.47 mg/kg，
均显著高于 F 处理（75.62 mg/kg）。FC 处理土壤

速效钾含量最高，为 357.67 mg/kg；CK 次之，为

286.00 mg/kg，均显著高于 F 处理（213.33 mg/kg）。

由此可见，FC 处理能够显著提高土壤中的铵态氮、

有效磷、速效钾含量。

处理 铵态氮 硝态氮 有效磷 速效钾

CK 3.7b 9.3c 121.47b 286.00b

F 3.8b 12.6a 75.62c 213.33c

FC 5.3a 11.1b 129.47a 357.67a

表 6 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速效养分的影响
Tab.6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 on soil available nutrients of soil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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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苹果作为高产作物，生长过程需要消耗大量

的肥料养分，针对作物养分吸收规律科学施肥对苹

果树生长发育十分有利，能够提高苹果产量和养分

效率，提升果实品质，实现苹果产业绿色可持续发

展 [7]。梁敬等 [8] 研究表明，化肥减量 25%，苹果产

量依旧可以提高 6.17%，苹果的单果重提高 18.53 g，
可溶性固形物和 Vc 含量相较于常规施肥高出 0.97%
和 0.42%，果形指数、硬度、可滴定酸和糖酸比指

标均无显著差异。王贺等 [9] 的研究表明化肥减施

30% 对土壤养分、树体生长、苹果产量和品质等无

显著影响。硅、钙元素是苹果果实生长的必要元素，

温映红 [10] 研究表明，施用硅钙钾肥 4 千克 / 株，苹

果的座果率增加 9.6%，果实糖分提高，裂果率降低。

张学勇等 [11] 研究表明，硅肥处理可使苹果单果重增

加 13.6 g，果实硬度增加 0.89 kg/cm2，可溶性固形

物增加 0.71%，可溶性糖增加 1.44%。

本研究也表现出相同的结果，优化施肥表现

出了较大的增产效果，F 处理和 FC 处理分别能增

加产量 5.91% 和 29.53%。FC 处理能显著提高苹果

单果重，达到 247.35 g；和 CK 相比，F 处理和 FC
处理均增加了苹果单果重、果形指数和可滴定酸含

量，FC 处理显著提高了果实可溶性糖含量；F 处

理和 FC 处理的糖酸比相较于 CK 均有所降低，但

FC 处理相较于 CK 差异不显著，FC 处理相较于 F
处理糖酸比显著提高。在各处理的土壤养分分析

中，FC 处理的土壤铵态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

均显著高于 CK 和 F 处理，含量分别 5.3 mg/kg、
129.47 mg/kg、357.67 mg/kg。总之，优化施肥同

时增施腐植酸硅钙肥能够提高苹果树生产力、改善

张放 . 近十年全球苹果生产变化简析 [J]. 中国果业信

息，2021，38（1）：24 ～ 33.

Na W, Wolf J, Zhang F. Towards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of apple production in China—yield gaps and nutrient 

use efficiency in apple farming systems[J].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16, 15(4): 716 ～ 725. 

张聪颖，畅倩，霍学喜 . 中国苹果生产区域变迁分析

[J]. 经济地理，2018，38（8）：141 ～ 151.

陈思寒 . 苹果施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J]. 河北农业，

2018（12）：48 ～ 50.

葛顺峰，姜远茂 . 国内外苹果产量差、氮效率差及我国

苹果节氮潜力分析 [J]. 中国果树，2017（4）：94 ～ 97.

曹鸿玉，高九思，周吉生 . 提高苹果果实品质技术措

施 [J]. 山西果树，2018（6）：43 ～ 46.

葛顺峰，朱占玲，魏绍冲，等 . 中国苹果化肥减量增

效技术途径与展望 [J]. 园艺学报，2017，44（9）：

1681 ～ 1692.

梁敬，李淑文，李莹莹，等 . 化肥减施对苹果产量、

品质及果园土壤养分的影响 [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2019，42（2）：60 ～ 65，80.

王贺，邓明江，王旋，等 . 减施化肥对京津地区苹果生

长发育的影响 [J]. 果树学报，2020，37（2）：196 ～ 203.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 10 ]

[ 11 ]

温映红 . 硅钙钾肥在苹果和枣树上的应用效果研究

[D]. 山西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张学勇，初国栋，王英杰，等 .‘深海源硅’对‘艾山红’

苹果叶片和果实品质的影响 [J]. 烟台果树，2021（4）：

9 ～ 10.

果实品质、提高土壤肥力。

参考文献

气候农业最核心的要素是低碳。气候农业强调农业与环境和谐发展，要求既要增加农业生产，使

其为消除饥饿和贫困作出贡献；又要使农业更适应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提高农作物捕获和封存大

气中碳的能力。腐植酸是地球碳循环的重要一员。它既是土壤的，又是肥料的，还是生态的，是土生

土长的气候因子，完全符合气候农业与低碳农业的要义。                             （中腐协秘书处 供稿）

气候农业离不开腐植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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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钾、Mg 配施对辣椒生长及品质的影响

张  晓 朱忠坤 裴海荣 余凯凯 王春芳 任孟伟 郭景丽 *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 453731

摘   要：为探索水溶肥对作物生长及产量的影响，以辣椒为试验对象开展了盆栽试验。结果表明：

与大量元素水溶肥处理相比，添加 8% 腐植酸钾 +10% EDTA-Mg 的大量元素水溶肥处理的辣椒株高

和茎粗分别显著提高 6.54%、10.06%；开花期和成熟期辣椒单株叶面积、叶绿素相对含量分别显著

提高 45.45%、44.44% 和 8.52%、16.88%；辣椒果实全氮、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含量分别显著提

高 16.25%、5.42%、15.57%；辣椒产量显著增加 11.70%。因此，腐植酸钾与 Mg 配施对辣椒生长及

品质影响显著。

关键词：腐植酸钾 EDTA-Mg 辣椒 品质 产量

中图分类号：TQ444.6+3，S641.3         文章编号：1671-9212(2022)02-0051-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451/j.cnki.issn1671-9212.2022.02.009
Effects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otassium Humate and Mg on Growth and Quality of Pepper

Zhang Xiao, Zhu Zhongkun, Pei Hairong, Yu Kaikai, Wang Chunfang, Ren Mengwei, Guo Jingli*

Henan Xinlianxin Chemical Industry Group Co. Ltd., Xinxiang, 453731

Abstract: A pot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know the effect of the water-soluble fertilizer on crop growth 
and yield of pep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macroelement water-soluble fertilizer treatment, 
the plant height and stem diameter of pepper supplemented with 8% potassium humate + 10% EDTA-Mg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6.54% and 10.06%, respectively. Leaf area and SPAD valu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45.45%, 44.44% and 8.52%, 16.88%, respectively during flowering and maturity stages. The 
contents of total nitrogen, soluble sugar and soluble protein in pepper fruit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16.25%, 5.42% and 15.57%, respectively. The yie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11.70%. Therefor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potassium humate and Mg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growth and quality of pepper.
Key words: potassium humate; EDTA-Mg; pepper; quality; yield

镁（Mg）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中量元素，是

合成叶绿素的中心原子，缺 Mg 会导致叶片失绿黄

化，光合作用减弱 [1]。按照平衡施肥原则，氮磷钾

与中微量元素协同施用，实现绿色、提质、增产的

目标，是化肥减肥增效的一种有效途径 [2]。一定比

例的氮磷钾与 Mg 配施应用于辣椒，可以显著提升

植株对氮、磷、钾、Mg 等元素的吸收 [3]。有研究

表明，腐植酸钾可以促进辣椒增产增收 [4]。以往的

研究以 Mg 和腐植酸钾单因素试验为主，本试验增

加了两者配施对辣椒产量和品质的影响，为腐植酸

钾水溶肥生产及配方设计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与地点

2021 年 3—6 月在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河南心

2021-12-04

张晓，女，1986 年生，助理农艺师，主要从事水溶肥开发和应用，E-mail：ws13676924030@126.com。* 通讯作者：

郭景丽，女，高级农艺师，E-mail：240060329@qq.com。

[ 收稿日期 ]

[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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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温室大棚进行盆栽

试验。

1.2 供试材料

供试土壤为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朗公庙镇褐

土，土壤养分状况见表 1。
供试作物为辣椒（“新科 18 号”，新乡市农

业科学院购买）。采用上端直径 33 cm、底面直径

18 cm、高 23 cm 的塑料钵，每钵风干土 9 kg。
供试肥料为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大量元素水溶肥（20-20-20），中量元素

Mg 为 EDTA-Mg（有效 Mg 含量 6.0%），腐植酸

钾（腐植酸以干基计，含量 ≥60%）。

表 1 土壤养分状况
Tab.1 The soil nutrients conditions

pH
有机质

（g/kg）
铵态氮

（mg/L）

硝态氮

（mg/L）

速效磷

（mg/L）

速效钾

（mg/L）

有效 Mg
（mg/L）

6.69 0.40 8.50 51.50 15.90 118.80 357.50

1.3 试验设计与处理

共设置 4 个处理：大量元素水溶肥（CK）；

大量元素水溶肥 +8% 腐植酸钾（T1）；大量元素

水溶肥 +10% EDTA-Mg（T2）；大量元素水溶肥 + 
8% 腐植酸钾 +10% EDTA-Mg（T3）；每个处理

设置 5 个重复，采用追肥的方式进行试验，每钵

移栽大小均匀一致的辣椒苗 1 株，于 2021 年 3 月

5 日（6 叶 1 心）移栽。

各处理共进行 2 次追肥，每次追肥施用对应配

方的肥料 0.003 千克 / 盆，第 1 次追肥时间 2021 年

3 月 25 日（花芽分化期）；第 2 次追肥时间 2021
年 5 月 3 日（结果初期）。

自种植之日起精细管理并在整个生育期防治

病虫害。试验统一移栽、统一施肥打药，指标测定

同一作业日完成。

1.4 测定项目及方法

1.4.1 生长指标

2021 年 4 月 12 日对辣椒的株高、茎粗进行

测定。

1.4.2 生理指标

开花期和成熟期分别测定 1 次，叶面积通过公

式：叶面积 =0.47+0.65× 叶长 × 叶宽来计算 [5]。

由加拿大 Regent 公司生产的 Win FOLIA 专业叶片

图像分析系统测定；叶绿素相对含量（SPAD 值）

用 SPAD-502 型便携式叶绿素测定仪选取各处理完

全展开的第一片叶进行测定 [6]。

1.4.3 果实品质指标

将果实样品放入网袋内标记并 65 ℃烘干至恒

重。烘干后采用硫酸 - 混合加速剂 - 蒸馏法测定全

氮，钒钼黄吸光光度法测定全磷，火焰光度法测定

全钾，蒽酮法测定可溶性糖含量，考马斯亮蓝法测

定可溶性蛋白含量。

1.4.4 测产

2021 年 5 月 10 日—6 月 25 日对盆栽分批次采

摘测产（分别对每盆单独称重），共进行 5 次采摘，

利用美国 EL-2000S 型电子天平称量果重。

1.5 数据计算与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 Excel 2010 和 Statistix8.0 程

序进行数据整理和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辣椒生长指标的影响

表 2 为不同处理对辣椒株高和茎粗的影响。由

表可知，T3 处理的株高和茎粗均表现出了最佳状

态，较 CK 处理显著提高 6.54%、10.06%。可见，

腐植酸钾添加量 8%、EDTA-Mg 添加量 10% 对辣

椒的生长指标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

2.2 不同处理对辣椒生理指标的影响

表 3 为不同处理对辣椒叶面积和 SPAD 值的影

响。由表可知，T3 处理在开花期和成熟期辣椒单

株叶面积、SPAD 值都表现出了最大值，分别比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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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处理对辣椒株高和茎粗的影响
Tab.2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plant height and stem diameter of pepper

处理 株高（cm） 茎粗（mm）

CK 35.18c 5.07c

T1 36.04ab 5.39ab

T2 35.78b 5.24b

T3 37.48a 5.58a

注：同列数据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05），下同。

2.3 不同处理对辣椒果实品质指标的影响

表 4 为不同处理对辣椒果实品质指标的影响。

由表可知，T1 和 T3 处理的辣椒果实全氮、可溶性

糖、可溶性蛋白含量均显著高于 CK 处理，T1 处

理比 CK 处理高出 13.52%、5.01%、9.43%，T3 处

理比 CK 处理高出 16.25%、5.42%、15.57%；T2

处理的辣椒果实全氮、可溶性蛋白含量均显著高于

CK 处理，可溶性糖含量较 CK 处理高，但差异不

显著。可见，腐植酸钾和 Mg 均可以促进氮、可溶

性糖、蛋白质在辣椒果实内的积累，但腐植酸钾和

Mg 两者配施增效更明显。但全磷、全钾在各处理

间均无显著差异。

表 4 不同处理对辣椒果实品质指标的影响
Tab.4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fruit quality indexes of pepper

处理 全氮（mg/g） 全磷（mg/g） 全钾（%） 可溶性糖（%） 可溶性蛋白（mg/g）

CK 12.06c 3.91a 1.59a 7.38b 2.12c

T1 13.69ab 4.00a 1.60a 7.75a 2.32ab

T2 12.80ab 4.02a 1.61a 7.70ab 2.29b

T3 14.02a 3.95a 1.58a 7.78a 2.45a

2.4 不同处理对辣椒产量的影响

表 5为不同处理对辣椒产量的影响。由表可知，

T3 处理的产量显著高于 CK 处理，比 CK 处理增

产 11.70%；T2 处理比 CK 处理增产 7.44%，T1 处

理比 CK 增产 2.29%，但 3 个处理之间均无显著差

异。说明，腐植酸钾、Mg 单独施用能促进辣椒产

处理提高了 45.45%、44.44% 和 8.52%、16.88%，

而且差异显著；T2 处理开花期和成熟期各指标均

显著优于 CK 处理，而 T1 处理仅开花期叶面积与

CK 处理差异显著；说明 Mg 可能比腐植酸钾对作

物光合特性的影响更佳，腐植酸钾和 Mg 配施效果

最佳。

表 3 不同处理对辣椒叶面积和 SPAD 值的影响
Tab.3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leaf area and SPAD value of pepper

处理
开花期 成熟期

叶面积（cm2） SPAD 值 叶面积（cm2） SPAD 值

CK 0.11c 52.60c 0.09c 43.02c

T1 0.14b 53.12bc 0.10bc 46.35bc

T2 0.15ab 55.06b 0.12b 48.09ab

T3 0.16a 57.08a 0.13a 50.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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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腐植酸钾中的腐植酸是一种高效的肥料增效

剂，能够提高肥料利用率，提升作物品质，增加

作物产量。在大田种植辣椒上，相比常规复合肥，

腐植酸复合肥可使辣椒增产 14.07%，连续施用 4
年后，干椒产量、可溶性蛋白含量、可溶性糖含

量分别提高33.6%、24.6%、36.9%[7]。在光合作用中，

叶绿素含量和叶面积大小直接影响植株的生长发

育 [8]。Mg是叶绿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当Mg不足时，

导致光合作用下降，氨基酸、蛋白质等合成受阻，

产量和品质下降 [9]。已有文献指出，Mg 在提高茄

果类蔬菜等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上均有较明显的效

果 [10]。试验结果表明，腐植酸钾可以显著提高收

获期内辣椒的可溶性糖含量，这与前人在番茄、

草莓、葡萄等作物上的研究结果一致 [11 ～ 14]。腐植

酸钾和 Mg 对辣椒的增产均有一定的效果，但腐

植酸钾与 Mg 的配施能更加明显地提高辣椒的产

量，提升辣椒果实内的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含量。

因此，腐植酸钾和 Mg 配施在辣椒种植上具有很

大的推广价值。

但本研究对辣椒的生长、生理指标的检测还有

欠缺，对腐植酸钾、Mg 的最佳添加量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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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提高，但效果不显著；腐植酸钾和 Mg 的配施

能明显提高辣椒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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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复合肥对牛角椒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邹庆圆 刘会丽 赵佳宗 郑若菁 黄泽双

广东拉多美化肥有限公司 广州 511453

摘   要：采用大田试验方法，研究施用不同肥料对牛角椒生长、产量、品质及经济效益的影响。结

果表明：与普通复合肥相比，施用腐植酸复合肥能够促进牛角椒的生长；提高牛角椒的 Vc、可溶

性蛋白质、可溶性糖含量以及产量，降低牛角椒果实的畸形率。施用腐植酸复合肥的牛角椒产量比

施用普通复合肥增产 10.95%，产投比 6.23 ∶ 1，经济效益提升显著。

关键词：腐植酸复合肥 牛角椒 产量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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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s on Yield and Quality of Horn Pepper
Zou Qingyuan, Liu Huili, Zhao Jiazong, Zheng Ruojing, Huang Zeshuang

Guangdong Lardmee Chemical Fertilizer Co. Ltd., Guangzhou, 511453

Abstract: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ers on the growth, yield, quality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horn pepper 
were studied by field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common compound fertilizers, the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s could promote the growth and improve the content of Vc, protein, soluble sugar 
and yield of horn pepper. On the other hand, it could reduce the deformity rate of horn pepper fruits. The 
yield of treatment using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s was 10.95%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treatment of 
common compound fertilizers, the output-to-input ratio was 6.23 ∶ 1, indicating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benefits.
Key words: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s; horn pepper; yield; economic benefit

辣椒营养比较丰富，尤其是 Vc 含量很高，在

蔬菜中名列前茅 [1]。在我国辣椒种植面积仅次于白

菜，其产值和效益则高于白菜 [2]。近年来，因种植

品种单一、产量低、病虫害严重等问题，严重影

响辣椒产业的发展 [3，4]。辣椒整个生育期需肥量较

大，氮磷钾的施用量可以显著影响辣椒的产量和品

质 [5，6]。牛角椒是全国“八大名椒”之一 [7]。如何

保证牛角椒的品质是提高其产量的一个重要问题，

科学的施肥管理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以牛角椒为试

验材料，通过开展腐植酸复合肥与普通复合肥的田

间试验，探索腐植酸复合肥和普通复合肥在辣椒上

的应用效果，研究比较了不同施肥处理下鲜食辣椒

的产量、经济效益和品质，为辣椒提质、增产提供

一定的参考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试验地点：试验于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3 月

在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市牛江镇进行，土壤肥力中等，

地势平坦，排灌方便，土壤质地为粘壤土，土壤基

本化学性质见表 1。
供试肥料：腐植酸复合肥（17-17-17，总腐

植酸 ≥1%）、腐植酸复合肥（19-19-19，总腐植

2021-06-20

邹庆圆，男，1986 年生，农技师，主要从事产品田间试验及推广工作，E-mail：zqy20050588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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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 ≥4%）、普通复合肥（17-17-17）、普通复合肥

（19-19-19）、生物有机肥（有机质 ≥80%，枯草

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 ≥5.0×108 cfu/g），以上

肥料均由广东拉多美化肥有限公司提供。

供试作物：牛角椒，品种“丰椒 1 号”（2020
年 10 月 25 日移栽，2021 年 1 月 25 日第 1 次收果，

2021 年 3 月 9 日结束最后一次采收）。

1.2 试验方法与设计

试验设腐植酸复合肥（HF）和普通复合肥（F）
2 个处理（表 2），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小区

67 m2，每个处理 3 次重复，小区四周设保护行。

试验处理除施肥种类不同外，其他管理方法均一致。

表 1 试验地土壤基本化学性质
Tab.1 Basic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soil in the test site

pH 有机质（g/kg） 全氮（g/kg） 有效磷（mg/kg） 速效钾（mg/kg）

6.2 15.2 1.526 41.9 71.9

表 2 试验方案
Tab.2 Experiment scheme

处理 生育期 肥料种类及用量

HF 定植前 基施，腐植酸复合肥（17-17-17）100 千克 / 亩 + 生物有机肥 80 千克 / 亩

苗期 追施，均匀撒施腐植酸复合肥（19-19-19）5 千克 / 亩

开花结果期 追施，冲施 100 倍稀释腐植酸复合肥（19-19-19）5 千克 / 亩，间隔 10 ～ 15 天追施 1 次，至采收

结束，共追施 5 次

F 定植前 基施，普通复合肥（17-17-17）100 千克 / 亩 + 生物有机肥 80 千克 / 亩

苗期 追施，均匀撒施普通复合肥（19-19-19）5 千克 / 亩

开花结果期 追施，冲施 100 倍稀释普通复合肥（19-19-19）5 千克 / 亩，间隔 10 ～ 15 天追施 1 次，至采收结

束，共追施 5 次

1.3 测试项目与方法

参照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亚

洲蔬菜研究和发展中心（AVRDC）和国际植物遗传

资源研究所（IPGRI）推荐的关于辣椒农艺性状描

述，并结合实际定制的辣椒植物学性状调查标准。

农艺性状取样每小区按照五点取样法，每样点

选择 5 株进行测量，取平均值。株高（cm）：茎基

部到植株顶冠的高度；冠幅（cm×cm）：苗木枝

叶南北和东西方向的宽度；茎粗（cm）：地面 1 cm
处植株的茎粗；叶色：植株中部完整生长正常的最

大叶片正面的颜色，分为 4 个等级，黄绿色、浅绿

色、绿色、深绿色。

果实性状每小区按照五点取样法，每样点选取

5 株，每株选取 3 个成熟果实测量，取其平均值。

果长（cm）：果实从果尖到果肩部的长度；果实

横径（cm）：果实横切直径；果肉厚度（mm）：

用游标卡尺测量果肉厚度；单果重（g）：用天平测

量单果重；辣椒 Vc 含量（mg/100 g）：采用 2，6-
二氯靛酚滴定法测定 [8]；可溶性蛋白质含量（mg/g）：
采用考马斯亮蓝 G-250 染色法测定 [9]；可溶性糖含

量（mg/g）：采用蒽酮比色法测定 [9]。

畸形果率（%）：僵果、小果、尖果、石果为

畸形果，在牛角椒商品成熟期，以 20 株测产株果

实为观测对象，目测及触摸法观测每个果实的外观，

判断是否为畸形果，计算畸形果率。

产量（kg）：分别计算每次采收的产量，至采

收结束，共采收 13 次，取各小区产量的平均值。

1.4 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Excel 进行整理，用 SPSS 17.0
进行统计分析，通过 LSD 法比较各处理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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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腐植酸复合肥对牛角椒农艺性状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腐植酸复合肥的处理在不同生育

