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腐植酸水溶肥结手“五更”充满力量
——献给第51个“世界环境日”

曾宪成

2014 年 6 月 5 日，纪念第 43 个“世界环境日”暨“农业

可持续发展论坛”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当日我代表中国腐植酸

工业协会应邀出席该场纪念活动，以《让腐植酸水溶肥普惠全

人类》为题做演讲。当时，腐植酸水溶肥在农业部登记的产品

有 150 个，涉及企业 100 多家。时隔 8 年，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

腐植酸水溶肥在农业农村部登记的产品高达 3730 个，涉及企业

2300 多家，两两增长 23 倍之多，已是今非昔比。

水溶肥是肥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先锋代表，腐植酸水溶肥是肥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所在，它融合了高效性、节水性、专一性、低碳性、智能性等环境友好的综合性能。腐植酸

水溶肥创立之初的叶面肥、生态农业液肥、抗旱剂等产品，是我国水溶肥产业发展的开拓者，

是水溶肥皇冠上的明珠，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走进新时代，牢牢把住粮食安全生产的

主动权，保障初级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大力推进腐植酸水溶肥产业高质量发展，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2022年1月10日，协会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腐植酸水溶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中腐协〔2022〕3 号文件）。文件要求将全国腐植酸原料生产企业、腐植酸营养效素（基

础产品）生产企业、腐植酸水溶肥产品登记企业以及市场推广主体（专业经营单位）组织起

来，成立“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腐植酸水溶肥产业分会”，通过确立政经产学研用推“一条龙”

产业体，合力推进腐植酸水溶肥产业高质量发展。

值此第 51 个“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让我们从植株叶面开启，促进绿色农业高质量

发展；让我们从点滴做起，促进高效农业低碳化发展；让我们从幸福田园建设出发，促进高

品质农业大发展。对此，希望大家以更大的责任担当和勇气，凭借“腐植酸 + 水溶肥”的产

业融合优势，通过分会组织力，结手“五更”——更加高效、更加长进、更加低碳、更加普惠、

更加团结，握紧拳头，让腐植酸水溶肥产业高质量发展充满力量。

《结手五更 充满力量》

（图例释义详见内文第 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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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5 周年纪念文件

[ 编者按 ] 为了纪念“中国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发展 65 年暨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成立 35 周年”，本刊特设

《65/35 周年纪念文件》专栏，全文刊发中腐协〔2022〕13 号文件，发布了 15 项重要工作成果，并组编了 28 篇

专家学者提供的腐植酸科普文章，旨在进一步提升全行业认识腐植酸、用好腐植酸、推广腐植酸的专业理论水平

和自我革命能力。

关于发布《中国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发展 65 年
暨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成立 35 周年

15 项重要工作成果》的通知

中国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发展 65 年
暨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成立 35 周年

15 项重要工作成果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腐植酸

是地球碳循环的重要一环，腐植酸好则环境好，腐

植酸弱则环境弱。”选自《关于深入贯彻学习“纪

念中国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发展60年暨中国腐植酸

工业协会成立30周年庆典”大会重要思想理论成果

的通知》（中腐协〔2017〕20号文件）首句，开宗

明义。该文件通过总结60年来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

形成的55条思想理论（即“55力”），指导全行业

全面融入到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变革、

大发展之中。

近5年来，全行业在传承60年产业发展成果的

基础上，不断拓展外延，深化内涵，凭借系统性、

专业性、集成化、模式化、规模化发展路径，进一

步彰显了全行业的智慧和力量。尤以腐植酸低碳肥

料、工业腐植酸营养效素和腐植酸水溶肥产业成长

最为显著，实现了从厚积薄发到高质量发展的飞

中国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发展 65 年暨中国腐

植酸工业协会成立35周年走过了光辉灿烂的历程。

这 5 年，全行业站在时代的潮头，敢想敢干，奋勇

前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骄傲的业绩。现根据

聚光性、系统性、典型性、开放性、创造性等指导

原则，梳理出 15 项重要工作成果。

跃。值此中国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发展65年暨中国

腐植酸工业协会成立35周年之际，将5年（2018—

2022年）来全行业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梳理出15项
重要工作成果，印发给大家。

希望大家认真学习，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让工业腐植酸营养效素在构筑“山水林田湖草沙生

命共同体”中共襄盛举，让腐植酸低碳肥料在实现

“肥料双碳目标”中大显身手，让腐植酸大健康产

品在“亲民生活”中缔结幸福，让腐植酸美丽因子

在普利惠民事业中更加绚丽多彩，让我们满怀激

情，创造更多的辉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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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

        （源自中腐协〔2022〕13号文件）

一、协会年度重点工作聚焦点突出

5年来，协会重点工作始终紧盯国家产业政策，

重点围绕生态环境建设、污染防治攻坚战、碳达峰

碳中和行动、绿色化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使命，引

领全行业发挥产业优势、全面投入到生态环境建设

之中。现将今年 10 项重点工作分享给大家。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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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项重点工作，通过中国腐植酸网、《腐

植酸》杂志和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微信公众号浏览。

（一）肥料碳达峰，腐植酸再立新功 

欲立新功，必得其志。2015 年以来，在国家

实行化肥零增长、负增长、减量化行动中，腐植酸

肥料行业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开展农业碳达

峰碳中和行动，当前减少化肥投放是重点。腐植酸

在提高化肥利用率、降低化肥使用过程中 CO2 排放

量、增强土壤储碳控碳能力等方面功效显著。面向

化肥碳达峰碳中和行动，腐植酸低碳肥料志在必得。 
（二）绿色动力源，腐植酸再塑金身 

构筑“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坚决打

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腐植酸各业绿色化发

展，全面构筑“腐植酸绿色动力资源库（原料粮）”