期能促进牛角椒植株的生长，在苗期对株高、茎粗、

叶色均有促进作用；开花结果期对株高、茎粗没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冠幅、叶色有促进作用；采收

盛期对茎粗、叶色有持续的促进作用。

2.2 腐植酸复合肥对牛角椒果实性状的影响

由表 4 可知，与普通复合肥相比，施用腐植

酸复合肥的牛角椒果型优美，果肉厚实，果实品

质好。施用腐植酸复合肥能有效促进牛角椒果实

的果长、果实横径、果肉厚度及单果重的增长，

分别比普通复合肥增长了 9.89%、8.67%、12.03%
和 10.36%，其中果长、果肉厚度、单果重均达到

了显著性差异。

表 3 腐植酸复合肥对牛角椒农艺性状的影响
Tab.3 Effects of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s on the agronomic characters of horn pepper

处理

苗期 开花结果期 采收盛期

株高

（cm）

冠幅

（cm×cm）

茎粗

（mm）
叶色

株高

（cm）

冠幅

（cm×cm）

茎粗

（mm）
叶色

株高

（cm）

冠幅

（cm×cm）

茎粗

（mm）
叶色

HF 26.2* 23×19 8.5* 绿色 41.9 45×40* 12.1 深绿色 69.1 86×75 15.3* 深绿色

F 22.9 18×16 7.4 浅绿色 39.3 43×36 11.3 绿色 68.5 79×68 13.2 绿色

注：* 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下同。

2.3 腐植酸复合肥对牛角椒品质性状的影响

Vc、可溶性蛋白质和可溶性糖含量是反映辣

椒营养品质的重要指标 [10]。由表 5 可知，施用腐

植酸复合肥对牛角椒品质方面有提升作用，能够提

表 4 腐植酸复合肥对牛角椒果实性状的影响
Tab.4 Effects of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s on the fruit characters of horn pepper

处理 果长（cm） 果实横径（cm） 果肉厚度（mm） 单果重（g）

HF 24.3* 3.43 3.21* 42.72*

F 20.5 3.16 2.67 38.93

高果实的 Vc、可溶性蛋白质、可溶性糖含量，并

且能够降低辣椒果实的畸形果率。其中，牛角椒果

实的 Vc、可溶性糖含量、畸形果率与普通复合肥

相比，均达到了显著性差异。

表 5 腐植酸复合肥对牛角椒品质性状的影响
Tab.5 Effects of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s on the quality characters of horn pepper

处理 Vc 含量（mg/100 g）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mg/g） 可溶性糖含量（mg/g） 畸形果率（%）

HF 129* 0.92 34* 2.2%*

F 117 0.83 29 3.1%

2.4 腐植酸复合肥对牛角椒产量的影响

由表 6 可知，与普通复合肥相比，施用腐植酸

复合肥增产效果显著，理论亩产量达到了 4342.5 kg，

比普通复合肥增产 428.5 kg，增产率为 10.95%，

达到显著性水平。

对产量结果进行方差分析，由表 7 可知，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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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小区产量（kg/67 m2） 理论亩产量

（kg）
增产率

（%）Ⅰ Ⅱ Ⅲ 平均产量

HF 422.5 434.8 445.6 434.3* 4342.5* 10.95

F 371.2 389.1 413.9 391.4 3914.0 —

表 6 腐植酸复合肥对牛角椒产量的影响
Tab.6 Effects of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s on the yield of horn pepper      

2.5 腐植酸复合肥对牛角椒经济效益的影响

按照当地当年牛角椒平均收购价 6.4 元 / 千克

来计算产值。由表 8 可知，施用腐植酸复合肥的牛

角椒理论产值为 27792.0 元 / 亩，而普通复合肥理

论产值为 25049.6 元 / 亩，腐植酸复合肥较普通复

合肥仅增加了 120 元的肥料成本，而纯收入却增加

了 2622.4 元 / 亩，产投比为 6.23 ∶ 1，经济效益得

到提升。

表 7 产量方差分析
Tab.7 Variance analysis of yield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F-value Fcrit

处理间 2760.615 1 2760.615 9.305* 0.038 7.709

处理内 1186.760 4 296.690

总变异 3947.375 5 　 　 　 　

3  结论与讨论

施用腐植酸复合肥与普通复合肥相比，能

够促进牛角椒植株的株高、冠幅、茎粗、叶色的

生长；能够促进牛角椒果实的果长、果实横径、

果肉厚度及单果重的增长，分别比普通复合肥增

长 9.89%、8.67%、12.03% 和 10.36%，其中对果

长、果肉厚度、单果重作用显著；能够提高果实

的 Vc、可溶性蛋白质、可溶性糖含量，降低牛角

椒果实的畸形果率，其中对 Vc、可溶性糖含量、

果实的畸形果率作用显著，从而提升牛角椒品质；

能够显著提高牛角椒的产量，与普通复合肥相比，

增产率达到了 10.95%，产投比为 6.23 ∶ 1，经济

效益得到提升。

腐植酸复合肥对牛角椒增产、品质提升可能

是通过以下方面实现的。腐植酸复合肥是一种含

有腐植酸类物质的肥料 [11]，腐植酸能够补充土壤

中有机质含量，形成土壤团粒结构，增加土壤的

透水性、保水性、透气性，提高土壤适耕性，同

时调节土壤的 pH[12]，促进土壤微生物数量增多及

活性增强。腐植酸能够提高氮、磷、钾及微量元

素利用率 [13]。腐植酸可刺激蔗糖酶、淀粉酶等多

种酶的活性 [14]，促进可溶性糖在植物体内累积。

腐植酸中的活性基团能使作物的过氧化氢酶和多酚

表 8 腐植酸复合肥对牛角椒经济效益的影响
Tab.8 Effects of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s on economic benefits of horn pepper

处理
理论产量

（千克 / 亩）

理论产值

（元 / 亩）

增加产值

（元 / 亩）

肥料成本

（元 / 亩）

其他成本

（元 / 亩）

增加纯收入

（元 / 亩）
产投比

HF 4342.5 27792.0 2742.4 960 3500 2622.4 6.23 ∶ 1

F 3914.0 25049.6 — 840 3500 — 5.77 ∶ 1

之间产量差异不显著，水平一致，处理间产量差异 显著（F=9.305 ＞Fc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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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土育土等方面的国内外基础研究与应用实践文献摘要 21 篇，供读者参阅。

一、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对生长期水稻不同部位

镉含量的影响

研究了不同水平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处理对湖北

大冶土壤 pH 和生长期水稻各部位镉含量的影响。

采集湖北大冶水稻试验区土壤及抽穗期和灌浆期的

水稻根部，穗部，叶片，茎部 10、20、30 cm 等，

分别测定土壤酸碱度和水稻各部位样品中的镉含

量。结果表明：与对照区（常规施肥）相比，施用

量为 10 和 20 kg/667 m2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使抽穗

期水稻各部位镉含量分别降低 64.54% ～ 97.42% 和

91.78% ～ 98.79%，灌浆期水稻各部位镉含量分别降

低 44.97% ～ 75.30% 和 41.82% ～ 72.80%；而抽穗

期水稻各部位镉含量比灌浆期水稻各部位镉含量低，

抽穗期土壤 pH 较灌浆期土壤 pH 高，土壤 pH 较对

照区变化显著。施用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可以降低水

稻各部位镉含量，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摘自：《热带农业科学》，2020，40（10）：

30 ～ 34
二、腐植酸土壤调理剂对黄河三角洲盐碱土化

学性状及小麦产量的影响

为研究腐植酸土壤调理剂对黄河三角洲盐碱土

的改良效果，通过腐植酸土壤调理剂与常规肥料配

伍，在黄河三角洲盐碱土上进行 3年小麦定位试验。

结果表明：施用腐植酸土壤调理剂能够改善土壤化

学性状。与常规施肥相比，施用腐植酸土壤调理剂

后，土壤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含量分别

提高 3.8% ～ 5.0%、8.6% ～ 12.0%、16.4% ～ 29.2%、

27.3% ～ 30.7%。腐植酸土壤调理剂能够改良土壤

盐碱障碍，相比常规施肥处理，pH 值降低 0.30 ～

0.43 个单位，碱化度降低 4.6% ～ 27.2%，脱盐率为

17.28% ～ 23.53%，钠离子含量降低 15.4% ～ 42.7%，

氯离子含量降低 20.7% ～ 37.6%。2250 kg/hm2 和

3000 kg/hm2 土壤调理剂施用量间均无显著差异。

腐植酸土壤调理剂能够提高小麦产量，与常规施肥

相比，小麦产量提高 7.47% ～ 25.83%。综上，施

用腐植酸土壤调理剂 2250 kg/hm2 是改良黄河三角

洲盐碱土以及提高小麦产量的最佳用量。 
摘自：《农学学报》，2020，10（11）：25 ～

31
三、不同水分与腐植酸处理对裸燕麦生理特性

和产量形成的影响

在防雨棚盆栽条件下，以“内燕 5 号”裸燕麦

为试材，在水分胁迫 [45% 田间持水量（FWC）] 和
正常供水（75% FWC）处理下，于拔节期、抽穗

期和灌浆期叶面喷施腐植酸（HA）和清水（WT），

测定裸燕麦植株形态、叶片抗逆生理指标、产量及

其构成因素等，明确不同生育时期喷施 HA 对裸燕

麦抗旱性影响及其产量形成差异。结果表明：与

喷施 WT 处理相比，45% FWC 处理下喷施 HA 叶

片叶绿素相对含量（SPAD）在拔节期、抽穗期和

灌浆期分别提高 16.7%、7.0% 和 15.1%，过氧化物

酶活性分别提高 14.1%、16.7% 和 6.3%，丙二醛

含量分别下降 20.3%、11.2% 和 7.8%；喷施 HA 叶

片脯氨酸含量均上升，且 45% FWC 显著高于 75% 
FWC 处理，在抽穗期达到最大。45% FWC 处理下，

拔节期喷施 HA 植株小穗数显著增加，抽穗期喷施

HA 穗粒数和千粒重显著增加，且单株籽粒重增加

幅度均超过 10%；75% FWC 处理下，喷施 HA 后

植株单穗粒数显著增加，且单株籽粒重在抽穗期增

幅最大。试验表明，在拔节和抽穗期水分胁迫下喷

施 HA 可显著改善叶片光合能力、提高抗氧化酶活

性和渗透调节能力，进而促进籽粒生长发育并提高

产量。建议水分胁迫条件下在拔节期和抽穗期喷施

HA，正常水分条件下在抽穗期喷施 HA。

 摘自：《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20，38（5）：

71 ～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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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黄腐酸处理对马铃薯部分生理性状的

影响

为了明确黄腐酸对马铃薯抗旱性的影响，分

别配置了不同的黄腐酸施肥处理，并测定马铃薯叶

片的细胞膜相对透性、丙二醛含量、脯氨酸含量、

蛋白质含量以及相对含水量 5 个指标，以分析不同

黄腐酸处理对马铃薯抗旱性的影响程度。结果表

明：100 千克 / 亩普通有机肥处理能有效降低马铃

薯叶片和根系的细胞膜相对透性，分别比对照降低

17.53%、16.90%；40 千克 / 亩黄腐酸生物有机肥、

100 千克 / 亩普通有机肥处理均能有效提高马铃

薯叶片的相对含水量，分别比对照提高 13.34%、

10.06%；100 千克 / 亩普通有机肥处理能有效降

低马铃薯叶片中的丙二醛含量，降低马铃薯叶片

细胞膜脂过氧化程度；100 千克 / 亩普通有机肥、

20 千克 / 亩土壤增效剂处理下，马铃薯叶片中脯

氨酸含量显著高于对照值，分别比对照高 2.125、
1.250μg/mL。 

摘自：《甘肃农业》，2020（8）：101 ～ 105
五、腐植酸浸种对低温胁迫下菜豆幼苗抗氧化

系统的影响

松嫩平原西部是我国重要的出口菜豆生产地，

而频发的季节性冷害对菜豆苗期生长造成严重威

胁。采用菜豆品种“龙芸 14”为试材，对比研究

了昼夜温度为 15 ℃ /8 ℃（T1）和 10 ℃ / 5 ℃（T2）
低温胁迫下腐植酸浸种对菜豆的代表性抗氧化

酶、碳氮代谢及鲜质量的影响，以明确腐植酸浸

种的耐低温生理机制及适宜的腐植酸浸种浓度。

结果表明：适宜浓度的腐植酸浸种增加了低温胁

迫下抗氧化酶活性，增强对 H2O2 的清除能力；

但随着温度的降低和腐植酸浓度的增加（>0.4%），

根系 H2O2 积累加剧，抗氧化酶活性降低。T2 温

度下，腐植酸浸种增加了根系的可溶性糖含量，

提高了植株碳氮比，促进了根系发育，从而提高

植株对低温的耐受能力。综合分析，0.6% 浓度的

腐植酸浸种 8 h 对于提高菜豆苗期耐低温胁迫较

为适宜。 
摘自：《植物生理学报》，2020，56（11）：

2408 ～ 2416

六、黄腐酸对夏玉米水分利用效率及生理指标

的影响

通过田间试验，对夏玉米进行基施、喷施黄

腐酸处理。基施量为 86.63 kg/hm2，喷施量为 63、
34.8、22.8 kg/hm2，浓度分别为 6.0%、3.3% 及 2.5%。

在夏玉米主要生育时期测定叶片的净光合速率、叶

绿素相对含量（SPAD）、吲哚乙酸（IAA）、脱落

酸（ABA）等指标。结果表明：在各生育期，经黄

腐酸处理后的玉米各生理指标均高于对照（CK）

处理。叶面喷施 6% 浓度黄腐酸处理叶片光合速率

及水分利用效率最高，最高值是 CK 处理的 2.5 倍，

显著提高了叶片中 IAA 及 ABA 含量。喷施 3 次后，

喷施高量黄腐酸增加了 40%，喷施低量黄腐酸增加

了 70%，基施黄腐酸增加了 27%。对夏玉米施用黄

腐酸喷施处理的效果优于基施处理，且叶面喷施黄

腐酸的最佳用量为 63 kg/hm2。 
摘自：《水土保持应用技术》，2021（2）：

1 ～ 3
七、腐植酸尿素对鲜食型甘薯生长及产量形成

的影响

以鲜食型甘薯“徐薯 32”为试材，在当地甘

薯田氮肥常规施用量（纯氮 90.0 kg/hm2）的基础

上适当减少用量，研究减氮条件下腐植酸尿素和

普通尿素对甘薯生长、产量形成及肥料利用率的

影响。结果表明：腐植酸尿素、普通尿素处理比

常规施肥量减少 15.38% ～ 24.61% 条件下，甘薯

鲜薯产量显著提高 8.47% ～ 12.06%，商品薯产量

显著提高 5.08% ～ 17.38%；等氮量条件下，腐植

酸尿素处理的鲜薯、商品薯产量最高比普通尿素处

理分别提高 3.31%、11.70%，氮肥农学利用率提高

9.99% ～ 52.98%。综上，在等氮量条件下，与普

通尿素相比，腐植酸尿素不仅能保障甘薯高产稳

产，还能提高其氮肥农学利用率和偏生产力，达到

节肥增效、减少对环境污染的目的。 
摘自：《山东农业科学》，2021，53（4）：

98 ～ 102
八、黄腐酸处理对甘蓝型春油菜生理指标的

影响

为了探明黄腐酸提高甘蓝型春油菜抗旱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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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分别用 4 种黄腐酸生物有机肥处理甘蓝型春

油菜，测定了甘蓝型春油菜叶片细胞膜相对透性、

相对含水量、丙二醛含量和脯氨酸含量等指标，分

析黄腐酸生物有机肥处理下甘蓝型春油菜生理指标

的变化规律，找到黄腐酸生物有机肥施用量的最佳

范围。结果表明：600 ～ 900 kg/hm2 黄腐酸生物有机

肥处理能有效降低甘蓝型春油菜叶片的细胞膜相对

透性；600 ～ 900 kg/hm2 黄腐酸生物有机肥处理能

在一定范围内提高甘蓝型春油菜叶片相对含水量；

300 ～ 900 kg/hm2 黄腐酸生物有机肥处理并不能有效

降低甘蓝型春油菜叶片中的丙二醛含量；600 kg/hm2

黄腐酸生物有机肥处理可通过增加脯氨酸含量来维

持细胞渗透平衡，进而提高自身抗旱性能。 
摘自：《农业科技与信息》，2021（3）：59 ～ 62
九、黄腐酸肥料对日光温室“中油 5 号”桃

的增产提质效果

对日光温室栽培的“中油 5 号”油桃，以每

株施底肥海藻有机肥 8.3 kg 为对照，试验 3 种黄腐

酸肥料的增产提质效果。结果表明：每株施底肥海

藻有机肥 8.3 kg 加黄腐酸微生物菌剂 360 g；每株

施底肥海藻有机肥 8.3 kg，花后坐果期、膨果期分

别追施黄腐酸营养液 75 g；每株施底肥黄腐酸有

机 - 无机复混肥 360 g 加黄腐酸微生物菌剂 360 g，
花后坐果期、膨果期分别追施黄腐酸营养液 75 g，
增产提质效果均不同程度优于对照。以每株施底

肥海藻有机肥 8.3 kg，花后坐果期、膨果期分别追

肥黄腐酸营养液 75 g 的处理效果最佳，单株坐果

数 71 个，单株产量 12.08 kg，果实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 9.7%，可溶性糖含量 8.38%，可滴定酸含量

0.38%，均与对照差异显著；单果重 170.06 g 和 Vc
含量 2.59 mg/100 g，均与对照无显著差异。 

摘自：《落叶果树》，2021，53（6）：16 ～ 18
十、黄腐酸对阳光玫瑰葡萄果实品质及产量的

影响

为了探究黄腐酸对阳光玫瑰葡萄果实品质及

产量的影响效果，以4年生的阳光玫瑰葡萄为试材，

设置 6 个黄腐酸施用量（0、2.5、5、11、33、
100 克 / 株），分别于开花期、幼果期、转色期、

果实膨大期根际施入，对不同用量黄腐酸处理下的

叶片养分、叶绿素含量、净光合速率、产量、果实

品质及香气物质含量进行测定与分析。结果表明：

与对照 T0 相比，施用黄腐酸处理叶片的氮、磷、

钾含量均显著提高，但超过一定浓度后叶片氮、磷

含量出现下降（T5 处理），葡萄叶片叶绿素相对

含量和净光合速率也显著提高，其中 T3 和 T4 处

理葡萄的单株产量分别达到 10.17 和 10.57 kg，且

葡萄果实可滴定酸含量较其他处理最低，可溶性固

形物和 Vc 含量间无显著差异，但显著高于其他处

理；对照中未检测到松油醇、橙花醇和柠檬烯，

T3 和 T4 处理检测到的萜类香气物质种类最多，而

且每种香气物质的含量比其他处理都高；本试验条

件下 11 ～ 33 克 / 株为黄腐酸推荐用量，可为阳光

玫瑰葡萄的优质高产提供参考。

摘自：《石河子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39（5）：590 ～ 596
十一、盐碱胁迫下黄腐酸对甜瓜幼苗生长抑制

的缓解效应

以薄皮甜瓜为试材，黄腐酸为缓施剂，采用根

施方法，以常规土壤为对照（CK0），用 100 mmol/L
NaCl 和 NaHCO3 的混合液模拟盐碱环境，以浇灌

不同浓度黄腐酸为外源调节剂，设 7 个浓度水平 0
（CK1）、100（T1）、200（T2）、400（T3）、800（T4）、

1600（T5）和 3200 mg/L（T6），研究了盐碱胁迫下

黄腐酸对甜瓜幼苗生长过程中形态、生物量、叶绿

素及根系发育的影响，以期为盐碱条件下采用根施

方法缓解作物生长提供参考依据。结果表明：随黄

腐酸浓度的增加，甜瓜幼苗在盐碱胁迫下缓解趋势

增强，黄瓜幼苗生物量、净光合速率和根系活力均

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T3 处理与 CK1 相比，甜

瓜幼苗总干质量增加 23.0%；T3 和 T4 处理与 CK1
相比，其地下部干质量分别增加 27.0% 和 38.0%；

T4 处理与 CK1 相比，黄瓜幼苗总叶绿素含量增加

47.1%，并随黄腐酸浓度的增加，甜瓜幼苗根系干

物质积累量较 CK1 显著提高，T3 和 T4 处理甜瓜

幼苗根系活力较 CK1 显著提高。因此，施用黄腐

酸浓度在 400 ～ 800 mg/L 范围时，对 100 mmol/L
盐碱胁迫下甜瓜幼苗生长具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摘自：《北方园艺》，2021（24）：45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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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利用傅立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质谱法分

析土壤黄腐酸化学组成  

土壤黄腐酸（FAs）被认为是具有高反应活性

的土壤有机质库。FAs 的功能与其化学结构有关，

其化学结构的细节尚不清楚。为了更好地了解它

们，傅里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质谱法（FTICR-MS）
一定是个有用但不常用的工具。本研究采用负离子

模式电喷雾电离 FTICR-MS，测定了来自不同土壤

的 5 种 FA 样品组成的结构性质。根据 H/C-O/C 范

氏图，峰对应的分子式被划分为 7 个化合物组。结

合变相旋转边带分离的交叉极化 / 魔角自旋 13C 核

磁共振（NMR）波谱用于估计 C 的组成。结果表

明：根据 FTICR-MS，分子式对应的峰数为 1746 ～

2605，m/z 范围为 200 ～ 700。那些在范氏图中排

列在类木质素区、类单宁区和稠环芳烃区的峰值分

别占总峰值的 49% ～ 58%、4% ～ 20% 和 18% ～

39%。在类木质素和稠环芳烃区检测到的峰值之和

的比例与 13C NMR 估计的芳香 C% 呈正相关。根

据羧基 Kendrick 质量缺陷分析，94 个分子式对应

的是最大环数为 4 ～ 7 的缩合芳香酸的潜在结构。

综上，土壤 FAs 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具有高比例的

类木质素物质和稠环芳烃，包括那些可能具有小的

环数的缩合芳香酸，以及在土壤腐植酸中普遍缺乏

的类单宁物质。    
译者：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韩立新 
译自：Chemical compositional analysis of soil 

fulvic acids using Fourier transform ion cyclotron 
resonance mass spectrometry，Rapid Communications 
in Mass Spectrometry，2020，34（15）：e8801