和“腐植酸营养效素产业体（精细粮）”两个基石，

既是关键时期充分保障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大发展

的需要，又是进一步提升服务农业、环境、工业和

医药保健品 4 大领域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还是满足

日益增长的市场和产业形态发生变化时的需要。 
（三）普利惠民计，腐植酸卓立典范 

腐植酸是关怀人类的新产业，是充满情怀的产

业，更是具结地气的产业。新产业的特质是普利惠

民，一线企业的特质是为民服务。深入生产应用一

线开展调查研究，推进企业市场化创新模式，树立

个性化服务样板，共同打造“政经产学研用推”一

条龙服务体系，为优化生态环境建设和区域经济发

展树立光辉典范。 
（四）开创新业态，腐植酸华树满枝 

我国腐植酸美丽因子涉足“大农业民生工程、

大环境治理工程、大工业低碳工程、大医药健康

工程”4 大领域 55 个产业门类。针对腐植酸物质

的功能特性，通过科技创新、多方联合，纵向延伸

腐植酸环境友好新产品开发，横向拓展腐植酸环境

友好产业应用新领域，不断壮大新产业，培育新业

态，促进腐植酸各业协调发展。 
（五）土壤治理系，腐植酸一马当先 

认识腐植酸来自土壤，人类利用腐植酸反哺土

壤是智慧之举。大力开展”净土洁食工程”是腐植

酸土肥产业的本质要求。面向诸多土壤问题，充分

发挥腐植酸在耕地质量提升、土壤修复、盐碱地治

理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开发一系列腐植酸土壤治理

的新技术、新产品，以不断深化土壤治理工作。同

时，做好“100 篇腐植酸耕地质量保护提升研究与

应用征文”工作。 
（六）泥炭新生活，育婴堂子孙满堂 

湿地是地球之肾，泥炭是湿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2022 年《湿地公约》第 14 届缔约方大会将在

武汉召开，泥炭产业要学会补养之道。抓住筹备举

办 2024 年国际泥炭大会的契机，努力实现国际基

质市场中国化，中国基质市场国际化，全面提升中

国泥炭产业国际化合作水平，再造流光溢彩的“育

婴堂”，持续推进泥炭产业新生活运动健康发展。 
（七）生态环境第，腐植酸盛妆新科 

近 10 年来，腐植酸多领域研究呈现出近指数

级增长，参与研究的国家多达 125 个。我国腐植酸

环境友好产业发展引人瞩目，深入腐植酸生态环境

保护研究，加快腐植酸技术产品开发，扩大腐植酸

开发应用领域，早日创立“腐植酸生态环境保护学

科”，以为壮大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服务地球生

态大家园建设作出更新更大的贡献。 
（八）服务新起点，腐植酸人一家亲 
创新会员服务永无止境。加深会员感情，了解会

员需求，帮助会员纾困解难，扶持会员发展始终是协

会的重要工作。针对会员发展现状，树立服务好思想，

制定服务好办法，深入会员企业一线，做好方向引领、

市场研判、技术升级、产品提质，引导企业承担社会

责任，全面构建腐植酸人一家亲的新关系。 
（九）抢占制高点，腐植酸走向世界 
始终不渝地坚持“让我们共同给地球大家园

安装一个标准环（碳链）”的目标，加快腐植酸环

境友好产业标准化建设，选择重点腐植酸产品开展

“HA”商标认证，不断抢占行业制高点，奋力打

造腐植酸国家品牌和国际品牌，为地球大家园生态

环境建设服务。率先推进“让黑色腐植酸、腐植酸

本色肥料从土壤中来到土壤中去”成为全球共识。 
（十）乌金深情待，美丽因子传佳音 
办好“第七届全国土肥和谐大会”，支持腐植

酸领头羊企业创办全国性专业会议。融入自媒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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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腐植酸》杂志以“内容为王”、中国腐植酸

网发声最广、“中国腐植酸第一直播间”专业致上、

协会微信公众号和中国腐植酸企业风采微信公众号

两厢互补、“赋予微生更伟大”今日头条号触摸心

灵等，是传播腐植酸美丽因子的重要抓手。 
二、“5162”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经纬方略

《“5162”腐植酸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经纬方

略》是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瞄准行业发展亮

点，制定的指导新时代发展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的

重大经纬方略。在“5162”模式中，“5”和“1”
为一组，分别指第（三）项高举“五面旗帜”和所

包含的每一面旗帜；“6”和“2”为一组，分别指

除第（三）项外，凡六项中每项包含的两个方面。

（一）遵循“两个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2021 年 10 月 24 日）、《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意见》（2021 年 11 月 7 日），我们必

须坚决遵循。 
（二）面向“两个方面”

国务院发布《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2021 年 10 月 26 日），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构筑“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提升生

态系统碳汇增量；二是提升耕地质量，实施化肥农

药减量替代计划。 
（三）高举“五面旗帜”

1. 产业基石：人类智慧利用煤炭腐植酸回馈自

然的伟大创举。

2. 行动纲领：让腐植酸从土壤中来到土壤中去。

3. 双碳目标：把化肥请回来，把腐植酸肥料搞

上去。

4. 乌金文化：充分彰显出中华乌金充满生态文

明的勃勃情怀。

5. 再认识再利用：深刻揭示暗色物质腐植酸在

自然界中的生态性与开发利用的普惠性。 
（四）不忘“两个出发地”

一个从生物圈中来：腐植酸是地球碳循环的重

要一环；一个从土壤中来：腐植酸是土壤的生命力

所在。 

（五）牢记“两个去处”

一个是腐植酸构筑“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

体”；一个是腐植酸构筑“土肥和谐”新关系。 
（六）坚持“两以论”

以国泰论，腐植酸是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

“美丽因子”；以环宇论，腐植酸是积极维护地球

碳循环的“安全卫士”。 
（七）打赢“两场硬仗（两个体系）”

一场是坚决打赢全球最大“腐植酸营养效素产

业体系（精细粮）”建设的硬仗，既为生态环境建

设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又为构筑“山水林田湖草

沙生命共同体”编织腐植酸美丽因子；一场是坚决

打赢全球最大“腐植酸肥料生产供给体系”建设的

硬仗，“让黑色腐植酸、腐植酸本色肥料从土壤中

来到土壤中去”成为全球共识，充分彰显腐植酸肥

料人的本色情怀。

三、“四梁八柱”腐植酸肥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方略

历经 5 年，在肥料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洗礼

（化肥“零增长——负增长——减量化”）下，形成

了《“四梁八柱”腐植酸肥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方略》。

（一）“四梁”

1. 发展基石：思想与实践相得益彰。 
2. 发展动能：理论与产业高度契合。 
3. 发展成果：腐植酸本源性肥料否定之否定规

律博采众长。 
4. 发展使命：构筑“土肥和谐”，让腐植酸、

腐植酸肥料从土壤中来到土壤中去。 
 （二）“八柱”