十三、天然粘土矿物与腐植酸联合修复钒污染

土壤

由于钒开采活动日益频繁，矿区周围土壤污染

严重。利用粘土矿物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是一种有

效的原位修复技术。粘土矿物与腐植酸联合修复钒

污染土壤是本研究探索的新方法。结果表明：通过

比较土壤 pH 调节、有效养分利用和钒稳定的能力，

电气石是修复污染土壤的有效粘土矿物，腐植酸与

电气石联合可以进一步促进修复效果。腐植酸和

电气石用量分别为 1% 和 5% 时，土壤 pH 较对照

略提高 0.62 个单位，土壤有效养分的利用有所提

高。两周后黑麦草发芽率达 95%，株高达 12 cm。

联合修复后的土壤中，物种的均一性和丰富度分

析表明，Shannon 指数和 McIntosh 指数分别增加

到 2.023 和 0.968。60 天后，土壤中钒的残留量比

对照增加了 30%。通过扫描电镜 - 能谱、傅里叶变

换红外光谱和 X 射线光电子能谱分析表明，联合

钝化剂与钒的相互作用主要涉及络合、离子交换和

吸附。本研究结果可为钒污染土壤的修复提供一种

绿色、有效的方法。  
译者：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韩立新 
译自：Remediation of vanadium-contaminated 

soils by the combination of natural clay mineral and 
humic acid，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20，
doi：10.1016/j.jclepro.2020.123874

十四、施用氮磷钾肥和腐植酸对紫糯玉米生长

和生产的影响

该研究于 2018 年 9—12 月在 Gowa 摄政区

Bontonompo 地区 Bilonga 村进行，探讨了不同剂

量的氮磷钾肥和腐植酸对紫糯玉米生长和产量的影

响。采用两因素析因设计和随机区组设计。一个因

素是氮磷钾施肥：对照，250、300 和 350 kg/hm2 
4 个水平。另一个因素是腐植酸：0、15 和 20 kg/hm2 
3 个水平，共 12 个处理组合，重复 3 次。结果表明：

施氮磷钾肥量为 350 kg/hm2 的紫糯玉米产量最高

可达 2.95 t/hm2。施用腐植酸对紫糯玉米生长和产

量无显著影响，但增加了土壤 pH 和阳离子交换

容量。

译者：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袁晓娜

译自：Growth and production of purple waxy 
corn （Zea mays ceratina Kulesh） on the application 
of NPK fertilizers and humic acid，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2020，575
（1）：012118

十五、不同腐植酸浓度和施用方式对伊拉克南

部部分豇豆品种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2019 年秋季，通过添加不同腐植酸浓度和施

用方式对 3 种豇豆的生长和产量进行了研究。以

“Ramshorn”“TSD”和“Biader”3 个豇豆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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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试材，腐植酸采用 0、2 和 4 mL/L 浓度以叶面喷

施和地面灌溉的方式施入。试验采用裂区设计，设

3 个重复。在 0.05 概率水平下，使用 LSD 比较平

均值。结果表明：不同浓度的腐植酸对不同品种豇

豆的株高、侧枝等生长参数和绿荚、软籽等产量参

数有显著影响。相同的施用方式下，4 mL/L 的腐

植酸浓度效果优于其他浓度。相同浓度下，地面灌

溉比叶面喷施效果好。“Biader”对腐植酸浓度和

施用方式的响应较好。

译者：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袁晓娜

译自：Response of some varieties of Vigna ungui-
culata（L.） walp cultivated in southern iraq to different 
methods of addition and concentrations of humic acid 
in growth and yield，Plant Cell Biotechnology and 
Molecular Biology，2020，21（51 ～ 52）：23 ～

30
十六、黄腐酸对干旱胁迫下柑橘幼苗光合特性

的影响

以“黄果甘”柑桔幼苗为试材，研究了黄腐

酸对干旱胁迫下柑橘幼苗光合特性的影响。利用

便携式光合仪（L1-6400）测定净光合速率和叶绿

素荧光。结果表明，喷施 200、400、600 mg/L 黄

腐酸的柑橘幼苗的净光合速率均高于对照组，且随

黄腐酸浓度的增加而增加。随着黄腐酸浓度的增

加，光系统 II（PSII）中的固定荧光（Fo）、最大

荧光（Fm）、可变荧光（Fv）、光化学猝灭系数

（qP）、有效光化学量子产量（Fv’/Fm’）和柑橘

幼苗的非光化学淬灭系数（NPQ）均显著增加，而

PSII 中的 Fo/Fv（可代表 PSII 活性）则表现出相反

的调节模式。

译者：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矫威 
译自：Effects of fulvic acid on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itrus seedlings under drought 
stress，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2020，474
（3）：032007

十七、从煤中分离的不同类型腐植酸对土壤

NH3 挥发和 CO2 排放的影响

腐植酸能改善土壤养分，促进植物生长。风化

煤和褐煤腐植酸含量高，可作为农业资源利用，但

其对土壤 NH3 挥发和 CO2 排放的影响尚不明确。

本研究通过田间试验，比较了从煤中 [ 粉碎的风化

煤（HC）、粉碎的褐煤（HL）、碱性风化煤（AC）

和碱性褐煤（AL）] 分离的 4 种类型腐植酸对在种

植玉米的土壤中的 NH3 挥发、CO2 排放、pH、C/N
比以及酶活性的影响。生物质腐植酸（BHA）的

影响也被检验比较。HL、AC、AL 和 BHA 与对照

（仅施用化肥）相比，累积 NH3 损失分别增加了

147.7%、278.5%、113.9% 和 355.3%，尤其 BHA
引起的累积 NH3 损失比从煤中分离的腐植酸增加了

90.71%。只有 AL 处理的累积 CO2 损失显著增加，

与其他处理相比增加了 14.44% ～ 24.90%。土壤脲

酶活性与累积 NH3 损失呈正相关（P < 0.001），而

土壤 C/N 比（P< 0.001）和土壤蔗糖酶活性（P < 
0.05）与累积 CO2 损失呈正相关。由于粉碎的风化

煤中的腐植酸没有增加 NH3 挥发和 CO2 排放，因

此被认为是最适合田间应用的腐植酸。  
译者：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韩立新 
译自：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humic acid 

isolated from coal on soil NH3 volatilization and CO2 

emissions，Environmental Research，2021，194：
110711

十八、微塑料在多孔介质中的传输和沉积行

为：氮肥和腐植酸的共同影响

由于肥料与微塑料（MPs）和多孔介质之间的

相互作用，施肥过程会影响 MPs 在土壤中的运输

和分布。为了研究氮肥（无机氮肥和有机氮肥）和

腐殖质对 MPs 在多孔介质中的运输 / 滞留行为的

相互影响，在 pH 为 6 的 10 mmol/L KCl 溶液中，

分别以氯化铵（NH4Cl）和尿素 [CO（NH2）2] 作
为无机氮肥和有机氮肥，腐植酸（HA）作为腐殖

质物质模型进行试验。研究发现，3 种粒径的 MPs
（0.2、1 和 2 µm），在没有 HA 介质情况下，2 种

类型的氮肥都减少了 MPs 在多孔介质（石英砂和

土壤）中的运输，增加了它们在多孔介质中的保留。

氮肥吸附在 MPs 和沙子 / 土壤表面，降低了 MPs
与多孔介质之间的静电排斥力，从而促进了 MPs
的沉积。溶液中吸附氮肥的 MPs 更紧密地附着在

多孔介质上，因此更难通过低离子强度溶液洗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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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流动。HA 通过空间排斥力和增加 MPs 与多孔介

质表面之间吸附作用的静电排斥力，可以增加吸附

了氮肥的 MPs 在溶液中的转运。

译者：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李双 
译自：Transport and deposition behaviors of micro-

plastics in porous media: co-impacts of N fertilizers 
and humic acid，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doi: 10.1016/j.jhazmat.2021.127787

十九、腐植酸生物刺激素提高小麦的抗旱性：

干旱相关基因的表达模式

植物在干旱胁迫下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生

化和分子反应。在小麦中发现了许多具有不同功能

的干旱相关基因，这些基因通过脱落酸（ABA）

依赖和非 ABA 依赖响应逆境胁迫。然而，关于生

物刺激素对干旱相关基因影响的研究还很少。腐

植酸作为一种生物刺激素，在各种非生物逆境中

对植物生长、产量和增强抗逆性等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但其与干旱相关基因的关系尚不清楚。本

研究旨在探讨 - 6 bar 渗透势和 -8 bar 渗透势的聚乙

二醇 6000（PEG6000）胁迫条件下，ABA 和腐植

酸处理对小麦的总氧化状态（TOS）和总抗氧化状

态（TAS）的影响，以及 miRNA 靶基因（AP2、
GRF、LAC、CSD1/CSD2 和质体蓝素）对小麦抗

旱基因（Aksel 2000、Kırkpınar 79）和敏感基因（Atlı 
2002、Kırmızı Kılç）表达的影响。结果表明，这

些基因的表达因基因型和组织而异，通过启动子分

析确定了这些基因是否依赖于 ABA 的信号传导途

径来响应逆境胁迫。同时，腐植酸对基因表达具有

积极作用，可以改善由 PEG6000 引起的生化变化

和基因表达的不规则性。

译者：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李双 
译自：Humic acid as a biostimulant in improving 

drought tolerance in wheat: the expression patterns 
of drought-related genes，Plant Molecular Biology 
Reporter，2021，39（3）：1 ～ 12

二十、地表灌溉和腐植酸处理对天竺葵生长、

产量和精油的影响

水分是影响药用和芳香植物生长、产量和品

质的重要因素之一，水分的缺乏会造成严重的生

长危害和产量损失。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在 El 
Kanater El Khairiya 的粘土土壤中，确定最适宜的灌

溉处理 [ 蒸发蒸腾量（ETo）120%、100% 和 80%]
和腐植酸量（0、1.0、1.5 和 2.0 cm/L）对天竺葵产

量和精油的影响。结果表明，腐植酸能缓解水分缺

乏的胁迫效应，120% ETo 灌溉和 2.0 cm/L 腐植酸

处理能改善植株的株高、分枝数、鲜重、干重和

精油产量等生长性状。80% ETo 和 2.0 cm/L 腐植

酸处理的精油百分比和脯氨酸含量在 2 个生长季中

最高。120% ETo 灌溉水平均为 7192 立方米 / 次，

2 个生长季均可获得最高产量。在 80% ETo 和

2.0 cm/L 腐植酸处理下，水分利用效率和水分生

产力在 2 个生长季的平均值最高，分别为 14.1 和

10.0。由此可以得出，天竺葵的需水量在 120% ETo
以下。而在缺水条件下，施用 80% ETo 和 2.0 cm/L
腐植酸可使天竺葵产量提高 24%，高于 2 个生长

季 120% ETo 处理的平均值。

译者：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袁晓娜

译自：Response of growth，yield and essential 
oil of geranium plants to surface irrigation and humic 
acid treatments，Asian Plant Research Journal，
2021，7（2）：39 ～ 56

二十一、生物肥料和腐植酸对蒲公英生长和开

花的影响

2020 年 2—12 月，在提克里特大学农学院园艺

和景观学系育苗室进行了盆栽试验。试验包括 2 个

因素，腐植酸添加量：0 和 3 g/L；生物肥料：不

添加菌种、Glomus mosseae 和Bacillus sabtilus。结

果表明：Glomus mosseae 处理在大部分性状上具

有优势，株高 111.52 cm，孢子数 258.74 g/100 g；
添加腐植酸效果较好，获得了 5.84 株花序，瓶插

期为 13.95 天；Glomus mosseae 与腐植酸互作处理

的叶片中氮、磷、钾浓度最高，分别为 2.08%、

0.323% 和 1.70%。

译者：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袁晓娜

译自：Effect of biofertilizer and humic acid on 
growth and flowering of Solidago spp，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2021，761
（1）：01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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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腐植酸肥料具解“五毒”

近年来，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被人们广泛关

注。有毒有害重金属在土壤中因不易随水淋溶和被

土壤微生物分解，易被生物体富集，从而对动植物

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其中，镉、汞、砷、铅、

铬 5 种重金属污染以其毒性大而被称为土壤中的

“五毒元素”。如今，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成为了

人们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对“五毒元素”污染土壤

的治理。而腐植酸、腐植酸肥料在此方面有不少的

研究成果。现集结腐植酸、腐植酸肥料在土壤“五

毒元素”污染治理上的机理与应用，分享如下。

一、镉污染治理

镉是一种具有毒性的重金属微量元素，是人体、

动物和植物的非必需元素。镉在土壤中多以 +2 价

及其化合物 [CdCO3、Cd（PO4）2、Cd（OH）2，

以 CdCO3 为主 ] 形态存在。土壤中镉的形态也可分

为水溶态、可交换态、碳酸盐态、有机结合态、铁

锰氧化物结合态和残渣态，其中，水溶态和可交换

态镉可以被植物吸收。镉一般在 0 ～ 15 cm 的土壤

表层累积，15 cm 以下含量显著减少。

作用机理。秸秆源与矿物源腐植酸吸附镉的

过程主要是化学吸附，参与的官能团主要是羟基和

羧基，此外也有非均相的扩散吸附过程。溶液 pH
和离子强度是影响腐植酸吸附镉的重要因素。秸秆

源与矿物源腐植酸吸附镉后未改变其形貌特征且镉

吸附位点均匀分布在物质表面（李波，2021）。腐

植酸表面粗糙，发生吸附时，可提供丰富的吸附位

点和孔隙。腐植酸含有醌基、醇羟基、羧基、羰基

和 C=C 键，能与镉离子发生配位络合作用，通过

化学吸附作用将镉离子固定在土壤中（姜洁如等，

2018，2019）。腐植酸可溶性组分对土壤镉有活

化作用，残渣组分对土壤镉有钝化作用（邹传等，

2018）。另外，腐植酸可以促进超富集植物生长，

提高作物对镉胁迫的抗性。

应用效果。施用腐植酸能显著降低烟叶镉含

量，较空白处理显著降低 0.96 ～ 1.22 mg/kg，消减

率为 35.80% ～ 46.51%，烟叶镉富集系数从 8.22 降至

5.27 ～ 5.90，有效减轻烟叶对镉的富集作用；施用

腐植酸还能显著降低土壤有效态镉含量（11.95% ～

 14.64%），并使土壤 pH 分别升高 0.50 和 0.54（黄

振瑞等，2021）。施用量为 10 和 20 kg/667 m2 的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使抽穗期水稻根部、穗部、叶片、

茎部等部位镉含量分别降低 64.54% ～ 97.42%、

91.78% ～ 98.79%；灌浆期水稻根部、穗部、叶片、

茎部等部位镉含量分别降低 44.97% ～ 75.30%、

41.82% ～ 72.80%（苏冰霞等，2020）。与喷施清

水相比，喷施 100 mg/L 黄腐酸溶液可以增加小麦

幼苗光合色素、游离脯氨酸和可溶性糖含量，降低

丙二醛含量，提高过氧化氢酶活性，从而增强抗氧

化代谢能力，提高渗透调节能力，缓解镉胁迫对

小麦幼苗的毒害作用（陈毅凡等，2021）。氮肥

和腐植酸处理使土壤有效态镉含量分别增加 64.1%
和 53.1%，超富集植物孔雀草镉的累积量分别增加

7.17 倍和 4.15 倍，从而增强重金属镉污染土壤的

生物修复效果（王冰清等，2021）。

二、汞污染治理

汞在土壤中呈 3 种价态，0 价、+1 价、+2 价。

按化学形态可分为金属汞、无机结合态汞、有机

结合态汞，或是水溶态汞、可交换态汞、碳酸盐

结合态汞、有机结合态汞、铁锰氧化物结合态汞

和残渣态汞。由于土壤中的矿物对汞具有强烈的

吸附作用，95% 以上的汞能迅速被土壤吸持或固

定而以矿质固定态存在，其活性极低，是潜在汞源。

另外，土壤汞还通过还原与挥发作用进入大气形

成污染。

作用机理。腐植酸对汞离子的主要吸附方式

既形成共价络合，也有内部网格束缚；黄腐酸吸附

汞的主要方式是表面官能团通过静电吸附水合金属

离子（张杰，2008）。腐植酸能促进土壤中水溶态

汞、酸溶态汞和残渣态汞向碱溶态汞及有机结合态

汞转化，从而抑制土壤汞的生物有效性，增强土壤

对汞的固定能力（彭国栋，2012）。含腐植酸风化

煤钝化修复土壤主要是其活性官能团与重金属发生

络合、螯合等一系列反应，进而降低汞在土壤中的

可迁移性和生物有效性（曾文號等，2018）。腐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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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还可促进超富集植物对汞的吸收，利用植物修复

降低土壤汞含量。

应用效果。腐植酸能有效地抑制土壤汞的

挥发，降低植株对土壤挥发汞的吸收（李波等，

2002）。与对照 CK 相比，不同浓度黄腐酸和腐

植酸作用下土壤水溶态汞和可交换态汞在 45 天

内分别下降 6.28% ～ 7.05%、13.25% ～ 15.89% 和

7.32% ～ 7.46%、14.26% ～ 16.7%；而土壤碱溶态

汞和有机结合态汞在 45 天内分别上升 13.03% ～

16.24%、14.33% ～ 17.27% 和 2.52% ～ 8.67%、

15.96% ～ 19.16%（冉梅雪等，2020）。投加黄腐

酸能提高棉花中总汞的含量，促进植物根部汞向地

上部分转运以及土壤总汞和有效汞的降低；黄腐酸

投加量为 0.075 kg/m2 时促进效果最好；修复后，

土壤总汞含量由 0.45 mg/kg 降低到 0.34 mg/kg，土

壤有效汞含量由 1.45μg/kg 降低到 0.28μg/kg；所

有处理中，棉絮没有汞检出（徐灿灿等，2020）。

投加黄腐酸能提高超富集植物苎麻中总汞的含量，

促进苎麻根部汞向地上部分转运以及土壤中总汞和

有效汞的降低（范占煌等，2021）。

三、砷污染治理

砷是一种剧毒的类金属元素，以 -3 价、+3 价、

+5 价 3 种价态的化合物存在于土壤中，以 +3 价砷

的毒性最大，土壤中砷形态按植物吸收难易可划分

为水溶性砷、吸附性砷和难溶性砷。中国土壤的砷

含量呈南北向地域分布。砷集中在表土层 10 cm 左

右。砷不是植物、动物和人体的必需元素，但植物

对砷有强烈的吸收积累作用。

作用机理。腐植酸对砷的钝化机理主要为吸附、

离子交换及络合（螯合）作用（刘煌等，2021）。

当分子量小于 10 kDa 时，腐植酸与 +3 价砷络合能

力较强，其中羧基和酚羟基起重要作用，为主要络

合位点。腐植酸中不同分子量组分和 +3 价砷的络

合过程均存在强和弱 2 种络合位点（李士凤等，

2020）。E4/E6 值小、分子量大、总酸性基含量较

低的煤基腐植酸对土壤砷具有明显的钝化作用；

而E4/E6 值大、分子量小、总酸性基含量较高的煤

基腐植酸对土壤砷具有一定的活化作用（郭凌等，

2017）。植物应对砷酸盐胁迫的主要差异表达氨基

酸类型为 GLU 和 ARG，腐植酸可使 GLU 和 ARG
的表达水平明显上调来缓解砷酸盐对植物的毒害

（王琦等，2020）。

应用效果。施用腐植酸水溶肥可减少水稻砷

的积累，施用腐植酸水溶肥 150 ～ 900 kg/hm2 的

稻米砷含量下降 33.96% ～ 44.92%（P<0.05）（张

子叶等，2021）。E 4/E 6 值小、分子量大、总酸性

基含量较低煤基腐植酸处理土壤中可交换态砷含

量、有效砷含量和小白菜地上部砷总量分别比砷

胁迫处理显著降低了 49.18%，42.22%和 15.17%（郭

凌等，2017）。腐植酸钠的加入降低了土壤中溶

解态与可交换态、有机结合态砷含量，特殊吸附

态、氧化态砷先升高后降低，残渣态砷含量升高，

促进了土壤中砷向稳定性较好的残渣态转化（张

毓太，2019）。施加 1.3 g/kg 木本泥炭时，土壤中

有效态砷含量显著降低了 5.17%（唐若桐等，2020
年）。添加腐植酸对砷酸盐的生菜产酸胁迫具有

不同程度的缓解作用；对高浓度砷酸盐的生菜毒

性作用有所缓解；可促进生菜生长，提高生菜品

质（王琦等，2020）。

四、铅污染治理

土壤中的铅主要以 Pb（OH）2、PbCO3、PbSO4

的固定形式存在，土壤溶液中可溶性铅含量很低。

铅作为离子可以 +2 价和 +4 价存在，其 +2 价氧化

态稳定，+4 价氧化态不稳定，土壤中多为 +2 价铅

及其化合物。土壤中铅大多在表土层发现。土壤中

铅的形态有水溶态、可交换态、碳酸盐态、铁锰氧

化物结合态、有机质硫化物形态及残渣态。

作用机理。腐植酸低分子量组分可促进土壤对

重金属铅的吸附，高分子量组分可促进土壤对重金

属铅的解吸（陈亭悦，2020）。腐植酸对铅的吸附

有 4 种结合方式：物理吸附、络合、离子交换和氢

键结合（邱勇等，2020）。随着温度的升高，有机

肥腐植酸对铅离子的吸附量也随之增加，说明吸附

过程以物理吸附为主（王兴权，2021）。腐植酸主

要是通过调节土壤 pH 和有机质含量来抑制铅的生

物有效性，其中土壤 pH 值占主导因子（武瑞平，

2018）。腐植酸是一种天然大分子有机酸，含有的

多种官能团（如 -COOH、-NH2、-OH 和 Ar-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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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与铅形成络合物，是驱动方铅矿和磷氯铅矿释

放铅能力最强的腐殖质。腐植酸通过改变根系对铅

的吸收途径、提高植物根细胞对铅的解毒能力、增

加茎细胞对铅的迁移能力，促进超富集植物对铅的

吸收和积累（柳检，2019）。

应用效果。施用腐植酸水溶肥 150 ～ 900 kg/hm2

的稻米铅含量下降 21.38% ～ 27.90%（P<0.05）（张

子叶等，2021）。5% 腐植酸配施石灰处理使有效

态铅含量较对照降低 89.45%，黑麦草地上部铅吸

收量显著小于其他处理，较对照降低 48.52%；石

灰和腐植酸共同施用对土壤铅生物有效性的调控效

率优于单施腐植酸或石灰，石灰与腐植酸之间存在

明显交互作用（曾秀君等，2020 年）。铅污染土壤

中加入腐植酸后，土壤中的有效态铅降低，降幅在

16% ～ 20% 之间，小油菜植株中铅的含量降低，

降幅可以达到约 60%（胡一奇，2019）。针铁矿 -
黄腐酸复合材料中黄腐酸的质量比越高，对铅钝化

作用效果越好，土壤中铅的钝化率随钝化时间的延

长而增加，并趋于稳定；钝化修复后可交换态及碳

酸盐结合态铅含量降低，残渣态铅含量增加；钝化

修复后土壤阳离子交换量、速效钾及铵态氮含量均

有所提高。该复合材料在红壤铅钝化修复中应用有

效（刘千钧等，2019）。腐植酸钝化剂施用量的增

加，休耕土壤酸可提取态、还原态和氧化态重金属

向着残渣态方向转化，其中施用量为 750 kg/667 m2

的处理残渣态铅较对照提高 217.30%（门姝慧等，

2019）。堆肥腐植酸的施用可以显著促进超富集植

物东南景天的生长和对铅的吸收累积（王凯迪，

2020）。

五、铬污染治理

铬是一种环境污染元素，被铬污染的土壤主

要分布在 0 ～ 20 cm 的土层内。铬在土壤中主要以

+3 价、+6 价存在。+3 价铬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毒性小，在土壤中常以难溶氢氧化物的形式存在；

而 +6 价铬毒性强，溶解度大，在一定 pH（6.15 ～

8.15）条件下，土壤中的 +3 价铬能被氧化为 +6 价

铬。土壤受铬污染主要是 +6 价铬。

作用机理。在污染土壤中添加腐植酸可以改变

土壤对铬离子各形态的吸持能力，使具有直接毒性

的可溶态铬急剧减少，同时使铬的氧化物结合态、

碳酸盐结合态及有机结合态增加，降低了铬在土壤

中的流动性、活性和生物可利用性（王亚军等，

2007）。生物腐植酸还原、络合固定、包裹阻断和

土壤团粒化恢复种植功能四位一体的协同修复，是

铬污染土壤生物腐植酸绿色修复的机理（田原宇，

2016）。

应用效果。中、高施用水平的黄腐酸钠对盆栽

油菜中的铬含量有抑制作用，铬含量降低 20%（王

睿祺，2021）。在蚯蚓粪 300 g/kg+ 腐植酸 10 g/kg 
处理下，莙达中的铬含量最低，较 CK 减少了

82.32%。腐植酸含量增加，莙达中的铬含量显著

下降（杨佳琪，2019）。施入 60 ～ 80 g/kg 超声

波活化风化煤，可以有效减轻土壤中重金属铬单

一污染对小白菜的毒害（王国静，2013）。将生物

腐植酸作为铬污染土壤的绿色修复剂，修复后土壤

中 +6 价铬由修复前 159 ～ 2860 mg/kg 降至 0.5 ～

44.1 mg/kg，将铬污染土壤中 99.92% 以上的 +6 价

铬还原为 +3 价铬；修复后土壤进行加速老化试验，

250 h 系列加速试验 +6 价铬含量均未检出；修复后

直接进行植物栽种试验，土壤养分丰富，作物长势

良好（田原宇，2016）。土壤中加入腐植酸后，使

+6 价铬的还原量明显增加，还原率可达到 16.2% ～

27.3%；土壤 +6 价铬的含量明显减少，使土壤 +6 价

铬的去除得到显著提高；在 1.0 ～ 2.0 V/cm 电压条

件下，腐植酸可使总铬的去除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增加幅度不大（孙孝庆，2016）。施加腐植酸后，

基质中以残渣态铬为主；超富集植物李氏禾茎叶中

以残渣态铬为主，根中则以盐酸提取态铬为主（郭

越宏等，2021）。

综上，从腐植酸、腐植酸肥料对土壤“五毒元

素”治理的机理与应用的成果中可以看出，腐植酸

这个大分子有机混合物，组分多样，活性官能团丰

富。其对不同的重金属治理机理有相似、有差异，

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效果因腐植酸的来源、提

取方法、分子量不同和污染重金属种类不同亦有不

同。因此，在利用腐植酸、腐植酸肥料治理土壤重

金属污染时，要针对土壤重金属的种类精准施策，

方能事半功倍。                      （本编辑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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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土壤修复剂及其在氯代烃污染土壤修复中的应用
一、基本信息

1. 专利号：ZL201610402088.9。
2. 发明人：李捷、王媛媛、杨帆、于淑亭。

3. 专利权人：无锡虞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4. 授权时间：2020 年 3 月 10 日。

5. 技术领域：本发明涉及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领

域，尤其涉及一种土壤修复剂及其在氯代烃污染土

壤修复中的应用。

二、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土壤修复剂及其

在氯代烃污染土壤修复中的应用，能够高效降解并

去除土壤中的氯代烃，提高土壤对氯代烃的分解和

去除能力。

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土壤修复剂，原料

组成包括金属粉：150 ～ 200 重量份；好氧降解菌：

100 ～ 500 重量份；腐植酸：100 ～ 600 重量份。

在一优选技术方案中，原料组成包括金属粉：

171 重量份；好氧降解菌：200 重量份；腐植酸：

429 重量份。

在一优选技术方案中，原料组成包括金属粉：

171 重量份；好氧降解菌：300 重量份；腐植酸：

429 重量份。

在一可选技术方案中，所述金属粉选自铁粉或

镁粉。

在一可选技术方案中，所述好氧降解菌选自芽

孢杆菌属中的任一菌株或它们的任意混合菌株。当

然，本技术方案也并不仅局限于上述所列举的菌属，

但凡能够起到高效降解氯代烃、加速土壤氯代烃降

解作用的菌属都可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可以

理解的是，芽孢杆菌属中的菌株可以为枯草芽孢杆

菌、短小芽孢杆菌等。

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如上述任一项

技术方案所述的土壤修复剂的制备方法，包括按照

上述重量份取金属粉、好氧降解菌及腐植酸，混合

均匀，备用。

本发明的再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如上述任一项

技术方案所述的土壤修复剂在氯代烃污染土壤修复

中的应用。

在一可选技术方案中，所述氯代烃选自二氯乙

烷、三氯乙烷和二氯乙烯中的至少一种。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土壤修复剂，相比于现有技

术而言，该土壤修复剂中添加了金属粉、好氧降解

菌以及腐植酸。其中，在含卤有机化学污染物的土

壤和水中，金属粉的添加可营造一个厌氧的、还原

性的环境，使含卤有机化学污染物的脱卤能力得到

提升，从而增强化学污染物的降解能力；好氧降解

菌为高效氯代烃降解菌，它的添加可大大加速土壤

氯代烃的降解；而腐植酸则可为细菌提供生长所需

的营养物质，从而延长细菌存活时间，保持土壤的

高效降解能力。基于上述各组分的协同作用，一方

面能够实现高效降解并去除土壤中的氯代烃，提高

土壤对氯代烃的分解和去除能力，另一方面使得该

土壤修复剂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环境友好型，成本

低廉，易于大面积推广，从而达到修复治理目标。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

楚、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

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

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

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

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实施例 1
称取铁粉 150 重量份、芽孢杆菌 120 重量份、腐

植酸 300 重量份混合均匀，备用，得到土壤修复剂 1。
实施例 2
称取铁粉 171 重量份、芽孢杆菌 200 重量份、腐

[ 编者按 ] 本期本栏目选编了 3 例第一发明人为协会专家的腐植酸修复有机物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土壤和退

化土壤专利信息，供大家了解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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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酸 429 重量份混合均匀，备用，得到土壤修复剂 2。
实施例 3
称取镁粉 171 重量份、芽孢杆菌 200 重量份、腐

植酸 429 重量份混合均匀，备用，得到土壤修复剂 3。
实施例 4
称取铁粉 171 重量份、芽孢杆菌 300 重量份、腐

植酸 429 重量份混合均匀，备用，得到土壤修复剂 4。
实施例 5
称取镁粉 171 重量份、芽孢杆菌 300 重量份、腐

植酸 429 重量份混合均匀，备用，得到土壤修复剂 5。
实施例 6
称取镁粉 200 重量份、芽孢杆菌 350 重量份、腐

植酸 600 重量份混合均匀，备用，得到土壤修复剂 6。
性能测试

以实施例 2 ～ 5 制备得到的土壤修复剂 2 ～ 5
为例对氯代烃污染土壤进行修复测试。具体的，将

其分别与二氯乙烷、三氯乙烷、二氯乙烯污染土壤

进行混合，其中，污染土壤中二氯乙烷的初始浓度

为 1000 mg/L，三氯乙烷的初始浓度为 1500 mg/L，

二氯乙烯的初始浓度为 180 mg/L（测试中所列出

的各污染物的初始浓度为一般情况下污染程度较为

严重的土壤中的污染物残留浓度），并以未加土壤

修复剂的污染土壤为空白组。

具体实施如下：

在加入土壤修复剂的第 1 天内对土壤中氯代烃

的浓度进行持续监测，随后在加入土壤修复剂的第

8 天、第 28 天进行取样，检测土壤中氯代烃的浓度，

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3。
由上述表中结果可知，在 24 h 之后，土壤修

复剂 2 ～ 5 与空白组处理下的土壤中二氯乙烷的

浓度分别降低了 75.1%、77.3%、76.4%、76.7%、

3.8%， 三 氯 乙 烷 的 浓 度 分 别 降 低 了 80.9%、

83.7%、84.5%、83.9%、0.9%，二氯乙烯的浓度分

别降低了 75.6%、82.2%、86.1%、82.8%、2.2%。

很明显可看出，24 h 内土壤修复剂 2 ～ 5 对氯代烃

的降解率远远超过对照组。且在第 8 天的检测中，

加入土壤修复剂 2 ～ 5 的土壤中的氯代烃几乎完全

被降解，在第 28 天的检测中发现土壤中的氯代烃

全部被彻底降解，而空白组中的氯代烃却仍然维持

在较高含量，降解速度很慢。由此可见，本申请实

施例提供的土壤修复剂能够高效降解并去除土壤中

的氯代烃，提高土壤对氯代烃的分解和去除能力。

表 1  二氯乙烷污染土壤中氯代烃浓度表

污染土壤类型 二氯乙烷（mg/L）

反应时间（h） 土壤修复剂 2 土壤修复剂 3 土壤修复剂 4 土壤修复剂 5 空白组

2015.12.15—2015.12.16
取样

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5 925 911 903 912 986

1 865 845 834 859 1013

1.5 766 756 735 564 996

2 685 624 684 488 973

4 603 568 523 469 982

6 478 462 445 348 963

8 402 335 382 296 974

12 356 256 245 247 956

24 249 227 236 233 962

2015.12.23 取样 ND 32 ND ND 845

2016.1.12 取样 ND ND ND ND 639

注：ND 表示未检测到，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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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三氯乙烷污染土壤中氯代烃浓度表

污染土壤类型 三氯乙烷（mg/L）

反应时间（h） 土壤修复剂 2 土壤修复剂 3 土壤修复剂 4 土壤修复剂 5 空白组

2015.12.15—2015.12.16
取样

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0.5 1124 1321 1258 1354 1625

1 965 1056 1136 1125 1537

1.5 859 915 924 939 1511

2 781 762 711 833 1495

4 652 585 549 662 1489

6 522 416 419 502 1476

8 416 381 322 451 1482

12 333 289 296 365 1471

24 286 245 232 241 1486

2015.12.23 取样 ND ND ND 54 1765

2016.1.12 取样 ND ND ND ND 1536

表 3 二氯乙烯污染土壤中氯代烃浓度表

污染土壤类型 二氯乙烯（mg/L）

反应时间（h） 土壤修复剂 2 土壤修复剂 3 土壤修复剂 4 土壤修复剂 5 空白组

2015.12.15—2015.12.16
取样

0 180 180 180 180 180

0.5 164 158 152 169 195

1 151 144 141 149 170

1.5 136 129 130 127 183

2 120 108 109 115 171

4 106 87 93 96 166

6 85 69 72 84 158

8 72 61 59 66 162

12 56 49 39 45 167

24 44 32 25 31 176

2015.12.23 取样 26 ND ND 15 153

2016.1.12 取样 ND ND ND ND 133

三、背景技术

随着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氯烃类有机物的使

用越来越广泛，不仅可用作干洗剂、脱脂剂、冷冻

剂和杀菌剂，还可被用作脂肪和油的萃取剂、麻醉

剂、灭火剂和金属脱脂溶剂等，并且其还是一种用

途日益广泛的工业溶剂，极具市场发展前景。

然而，随着氯烃有机物的大量使用，导致其

进入到土壤中的数量和种类日益增加。由于这类

有机物难以降解和去除，致使其在土壤中产生累

积，对动植物、人体产生日益明显的危害。

目前，由于市场上还未出现针对氯代烃污染

土壤的土壤修复剂，因此，在针对该类污染土壤



腐植酸 2022 年第 2 期

72

腐植酸标准讨论

一种用于潮土的土壤调理剂

一、基本信息

1. 专利号：ZL201711246372.2。
2. 发明人：李兆君、张会申、冯瑶、张宁。

3. 专利权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

区划研究所。

4. 授权时间：2021 年 6 月 29 日。

5. 技术领域：本发明属于土壤调理剂技术领

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潮土的土壤调理剂。

二、发明内容

针对现有土壤存在的物理结构恶化、肥料利用

率低、重金属污染严重等难题，本发明旨在提供一

种适用于潮土的土壤调理剂，具有改良土壤、保水

保肥、提高养分利用率，且增产提质的效果，同时

解决了工业中间产物资源化利用的问题。

为此，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

潮土的土壤调理剂，其特征是，所述的调理剂包

括有机组分和无机组分，其中所述有机组分为腐

植酸，所述无机组分为富含钙元素的硝酸磷肥生

产中间产物。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补充和完善，本发明还

包括以下技术特征。

所述有机组分为纯度 ≥70% 的活性腐植酸。

所述无机组分为富含钙元素的硝酸磷肥生产

中间产物，其中，Ca 的质量比例含量 ≥40%，还包

括 K、Mg、Na 营养元素。

所述有机组分与无机组分的质量比为 1 ∶ 3 ～

5，有机组分和无机组分所组成的调理剂的 pH 为

6.0 ～ 7.5。
优选的，所述有机组分与无机组分的质量比为

1 ∶ 4，有机组分和无机组分所组成的调理剂的 pH

为 7.2。
所述的调理剂作为基肥使用，从而具有改良

土壤、保水保肥、提高养分利用率，且增产提质

的效果，同时解决了工业中间产物资源化利用的

问题。

所述的调理剂通过以下步骤制作得到：将所述

的有机组分和无机组分混合搅拌均匀，堆存熟化或

陈化 48 h，即得所述的调理剂。

本发明可以达到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用于潮

土的土壤调理剂，作为基肥施用到潮土上，能够保

水保肥，改善土壤物理结构，同时对植物生长有广

泛的调节能力，可以促进根系发育，提高作物的抗

逆性，提高氮磷钾养分的利用率，具有增产提质的

显著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实施例 1
一种用于潮土的土壤调理剂，包括有机组分和

无机组分。

其中有机组分为活性腐植酸，制备方法为：将

优质风化褐煤直接粉碎，然后采用筛分技术去除其

中的大颗粒岩石、矸石和煤块，制得腐植酸原粉，

将腐植酸原粉加入反应器中，在搅拌的同时喷入

占腐植酸原粉重量 80% 的浓硫酸反应，静置活化

36 h，将活化后物料干燥、粉碎、筛分，获得活性

腐植酸；

无机组分为富含钙元素的硝酸磷肥生产中间

产品，Ca 含量 ≥40%，并含有少量的 K、Mg、Na
等其他营养元素，具体制备方法在 CN103589434A
中已公开。

将有机组分和无机组分按照质量比 1 ∶ 4 的比

进行修复时，使用的仍是普通的土壤修复剂，但

普通的土壤修复剂不能有效降解氯代烃污染土壤

中的氯代烃，导致降解效率极低。因此，研发一

种专门针对氯代烃污染土壤使用的，能够高效降

解并去除土壤中氯代烃的土壤修复剂，这将是本

领域技术人员研究的重要课题。

发明人简介：李捷，男，1972 年生，甘肃省

天水市人，博士，青岛理工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

院教授、青岛市循环经济协会碳中和与碳交易专业

委员会主任、无锡市太湖人才。主要研究方向：环

境生态学、环境生物学。电话：13156880203；邮箱：

jli1972@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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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叶绿素含量（SPAD） 比对照增加（%） 光合速率（μmolCO2/m
2·s） 比对照增加（%）

空白对照 43.4a — 11.14a —

实施例 1 45.5a 4.84 13.35b 19.84

表 4 施用实施例 1 产品对生菜植株叶绿素含量和光合速率的影响

例混合，搅拌均匀，堆存熟化或陈化 48 h，即得本

专利所述的土壤调理剂。

实施例 2
对实施例 1 制备得到的用于潮土的土壤调理剂

产品作为基肥撒施至划分好区域的小区，试验地点

为河北省昌黎县某一大棚基地，实施例 1 产品用量

为 40 千克 / 亩，设置不施用实施例 1 产品的空白

对照，选择供试作物为草莓，考察实施例 1 产品对

草莓产量、叶绿素及光合含量的影响。

（1）表 1 是施实施例 1 制备得到的含腐植酸

土壤调理剂对草莓产量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施用实施例 1 产品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草莓植株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和光合速率，

与空白对照相比，施用实施例 1 产品可以使草莓植

株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增加 2.86%，但差异不显著，

可以使草莓植株叶片的光合速率增加 21.35%，差

异显著。

实施例 3
对实施例 1 制备得到的用于潮土的土壤调理剂

产品作为基肥撒施至划分好区域的小区，试验地点

为河北省昌黎县某一大棚基地，实施例 1 产品用量

为 40 千克 / 亩，设置不施用实施例 1 产品的空白

对照，选择供试作物为生菜，考察实施例 1 产品对

生菜产量、叶绿素及光合含量的影响。

处理 叶绿素含量（SPAD） 比对照增加（%） 光合速率（μmolCO2/m
2·s） 比对照增加（%）

空白对照 49.0a — 11.38a —

实施例 1 50.4a 2.86 13.81b 21.35

表 2 施用实施例 1 产品对草莓植株叶绿素含量和光合速率的影响

处理 产量（千克 / 亩） 比对照增产（%）

空白对照 1063.4a —

实施例 1 1316.4b 23.79

表 3 施用实施例 1 产品对生菜产量的影响

由表 1 知，施用实施例 1 产品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草莓的产量。与空白对照相比，施用实施例

1 产品的草莓产量增加 33.96%，差异显著（P ＜

0.05）。

（2）表 2 是施实施例 1 制备得到的土壤调理

剂对草莓植株叶绿素含量和光合速率的影响。

（1）表 3 是施实施例 1 制备得到的土壤调理

剂对生菜产量的影响。

由表 3 知，施用实施例 1 产品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生菜的产量。与空白对照相比，施用实施例

1 产品的生菜产量增加 23.79%，差异显著（P ＜

0.05）。

（2）表 4 是施实施例 1 制备得到的土壤调理

剂对生菜植株叶绿素含量和光合速率的影响。

由表 4 可知，施用实施例 1 产品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生菜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和光合速率，与空

白对照相比，施用实施例 1 产品可以使生菜叶片的

叶绿素含量增加 4.84%，但差异不显著，可以使生

菜叶片的光合速率增加 19.84%，差异显著。

综上可得，施用本发明所述的土壤调理剂可以

增加草莓和生菜的产量，提高其叶片叶绿素含量和

光合速率。而优选方案是实施例 1 产品。施用实施

处理 产量（千克 / 亩） 比对照增产（%）

空白对照 1361.7a —

实施例 1 1824.2b 33.96

表 1 施用实施例 1 产品对草莓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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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污染土壤腐植酸绿色原位固化修复工艺

一、基本信息

1. 申请号：CN201811501221.1。
2. 发明人：田原宇、乔英云、谢克昌、杨朝合。

3. 专利权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4. 授权时间：审中。

5. 技术领域：本发明提供的重金属污染土壤腐

植酸绿色原位固化修复工艺，涉及重金属污染土壤

的净化治理，尤其涉及受铬污染土壤的修复。

二、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重金属污染土

壤修复技术的不足而发明的一种重金属污染土壤腐

植酸绿色原位固化修复工艺，既能通过粉碎过程中

加入腐植酸物质，降低剂土比，实现混合均匀和强

化原位还原，避免突发浸出液的污染隐患；又能通

过腐植酸团粒化造粒，包裹阻断颗粒内重金属的渗

出与迁移，确保治理土壤达标、缩短还原反应和陈

放时间，消除突发浸出液的污染隐患；还能通过半

焦菌肥持续产生腐植酸，确保腐植酸土壤水稳性团

粒体不被破坏，实现永久还原与固定，恢复土壤自

我修复和种植绿化功能，实现安全、低成本的永久

可持续绿色原位修复。

本发明重金属污染土壤腐植酸绿色原位固化

修复工艺的技术方案：

第一步，在粉碎机加入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同

时，按照剂与重金属的比例 5 ～ 20 ∶ 1 加入腐植

酸物质进行原位还原和固化，在粉碎的同时强化混

合与接触反应，提高腐植酸物质利用率和氧化性重

金属离子 ( 如六价铬 ) 的还原率，并陈化 24 h 以上

后，腐植酸促使土壤团粒化包裹阻断颗粒内重金属

的渗出与迁移；

第二步，还原后重金属污染土壤中加入 1% ～

3% 的半焦菌肥混合均匀，持续产生活性腐植酸确保

腐植酸土壤水稳性团粒体不被破坏，恢复土壤自我

修复和种植绿化功能，实现重金属持续还原与固定。

其中，腐植酸物质为腐植酸、腐植酸钾、腐植

酸钠或生物质热解油等中的一种或多种，其中生物

质热解油为农林废弃物快速热解液体产品或气化过

程生成的生物油；

粉碎机为球磨机、圆锥破碎机、齿辊式破碎机、

反击式破碎机、冲击式破碎机、锤式破碎机、旋回

式破碎机、复合式破碎机、液压破碎机、深腔破碎

机、辊式破碎机、西蒙斯圆锥破碎机、液压圆锥破

碎机、颚式破碎机等中的一种；

半焦菌肥是将 0.1% ～ 2% 的湿润剂配成水溶

液与生物半焦粉混合均匀后，再将 3% ～ 20% 微

生物菌肥均匀负载在改性生物半焦粉上，低温干燥

或晾干；湿润剂为阴离子型表面活性剂、非离子型

表面活性剂和硅醇类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以及表面张

力小并能与水混溶的溶剂，包括乙醇、丙二醇、甘

油、二甲基亚砜等中的一种或多种混合物；微生物

例 1 产品能够最大幅度地改善作物生长，并增加其

产量，提高其品质。

三、背景技术

土壤酸化导致土壤中的 Ca、Mg、P 等营养元

素大量淋失，同时降低植物对 Ca 的吸收和贮运，

导致缺钙症，影响作物生长发育；还会使有毒重金

属离子的活性增加，不利于植物生长。盐碱化不仅

破坏土壤的物理结构，对农作物的生长产生危害，

而且提高水的矿化度，严重污染地下水质。其中我

国华北地区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生产地，

土壤类型以潮土为主，由于施肥和种植制度不合

理，导致土壤中养分失衡，肥料利用率低，进而影

响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针对该问题，本专利申请人

研究开发了一种主要针对我国华北地区潮土的土

壤调理剂，调理剂作为基肥施用到土壤中，实现改

良土壤、保水保肥、提高养分利用率，且增产提质

的效果。

发明人简介：李兆君，男，1974 年生，山西省

应县人，中共党员，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

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 /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