1. 有思想（日新日用）、有实践（产业模式接

地气）。 
2. 有理论（黑白交慧、两机互补、两个最大）、

有产业（肥料相关产业 30 个门类）。 
3. 有技术（1 万多项发明专利）、有标准（39 个

专业标准）。 
4. 有试验（田间试验数以万计）、有福田（推

广至 18 亿亩耕地）。 
5. 有效益（疫情期间逆势增长，核心竞争力增

强）、有活力（拥抱太阳，满盘皆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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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品质（道地香）、有生活（尊重自然、利

用自然、反哺自然、改造自然、改善生活）。 
7. 有英才（人才济济）、有干劲（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 
8. 有使命（做新土地的主人）、有担当（肩负

起土壤源头安全生产责任）。

四、腐植酸大健康产业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腐植酸是中华医药的瑰宝。5 年来，通过实施

“腐植酸 + 健康”工程，让腐植酸绿色食品卫生

健康产业“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生命力越来越旺

盛，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

（一）确立了“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指导思想。

（二）确立了铸就“政、经、产、学、研、用、

推”一条龙产业体的发展模式，为产业技术和产品

创新注入持续动力。

（三）明确打造腐植酸绿色食品卫生健康产业

的“亲民派”，是创立中华腐植酸绿色食品卫生健

康产业的目的所在。

（四）细化了“腐植酸医药产业体系”构建，

包括思想理论体系、道地药材种植体系、药用分子

材料体系、技术工艺体系、产品生产体系、标准化

管理体系、权威机构认证体系、临床应用体系、市

场推广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健康大药房）、慧智

管理体系、价值构造体系（物美价廉）等方面。

（五）实施“腐植酸＋健康”工程，让黄腐酸 /
腐植酸与保健食品、日化用品、传统中药材以及提

质增效中成药（品）结合起来，开发优质的适合中

国人口味的绿色食品卫生健康产品，可赢得先机。

（六）发布了《吉祥宣言》，进一步明确了跨

入新时代中国腐植酸医药产业的重要使命。

（七）组建了新一届“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医

药专业委员会”，为推动腐植酸医药产业的健康发

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八）通过《关于“首届中华腐植酸医药健

康产业发展论坛”取得重要成果的报告》（中腐协

〔2018〕20 号文件），将论坛成果上报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九）树立健康产品全过程管理和风险管控的

科学理念，通过采集记录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等

环节信息，建立和完善腐植酸绿色食品卫生健康产

品追溯体系。

（十）增强生产和经营主体的责任意识，确

保各类健康产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等质量指标有

效控制。

五、腐植酸肥料始终在大地上书写“优秀论文”

1974 年 11 月 16 日和 1979 年 8 月 10 日，国

务院先后发布《国务院转发燃化部、农林部关于积

极试验、推广和发展腐植酸类肥料报告的通知》（国

发〔1974〕110 号文件）和《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

关于加强腐植酸综合利用工作的请示报告》（国发

〔1979〕200 号文件），成为发展我国腐植酸肥料

产业和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的基石。

（一）“五大作用”时

在国发〔1974〕110 号和国发〔1979〕200 号

两个文件的推动下，1980—1985 年，经过 5 年时间，

32 家科研院所在全国 19 个省、市、自治区，开展

了 24 种农作物 773 个大面积田间试验，明确了腐

植酸在农业上的“五大作用”（改良土壤、增效化

肥、刺激生长、增强抗逆、改善品质），成为中国

经典，也是世界经典，至今仍发挥着奠基性的作用。

（二）“两高三少”时

2015 年，国家开展化肥零增长行动，腐植酸

肥料在农业生产中应用逐步深化。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在“五大作用”基础上，总结并发布了

腐植酸复合肥料在全国 12 省市、10 种作物上开展

95 个大面积田间试验示范成果，获得“两高三少”

（肥料利用率高、作物产量高、施肥用量少、施肥

次数少、有害气体排放少）和“三剂化”（肥料增

效剂、土壤调理剂、作物生长刺激剂）新效果。

（三）“三十八项”时

2021 年，全行业以“两个营养库”（腐植酸 +
化肥）为准绳，进一步细化、优化、深化腐植酸肥

料田间试验成果。协会面向全行业征集了 2018—

2021 年涵盖全国 24 个省、市、自治区，在 209 种

作物上开展的 544 个腐植酸肥料大面积田间试验成

果，获得了腐植酸 38 项（类）优化土肥关系、促

进作物健康生长的试验成果（表 1）。当前，腐植

酸肥料田间试验还要继续扩大、深化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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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大腐植酸肥料产业发展理论

经过 5 年来的不断实践与理论创新，进一步厚

植了 10 项重要思想理论成果。

（一）“土肥和谐”理论。即土离不开肥，肥

离不开土，土肥一家亲。

（二）“两机互补”理论。即“以有补无，以

无补有，有无互补”。坚持“两机互补”理论，既

满足腐植酸肥料产业发展阶段的需要，又适应化肥

工业转型、促进肥料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三）“两个最大”理论。基于“两个最大”

公约数，即对土壤碳库和肥力而言，腐植酸是土壤

中最大的“储碳库”和衡量土壤肥力的“金标准”；

对作物养分而言，化肥是植物养分外供最大的“给

养库”。

（四）“黑白交慧”理论。“黑”（腐植酸）

是构建“土肥和谐”的功能因子，“白”（化肥）

是构筑“土肥和谐”的养分材料。通过“黑白交慧”，

让黑色腐植酸将白色化肥转化成为黑色肥料还土壤

本色。

（五）土壤是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牌”，

腐植酸是土壤的“底色”（本色），二者互为因果、

缺一不可。

（六）让腐植酸从土壤中来到土壤中去，是坚

持否定之否定规律最具智慧性的选择。

（七）腐植酸是构筑“土肥和谐”的法宝，优

质腐植酸肥料是治理耕地沉疴的不二选择。

（八）“腐植酸 + 化肥”是构筑“土肥和谐”