究方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植物营养与肥料。

电话：18901153299；邮箱：lizhaojun@ca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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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肥为芽孢杆菌、酿酒酵母、米曲霉菌、根瘤菌、

自生固氮菌、磷细菌及活性酶、蛋白酶、植物激酶

等中的一种或多种。

按照上述方案进行实施、试验，证明本发明重

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方法合理、操作简便安全，生产

成本低，质量好，效率高，实现原位还原、络合固

定和永久包裹阻断，杜绝二次污染和治理反弹，改

善自然环境，修复快，效果好，修复后的土壤能够

正常种树养花、种植各种农作物，治理费用低，适

用范围广泛，提高了经济社会效益，很好地达到了

预定目的。

本发明将结合实施例来详细叙述本发明的特点。

具体实施方式

实施例 1
第一步，在圆锥破碎机加入铬污染土壤的同

时，按照剂铬比 10 ∶ 1 加入 50% 的腐植酸钠溶

液预还原，在铬污染土壤粉碎的同时强化与腐植

酸钠混合；由于粉碎产生的新鲜界面上六价铬与

腐植酸钠充分接触，强化原位还原反应，提高腐

植酸物质利用率和六价铬的还原率（>96%），并

陈化 24 h 后，腐植酸促使土壤团粒化包裹阻断颗

粒内六价铬的渗出与迁移；

第二步，还原后铬污染土壤中加入 1% ～ 3%
的半焦菌肥混合均匀，消除了扬尘，降低了剂土比，

减少了铬污染粉碎土壤的堆放量和陈化时间，实现

永久还原与固定，恢复土壤种植功能，实现安全、

低成本的永久可持续绿色原位修复。

第一步中腐植酸钠溶液浓度可根据铬污染土

壤的湿度调整，只要满足粉碎机对粉碎原料的含水

量要求即可。

实施例 2
第一步，在圆锥破碎机加入铬污染土壤的同

时，按照剂铬比 10 ∶ 1 加入生物质热解油预还原，

在铬污染土壤粉碎的同时强化与生物质热解油混

合；由于粉碎产生的新鲜界面上六价铬与生物质热

解油充分接触，强化原位还原反应，提高生物质热

解油利用率和六价铬的还原率（>96%），消除了

扬尘，降低了剂土比和修复成本，减少了铬污染粉

碎土壤的堆放量和陈化时间；

第二步，将小于 3 mm 的还原后铬污染土壤陈

化 36 h 后，加入 1% ～ 3% 的半焦菌肥混合均匀，

并喷入生物质热解油团粒化造粒，包裹阻断颗粒内

六价铬的渗出与迁移，确保治理土壤六价铬和总铬

检测达标，实现永久还原与固定，恢复土壤种植功

能，实现安全、低成本的永久可持续绿色原位修复。

进行试验时，土壤中总铬含量：3600 mmg/kg，
六价铬含量：1680 mmg/kg，pH 值：10.2。采用本

发明铬污染土壤腐植酸绿色原位固化修复工艺，第

一步采用剂铬比10∶1的生物质热解油预还原后，

放置 24 h，然后对修复后的土壤进行了取样测试。

按照《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硫酸硝酸法》

（HJ/T 299-2007）制备的浸出液中，总铬含量：

15.0 mg/L，六价铬含量：1.6 mg/L，pH 值：7.5。
第二步加入 1% ～ 3% 的半焦菌肥混合均匀，放置

30 天后，再次取样测试，浸出液中总铬含量和六

价铬含量小于测试检测极限值（0.04 mg/L）。修

复后的土壤种植的花草、玉米等可正常生长。

实施例 3
第一步，对于镉污染农田，按照剂镉比 10 ∶ 1

喷洒生物质热解油，通过旋耕机粉碎混合，强化原

位还原反应和固定络合，提高生物质热解油利用率

和镉离子的还原固定率（>96%），消除了扬尘，

降低了剂土比和修复成本；

第二步，1 天后，再在农田表面抛洒 1% ～

3% 的半焦菌肥，通过旋耕机粉碎混合均匀，持续

产生活性腐植酸确保农田土壤水稳性团粒体不被破

坏，确保治理土壤镉检测达标，实现持续还原与固

定，恢复土壤种植功能，实现安全、低成本的永久

可持续绿色原位修复。

三、背景技术

土壤污染会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

构成严重威胁，近年来重金属污染物导致的土壤污

染尤为突出，其中受铬污染的土壤更是重中之重。

我国有近 70 个主要铬渣污染场地，加上大量电

镀和皮革等企业，造成严重土壤铬污染，威胁或危

害着地下水及饮用水源。另外，城市固体废物（污泥、

粉煤灰、垃圾）和磷肥中含有铬，由于对这些具有

一定肥力的固体废弃物实施农业再利用，使得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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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铬含量高于背景值，成为铬污染的来源之一。

铬污染场地的治理修复技术是国内外环保科

技研究的重点与难点。铬在自然界主要以六价铬

Cr（VI）和三价铬 Cr（Ⅲ）两种稳定价态存在。

三价铬主要以 Cr3+ 形式存在，活性低、毒性小；

六价铬主要以 HCrO4
- 和 CrO4

2- 两种形态存在，易

溶于水，活性高、毒性强。

目前铬污染土壤的修复技术主要有两类：一是

改变铬在土壤中的存在形态，将六价铬还原为三价

铬，降低其在环境中的迁移能力和生物可利用性，

从而降低铬污染物的危害；二是将铬从被污染土壤

中彻底的清除。目前铬污染的土壤修复技术主要有

生物修复法、物理修复法、物理化学修复法、化学

修复法。

生物修复法包括植物修复和微生物修复。微生

物修复即利用原土壤中的土著微生物或向污染环境

补充经过驯化的高效微生物。在优化的操作条件下，

通过生物还原反应，将六价铬还原为三价铬，从而

修复被污染土壤。生物修复修复效果好、成本低、

二次污染小，但修复周期漫长。

物理修复法是比较经典的土壤铬污染治理措施，

主要包括客土、换土和深耕翻土等措施，通过客土、

换土和深耕翻土与污土混合，降低土壤中铬的含量，

减少铬对土壤、植物系统产生的毒害。物理修复法

具有方法简单、花费时间少、彻底稳定的优点，但

实施工程量大、投资费用高、污染土壤仍然存在，

并且破坏土体结构，引起土壤肥力下降，还要对转

换出的污土进行堆放或处理。但对于小面积污染严

重的土壤客土或换土还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法。

物理化学修复法包括电动修复、电热修复、土

壤淋洗等方法。电动修复是在土壤中插入阴、阳电

极，施加直流电，在电场作用下，使 Cr6+ 迁移阴极，

然后进行集中处理。电热修复是利用高频电压产生

磁波，对土壤进行加热，使铬从土壤中分离，从而

达到修复的目的。土壤淋洗是利用淋洗液把土壤固

相中的铬转移到土壤液相中去，再对含铬的水作进

一步处理。物理化学修复法尽管优点很多，但耗能

比较大，修复的面积有限，易造成二次污染等难以

克服的缺点。

化学修复法是向土壤中加入改良剂，进行吸

附、氧化、还原或沉淀，改变了铬在土壤中存在的

形态，降低铬的生物有效性。这种方法具有化学反

应速度快、修复时间短（几周至几个月）；反应强

度大，对污染物性质和浓度不敏感；对某些难以用

其他方法处理的有机物有效等优点，是最具有实用

化潜力的铬污染土壤治理技术。但由于还原剂发生

反应有一定的条件，往往会产生二次污染或破坏土

壤结构。如硫酸亚铁还原法，与六价铬反应需要

pH 3 ～ 4 的酸性环境，目前采用反应前稀硫酸调

pH 值，反应后再用石灰调为中性，不可避免会引

入二次污染，同时土壤团粒结构破坏，修复后土壤

上植物无法生长。目前还没有一种切实有效的还原

改良剂。

腐植酸是动、植物的残骸经过微生物的分解和

转化以及地球物理化学的一系列过程而形成的一类

大分子有机弱酸混合物，保持了各种结构成分的自

然状态和生物活性及其丰富的官能团，如芳香环、

共轭双键、羟基、羧基、酚羟基、羰基等。腐植酸

修复铬污染土壤，不需要调节反应环境就可以高效

地与污染土壤中的六价铬发生吸附和还原反应，然

后形成三价铬的络合体，阻断氧化反应，防止三价

铬的二次氧化。另外腐植酸还能促进土壤团粒结构

形成，具有包裹含铬土壤的阻隔功能和改良土壤的

功能，确保修复土壤恢复自我修复和种植绿化的功

能，所以腐植酸是目前最有可能工业化和实用性的

一种铬污染土壤绿色原位修复剂。但腐植酸用量较

大，成本高；粉碎时粉尘较大，腐植酸与土壤混合

均匀困难，治理后土壤达标时间过长，中间存在产

生二次污染的隐患，如土壤修复过程中，突然下雨

造成浸出液六价铬超标等。

其他有害重金属，如镉、铅、铜等，在修复中

存在同样的问题和瓶颈。

发明人简介：田原宇，男，1969 年生，陕西

省武功县人，中共党员，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 教授 / 博士生导

师。主要研究方向：重质油加工、生物质化工、煤

化工和反应分离装备等。电话：13356871891；邮箱：

tianyy100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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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腐植酸基础产品生产行业
保价稳市自律公约》的通知

2022年2月2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

出：坚持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

展；加快发展设施农业；有效防范应对农业重大灾

害；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农业投

入品减量化；研发应用减碳增汇型农业技术；依

法严厉打击农村制售假冒伪劣农资等重点工作部

署，已经成为推动腐植酸涉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行动指南。

腐植酸美丽因子是现代农业的“绿色天使”，

构筑“土肥和谐”新关系离不开腐植酸基础产品。

腐植酸基础产品的好坏，直接决定着腐植酸涉农产

业各专业领域的健康发展，特别是腐植酸肥料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当前，伴随腐植酸涉农产业快速

发展的步伐，腐植酸基础产品市场需求旺盛而秩序

比较混乱的现象，亟待整顿和规范。为了有效规范

和促进腐植酸基础产品生产行业健康发展，协会通

过深入调查研究，经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特制

定《腐植酸基础产品生产行业保价稳市自律公约》

（全文杂志刊印）。

希望全国腐植酸基础产品生产企业以主人翁

的精神，自觉遵守公约，践行公约，共同维护腐植

酸基础产品市场秩序，携手推进腐植酸基础产品生

产行业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特此通知。 
                               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

  2022 年 2 月 25 日 

（摘自中腐协〔2022〕6 号文件）

腐植酸基础产品生产行业保价稳市自律公约

腐植酸基础产品主要以富含腐植酸的风化煤、

褐煤、泥炭等原料，通过各种物理、化学或生物活

化技术，提取、分离、制成的腐植酸、黄腐酸，腐

植酸盐、黄腐酸盐，硝基腐植酸、硝基黄腐酸等系

列产品，有粉剂、颗粒、片剂、水剂、膏剂等多种

剂型，是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发展的基石。一直以

来，腐植酸基础产品，农业应用占大头。当前，腐

植酸基础产品已成为绿色农业、设施农业、水肥一

体化、品质农业、道地农业、旱作农业、低碳农业、

畜牧业、水产养殖业等重点选择的对象，其中黄腐酸、

黄腐酸钾、腐植酸钾等产品已成为农资各界争相选

购的“香饽饽”。在此背景下，构建良好的腐植酸

基础产品市场环境，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无序

化竞争和欺骗式营销现象，坚持做到腐植酸基础产

品保质保价供给，进一步推进腐植酸基础产品高质

量发展迫在眉睫。为了维护腐植酸基础产品合法生

产企业和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兹制定本公约。

一、必须坚持标准化生产

“标准化”是企业生产的“基本法则”，必

须坚持腐植酸基础产品按标准生产，至少执行《农

业用腐植酸钾》（GB/T 33804-2017）、《黄腐酸

钾》（HG/T 5334-2018）、《矿物源腐植酸钾》

（T/CHAIA 4-2018）、《煤基腐植酸钾》（MT/T 
1182-2019）、《腐植酸钠》（HG/T 3278-2018）、《硝

基腐植酸》（HG/T 5604-2019）等国家或行业标准，

鼓励企业制定高于这些标准的企业标准。为抢占

市场先机，鼓励先锋企业领衔（起草）制定市场

急需的协会“团体标准”，进一步彰显专业化水平。

二、必须坚持绿色化生产

“绿色化”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一环。腐植酸基础产品生产企业必须坚持绿色化原

则，实施“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有效措施，

确保腐植酸基础产品生产行业绿色、低碳、可持续

发展，严格执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十四五”工业



腐植酸 2022 年第 2 期

78

行业资讯

绿色发展规划》、《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2018）以及各地对绿色工厂的基准要求。

三、必须坚持科学化定价

“价格”始终要以成本为基石，必须坚决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

断法》《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等，坚持“基

准价 + 浮动价”的科学定价机制，自觉维护市场

价格秩序。同类腐植酸基础产品根据黄腐酸或活性

腐植酸含量、水不溶物、抗絮凝性等指标，按照基

准价格入市，允许市场价格在 10% ～ 15% 之间浮

动。对随意哄抬价格或恶意降价、故意扰乱市场行

为的企业和个人，请大家除依法向当地市场监管部

门投诉外，积极向协会报告，协会将进一步协助地

方加大专业化监管力度。

四、必须坚持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是“良心工程”，必须按规则“出

牌”。企业竞争要像体育竞技比赛一样，比货真价

实的技能，切忌别出心裁的“手段”。腐植酸基础

产品生产企业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

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通过砥砺竞争、互促进步，把产品真正做到行业标

杆，同行心服口服，消费者交口称赞。

五、必须坚持技术进步

产品升级换代只能通过技术进步，核心技术永

远是企业的灵魂，企业发展靠简单模仿长久不了。

腐植酸基础产品生产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光靠“吃

老本”已经行不通了，必须建立企业自己的科技创

新平台。协会愿为企业搭建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

组织企业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联合攻关、协同发

展，并提供绿色金融政策指导。

六、必须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合法合规的腐

植酸基础产品生产企业一定要经得起“三关”（生

产质量关、产品检验关、市场追溯关）检验。目前，

市场上腐植酸基础产品假冒伪劣现象十分严重，必

须坚决予以打击，严禁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以少

充多的产品入市。协会将面向市场广泛招募打假行

动义务“监督员”，并联合行业各界一起行动。一

经发现假冒伪劣腐植酸基础产品，要第一时间向当

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及时清理“毒瘤”，坚决维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腐植酸基础产品优质生产

企业，协会将优先授权使用“HA”商标。

七、必须坚决维护“金字招牌”

腐植酸这一“金字招牌”来之不易。几十年来，

为了打造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的“金字招牌”，全

体腐植酸人千锤百炼，矢志不渝，方得今日之“绿

色璀璨”。新时期，发展和壮大腐植酸基础产品产

业，必须不忘初心，始终坚持“英雄本色”，坚决

做到精品企业打造精品产品，精品产品打造精品市

场，精品市场打造精品品牌，让每一个腐植酸基础

产品都为“金字招牌”增色，让每一位腐植酸人都

来呵护腐植酸“金字招牌”。

八、必须坚决支持国家和地方监管

通过国家和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维护腐植酸基

础产品市场秩序最有效。协会将主动与国家和地

方职能部门建立腐植酸基础产品市场的专业化监

管机制，自觉服务于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切实维

护腐植酸基础产品市场秩序。鉴于腐植酸基础产

品专业性强，鉴别难度大，必须高筑“防御墙”。

为此，协会将根据需要增设区域性腐植酸质量检

测中心，坚决支持和帮助各地监管部门更好地开

展腐植酸基础产品的质量监督工作，确保腐植酸

基础产品保质保量投放市场，一心一意服务地方

绿色化发展。

九、必须坚持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诚信是企业的根本利益所在。保护合法合规腐

植酸企业生产，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必须坚

持腐植酸行业诚信体系建设。腐植酸基础产品生产

企业通过艰苦努力打下的坚实基础实属不易，协会

将面向全社会开展腐植酸基础产品生产企业诚信调

查，建立诚信企业和不诚信企业名单数据库，以及

行为恶劣的企业“黑名单”数据库，在中国腐植酸网、

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微信公众号、《腐植酸》杂志

等媒体上予以公布。凡是国家和地方竞标项目，协

会将建议项目主管部门取消不诚信企业和列入“黑

名单”企业的参与资格。

十、必须坚持科普宣传

“让腐植酸绿色天使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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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构筑“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让

黑色腐植酸、腐植酸本色肥料从土壤中来到土壤中

去”，构筑“土肥和谐”新关系；“让全社会像认

识水、土一样认识腐植酸”还任重道远，必须坚持

科普宣传。对此，通过协会六大自媒体，联合国家

权威媒体，利用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科普知识和

情景案例，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力争做到让

关注腐植酸的人更感兴趣，让从事腐植酸事业的人

更有激情，让盛镶幸福田园建设的腐植酸美丽因子

更加灿烂。

以上“十个必须”，务请各腐植酸基础产品生

产企业遵照执行。

本公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归中国腐植

酸工业协会所有。

关于“中国腐植酸第一直播间”邀请专家在线报告的通知

2022 年 2 月 7 日，虎年春节后上班第 1 天，

协会发布了中腐协〔2022〕5 号文件——《关于加

强腐植酸专业知识学习提高全行业服务生态环境建

设能力的通知》（见本刊 2022 年第 1 期第 80 页），

号召腐植酸人学习好与本职工作相关的知识与技

能，特别是腐植酸专业知识与技能，不断完善履职

尽责必备的知识体系。

腐植酸因其组成、结构和功能的复杂性，

200 多年来人类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知识体系；腐植

酸因其原料、工艺和制备的差异性，60 多年来我

国产业体尚未能做到应知而知；腐植酸因其天然、

绿色和环保的低碳性，人类必将在构筑“山水林田

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中，不断提高其认知水平；腐

植酸因其功能多样、应用广泛，通过在大农业领域

的卓越贡献，已经拓展到工业、医药、环境治理与

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为了加快腐植酸环境友好产

业普利惠民的步伐，大力普及腐植酸专业科学知识，

进一步推动腐植酸专业技术和产品创新，是腐植酸

人、特别是各领域专家义不容辞的使命所在。

20 多年来，协会通过《腐植酸》杂志、中国

腐植酸网、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微信公众号和中国

腐植酸企业风采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筑起了腐植

酸专业学习平台。为与新媒体同步发展，让学习腐

植酸知识更直观便捷、更丰富多样，2020 年 7 月

31 日协会开设了“中国腐植酸第一直播间”，通

过邀请国家有关部委领导、科研机构权威专家、企

业一线专业人员在线直播或录播腐植酸政策信息、

专题报告、技术成果、标准解读、产品应用等方面

的内容，有力地促进了腐植酸科学知识的快速传

播，增强了腐植酸企业的自我创新能力，提升了全

行业科学技术进步水平。

为了贯彻落实中腐协〔2022〕5 号文件精神，

诚邀您莅临“中国腐植酸第一直播间”，分享您最

新的研究成果，献上您最精彩的报告，共同推动腐

植酸环境友好产业高质量发展。

专家报告联系人：

韩立新（010-82781798，18501252968）；

郑    蕾（010-82035180，13910560705）。

特此通知。

                          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

                           2022 年 4 月 12 日

                      （摘自中腐协〔2022〕11 号文件）

关于发布“第三届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名单”的通知

2011 年 5 月 6 日，协会成立了“中国腐植酸

工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腐协

标委会”），发布了第一届中腐协标委会委员名单，

详见中腐协〔2011〕8 号文件。

2015 年 3 月 11 日，国务院印发《深化标准化

工作改革方案》（国发〔2015〕13 号），培育发

展团体标准成为六大改革措施之一。为此，协会把

2015 年作为腐植酸行业的标准化元年，扩充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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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用肥保供，腐植酸肥料企业在行动

为了满足春耕用肥需求，今年 2 月以来，一大

批腐植酸肥料企业积极采取行动，克服新冠肺炎疫

情防范、原料价格上涨以及物流和人工成本增加等

困难，千方百计保障春耕用肥生产和供应。

根据协会会员部信息报送，河南心连心化学

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茂盛生物有限公司、

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陕西鼎天济农腐殖酸

制品有限公司、北京澳佳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施可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泉林嘉有现代农

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

公司、广东拉多美化肥有限公司、史丹利农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创新腐植酸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佐田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鄂中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中农生态

肥业有限公司、山东中微黄腐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龙蟒大地农业有限公司、辽宁金秋肥业有限