的基石，也是打造“肥料工业 4.0”时代的基石，

抓住两者就等于抓住了肥料高质量发展。

（九）关注气候变化必须关注土壤气候变化，

关注土壤气候变化必须关注土壤腐植酸碳库变化，

这是考量土壤气候变化的立足点。

序号 试验成果 序号 试验成果

1 作物产量显著提高 20 土壤团粒结构改善

2 作物抗逆性（抗旱、抗寒、抗病等）明显增强 21 土壤酶活性增加

3 作物根系、株高、叶片、生物量等明显增加 22 土壤孔隙度增加

4 作物农艺性状改善 23 土壤容重降低

5 促进种子萌发、提高发芽率 24 重金属迁移率降低

6 促进作物生长发育 25 土壤蓄水能力提升

7 繁苗率和子苗质量提高 26 土壤污染（重金属污染、有机物污染）修复效果明显

8 植物光合作用增强 27 土壤酸碱性改良效果明显

9 果树移栽成活率提高 28 土壤水肥气热状况改善

10 盐胁迫效应明显缓解 29 土壤有机碳含量增加

11 作物连作障碍改善 30 氮、磷、钾肥料利用率提高

12 土传病害减轻 31 化肥使用量减少

13 农产品口感极大改善 32 肥料速效、缓效、长效等组合效能突出

14 农产品营养物质含量提高 33 施用肥料、农药次数减少

15 农产品有害物质残留降低 34 土壤养分损失（氨氮排放、养分淋溶等）减少

16 土壤肥力提升 35 后期土壤氮素残留量显著提高

17 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 36 有害气体排放减少

18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显著增加 37 无二次污染

19 土壤微生物群落优化 38 实现有机种植

表 1 38 项腐植酸肥料田间试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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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开展肥料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大量反

哺腐植酸低碳肥料行之有效。

七、十大腐植酸肥料产业发展模式

腐植酸是土壤的魂，是种植业的根，是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实践出真知，企业最真实，

模式吸引人。

（一）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化肥工业转型中，第一时间与腐植酸专业生产企

业强强联合，新建煤炭腐植酸营养效素产业园，通

过“腐植酸 + 化肥”深度融合，成为工业活化腐

植酸与大化肥优势互补的标杆。

（二）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做“有思

想”的腐植酸肥料，集合矿物源腐植酸活化技术，

通过“工业级腐植酸营养效素 + 化学养分材料”，

打造出“农大”腐植酸本源性肥料全国性品牌，

并与山东农业大学联合培养腐植酸专业硕士在全

国拔了头筹。

（三）广东拉多美化肥有限公司在大化肥转型

中，抢占腐植酸钾复合肥料制高点，从岭南走向中

原，开启“养土工程”走进千店万户，通过农业农

村部百县百种作物试验示范，打造横贯大江南北的

“墨翠”品牌。

（四）北京澳佳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持续

26 年的内功，拥有腐植酸涂层尿素国家二等奖技

术，专注腐植酸肥料生产和推广，通过开办“腐植

酸肥料田间大学”，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专注的力

量”，开创了“澳佳”腐植酸肥料品牌新风范。

（五）湖北茂盛生物有限公司坚持“创新致

远”，通过产品创新、渠道创新、市场创新和服务

创新，使得腐植酸复合肥在全国多点布局取得先机，

对接区域化专业市场，形成了多元化发展态势，“晨

耕”牌腐植酸水溶肥料赢得先机。

（六）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坚持“两

手抓”，一手抓产品创新，实现了二十余年沉淀的

复合肥生产企业创新发展；一手抓农业技术服务，

推出“蚯蚓测土配方新技术”，有效服务地方农业

发展。

（七）山东泉林集团利用黄腐酸 / 腐植酸技术

创新，开创了“一草两业”（绿色纸业和绿色肥业）

新模式，铺就了生物质黄腐酸绿色产业发展路径，

实现了“泉林集团”服务绿色农业新变革。

（八）山东佐田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腐植

酸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的代表，通过矿物源和生物

源腐植酸的“双源”模式，收获了农产品有机市场

认知度高的“佐田氏”品牌，又捷足先登了尼日利

亚、加纳、科特迪瓦等非洲市场。

（九）陕西鼎天济农腐殖酸制品有限公司将

“济农土壤实验室”搬到了田间地头，在全国各地

开展了 1000 余场腐植酸改良土壤现场实验，用良

好的应用效果见证了腐植酸产品的功效，真正解决

了用户“知其所以然”的问题。

（十 ）陕西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牛育华

教授带领团队，经过 4 年的不懈努力，研制出具备

抗菌、保水、防护等功能的腐植酸苹果液态膜，用

来代替传统的苹果套袋技术，在陕北地区大面积示

范应用取得显著效果，解决了苹果生产套袋成本

高、苹果品质低、劳动强度大等群众关切的农耕问

题，为陕西乃至全国苹果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

的技术支持。

八、腐植酸低碳肥料直面实现“肥料双碳目标”

几十年来，全行业秉承“高扬绿色、关注民生”

的宗旨，深耕领跑肥料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早在

2010 年，协会发布了《中国腐植酸绿色低碳宣言》，

号召全行业沿着低碳道路发展。

2014 年，协会提出开展腐植酸肥料“三化效

应”（低碳化、生态化、优质化）研究势在必行，

号召全行业用科研成果为腐植酸肥料产业低碳化发

展“架桥铺路”。

2021 年，协会曾宪成名誉会长署名文章《倡

导低碳肥料，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在中共中央

宣传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刊发，引起强烈反响。

2 月 28 日，协会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腐植酸低碳

肥料，加快开展“土壤碳中和”行动的通知》（中

腐协〔 2021 〕 6 号文件），号召全行业抢占低碳

肥料制高点，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全面投身到“土

壤碳中和”行动中来，尽一切力量把“土壤碳中和”

工作做深、做透、做实、做出成效。《腐植酸低碳

肥料与土壤碳中和》（《腐植酸》杂志 2021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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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抓铁有痕：土壤碳中和之腐植酸低碳肥料》

（《腐植酸》杂志 2021 年第 2 期）两篇专题评述，

引领全行业以“碳减排”为杠杆，充分发挥腐植酸

低碳肥料产业的内生作用，促进农业 - 肥料碳减排，

推动腐植酸低碳肥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2 年，《腐植酸低碳肥料与碳达峰》（《腐

植酸》杂志 2022 年第 1 期），明确提出了腐植酸

低碳肥料的“加减法”，为肥料碳达峰暨农业碳达

峰行动指明了方向。

九、腐植酸肥料唱响香山科学会议“生态幅”

2019 年 6 月 20 日，协会曾宪成名誉会长作为

特邀代表出席“香山科学会议第 655 次学术讨论

会”，深入阐述了腐植酸肥料与土壤、肥料、生态

之间的友好关系。

（一）协会提交的《新时期腐植酸肥料产业发

展成果十分喜人》（《腐植酸》杂志 2019 年第 4 期）

报告，从 13 个方面介绍了腐植酸肥料产业发展的

喜人成果。

（二）确立面向化肥行业转型升级，通过黑色

腐植酸与白色化肥二者“黑白交慧”，是“两机互

补理论”最好的实现形式。

（三）新时期基于“生态幅与养分高效利用”，

“黑白交慧”之“腐植酸营养效素 + 化学养分材料”