责任公司、广东瑞丰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黑色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加潍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山西林海腐植酸科技有限公司、

灵石县南关镇腐植酸精品开发中心等一批接一批

的腐植酸肥料企业，开足马力，加速生产，全面

加入到抗疫情保春耕行动之中，展现了腐植酸肥

料人的责任担当。

抗疫春耕两不误，千方百计保丰收。腐植酸肥

料企业“战疫情、保春耕、促生产”行动还在如火

如荼地进行中，为夺取今年粮食丰收贡献着腐植酸

肥料人的力量。          （收稿日期：2022-03-28）

委会专家和企业委员，发布了第二届中腐协标委会

委员名单，详见中腐协〔2015〕24 号文件，并相

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标准化管理办法和工作细则，以

推动腐植酸团体标准制定工作，促进腐植酸环境友

好产业更好地服务于生态环境建设。

2018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标准化法》正

式实施，赋予了团体标准法律地位。

2022 年 2 月 18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

17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

展的意见》，再次强调了发展团体标准能够充分释

放市场主体标准化活力，优化标准供给结构，提高

产品和服务竞争力，助推产业主体高质量发展。为

进一步提升中腐协标委会标准化工作能力、规范腐

植酸团体标准化工作机制、促进腐植酸团体标准高

质量发展，现经协会审查批准，发布第三届中腐协

标委会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主任委员：曾宪成

副主任委员：李    荣  赵秉强 丁方军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丁方军  于家伊  马    强  王曰鑫  王爱勤 
牛育华  田原宇  冯广祥  包雪梅  乔    生  
刘东生  刘可星  刘    涛  江志阳  孙志梅  

孙明广  孙晓然  吕新春  何小松  何裕建  
李    双  李    民  李    荣  李    捷  苏德纯 
杨    军  杨进昌  杨晓军  杨镜奎  辛寒晓  
张伟华  张    杰  张    敉  张彩凤  武丽萍  
周霞萍  赵红艳  赵秉强  侯宪文  袁红莉  
袁    亮  高    亮  高灵旺  郭书利  郭良进  
郭振军  郭晓峰  黄占斌  黄    杰  韩立新  
惠永胜  曾宪成  阚凤玲  
秘书长：韩立新

秘书：李    双
顾问：成绍鑫  邹德乙

中腐协标委会主要职能等详见中腐协〔2015〕
24 号文件。

腐植酸的来源、组成、结构、性质和功能决

定了其在很多领域发挥绿色、环保、节能、降耗、

减碳的作用。期待通过全体委员的不懈努力，让

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助力国家“双碳”目标早日

实现。

特此通知。

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    

2022年4月15日  

（摘自中腐协〔2022〕12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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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肥田园争光  十面旌旗在望
——全面贯彻实施国务院《“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2022 年 2 月 11 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

于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

（国发〔2021〕25 号，以下简称“规划”，原文

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2/11/
content_5673082.htm）。希望腐植酸涉农企事业单

位和个人认真学习《规划》内容，把准大局定位，

从以下 10 个方面深耕细作，找准重点，抓住关键，

精准发力。

1. 高标准农田建设。

以永久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

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新建高标准农田 2.75 亿亩，

其中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0.6 亿亩，并改造提升

现有高标准农田 1.05 亿亩。

2. 黑土地保护。

以土壤侵蚀治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肥沃

耕层构建、盐碱渍涝治理为重点，加强黑土地综合

治理。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保护

性耕作实施面积达到 1.4 亿亩。

3. 提升农业标准化水平。

建立健全农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制修订

粮食安全、种业发展、耕地保护、产地环境、农业

投入品、农药兽药残留等标准，强化农产品营养品

质评价和分等分级。开展农业标准化示范创建，加

快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加强绿色食品、有机

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管理，建立健全农

业品牌监管机制。

4. 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深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持续优化肥料投入

品结构，增加有机肥使用，推广肥料高效施用技术。

积极稳妥推进高毒高风险农药淘汰，加快推广低

毒低残留农药和高效大中型植保机械，因地制宜

集成应用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推进兽用抗菌药

使用减量化，规范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使用。

到 2025 年，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均达到

43% 以上。

5. 循环利用农业废弃物。

支持发展种养有机结合的绿色循环农业，持

续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加强规模养殖场粪

污治理设施建设，推进粪肥还田利用。全面实施

秸秆综合利用行动，健全秸秆收储运体系，提升

秸秆能源化、饲料化利用能力。加快普及标准地膜，

加强可降解农膜研发推广，推进废旧农膜机械化

捡拾和专业化回收。开展农药肥料包装废弃物回

收利用。

6. 耕地土壤污染防治。

以耕地土壤污染防治重点县为重点，加强污染

耕地土壤治理，对轻中度污染耕地落实农艺调控措

施，严格管控重度污染耕地。

7. 推动农业农村减排固碳。

加强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的新技术新产品研发

和产业化应用。以耕地质量提升、渔业生态养殖等

为重点，巩固提升农业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推动农

业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循环化改造，开展农业农村

可再生能源替代示范。建立健全农业农村减排固碳

监测网络和标准体系。

8.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

加强资源整合、政策集成，改善物质装备技术

条件，创建 500 个左右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探索差

异化、特色化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

9.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实施“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行动，基本解

决禁限用农药兽药残留超标和非法添加等问题。

加强农业投入品规范化管理，严格食用农产品种

养殖、加工储运环节投入品监管。试行食用农产品

达标合格证制度，健全追溯体系。

10. 提升绿色发展支撑能力。

加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探索不同

生态类型、不同主导品种的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模

式。开展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

（收稿日期：20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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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腐植酸大健康产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

2022 年 3月 29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 
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原文链接 http://www.gov.cn/
zhengce/content/2022-03/29/content_5682255.htm），

明确了 10 项主要任务。腐植酸是中华医药的瑰宝。

腐植酸医药与中华医药一脉相承，有着 1200 多年

的历史。希望腐植酸医药相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

重点从以下 10 个方面深耕细作，共同推进中国腐

植酸“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产业更快更好

地发展，以为保障人民健康做好服务。

1. 深化中医原创理论、中药作用机理等重大科

学问题研究。

2. 开展中医药防治重大、难治、罕见疾病和新

发突发传染病等诊疗规律与临床研究。

3. 加强开展基于古代经典名方、名老中医经验

方、有效成分或组分等的中药新药研发。

4. 支持中医医院与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

等加强协作、共享资源。

5. 加强道地药材良种繁育基地和生产基地建

设，鼓励利用山地、林地推行中药材生态种植，优

化生产区域布局和产品结构，开展道地药材产地和

品质快速检测技术研发，集成创新、示范推广一批

以稳定提升中药材质量为目标的绿色生产技术和种

植模式，制定技术规范，形成全国道地药材生产技

术服务网络，加强对道地药材的地理标志保护，培

育一批道地药材知名品牌。

6. 开展民间中医药技术方法整理和利用。

7. 鼓励中药材产业化、商品化和适度规模化发

展，推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

8. 制定实施全国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继续推进

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建设，探索将具有独特炮制

方法的中药饮片纳入中药品种保护范围。

9. 丰富中医药健康产品供给。以保健食品、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功能性化妆品、日化产品为

重点，研发中医药健康产品。

10. 鼓励和支持有关中医药机构和团体以多种

形式开展产学研用国际交流与合作。                 
（收稿日期：2022-04-06）

让腐植酸绿色投入品与道地
中药材标准化生产有机结合起来

——认真贯彻落实 4 部门联合发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2022 年 3 月 17 日，国家药监局、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草局、国家中医药局 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中

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的

公告（原文链接 https://www.nmpa.gov.cn/xxgk/ggtg/
qtggtg/20220317110344133.html?type=pc&m=），

明确了中药材（药用植物和药用动物）规范化生产

要求，包括肥料、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等（“规范”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六十四条、

第六十七条）。

40 多年的科学研究和产业实践证明，腐植酸

绿色农资供给产品可参与道地药材生产的全过程，

促进道地药材生长和发育，提升道地药材品质，保

障道地药材安全生产。

希望腐植酸涉农产品生产企业，认真贯彻落实

“规范”要求，针对我国中药材种类、分布区域以

及种植和养殖特点，精准匹配腐植酸功能性药材专

用肥料、腐植酸绿色环保农药、腐植酸兽药、腐植

酸钠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从源头上保障和提

升中药材的质量和安全性。                 
（收稿日期：202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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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星拱月，腐植酸低碳肥料作何想
——中腐协〔2022〕1 号文件赢得近 20 家国家主流媒体高频传播

“腐植酸低碳肥料与化肥碳达峰”的专业化解

决方案，成为国家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2022 年 1
月 4 日，协会发布中腐协〔2022〕1 号文件——《关

于加快推进腐植酸低碳肥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步伐

的通知》（见本刊 2022 年第 1 期第 76 页）之后，

新华网、人民资讯网、中国农网、搜狐网、《中

国化工报》、中国化肥网、商务部新闻网、中国

农资传媒、中国农业信息网、中国农资导报网、

智汇三农、神农信息网、东方财富网、国研网数

据库、和讯网、腾讯网、潇湘晨报等近 20 家主流

媒体纷纷转发了该文件。1 月 7 日，福建省农业农

村厅官网全文转发了该文件。一个月来，“腐植

酸低碳肥料与化肥碳达峰”的话题赢得了业界的

高评。

大家知道，腐植酸是土壤的魂，是种植业的根，

是净土洁食的力量源泉。腐植酸提质增效化肥已经

走过 40 多年的路程，实践充分证明了腐植酸肥料

的优越性。目前，农业碳达峰主要是化肥，利用腐

植酸低碳肥料实现化肥碳达峰是重要抓手。在此之

际，协会希望全体腐植酸人，特别是腐植酸肥料人

要抓住历史机遇，大力推动腐植酸低碳肥料与化肥

碳达峰的目标早日实现。

1. 认真学习国家关于农业碳达峰、化肥碳达

峰的政策、意见，进一步提高对相关政策的利用

水平。

2. 加大腐植酸低碳肥料的实践应用，通过“让

黑色腐植酸、腐植酸低碳肥料从土壤中来到土壤

中去”的科学路径，促进化肥碳达峰可计量、可

评价。

3. 扩大腐植酸低碳肥料生产规模，不断提高腐

植酸低碳肥料技术化水平，让腐植酸低碳肥料成为

化肥碳达峰的真正抓手。

4. 当前春耕生产在即，在国内国际化肥市场

发生变动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腐植酸低碳肥料

的有效供给，进一步发挥腐植酸低碳肥料的特殊

作用。

5. 各腐植酸农事供给企业一定要做好田园生产

服务工作，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好专业服务，只

有让老百姓高兴才算服务做到家。

（收稿日期：2022-02-22）

黑土地肥得流油，流的就是腐植酸
——《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于 2022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

2022 年 3 月 1 日，《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

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该《条

例》明确，将每年 5 月 25 日所在周设定为黑龙江

省黑土地保护周，同时，建立和强化了黑土地保护

“五个机制”。一是建立违法行为发现机制，二是

强化保护利用责任机制，三是建立投入机制，四是

强化质量评价机制，五是建立奖惩机制。    
黑龙江省是黑土地大省，其黑土面积占全国黑

土总面积的 45.7%，其中典型黑土耕地面积占东北

典型黑土耕地总面积的 56.1%。保护和利用好黑龙

江省黑土地，对于提高粮食综合产能、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具有特殊重要意义。黑土地是珍贵的土壤资

源，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腐植酸是“大熊

猫”的“心脏”。对此，保护黑土地，通过腐植酸

反哺是主渠道。

希望腐植酸涉农企业，认真学习《条例》内

容，积极主动对接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

坚持“让腐植酸从土壤中来到土壤中去”的反哺

路线，充分发挥腐植酸在耕地质量提升中的作用，

并积极争取黑土地保护项目资金补助，为黑龙江

省黑土地保护作出积极贡献。                 
（收稿日期：2022-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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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春管，用腐植酸系列功能性产品保驾护航

冬小麦作为夏粮主体，受 2021 年秋季持续

强降雨影响，冀晋鲁豫陕 5 个小麦主产省出现大

面积晚播，越冬期弱苗比例增加了近二成，还有

100 多万亩出现“一根针”“土里捂”等多年少有

的情况。目前，小麦生产进入春季管理关键时期。

实践证明，腐植酸小麦专用系列功能性产品在

促弱转壮、早发稳长、抗病、抗虫、抗寒、抗旱、

抗早衰、抗干热风、抗倒伏等方面效果显著，于小

麦稳产增产、提质增效、生态环境安全一举多得。

值此小麦春季管理关键时期，希望全国腐植酸

小麦专用系列功能性产品生产企业，提前做足“功

课”，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品种、不同类型麦区种

植情况，抓准农时，做好田间地头需求与供给的精

准对接，提供小麦生长全过程的技术解决方案和产

品服务方案，为夺取今年小麦丰收保驾护航。

（收稿日期：2022-02-23）

春季棚菜、小麦管理要用好腐植酸肥料及其衍生产品
——四川、山东和内蒙古农业厅等省区发布农事指导意见

2022 年 1 月 6 日，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官网发

布《棚菜施用冲施肥掌握要点》。该《要点》指出

施用肥料要有机肥与无机肥相结合，腐植酸与化肥

合理配施，对棚菜生长应用效果会更好。

2022 年 1 月 25、26 日，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先

后发布《关于印发全省春季蔬菜生产管理技术指导

意见的通知》《关于印发 2022 年全省小麦春季管

理技术意见的通知》。该《意见》指出设施蔬菜在

越冬茬期间可以增施腐植酸肥料，以保持长势；在

小麦病虫害管理方面采用肥药混施办法，施用腐植

酸水溶肥料，同时可以预防春季低温冷害。

2022 年 1 月 4 日，内蒙古农牧厅发布《冬季

鱼塘反底原因及应对措施》。该《措施》指出在改

底药中添加腐植酸钠等，通过产品内部存在大量微

孔，能吸附池底小分子物质，以达到稳底的功能。

同日，发布了《小寒大寒天很冷瓜果蔬菜咋管理》。

该文指导科学浇水和追肥，建议随水施用氮磷钾全

面的腐植酸类有机液肥。2 月 11 日，再次发布《大

棚草莓 2 月管护关键：保温、喂肥、控旺、防病虫》。

该文指导种植户在大棚草莓种植过程中只关注地上

的果子，可能会忽略地下根系的养护，养护草莓根

系建议施用腐植酸生根肥加大量元素水溶肥。

3 省区在春季农事指导意见中选择腐植酸肥料

及其衍生产品，说明该类产品已深入人心。希望各

腐植酸生产企业进一步做好优质服务，充分发挥腐

植酸在农业上的“五大作用”，及时应对天气变化，

及时解决当时、当季发生的病虫害问题，确保农作

物健康生长。              （收稿日期：2022-02-18）

2022 年山东高标准农田建设 640 万亩

2022 年 3 月 10 日，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关

于下达 2022 年农田建设任务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明确，2022 年全省高标准

农田建设任务 640 万亩、同步发展高效节水灌溉任

务 167 万亩（均不含青岛）。为确保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通知》要求以县（市、区）为单位平均

计算，亩均投入财政资金不少于 1950 元。

必须指出，高标准肥料是确保高标准农田肥力

“居高不下”的重要途径。对此，希望山东省腐植

酸肥料生产企业，以服务地方农业的主人翁责任感，

对照各市县 640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及时跟

进，精准匹配腐植酸高标准肥料，做到随建随补，

不落一亩，切实防止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土壤退化、

肥力返贫。对 167 万亩高效节水灌溉农田，及时精

准匹配腐植酸水溶肥料，切实提升高效节水灌溉农

田生产水平。               （收稿日期：202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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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腐植酸还田减排固碳技术
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十三五”完成的五大课题之一

2022 年 1 月 28 日，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官网发

布了“十三五”期间其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

家质量基础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重点专项”（NQI
专项）《支撑碳排放交易的典型共性技术与标准

研究及集成应用示范》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相关报道。该“项目”一共包括五大课题，其中

第 4 个课题是：生物腐植酸还田利用等典型减排固

碳技术评价及减排量核算方法学研究与试点应用，

是农业领域的唯一一个课题。该部分研究成果解决

了企业和碳交易市场中关于项目减排量“哪些可以

抵消，抵消多少”的问题。该课题的结论是生物腐

植酸将土壤有机质从 1% 提升到了 3%，取得了良

好的环境效益，验证了生物腐植酸是可支撑碳排放

交易的典型共性技术。

该“项目”形成了支撑碳排放交易与管理的全

链条技术标准体系。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限

额、减排、核查、温室气体管理体系等 30 项国家

标准和 16 项团体标准的制定，为碳排放交易中“怎

么测”“怎么算”“怎么分”“怎么减”“怎么查”“怎

么管”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基本形成支撑应对

气候变化和碳交易的核算报告、限额要求、减排评

价、核查要求、评估管理等标准。系列标准的制定

可以帮助企业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做好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为碳排放交易市场的配额

分配等提供基础数据和技术依据，有助于提升我国

碳交易市场企业核查工作的准确性和运行效率，并

为企业提供管理措施和工具，帮助企业切实做好温

室气体减排工作，满足政府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

该“项目”关于腐植酸在农业碳排放领域的

研究成果，将为腐植酸企业进入碳交易提供新的方

法和路径。希望腐植酸生产企业提高认识，抓住碳

排放交易机遇，为践行“双碳”目标贡献腐植酸人

独有的智慧和方案。

（收稿日期：2022-03-07）

浙江开展“土壤健康”四大行动，腐植酸与土相拥最关情
2022 年 4 月 2 日，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科学技

术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等 5 部门

联合出台了《土壤健康行动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提出通过实施“土壤健

康体检、障碍土壤治理、土壤生态修复、健康土壤

培育”四大行动，提升耕地综合产能，促进现代农

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根据《意见》，到 2025 年，

通过实施四大行动，创新健康土壤培育和保护利用

新格局。

（1）建立土壤健康管理。构建健康土壤“指标、

培育、评价和保障”新体系，建立健康土壤“诊断、

治理、培育和评价”新机制，构建“数字耕地”应

用场景，实施“一地一策”健康土壤管理新模式。

（2）有效治理障碍土壤。土壤酸化、土壤污

染得到有效遏制，实施区酸化耕地 pH 值平均提高

0.5 个单位，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93% 以上，土

壤养分失衡得到改善。

（3）提升土壤健康水平。土壤有机质平均达

到 28 g/kg以上，耕地质量等级平均达到 3.6等以上，

高等级耕地占比达到 55% 以上，生物多样性持续

改善，耕地综合产能稳中提升。

（4）持续改善生态健康。化肥利用率达到

43%，单位面积化肥强度在现有基础上下降 5%，

土壤固碳减排能力持续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6% 以上，肥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创建健康土壤基地（主体）500 个。

腐植酸是土壤的核心力，是土壤健康的重要保

障。希望腐植酸土壤治理相关企事业单位，对照《意

见》目标要求和重点工作，积极参与到当地障碍土

壤治理、土壤生态修复、健康土壤培育等行动中去，

助力浙江土壤健康目标早日实现。                            

（收稿日期：2022-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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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牢中国饭碗，腐植酸肥料必须顶上

2022 年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农业农村部考察，并主持召开座

谈会。会上，李克强总理勉励工作人员说，农情连

着粮情，粮情连着民情，民以食为天，要持续加强

监测，有情况及时反映，有建议及时提出，共同促

进农业稳产增产。他强调，农资是粮食的“粮食”，

要针对化肥、农药、柴油等价格上涨问题，从减税

降费、原材料供应、用能等多个环节支持企业增产

增供，同时保障农资运输和末端配送。对其中的

特殊品种，要专门研究相关支持措施，促进企业挖潜

增产和拓展多元进口，用市场化办法做好储备调节。

要加强监测预警，科学及时应对气象、病虫等灾害。

春耕来临，粮食生产时不我待。肥料是粮食的

“粮食”，是确保粮食安全必不可少的重要农资。

腐植酸肥料联土联肥联生态，承担着保障粮食安全

的重要历史使命。值此春耕用肥关键时期，希望腐

植酸肥料和原料生产企业，加大力度确保腐植酸肥

料的充足供给，为保障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22-03-18）

4 月 1 日起 7 项腐植酸肥料行业标准正式实施

2022 年 4 月 1 日起，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

的①《肥料增效剂 腐植酸》（HG/T 5931-2021） 
②《腐植酸有机无机复混肥料》（HG/T 5933-
2021）③《黄腐酸中量元素肥料》（HG/T 5934-
2021）④《黄腐酸微量元素肥料》（HG/T 5935-
2021）⑤《腐植酸碳系数测定方法》（HG/T 5936-
2021）⑥《腐植酸与黄腐酸含量的快速测定方法》

（HG/T 5937-2021）⑦《腐植酸肥料中氯离子含量

的测定 自动电位滴定法》（HG/T 5938-2021）等

7 项腐植酸肥料行业标准正式实施。

希望腐植酸肥料行业同仁，参照执行上述标

准，共同推动腐植酸产业标准化与时俱进，推动腐

植酸肥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收稿日期：2022-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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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 2020 年 7 月 31 日，协会开设了“中国腐植酸第一直播间”，利用视频的直观性、时效性、实效性等