的实践成果，进一步证明了“两机互补”理论重

要性。

（四）召开“香山科学会议腐植酸肥料专题研

讨会”的建议得到了香山科学会议执行主席、中科

院院士赵玉芬教授的大力支持。

（五）为深入研究腐植酸、腐植酸与微生物、

腐植酸与化肥、腐植酸与品质农业之间的密切关

系，推动腐植酸、腐植酸肥料科学产业发展打开

一扇大门。

十、让腐植酸水溶肥普惠幸福田园充满力量

腐植酸水溶肥是腐植酸肥料中开发时间早、

产品稳定、生产企业多、市场接受度最高的产品

类型。2018 年，腐植酸水溶肥产业呈现“井喷

式”增长，在农业农村部登记的腐植酸水溶肥产

品 1348 个。5 年来，腐植酸水溶肥产业发展活力

越来越强。

（一）截至今年 5 月 31 日，在农业农村部登

记的腐植酸水溶肥产品 3730个，是 2017年（495个）

的 7.5 倍，涉及企业 2300 多家。

（二）5 年来，腐植酸水溶肥应用范围越来越

广，适用作物种类超过 100 种。

（三）根据农业农村部登记腐植酸水溶肥产

品，单一产品有效登记时间最长达 30 年（1994—

2024 年），且适用于 35 种（类）农作物，这是国

家对腐植酸水溶肥的品质证明，更是市场用户对腐

植酸水溶肥的最大认可。

（四）2022 年 1 月 10 日，协会发布《关于大

力推进腐植酸水溶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中

腐协〔2022〕3 号文件），将通过成立“中国腐植

酸工业协会腐植酸水溶肥产业分会”，聚合政经产

学研用推“一条龙”产业体，合力推进腐植酸水溶

肥产业高质量发展。

（五）农业农村部已经批准对《含腐植酸水溶

肥料》（NY 1106-2010）标准进行修订，相信修订

后的标准将会更加科学和规范地指导腐植酸水溶肥

服务于现代农业生产。

十一、打造专业性一流的腐植酸“团体标准”

2018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正式实施以来，赋予团体标准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

合法地位。5 年来，协会组织制定的腐植酸团体标

准已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指明灯”。

（一）2018 年 12 月 2 日，协会首次发布了《腐

植酸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腐植酸有机 - 无机复

合肥料》《腐植酸复合肥料》《矿物源腐植酸钾》

和《腐植酸有机肥料》等 5 项协会团体标准，该系

列专业化标准的主要指标和检测方法，优于国家标

准和行业标准。

（二）2019 年，协会与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

监测保护中心联合发布《关于推介使用 < 腐植酸

有机 - 无机复合肥料 > 等 4 项肥料产品团体标准的

通知》（中腐协〔 2019 〕 1 号文件），协会标准

化工作第一次面向全国土肥系统。

（三）截至目前，协会已经累计发布 8 项团体

标准，还有 2 项标准正在申请报批中，成为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有益补充，有力地规范和促进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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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健康发展。

十二、腐植酸美丽因子再次走进国家殿堂

近 5年，伴随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的快速发展，

产业影响力越来越大，个性化成果突出，国家有关

部门给予了充分肯定。

（一） 2019 年，中宣部公益科教片《认识腐

植酸——让腐植酸从土壤中来到土壤中去》（电审

科字〔2019〕第 044 号）正式面向全国所有乡村公

益播放，实现了“为了美丽乡村建设，让人们像认

识水土一样认识腐植酸”的宣传目的。

（二） 2019 年，腐植酸尿素首次纳入工业和

信息化部产业运行报告，成为化肥工业转型的标志

性成果，也充分说明腐植酸在氮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三） 2020 年，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重质

油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田原宇教授主持的《典型农

林废弃物快速热解创制腐植酸环境材料及其应用》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

十三、六届“全国土肥和谐大会”执掌行业话

语权

“全国土肥和谐大会”于 2016 年首次召开，

每年举办一次，已经连续召开六届。六届大会，让

“土肥和谐”这一思想从无到有，传播越来越广，

越来越深入人心，该大会已经成为农业领域最有影

响力的品牌会议。

（一）首届大会（2016 年）的会议主题明确

了“土肥和谐”的要义——土离不开肥，肥离不

开土，土肥一家亲。首倡“土肥和谐”，让土与

肥有机统一起来。这一届大会确立了“土肥和谐”

理论。

（二）第二届大会（2017 年）以党的十九大

绿色化思想为指导，全方位、多角度、专业化透视

“土肥和谐”的深刻内涵，明确了走进新时代构筑

“土肥和谐”的历史责任。这一届大会丰富了“土

肥一家亲”理论。

（三）第三届大会（2018 年）以“搞好土肥

关系，应对气候变化”为主题，围绕一个“和”字，

让腐植酸与“土肥和谐”“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

联系起来。从腐植酸着手，稳定土壤气候变化，进

而构筑气候智慧型农业，以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届

大会延伸了“土肥和谐”内涵。 
（四）第四届大会（2019 年）以“开创‘腐

植酸营养效素 + 化学养分材料’集美肥料新时代”

为主题，用“腐植酸有机 - 无机营养供给理论”为

指导，通过“腐植酸营养效素 + 化学养分材料”

相结合，实现构筑“土肥和谐”的目标。这一届大

会确立了“土肥和谐”产品体系。 
（五）第五届大会（2020 年）以“腐植酸：

我们要做新土地的主人”为主题，全面回顾和总结

了 5 年来腐植酸肥料产业走过的光辉历程，明确了

“十四五”时期“让化肥减量化，让腐植酸肥料增

量化”的重要责任。

（六）第六届大会（2021 年）以“双碳新生活，

腐肥固根本”为主题，号令腐植酸人牵手土肥界的

同仁有信心通过“土肥和谐”构建，为提升耕地质

量、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早日实现

“双碳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十四、腐植酸基础产品自律公约“十个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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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构建良好的腐植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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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规范和促进腐

植酸基础产品生产行业健康发展，协会 2022 年 2
月 28 日发布了《腐植酸基础产品生产行业保价稳

市自律公约》（中腐协〔2022〕6 号文件），得到

行业同仁的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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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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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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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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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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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微信公众号、《腐植酸》杂志等媒体上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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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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腐植酸人奋发向上的“十大作为”