传播优势，广泛邀请腐植酸行业管理部门、科研机构、一线领军企业的有关领导、专家、高级工程师等业界先进代

表在线直播腐植酸相关政策引导、专题研究、技术成果、标准解读、产品应用等方面的精彩报告，成为新媒体时代

腐植酸行业学习专业知识的快捷平台，赢得了行业内外的高度赞誉。现将 2022 年 1 月 1 日—4 月 15 日以来在“中国

腐植酸第一直播间”直播的 14 场专题讲座、《幸福田园》组诗、《别洞天》特辑和《海花奔放田园美》纪实文章组

编在一起，分享给大家。

第一讲：腐植酸低碳肥料与碳达峰

主讲人：曾宪成 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名誉会长

时间：2022 年 1 月 7 日

直播时长：01：00：53
直播影响：在线观看人数 8006 人。

主要内容：当前，我国实现 2030 碳达峰、

2060 碳中和目标压 力巨大，农业固碳减

排潜力巨大。 腐植酸低碳肥

料从生产到 使用过程，致

力于土壤稳 碳固碳、肥

料节能减排、 作物增绿储

碳， 促 进 农 业低碳化发

展，是农业固 碳减排的重要

一环。通过“大量 反哺腐植酸低碳肥

料——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碳排放——减少化肥施

用量减少碳排放——提高土壤储碳控碳能力”的科

学机制，让“黑色腐植酸、腐植酸本色肥料从土壤

中来到土壤中去”的低碳化路径清晰可见，效果有

据可依，发展前景可期。面对全球碳市场利好，希

望腐植酸低碳肥料行业抓住机遇，全面投身到“提

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与“实施化肥农药减量替代

计划”之中，让肥事说出气候变化大事，充分展现

腐植酸低碳肥料行业的责任担当。

第二讲：基于超滤分级的褐煤黄腐酸止泻活性

物质及机制研究

主讲人：张敉 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

学院教授

时间：2022 年 1 月 14 日

直播时长：00：39：56
直播影响：在线观看人数 17388 人。

主要内容：通过筛选出与止泻活性相关性突出

的分级方法 [ 超滤分级（分子量分布）]，及对应

的活性最强的级分，以该活性优选级分 [ 超滤级分

X3（1 ～ 3 K）] 代 替黄腐酸作为下一

步结构研究的 对象。通过小

鼠排便功能 实 验 模 型 和

小鼠肠道转 运实验模型

探明止泻活 性的作用特

点， 初 步 探 索黄腐酸可

能的双重止泻 机制：低分子

量组分，通过提高 肠粘膜中胶原蛋白

的含量，保持肠道上皮的完整性，保障肠粘膜抵

御有害物质刺激、对水分的有效吸收等正常机能；

肠粘膜内部，酚羟基起主导作用。高分子量组分，

在肠粘膜上聚沉并与表面蛋白结合形成一层稳定、

连续的胶体薄膜，作为保护层钝化有害物质的刺

激，抑制肠道蠕动，阻碍水分渗出；肠粘膜表面，

胶体性能及收敛性起主导作用。

第三讲：关于腐植酸检测标准的研讨

主讲人：张彩凤 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腐植酸

质量检测中心（太原）常务副主任、山西太原师范

学院化学系主任 / 教授

时间：2022 年 1 月 21 日

直播时长：00：37：44

2022 年“中国腐植酸第一直播间”直播报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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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影响：在线观看人数 12286 人。

主要内容：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腐植酸质量

检测中心（太原）（以下简称“检测中心”）对于

煤样中总腐植酸和游离腐植酸的检测均推荐采用

传统的容量法，即《煤中腐植酸产率测定方法》 
（GB/T 11957-2001）；对于黄腐酸含量的检测推

荐的标准一般为《Q/S THJ02-2003》《肥料中黄腐

酸的测定 容量滴定法》（NY/T 3162-2017）和《矿

物源黄腐酸含量的测定》（GB/T 34765-2017）；

腐 植 酸 产 品 中 水 溶酸含量的测定一

般采用容量法 《腐植酸钠》

（HG/T 3278- 1987）和《农

业用腐植酸 钠 》（HG/T 
3278-2011） 中的残渣法，

但这些方法 存在局限性，

无法排除生化 腐植酸对产品

的干扰，造成客户 对矿源腐植酸和生

化黄腐酸的鉴别不明。“检测中心”推荐大家在使

用该方法的同时，附带光谱检测，包括：分子荧光

光谱、紫外荧光光谱和核磁共振等仪器分析，对腐

植酸产品的种类和含量进行鉴别。有机质含量的测

定一般包括煤样、腐植酸产品和有机肥料，煤样中

有机质含量的测定一般采用烧灰法《煤的工业分

析方法》（GB/T 212-2008）；腐植酸产品中有机

质含量的测定采用《煤的工业分析方法》（GB/T 
18877-2020）；有机肥料中有机质含量的测定一般

采用《有机肥料》（NY 525-2012）。

第四讲：秸秆腐殖化的研究与实践

主讲人：田原宇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重质

油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山东省高碳能源低碳化工

程技术中心主任

时间：2022 年 1 月 28 日

直播时长：00：26：52
直播影响：在线观看人数 11720 人。

主要内容：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作物秸秆年

产约 10 亿吨，亟需资源化利用；未来低碳电气

化时代，疏堵结合实现碳中和，生物固碳将产生

数 10 亿吨级的固碳植物，亟待利用；我国高达

55 亿亩退化土壤严重威胁国家的粮食安全和食品

安全，土壤修复是世 界性难题，亟需大量

的绿色环境材 料与配套修复

技 术； 腐 植 酸 是 国 际 公

认的绿色环 境材料，同

时具有土壤 物理修复、

化学修复、 微生物修复

三大功能。结 合生物质含氧

官能团丰富的特 性，基于增强 C-C
键裂解、降低 C-O 键断裂几率，采用超短接触反

应 - 强热质传递 - 高升温速率 - 微负压多因素协同

破解控氧难题，首创农林废弃物自混合下行床快速

热解制腐植酸新工艺，率先实现高活性生物腐植酸

的高效制取，且应用和推广潜力巨大。

第五讲：腐植酸肥料与土壤健康

主讲人：曾宪成 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名誉会长

时间：2022 年 2 月 11 日

直播时长：00：33：58
直播影响：在线观看人数 11882 人。

主要内容：腐植酸是土壤的命根子，是土壤肥

力的运转仓库，占土壤有机碳的 80%。认识腐植酸来

自土壤，反哺腐植 酸则来自肥料。通

过“腐植酸营 养效素 + 化学

养分元素”， 智造腐植酸

肥料还土壤 健康，既是

打造“肥料 工 业 4.0 时

代”的核心， 又是构筑“土

肥和谐”时代的 核心，还是肩负

起新时代“实施化肥减 量化”“扎实推进净土

保卫战”“实现肥料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使命所

在。往深里说，土之大者，离不开腐植酸；肥之命

者，尤令腐植酸。“让腐植酸、腐植酸肥料从土壤

中来到土壤中去”，是“腐植酸肥料人”自觉担负

维护土壤健康与粮食安全的历史责任。希望全体

“腐植酸肥料人”加快步伐、加大力度、加强协作，

通过构筑“土肥和谐”新关系，将“提升生态系统

碳汇增量”与“实施化肥农药减量替代”两大系统

工程做深、做透、做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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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磷素增效技术途径及研究趋势

主讲人：袁亮 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中国农业科学院德州盐碱土改良实验站副研究员

时间：2022 年 2 月 18 日

直播时长：00：16：23
直播影响：在线观看人数 7983 人。

主要内容：磷肥高效产品创新产业途径：增值

肥料，养分形态配伍（聚磷和正磷酸盐科学配合）；

磷肥高效产品创新技术策略：有机生物活性增效载

体配伍途径（促进 根系吸收 - 防固定

退化 - 增加移 动综合调控），

聚磷与正磷 酸盐科学配

伍（减少固 定 - 增 加 移

动 - 长效）； 磷肥高效产

品 创 新 增 效 理论：促迸根

系吸收，防止固 定退化，增强移

动性。磷素高效利用 的研究趋势：重视两个

“形态配伍”，即氮形态与磷的配伍、聚磷和正磷

酸盐的配伍；加强两个“研究”，即需要加强聚磷

与正磷酸盐配伍长期试验研究，聚磷聚合度、聚磷

与正磷酸盐的配比，需要在不同区域、不同土壤类

型、不同作物上开展试验研究，特别是定位试验研

究；加强工艺研究，形态配伍在工艺上简单实现。

第七讲：矿质营养理论的现代意义

主讲人：白由路 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理

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研究员                                       
时间：2022 年 2 月 25 日

直播时长：00：36：20
直播影响：在线观看人数 12001 人。

主要内容：矿物 质理论的现代意义：

改变了农业物 质循环的途径

与 方 式， 即 改 封 闭 的 物

质循环为开 放循环，改

自然的物质 循环为人工

干预下的可 控 循 环； 可

使农业离开土 壤，实现了工

厂化农业；扩大了 土壤培肥的资源、

极大地提高了作物产量；避免了休耕，极大地提高

了土地利用效率。腐殖质及腐殖酸肥料的现代意义

在于腐殖质对地球碳库平衡的作用、土壤改良和对

植物生长的刺激作用。

第八讲：提升耕地质量，助力“双碳”目标

实现

主讲人：李荣 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副会长、

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副主任

时间：2022 年 3 月 4 日

直播时长：01：06：31
直播影响：在线观看人数 14040 人。

主要内容：土壤有机质是全球碳平衡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碳库，在维持全球碳循环过程中的作用

巨大；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为 2.46%，耕

地土壤有机质在 2% 以下的面积占 44.71%；目前，

我国秸秆和畜禽 粪便的还田量只

有 50% 左右， 耕地土壤有机

质补充困难； 耕地土壤有

机质“质与 量”提升途

径包括增施 有机肥、种

植绿肥、秸秆 还田、保护性

耕作、增施腐植 酸，其中，增施

腐植酸是增加土壤有机 质最有效、最直接的方

法；有效提高土壤有机质提升耕地质量是国家粮食

安全和全球生态安全的关键所在，我国耕地土壤储

碳固碳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第九讲：生物和煤基腐植酸及其复合对障碍土

壤改良研究

主讲人：黄占斌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学

与环境学院教授、土壤修复生态材料研究所所长、

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理事、中关村众信土壤修复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土盟）理事长

时间：2022 年 3 月 11 日

直播时长：00：35：53
直播影响：在线观看人数 7969 人。

主要内容：加强腐植酸土壤调理剂研发，建

立安全应用技术规程；加强不同类型腐植酸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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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改良和重金属 钝化基础研究，

包括影响因素 对其效应的机

理、阈值的 应用条件等；

加强不同类 型腐植酸对

土壤重金属 及其环境综

合效应研究； 加强煤基和生

化腐植酸复合对 土壤改良效应产

品研发。

第十讲：腐植酸在受污染耕地治理与安全利用

中的应用

主讲人：张乃明 云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云南省土壤培肥与污染修复工程实验室主任、

云南省土壤资源利用与保护省级创新团队带头人

时间：2022 年 3 月 18 日

直播时长：00：28：45
直播影响：在线观看人数 10562 人。

主要内容：我国受污染耕地面积大、复合污染

比较普遍，任务十分艰巨；腐植酸系列产品（主要

有腐植酸叶面阻控剂、腐植酸土壤调理剂、腐植酸

有机肥等 3 类） 在受污染土壤修

复与安全利用 中前景可期；

腐植酸特有 的分子结构

对重金属具 有较强的络

合、 吸 附、 钝化、氧化

还原等作用， 这些结构为重

金属的吸附提供 了条件，但腐植

酸应用于污染土壤修复治理的作用机理有待深入研

究；用于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修复腐植酸产品需完

善标准体系。

第十一讲：固体废物制备腐植酸肥关键技术研

发及增肥净土应用

主讲人：何小松 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

Chinese Chem. Lett.（IF=4.63）、《环境卫生工程》

《腐植酸》《中国给水排水》 等杂志编委

时间：2022 年 3 月 25 日

直播时长：00：11：15
直播影响：在线观看人数 8001 人。

主要内容：发明了生物刺激耦合生物强化提发

明了生物刺激耦合生物强化提升腐植酸活性官能团

技术，显著提升了腐植酸保水增肥官能团含量；获

得腐植酸肥最佳控氮释磷配方，即土壤中腐植酸、

保水剂、沸石配比 1.5、1.5、9.0 mg/kg；成功研制出

腐植酸保水肥，应用 于 500 亩大田效果验

证， 减 施 化 肥 30% 不减产，实

现了腐植酸 和化肥协同增

效；开发出 生化腐植酸

与煤炭腐殖 质耦合强化

农药降解和 腐 殖 质 - 富

镁硅酸盐矿物 复合钝化剂等

增肥净土多功能腐 植酸肥产品，受到

国际腐殖质协会主席等多次引用和借鉴，并受到

Compost Sci. Util. 杂志主编联合多名编委好评。

第十二讲：煤基腐植酸和煤基固废制备重金属

钝化环境材料研究 Cd2+/Pb2+ 的络合稳定性

主讲人：初茉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学与

环境工程学院教授、清洁能源技术联合研发中心

主任

时间：2022 年 4 月 1 日

直播时长：00：25：38
直播影响：在线观看人数 9630 人。

主要内容：煤基腐植酸对 Pb2+ 吸附性能优良，

投 加 量 0.5 g/L 条 件 下， 当 pH=3 时， 吸

附率可达84%， 保留率 90%；当

pH=4、5、6 时，吸附率可

达 95%， 保 留 率 90%；

煤基腐植酸 对 Cd2+ 的吸

附具有相似 的 效 果。 脂

肪链型吸附位 点对 Cd2+ 的吸

附稳定性最强，四 齿 配 体 对 Cd2+ 的

络合稳定性高于二齿配体。沸石 - 腐植酸复合吸附

钝化剂对的 Pb2+ 吸附性能提升，投加量 0.5 g/L 条

件下，当 pH=3、4、5、6 时，吸附率可达 98%，

保留率 94%。以煤基固废原料制备重金属钝化剂，

并与腐植酸复合，有望发挥更有效、稳定的重金属

钝化作用。                                      （下转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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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田园

2022年2月22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的意见》发布，为腐植酸绿色天使开展幸

福田园建设赢得了新优势。2022年2月28日、3月
4日，协会先后发布了《关于发布<腐植酸基础产

品生产行业保价稳市自律公约>的通知》（中腐协

〔2022〕6号文件）和《关于开展“3·15”纪念活

动，征集践行<中国腐植酸肥料行业自律公约>维
权视频的通知》（中腐协〔2022〕7号文件），号

令全国腐植酸基础产品和肥料产品生产企业，发挥

主人翁精神，自觉践行《腐植酸基础产品生产行

业保价稳市自律公约》和《中国腐植酸肥料行业

自律公约》，全力维护腐植酸的“金字招牌”，携

手推进腐植酸基础产品生产行业和肥料行业高质

量发展，为幸福田园建设贡献腐植酸人的力量。

现将协会名誉会长曾宪成2022年2月中旬以来纪行

诗6组18首、对联9副集结如下，与大家分享。

（一）

2022年2月13日，立春第10天，京城中雪，曾

会长即兴赋诗《雪打春》。2月15日，遭遇倒春寒

天气，早上气温-12 ℃，体感冰冷，曾会长即兴赋

诗《四肢冷》。

（1）雪打春

——今日出雪今日景

老汉六十五，体认到白头；

驳尽出落地，化境自成趣。

（2）四肢冷

——早上零下12摄氏度

今日春上冬，冰冷十二分；

路人稀松少，风寒照耳冲。

（二）

2022年2月16日，第1期《腐植酸》杂志出片。

曾会长审定全稿时，无意间抬头看到办公室墙壁上

悬挂着12年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演觉大和尚为腐植

酸产业亲笔书写的新年贺词“在腐植酸的世界里，

沙粒要变成珍珠，石头要化做黄金，枯枝长出鲜

果，荒漠生满丛林”感慨良多，赋诗《又一篇》。

又一篇

——演觉大和尚腐植酸贺岁12周年题贺

庚寅贺春天，演大谱新篇；

金轮十二支，朝日风华炫。

（三）

春天来了，气温回暖，呈现出一派生气。乌

鸦掠过天空，鸽子树枝上嬉戏，燕子届时而归，

鸭子冰湖赶春，梅花、迎春花、玉兰花、桃花等

竞相绽放，柳叶冒新芽，白桦树笔直参天，真是美

不胜收。曾会长于2022年2月21日、24日、25日，

3月1日、2日、7日、9日、11日、15日、16日，4月
12日、14日先后赋诗《黑了行》《随便说》《燕子

晓》等12首。

（1）黑了行[1]

——何事向晚问

树上寄云月，惨淡数鸦声；

夜幕降临下，独炫好光阴。

（2）随便说[2]

——儿时讲究儿时养

新鸽换旧鸽，树上来做客；

少忆儿时养，付尔要贞节。

（3）燕子晓

——气温飙升13摄氏度

瞅见新燕到，八九四天了；

前头倒春寒，难掩季候到。

（4）正月正

——今日冰湖解水来

湖开满面春，一旁长古藤；

仨鸭频频抵，各色一园中。

（5）同声气

——一举分孽三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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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氏三兄弟，腰身一般齐；

同门白皮种，实属壹籽粒。

（6）喜洋洋

——一派春光浪天涯

初见迎春花，居舍常安家；

春上人勤早，心中漾彩霞。

（7）任春量

——莫误春来好时光

湖柳吐新皇，水岸闪金光；

冰角还未尽，荣春又一场。

（8）凝雪庵

——阆苑冰雪净若清荷

一束望春兰，碧海映成天；

花品看人品，风骚更当前。

（9）白白的

——繁如瑞雪压枝开

白梅欣欣然，春到二月天；

见底一心红，度尽所有寒。

（10）任风狂

——一袭风尘早添香

襟怀柳秧秧，一任春风扬；

催开情窦衣，勤勉少儿郎。

（11）任尔欢

——人面桃花春风第

初红一定鲜，风情御万般；

三品桃花雨，索性浪一番。

（12）扎央金

——一枝一叶总关情

清风不过紧，苏叶攒足劲；

一番慢动作，道声好光景。

（四）

2 0 2 2年 3月 4日，协会发布了《关于开展

“3·15”纪念活动，征集践行<中国腐植酸肥料行

业自律公约> 维权视频的通知》（中腐协〔2022〕
7号文件）。同日，中国腐植酸企业风采微信公众

号转发了中国农科新闻网关于“农业部科技司：

小麦春管早施腐植酸水溶肥”的报道，曾会长特

赋诗《早下种》。

早下种

——黑土地肥得流油，流的就是腐植酸

纪念三一五，素爱扫地僧；

体认桃花面，妙应二月风。

（五）

2022年3月8日是第112个国际劳动妇女节，曾

会长特赋诗《分外亲》，衷心祝愿广大妇女同胞节

日快乐。

分外亲

——祝愿三八妇女节快乐！

玉兰露华浓，洁白里外通；

欣闻花间语，着色自性中。

（六）

闽南一带，风热感冒，喝柚子茶即好。2022
年3月12日，曾会长偶感风寒，回想起20年前登顶

武夷山时，途见当地老百姓制作柚子茶场，即兴赋

诗《观紧要》。

观紧要[3]

——人间草木百卉嘉兴

首辅感冒药，青皮老茶膏；

抒发草木情，道地最紧要。

（一）动之以情

——二月春风似剪刀

玉绦丝丝温柔

春雨脉脉含情

（二）粮本耕地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题

八章三十五条先开粮本

首辅十八亿亩为长牙齿

（三）土贵粮丰

——粮为国本土为国基

国之大者以粮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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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之大者以土为基

（四）乌金之光

——革命人永远年轻

一如既往保持英雄本色

十个必须充满正义力量

（五）墨荷大千

——吃尽香墨祈百年

大千之荷姿肆浪漫

大千之墨波澜壮阔

（六）积肥增粮

——一定要种好粮食

粮食是要命的政治

肥料是增产的保障

（七）放眼美

——不尽二月闺中情

胸怀山河翠

放眼桃花菲

（八）幸福田园

——桃花香水五谷丰登

桃花雨桃花溪不尽桃花语

农桑田农桑情怀揣百姓碗

（九）缔结良田

——是有机质不一定是腐植酸，

是腐植酸一定是最好的有机质

黑土甜黑土美正当油香

有机肥有机种整装农田

注：

[1]全诗：夜幕降临，呀呀呀呀呀呀，一群群乌鸦自东

向西，掠过天空，洋洋自得。

[2]全诗：一群鸽子栖息在树上嘻闹。儿时养鸽子讲

究，自家的鸽子只落自家的房窝。若是落到别处就不贞

节，也会被养鸽的同伴嘲笑。

[3]全诗：闽南一带，风热感冒，喝柚子茶即好。20年

前，曾会长赴漳州诏安、云霄一带，登顶武夷山，见山下

茶园沟壑处，五尺陶缸一个间隔一个。经闻，系当地制作

柚子茶场。方法大概是，摘取秋季七成青皮柚子，挖开柚

芯，将秋季老茶根填入腹中，封好切口，一个一个装进大

缸，用泥巴封严，地下埋3年启用。熟化的柚子茶，呈褐黑

色，坚若铁木，用铁锤开。

（中腐协中华乌金文化传播中心 供稿）

第十四讲：基于土壤修复改良与生物防治，解

决世界难题——柑橘黄龙病

主讲人：何裕建 中国科学院大学未来技术学

院副院长 / 教授

时间：2022 年 4 月 15 日

直播时长：00：23：03
直播影响：在线观看人数 9085 人。

主要内容：柑橘黄龙病是公认的世界性植保难

题和灾害，号称柑橘癌症，一旦发生，容易以一树

为起点大面积感 染造成整个柑橘

园的毁灭和欠 收；利用腐植

酸和黄腐酸 的强大功能

以及可拮抗 黄龙病菌的

组合菌等， 协同为土壤

的物理指标、 化学指标和生

物学指标的健康 和谐起到了关键

的作用，可解决柑橘黄龙病的防治难题；也可拓展

解决其他果蔬种植难题。

（上接第 90 页）

第十三讲：基于腐植酸化学生物法的疏浚土

土壤化研究与实践

主讲人：孙晓然 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副秘书

长、华北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院长 / 教授

时间：2022 年 4月 8 日

直播时长：00：23：11
直播影响：在线观看人数 11624 人。

主要内容：大规模的港口和航道建设、运营，

产生了数量巨大 的疏浚土；开发

低成本、环境 适宜的疏浚土

利用新方法 成为关键。腐

植 酸“化 腐 朽为神奇”，

使疏浚土具 有绿化土、

种植土、矿山 修复用土等功

能，增加土壤供 给，实现土壤再

造；腐植酸“变废为宝”，解决疏浚土环境问题，

让闲置资源合理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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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洞天
不一样的感受  爱一样的情节