走进新时代，牢牢把住粮食安全生产的主动

权，保障初级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大力推进腐植

酸肥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对此，守好土壤肥料这个腐植酸的主阵地，加大

与土壤同根同源的腐植酸低碳肥料及其衍生产品

的反哺力度，耕耘好“土壤—肥料—作物”这块

“责任田”，腐植酸人、腐植酸肥料人必须要有“十

大作为”。

（一）为种好“中国粮食”端好“中国饭碗”，

必须确保粮食增产增收（确保口粮）。

（二）为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安心，必须提

高农产品品质（舌尖安全）。

（三）为确保腐植酸低碳肥料供给，必须全

面推进工业腐植酸营养效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

牢基石）。

（四）为减少农田化肥投放量，必须加大腐植

酸提质增效化肥力度（提质增效）。

（五）为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必须大量反哺

黑色腐植酸、腐植酸低碳肥料（补充有机）。

（六）为持续推进化肥减量化行动，必须助力

化肥行业绿色转型（减量化肥）。

（七）为增强土壤储碳控碳功能，必须提升土

壤（种植业）固碳增汇能力（厚植绿色）。

（八）为维护土壤系统生物多样性，必须增加

土壤有益微生物数量（增加团粒）。

（九）为确保农产品产地环境友好，必须减少

农业生产面源污染（面源控制）。

（十）为确保土壤可持续发展，必须维护田园

生态系统健康（永续发展）。

十五颗芯片，聚焦闪光点；

生辰六十五，盛镶腐植酸。

天赐活力源，两以论心弦；

丽珠丝丝扣，广化幸福田。

注释：为了纪念中国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发展 65 年暨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成立 35 周年，中腐协〔2022〕13 号

文件发布了 15 项重要工作成果。“活力源”系指腐植酸既是自然界的“绿色天使”，又是土壤的“活力素”，工业

活化的腐植酸更是人类利用自然的伟大创举。“两以论”系指协会“两以论”：以国泰论，腐植酸是积极参与生态

文明建设的“美丽因子”；以环宇论，腐植酸是积极维护地球碳循环的“安全卫士”。“丽珠”系指“乌金”，亦

指工业活化的腐植酸营养效素。                                                                   （2022 年 6 月 2 日曾宪成赋）

普乐天
——热烈祝贺中国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发展 65 年暨

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成立 35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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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腐植酸：一类复杂的化学中间体

在一些化学文献中，屡见“腐植酸作为化学中

间体”的说法，本文给大家扼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

知识。

1. “中间体”的概念

所谓“中间体”（intermediate），顾名思义，

通常指的就是“半成品”，是生产最终产品的过渡

产物。比如，用煤炭或石油为原料制成的烷烃、甲

醇、丙烯酸、异丙醇、甘油、苯乙烯等，都是中间

体，它们是用来制造各种农药、医药、染料、树脂、

表面活性剂、增塑剂等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另外

还有不少产物，既是最终产品又是中间体，比如尿

素、苯酚、甲醛和 ε- 己内酯，各自都是产品，但

它们可以相互反应，生成脲醛树脂、酚醛树脂、聚

己内酯。从这个角度说，它们各自又是中间体。上

面所说的“中间体”一般都是稳定的化学单体或化

工产品，故称作“化学中间体”或“化工中间体”，

此二者是同义词，但后者更偏重于进入流通领域的

“化工商品”。另外还有一个“反应中间体”的术

语。它属于有机化学概念，与上述的“化工中间体”

（商品概念）有本质区别。“反应中间体”是化学

反应过程中产生的活性“断片”，可以看成是一类

过渡物质，有的较稳定，但多数很不稳定，甚至转

瞬即逝，最终形成稳定的化工中间体或产品。

2. 腐植酸“中间体”的内涵与特点

腐植酸属于“化工中间体”吗？答案是肯定的。

严格来说，腐植酸应该称作“化工中间体的原料”。

但与煤炭和石油相比，有其特殊性：第一，腐植酸

本身就含有或多或少的活性官能团，因此，它们有

可能直接作为反应中间体参与某些合成反应，尽管

其作用强度有限。煤炭和石油中官能团则寥寥无几，

一般不可能直接参与合成反应。第二，煤炭和石油

可以成功地分解和分离成纯的烷烃、烯烃、芳烃、

醇、酸、酯等分子级“断片”（它们既是单体又是

中间体），而腐植酸则不能。无论怎样分解和分离，

腐植酸“中间体”始终是复杂的混合物。第三、腐

植酸及其分解产物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

它们的反应的难度和不确定性，绝对不可能像简单

的分子那样容易定向反应。第四，要想使腐植酸与

其他物质发生聚合反应，必须以产生大量不稳定的

“反应中间体”及活性桥键为先决条件。我们下面

主要从“反应中间体”入手进行讨论。

3. “反应中间体”的演化机理

某些传统的化学合成反应，比如合成聚酯的中

间体丁二醇、己二酸等，本身就含有大量羧基和羟

基官能团，添加适当的催化剂就很容易引发聚合反

应。腐植酸之类的天然大分子则不同，它们本身的

官能团数量和活性有限，一般很难自发反应，必须

通过激发反应中间体来促成反应，其“激发”因素

包括热、光（主要是紫外光）、高能辐射、微波、

超声波、等离子体、氧化 - 还原引发剂等。激发生

成的中间体（包括腐植酸的中间体和其他对应化合

物的中间体）必须是具有强烈反应活性的“断片”，

其中间体的形式包括：

（1）正负离子：在外界激发条件下，共价键

成绍鑫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太原 030001

28 篇腐植酸科普文章

在纪念“中国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发展 65 年

暨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成立 35 周年”之际，一批

耕耘在一线的专家学者纷纷撰稿，通过深入浅出的

科普文章，把深情倾注在腐植酸美丽因子上，深深

感染着编辑部同仁。现将来自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

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

18 个单位专家发来的 28 篇腐植酸科普文章呈现给

大家，以方便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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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匀裂解时，两个原子间的共用电子对全部由一

个原子独占，使其分别形成带负电和带正电的离子

（positive and negative ions）。这种断裂方式称作

键的“异裂”。比如，腐植酸大分子中的 C-C 键、

C=C 键，在某种微波激发下就可能断裂成正碳离

子（C+）和负碳离子（C-）。

（2）自由基：在激发条件下，两个原子间的

共用电子对分别分配给两个原子，即发生“均裂”，

形成具有不成对电子的原子或基团，这就是所谓

“自由基”（也称“游离基”，free  radical）。

腐植酸分子发生“均裂”的位置，一般都发生在

弱键上，如醚键（-O-）、肽键（-CO-NH-）、甲

氧基（-O-CH3）、次甲基（-CH-）等，故腐植酸

的反应中间体往往以氧自由基（O•）、氢自由基

（H•）、亚氨基自由基（NH•）和甲基自由基（CH3•）
居多。

（3）新生活性“断片”：腐植酸是大分子复

杂混合物，企图以腐植酸为原料制取聚合产品时，

几乎都是氧化降解与生成正负离子或自由基断片同

时发生的。因此，在一个反应体系中，不仅有部分

原始官能团，更多的是新生的羧基、酚羟基、醇羟

基、醌基、羰基、甲氧基等，再加上瞬时自由基和

正负碳离子，均起到连接断片的“桥键”作用。因

此，整个反应体系应该是非常活泼的。

（4）反应中间体的修饰：为了提高反应活性

和产品活性，在腐植酸降解过程中，或者腐植酸与

其他有机分子缩聚过程中，还可以附加一些深度化

学改性，如硝化、卤化、磺化、磺甲基化、酰胺化、

硅烷化等，使其功能多样、优化提质、锦上添花。

4. 研究成果与愿景

腐植酸“中间体”原理是制取现代高技术材

料的理论基础。40 多年来，国内外科学家利用这

一原理对腐植酸进行了多种合成反应研究，所用

对应的化学中间体有丙烯酸、丙烯腈、苯乙烯、

丙烯酰胺、酚醛树脂、脲醛树脂、聚氨酯、三聚

氰胺、顺丁烯二酸、季铵盐等，还有的采用天然

高分子物质，如淀粉、壳聚糖、木质素、改性纤维

素、海藻酸、石油沥青等，合成的高分子材料用于

石油钻井液处理剂、吸附树脂（用作农林保水剂、

水质净化剂等）、陶瓷添加剂、农用地膜、黏合剂

等。还有的采用高温缩聚的工艺制备炭材料（石墨、

活性炭、电极材料等）。不过，经过几百度以上高

温脱水 - 脱氧处理的“腐植酸”，官能团已荡然无

存，实际不能称其为“腐植酸共聚物”了。据了解，

这些成果中最突出的是由腐植酸 - 水解聚丙烯腈 -
酚醛树脂接枝共聚而成的耐盐抗高温石油钻井液处

理剂 , 其中褐煤树脂、磺化酚醛树脂 - 水解聚丙烯

腈 - 腐植酸共聚物（SPNH）、磺化脲醛树脂 - 水
解聚丙烯腈 - 聚丙烯酰胺 - 腐植酸共聚物（SCUR）

等早已实现产业化，广泛用于深井、超深井和海

上油田的钻采。

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产业化。值得庆幸

的是，已有不少研究者发现煤炭腐植酸是一类得天

独厚的高电阻、耐腐蚀、抗高温的化工中间体，完

全有可能与其他大分子中间体接枝共聚，生成用于

现代国防、现代交通和航空航天领域的高端特种材

料。其次，腐植酸既然具有医药价值，特别在防治

某些疑难病症上有潜在疗效，有些研究者就据此提

出大胆设想，企图找出腐植酸的某些特定结构“断

片”与疗效的关系，从而定向“切割”这些部位制

成特效药剂，或者以此作为中间体，再与其他化学

制剂合成更高层次的药物。这项工程难度很大，但

不是没有可能。让我们翘首以待，迎接腐植酸科学

技术的飞跃，更好地造福人类！

（二）腐植酸化学研究中的纯化、结构确定及吸附缓释的相关问题

杨镜奎

中国科学院大学化学科学学院 北京 100049

腐植酸无论来源如何或天然或人工生物发酵，

无论处理方法如何，只要主体产物的结构相同或相

近或外貌结构（尺寸、颗粒大小、形状、颜色、空

孔大小）相似，则其性能用途是可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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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有少量小分子体系但多数是寡聚物或