（三）铭恩义

——感谢伟大的祖国

（2022年3月19日·第3天）

五级出落地，三日到顺义；

两耳别无趣，一心打游戏。

注释：尽享五星级待遇。

（四）尽此义

——国恩难尽报身待

（2022年3月19日·第3天）

四菜一汤第，鲜果兼酸奶；

当此富贵居，如是感天地。

注释：全素，没有异味。

（五）分外春

——花戴春分 绿饮田埂

（2022年3月20日·第4天）

四日看春分，小麦将起身；

补肥正当季，青苗看农人。

注释：今日春分。远眺窗外田园，麦苗开始返青。一

室因明故，不忘域外情。

（六）集大方

——翰墨情 田园情 以诗为证

（2022年3月21日·第5天）

一轶众家长，集采十二方；

丝丝桃花雨，粒粒壤土香。

注释：《诗经》源于田园。16时许，应约与旅法书画

家芬奇·张电话，就120首五言绝句书法创作，纵论古今典

章。芬奇·张先生放手之下，形神兼备，一气呵成12首大草

书法作品。

（七）别洞天

——方天方地不过方寸

（2022年3月22日·第6天）

2022年3月17日，北京市西城区新增2例新冠

肺炎病毒感染者。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名誉会长曾

宪成作为次密接人员，封闭式隔离在北京市顺义区

后沙峪镇古城村——中家鑫园温泉酒店（中华全

国总工会国际交流中心）进行医学观察。至4月8
日，前后23天，解除隔离期医学观察，平安返回工

作岗位。期间，曾会长赋诗33首。其中，29首五

言绝句、1首四言、1首五言、1首六言、1首八言

绝句。现将1首五言、29首五言绝句合成30首特辑

《别洞天》——①在顺义②赎身来③铭恩义④尽

此义⑤分外春⑥集大方⑦别洞天⑧天方净⑨真景

气⑩种良田⑪频点香⑫临日后⑬真雪松⑭金鸡

叫⑮该养廉⑯紫竹雨⑰抹春晖⑱一颗心⑲极显

隆⑳诸己过㉑一线天㉒做莲友㉓画中人㉔斗方内

㉕推新潮㉖禀承天㉗换新颜㉘这一期㉙新世界㉚谱

新天（诗题）分享给大家。

（一）在顺义

——一切听从党安排

（2022年3月17日·第1天）

早上封了门，密接同一层；

晌午通知到，确诊有两人。

飞雪请进门，入驻沙峪镇；

曾经多少事，敦尽此一生。

注释：子夜时分，楼道内外，音声嘈杂。一早，白

衣天使上门核酸取样，并通知下午转移隔离区进行医学观

察。当天，雨雪交加，气温骤降。

（二）赎身来

——飞雪飘临身监外

（2022年3月18日·第2天）

又是乱雪飞，将春闹一回；

身监新冠故，凝目看窗外。

注释：窗外飞雪飘飘，远离城市喧嚣，气息一派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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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一口气，只此方寸间；

往来别无恙，早晚婴儿装。

注释：应对新冠疫情，必须遵法守纪。顺天道，气贯

长虹。新生儿囿于方寸，极至终老归于方寸。痴心人，返

璞归真，岂不快哉。

（八）天方净

——一心万象 万象一心 
（2022年3月23日·第7天）

物尽万般情，无外一颗心；

窃居斗室内，两眼放光明。

注释：内外之间，小世界，大世界，皆一心所现。所

谓心外有天，天外有心。

（九）真景气

——小麦尖尖平整齐

（2022年3月24日·第8天）

些些丝丝雨，慢慢搭春衣；

苗苗珠珠水，款款平畴齐。

注释：中雨。北京地区向南小麦开始返青。今春以

来，新闻联播天天播报春耕生产的场景。小麦是中国老百

姓的命中粮。

（十）种良田

——万里春风万里田

（2022年3月25日·第9天）

一枚宽心丸，二月春风田；

三度桃花雨，九子旷野颠。

注释：三度雨，九子归；一日一春，一春一长。闲适

一舟，风扬万里，心系农桑。

（十一）频点香

——海棠华树千山雪

（2022年3月26日·第10天）

一日一平章，十日出太阳；

春风八九遍，到底香粉艳。

注释：春分前后，夹雨夹雪，阴晴不待，时令转圜。

印象观园，海棠花树，三月纷飞，香粉猎艳。海棠开后春谁主，

日日催花雨（宋·李弥逊）。

（十二）临日后

——百年巨匠莫奈印象

（2022年3月26日·第10天）

莫奈几棵树，印象过千目；

自然感知事，手绘凭日出。

注释：“印象派”一词源于莫奈的画作《日出·印象》。

（十三）真雪松

——慧具十分千般胜

（2022年3月26日·第10天）

元初赵孟頫，到底看归宿；

两朝博兴事，笑傲随身后。

注释：赵孟頫，世入世出之典范，系宋太祖赵匡胤

十一世孙。自元世祖至武宗、仁宗、英宗四朝嘉敬，追封

魏国公。延祐三年（1316年）用一品例，推恩三代。生前

（半个月）最后一封信《疮痍帖》，写给尊师中峰明本禅

师（普应国师）。

（十四）金鸡叫

——《碧岩录》：禅门第一烧（宗杲）

（2022年3月27日·第11天）

当时何以烧，丛林太迷钞；

一举看话头，大破野狐招。

注释：时下学人，多贡高我慢。大慧宗杲，宋代临济

禅师，开创“看话禅”（参话头）。因焚烧本师圆悟克勤

耗时20年编成《碧岩录》影响深远。宗杲道：只管要于古

人公案上求知求解，直饶尔知尽解尽一大藏教，腊月三十

日生死到来时，一点也使不著。修行要看脚底下。

（十五）该养廉

——四菜一汤 养尊处优

（2022年3月28日·第12天）

冷眼看世界，目视方外天；

万类随他去，光顾一张嘴。

注释：斗室之内，放飞世界。

（十六）紫竹雨

——桃花酥雨春风荡

（2022年3月29日·第1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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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不带雪，五日清明节；

透过窗花水，多闻雨切切。

注释：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十七）抹春晖

——举窗宴雨唱辽阔

（2022年3月30日·第14天）

此情可重寄，开窗劫风来；

一股春香味，仰面扑人鼻。

注释：两天早雨，午间放晴。窗心即我心，我心系窗心。

（十八）一颗心

——一心一意同频共振

（2022年3月31日·第15天）

一生住公房，左右两茫茫；

只此和弦声，同频即性中。

注释：一颗心脏，左右心房，收放之间，唯命是从。公

房、公所，人人可住。一心，表里内外，恁想怎样就怎样。

（十九）极显隆

——流美圆融 超声越色

（2022年3月31日·第15天）

活句怎么说，承中变化多；

机转流美意，尽在不言中。

注释：“活句”，意在言外，直指心性，非逻辑化表

达；“死句”，严守字面含义，表述不离规矩。如心灵之

声，若泉水涌动，可谓“大珠小珠落玉盘，此时无声胜有

声”（白居易）。

（二十）诸己过

——一佚萦索全斩断

（2022年4月1日·第16天）

拘身十五日，了却多少事；

正经无明果，直至断明白。

注释：无明之果，看似不相关，其实必然间。有道

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辛弃疾）。

（二十一）一线天

——一扫铅尘别洞天

（2022年4月1日·第16天）

拘身半月闲，少事更心间；

内省无多子，独诉古城边。

注释：扬古风之沧浪，临月轮之观照。相于闭关，得

天独处，反观诸己。凡事向内求，莫向外求。此地系北京

顺义“古城”东村。

（二十二）做莲友

——至亲至爱相拥故

（2022年4月2日·第17天）

日日见增福，时时想说透；

人身不容易，寻声上九路。

注释：马增福，从中学至今唯一交谊不断的亲学。居

室隔离期间，每天向问于好。九路，喻指菩提道。

（二十三）画中人

——周遍沙界一肩挑

（2022年4月3日·第18天）

居室画中鸟，每天看我撩；

情识何以动，万法唯心造。

注释：客房卧榻一侧墙上，挂着一幅宋时花鸟名画。

心若不动，有何交涉。道人不知清梦老，方为绝学无为

闲。悟道者，心闲事不闲。

（二十四）斗方内

——万类遍布 至尊不离土

（2022年4月4日·第19天）

几端小气候，独显生态美；

地产高古味，全凭一把土。

注释：小居室可谓“小气候”。一般“小气候”系指

区域小农业，道地产品，意外芬芳。小气候、大气候，不

离一土。小房子、大庄园，不离一心。所谓即土即心、即

心即土，心土不二。

（二十五）推新潮

——立处更上一路

（2022年4月5日·第20天）

想我腐植酸，禁行二十天；

赶在清明时，奔赴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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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自授业腐植酸以来，第一次脱岗20天。

（二十六）禀承天

——道一程亮光  瞻一回春秋

（2022年4月5日·第20天）

此系恩戴天，着实瞻永年；

深明追思远，前路到底宽。

注释：今日清明。日哺之时，惜春将晚。15时15分，

正当斗室踮脚，顿感天德地厚，世恩弘深。恰清明时分，

慎终追远，一如哺土之责，顺承天命，大行腐植酸关怀人

类新产业发展之道，春秋是，亮光远。

（二十七）换新颜

——掬出日月感天地

（2022年4月6日·第21天）

自贡三层皮，就像蜕蝉衣；

换过老生脸，春风更得意。

注释：历经20天，身心俱变。斗室之内，闭环管理，

体能变化，症候现前。连续三天，脱尽脸皮。

（二十八）这一期

——一场新生活运动

（2022年4月7日·第22天）

两端一对一，中间三乘七；

见天二十三，白日存里外。

注释：隔离满3周，今日全员（含客房环境）开展隔

离期医学观察评价，可望明日解除隔离。心外无日，日外

无心。日即是心，心即是日。

（二十九）新世界

——份内桃源别样红

（2022年4月7日·第22天）

客房全采样，解封辩阴阳；

往来二十三，经世又一场。

注释：一心印万象，一心含大千。桃花源里可耕田，

内圣外王，不离一心。

（三十）谱新天

——向所有疫情防控服务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2022年4月8日·第23天）

这便二十三，重回四月天；

铭记三重恩，荣耕故里田。

注释：14时宣布解除医学观察隔离，要求返回家后向

当地社区报备。让腐植酸美丽因子，普利生态大家园，荣

尽家国情怀。

如上，禁行二十三天，饱含一段深情，感

恩之，自省之，临香之（腐植酸），春幸之（农

桑），交谊之，师心之……总括“三十首诗情，

三十幅画面，三十首诗题破泥丸。

（中腐协中华乌金文化传播中心 供稿）

三字令，画龙点睛；五绝竟，二十个字说清楚，就这么简单。像峡口出水，听起来，或远或近，

似深似浅。看起来，或高或低，有粗有细。颂起来，一珠一击，盛情奔放。其实，绝不绝句无所谓，

心性使然，抒情罢了。

惜香泥，惜乃珍爱，香泥系指腐植酸。关注腐植酸，地球一分子，富聚碳源，土库最大，一呼

一吸，牵一发而动全身。几十年，带一群人，深耕不怠。极至现在，土肥和谐、净土洁食、减量化肥，

生态修复、幸福田园、道地种植、哺育健康……美丽因子，光荣绽放。

自然所在，童心壮阔。华夏文明，田园丰盛。一粒一粟，诗经为开。后世韵律，无不青睐。后续

再造，无不其右。授业尽其所爱，不问唐宋大家，只与伯公 [1] 对话。总括之，动情之，心发之，自信之。

注：

[1] 伯公谓腐植酸，别号如藏香王、大地藏、暗香王、乌金藏、黑金刚等。                                                                                 

（节选自本刊 2020 年第 1 期卷首语）

伯公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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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花奔放田园美
——全国土肥行业开展“开创田园新生活运动

寻找最美腐植酸人”公益活动纪实

2021 年“开创田园新生活运动，寻找最美腐

植酸人”公益活动，一场由腐植酸人缔造的“最美

田园”盛会，开创了腐植酸肥料行业田园风光的最

美时刻。“百佳最美腐植酸人”鲜活的事迹深入人

心，把腐植酸肥料的优秀论文写在大地上，赢得了

行业内外的高度关注和赞誉。回顾整个活动历程，

树立服务“三农”的正能量，进一步激发全行业一

心扑在华夏大地上，不断书写最新最美的田园画

卷，最美腐植酸人意犹未尽。

一、发端于鼠年岁末

2020 年 12 月 6 日，在“第五届全国土肥和谐

大会”上，隆重启动了北京澳佳生态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净土行动，壤动中国——寻找最美腐植酸人”

暨澳佳生态 25 周年成果巡礼活动。“寻找最美腐

植酸人”，得到了与会领导、专家和代表们的一致

称赞。会议结束后，经名誉会长曾宪成与协会副会

长、腐植酸肥料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北京澳

佳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广祥商议，将该

项活动提升至全行业进行，主题确定为“开创田园

新生活运动，寻找最美腐植酸人”公益活动。

二、开始于牛年新春

2021 年 1 月 26 日，协会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

和组织策划，正式发布了《关于举办“开创田园新

生活运动，寻找最美腐植酸人”活动的通知》（中

腐协〔2021〕3号文件），一场“开创田园新生活运动，

寻找最美腐植酸人”公益活动在全行业正式启动。

该项活动由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主办，农业农村部

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和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

支持，北京澳佳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协办，10 余

家国家和行业等主流媒体和协会自媒体共同参与。

活动目的：寻找长期奉献在田园一线的广大腐

植酸肥料开发者、生产者、使用者、推广者、科普

者以及新型合作社、专业经销商、种粮大户等先进

代表，通过在全行业范围内广泛推选，以表彰他们

在田园一线平凡岗位上，用实际行动为化肥零增

长、负增长、减量化以及为美好田园建设做出的实

实在在的辛勤劳动。

推选范围：主要面向我国农业种植业领域，聚

焦从事开发、应用、推广、示范、传播腐植酸好肥

料及其衍生产品的腐植酸人。

推选条件：（1）从事腐植酸肥料行业工作 3 年

以上，岗位不限；（2）推广腐植酸肥料亩次有一

定规模；（3）科普腐植酸肥料场次有一定影响；

（4）推广腐植酸肥料没有发生过质量纠纷；（5）在

当地老百姓心目中享有良好口碑。

三、来自一线的最美情怀

通过这场“开创田园新生活运动，寻找最美腐

植酸人”公益活动的洗礼，无数腐植酸肥料的开发者、

生产者、使用者、推广者、科普者以及新型合作社、

专业经销商、种粮大户等，汇聚起了一股强大的推

动力量，涌现出一批批最美腐植酸人的先进代表。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实现研究员杨星波，在 2016—2019 年间，通过不

断地尝试和研究先后解决了粉体腐植酸在尿素上生

产应用的难题、腐植酸大颗粒尿素易结块和长白毛

的技术性难题、攻克了高塔腐植酸复合肥料浆易起

泡漫锅的技术难题，大大提高了公司生产效率，降

低了生产成本，为公司腐植酸类产品高质量发展作

出了一定贡献。这种深耕一线、苦干实干、攻坚克

难的精神最美。

无锡盖依亚生物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钱泽樱是一名大学毕业生，毕业后怀揣着满腔

的热爱，加入了腐植酸研究团队。那时，腐植酸

肥料产业没有如今这么火热，面对外界的诸多质疑

声，她始终坚信“坚持是搞科研的唯一捷径”，耐

住寂寞与无奈，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迎来了腐植

酸的春天。这种坚守自我、执着前行的精神最美。

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澳佳腐植酸肥总经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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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军从事农资销售 30 年，为了能够“对症下药”

帮助农户解决种植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他坚

持学习，深入了解不同经济作物种植过程中病、虫、

草害及土壤问题的防治方法，掌握了多种经济作物

的生长特性与发病规律，帮助农户实现增产增收。

这种不断提升自己以更好地服务农户的精神最美。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其塔木镇万金农资经销

处农艺师陈彦君在腐植酸肥料销售过程中，每年秋

后都召开 800 人左右的现场观摩会，影响带动其塔

木周边 17 个村屯的农户用上了腐植酸好肥料。他

平时指导农户科学施肥，做到一村一测土，坚持缺

啥把啥补的销售方式。他坚持“放心肥放心用”的

销售理念，做到自己父母不用的肥，坚决不卖给农

民。这种以诚信立业的品质最美。

云南中农农资有限公司经理盛贵林是广东拉

多美化肥有限公司的一名经销商，也是一个种植大

户。2020 年伊始，我国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听到

武汉封城的消息后，他考虑到湖北区域新鲜蔬菜的

供应可能会受到限制，积极与武汉政府相关部门取

得联系，将自己位于蒙自市草坝镇森森农场种植基

地的 600 多亩大棚蔬菜进行采摘后免费捐赠给武

汉。之后，他又牵头组织筹备了第二批（2 月 4 日）、

第三批（2 月 12 日）、第四批（2 月 19 日）、第

五批（2 月 23 日）的蔬菜捐赠活动，累计向武汉、

咸宁等区域捐赠新鲜蔬菜共计 200 多吨。这种抗击

疫情大爱无疆的精神最美。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在腐植酸肥料行业中，

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躬身在田园一线平凡岗位上的

最美腐植酸人。他们虽没有华丽的服饰，但足以惊

艳你的目光；他们虽没有很高的学历，但足够敬业

和努力；他们虽没有远大抱负，但能够始终如一；

他们虽取得的成果很小，但迸发出足够亮眼的火花；

他们做的事业不够惊天动地，但值得鲜花和掌声。

四、10 个月“海选”

中腐协〔2021〕3号文件一经发出，新华网、《中

国化工报》、中国农资传媒、《农资导报》《南方

农村报》等国家和行业主流媒体竞相报道，中国腐

植酸网、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微信公众号、中国腐

植酸企业风采微信公众号持续宣传，《腐植酸》杂

志连续 6 期设立专题（封面“脸谱”），期期亮点

卓著，“寻找最美腐植酸人”热潮涌动。

一时间，全行业兴起了研究、推广和科普腐

植酸肥料的比拼热潮。实验室里，比拼谁的科研

成果更新更优；生产车间里，比拼谁的操作技能

更快更稳；田间地头上，比拼谁的配肥更精准更

及时；科普大讲堂，比拼谁的讲座更生动更朴实。

历经 10 个多月，经过激烈的比拼，根据个人自荐

和单位推荐，协会先后收到 300 多家单位推荐的

600 多位符合参选条件的最美腐植酸人。本着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经过三审推选出 111 位候选人，

通过《腐植酸》杂志、中国腐植酸网、协会微信公

众号等协会自媒体予以公示。

细数 111 位候选人，来自 70 家单位，广泛分

布山东、河南、北京、江苏、陕西等 20 个省市区（图

1），以山东、河南农业大省最多。111 位候选人中，

从事腐植酸肥料行业工作 3 ～ 57 年，其中年龄最

大者高达 82 岁，最小者 26 岁。年龄分布以 70 后

（1970—1979 年）和 80 后（1980—1989 年）居多，

分别为 31 人和 39 人，二者占候选人 63%（图 2）。

111 位候选人中，女性 24 位（占比 21.62%），充

分展现了女性在田园建设这个原本男性主导的行业

和岗位中呈现出的独立和自信。

数量（人）

省
市

区

0 5 25201510 3530

四   川

江   西

广   西

海   南

云   南

上   海

湖   北

辽   宁

安   徽

黑龙江

广   东

河   北

新   疆

山   西

陕   西

吉   林

江   苏

北   京

山   东

河   南 21
32

13
5
5

4
4
4

3
3
3

2
2
2
2
2

1
1
1
1

图 1 111 位候选人所在单位省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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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美之花海南奔放

2021 年 12 月 17 日，“开创田园新生活运动，

寻找最美腐植酸人”公益活动颁奖典礼在海口揭晓。

经过 10 个多月的寻找和推选，迎来了荣耀的闪光

时刻。会上，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双宣

读了《关于表彰 2021’百佳最美腐植酸人的决定》

（中腐协〔2021〕23 号文件）。因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本次会议仅向到会的 40 位代表颁发了获

奖证书和奖杯。凡获奖者未能到场，经推选委员会

核定后，决定其最终获奖资格。

致辞环节，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副会长、农业

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副主任李荣，中国植

物营养与肥料学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

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白由路，中国腐植酸工

业协会副会长、腐植酸肥料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澳佳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广祥，中

国化工报社社长崔学军 4 位嘉宾分别代表主办方、

支持方、协办方、媒体界致辞，他们对本次活动给

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一致认为这项公益活动

办得好，既有高度又接地气。

颁奖环节，邀请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名誉会

长、法人代表曾宪成，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副会

长、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副主任李

荣，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白由路，中

国化工报社社长崔学军共同为 40 位获奖代表颁发

了“2021’百佳最美腐植酸人”获奖证书和奖杯。

喜看 40 位获奖代表，有来自企业生产一线的技术

能手，有来自大专院校躬身科研的学者，大部分来

自奔走在田间一线的农化服务达人，是他们的默默

坚守、用心付出、奔走相告，让更多的农民用上了

优质的腐植酸肥料。这份荣誉，既是对他们所有努

力的肯定，也是获奖者实力的证明。

获奖代表发言环节，3 位代表作了情真意切的

发言。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中心总监郭

新送代表感言，获得“2021’百佳最美腐植酸人”

这项殊荣，既是对他的鼓励，也是鞭策。希望在协

会大家长的带领下，继续努力，同行业腐植酸人一

起把腐植酸技术研究做深，把腐植酸类产品做精，

把田间地头的服务做细，为腐植酸行业的发展添砖

加瓦！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产品研究处处长郭

景丽代表感谢协会这个平台，在将厂商和专家结

合、将专家的成果产业化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心

连心会继续紧跟协会的步伐，在腐植酸肥料行业担

负起应该担负的责任，起到带头作用。河南省驻马

店市确山县燕宇农资经营部经理刘海燕代表高兴地

说到，看到很多用户用咱们腐植酸肥料增产增收，

让她更加坚信：腐植酸肥料会在未来的市场有更大

的发展前景，这条路她会更加坚定地走下去，她愿

意做一名腐植酸肥料的辛勤耕耘者，砥砺奋进，铸

就新的辉煌。他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代表了

最美腐植酸人从事“三农”工作的真挚情怀。

六、结语

“开创田园新生活运动，寻找最美腐植酸人”

公益活动，表彰的是推广腐植酸肥料的最美使者，

牵动着的却是全体腐植酸肥料人的心田，彰显了一

代代腐植酸肥料人的新风范。衷心希望腐植酸肥料

行业同仁向“最美腐植酸人”学习，充分展示腐植

酸肥料行业的爱农情怀，让腐植酸这个“黑色精灵”

通过大量推广腐植酸肥料，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腐协中华乌金文化传播中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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