高分子，主体含有酚类或羧酸，表现出“酸”性特

征。腐植酸因不同杂原子连接的活性氢（COOH，

OH，NH 或 SH）的氢键强弱或模式是不相同的且

多以超分子形式存在，此外还存在不同孔径大小的

不同空腔的情形，从而会体现出不同的性质。一般

依据超分子的氢键特征及杂原子基团的电负性（或

吸电子 / 供电子能力）大小，以及含 O，S，N 或

苯环 / 稠环等的取代基或可能的不同帖类或甾族类

的不同组合，腐植酸的吸附作用及缓释作用应该是

最容易被考虑到的，其重要性是可以放在首位的。

吸附与缓释二者有一定的可逆平衡且部分原理是相

同的，且对不同金属（离子盐）或有机小分子（如

药物、杀虫剂、生长调节剂等）或无机小分子如尿

素等有不同的吸附作用，二者吸附速度的快慢或吸

附量大小及吸附稳定性也是不一样的。就如元素周

期表里目前只有 118 种元素，但全世界物质的变化

则是千变万化绚烂多彩的。正是由于腐植酸的来源

多样化及结构多样化、功能多样化，给腐植酸事业

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机会，涌现了许多实际应用可产

业化的成果。

目前的腐植酸特别是具体的黄腐酸或棕腐酸一

般都是强酸强碱处理后的超分子体系，除因氢键作

用容易聚集外主要成分的主体结构部分应该是相对

稳定的，类似于生物多肽或 DNA 或 RNA 有不同

氢键对应关系，或存在不同的弯曲模式有三链、四

链、环状、发卡状结构因而会体现不同的性质。小

分子的黄腐酸可能存在二聚或三聚体或多聚体，其

盐也类似，相对来讲容易与碱金属或碱土金属作用。 
而分子量较大的腐植酸（棕腐酸或黑 / 褐腐酸等）

则会因空隙形状孔径大小、比表面面积大小或氢键

强弱不一样等与不同金属有不同的吸附作用，如水

分子、Na、K、Mg、Ca 等则比较容易，但离子半

径比较大的重金属元素如 Pb、Cd、Mn 等则难一些。

COOH 或 OH 容易与 Na、K、Mg、Ca 以化学键形

式形成羧酸盐或酚盐相对比较稳定不容易脱落，而

Pb、Cd、Mn、Cr 等则容易于大的环状体系中的中

空部分嵌入以非化学键模式结合，相对不稳定。如

果要形成特别稳定的过渡金属盐则需要与含杂原子

S 的部位结合或在其他特殊条件下与羰基或偶氮等

配位才比较稳定。因吸附的机理及稳定性不一样，

对于结晶水或吸附或包裹的金属离子或其他无机分

子或有机分子（药物或植物营养成分）的释放可以

控制释放速度或进行选择性释放，这是很容易理解

的。依据不同的需要可以有不同的吸附剂或缓释剂

则是从腐植酸开发出来的最重要的产品之一。

当然，类似化学催化剂或生物酶催化剂或特

殊药物，有时微量物质也可以控制反应过程的快慢

或决定产物结构，个别情况还决定混合物的生物活

性，跳出了“少数服从多数”的一般法则，而是“少

数控制多数的自然特殊性”框架从而体现“物以稀

为贵”的特殊性。基于此，腐植酸与普通高纯度化

学药品或药品的研究是有很大区别的，既然可以空

隙包裹金属离子或与金属形成特殊的配位化学键，

则也存在包含某种杂质（金属离子、金属盐、其他

无机盐如铵盐，或溶剂小分子、或其他有机物小分

子）的可能。此为双刃剑，因其特殊包裹结构带来

很多用途，但同时对腐植酸化学来讲也是巨大的挑

战，此类物质的纯化比较困难，多数是超分子体系

且可能含有的微量杂质的种类或量不完全一致。最

重要一点是天然矿源或污泥中的分子结构与强酸强

碱作用纯化后的结构肯定是存在区别的，类似天然

植物的低温提取（如提取青蒿素需要乙醚在常温提

取，不能用水或醇在高温提取）与沸水提取的成分

是完全不一样的，其药效相差很远，个别甚至破坏

了原有结构失去了天然植物本身的药效，这就对纯

化过程的标准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涉及腐植

酸的生物活性的研究及临床药物开发，则类似中药

一样，其复杂性要大于普通化学合成类药物，到底

是主体起主要作用还是杂质起主要作用，或是主体

与杂质的组合协同作用，相关机理研究就比较复杂，

纯度或组合体系中不同组分比例的严谨就是第一重

要的。

从腐植酸化学角度来讲，如果是普通的小分子

（特别是部分黄腐酸），应该是可以得到具体的小

分子物质的真实结构的，但目前关于此的部分报道

多数还是以混合物的四大谱去宏观推断，或数据模

拟比较，有的“腐植酸”其实是腐植酸经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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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解或变化后的衍生次生产物，实际上已经不再是

腐植酸而没有传统意义上腐植酸的功能了。在结构

或性能上如何区分是腐植酸还是只是其化学衍生次

生产物，个别情况界线不是特别清晰。当然，腐植

酸从研究或应用上还是以 Top-Down 逆向（体系比

较复杂、机理及结构研究难得到准确信息，则以

应用功效为出发点逆向探索）的研究开发模式为

主，先有应用价值，再反过来研究其结构或进行扩

展，从实际应用来讲，这是对复杂体系研究的通用

方法。但从结构研究、机理研究或标准检测等方面

来讲，则存在很大的瓶颈，这是应用开发和基础研

究不均衡发展需要平衡的地方。

总之，对于复杂体系腐植酸来讲，以有效的特

殊功能和实际应用为依据去进行基础研究探索或实

施扩展应用开发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结构及机理研

究目前还是有很大的难处，特别是结构的不确定给

标准的制定带来很大的问题，类似牛奶是以氨基酸

含量或是以氮的含量为标准一样，存在一定的缺陷。

随意取样研究复杂结构或机理并不合适，从有重要

功能的样品出发进行研究可能更有价值。

（三）从化学反应视角认识腐植酸的独特功能

——作物碳亏缺和光亏缺的施肥对策思考

廖宗文 吴瑶瑶 沈彦汐

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广州 510640

腐植酸的促长、抗旱等功能在生产实践中已广

为应用。如果从化学反应的角度分析，对腐植酸功

能的认识深度和广度还会有新的提升。它不仅在物

质层面上有有机营养的功能，而且在能量层面还有

对冲光亏缺的效果。此外，它在新型肥料制造方面

的应用，也显示了节能减碳的明显优势。

1. 从化学反应的角度认识腐植酸营养功能

腐植酸可提供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和能

量，具有化肥所不具备的重要优势，在作物高产优

质方面可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作物生长的决定因素：物质（营养）和

能量（阳光）

“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万物生

长靠太阳”的农谚，反映了作物生长与物质（水、

肥 ) 和能量（光）的关系。作物生长可描述为在一

定的质、能条件下，由无机物（如氮磷钾化肥，

CO2 等）生成糖、蛋白等系列有机物的生化过程。

可简示为如下反应式：

重要的物质手段，而光照则是最重要的能量手段。

氮磷钾、中微肥的数量及其比例调节，即肥料的

养分物质平衡，类似化工生产的物料平衡。作物

高产施肥就是提供反应物（植物营养）促使化学

平衡右移，以获得更多生成物（产量）。作物的

生化反应是光能驱动的吸能反应。光能是影响作

物生长的重要因素。

自然条件下，大田作物生化反应基本上依赖

大气 CO2 和阳光为原料和能源，但自然条件下的

CO2 仅够 1/5，故作物均存在程度不一的“碳饥饿”。

而光照也因天气、季节及地形而经常处于亏缺状态。

一年四季中，春季低温寡照，作物碳、能的亏缺尤

甚。山区谷地常因山壁遮挡而光亏缺更严重。

迄今对于这两个高产的重要因素的研究相当

薄弱，尤其是能量（光照）因素的研究几乎为空白。

大田作物光亏缺是长期存在的常态。碳营养和光能

的亏缺如能消除，将释放出巨大的增产潜力。然而，

光亏缺的施肥对策研究也几乎无报道。

（2）腐植酸：消减光、碳亏缺的新型肥料

提供矿质营养的各种化肥，对光、碳亏缺难有

改善。而水溶性的有机营养肥对这两种亏缺，都有

明显的改善。其中，腐植酸的效果很突出。一方面反应式表明，营养是调控这一生化反应的最

CO2，NPK+H2O
光

糖、蛋白系列

（光能驱动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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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羧基、羟基、醛基等各种功能团，具有多种生

理活性；另一方面，它碳架中已储存了源于光能转

化的化学键能，可减少对光能的依赖而改善作物的

生长。如图 1 所示，有机碳营养（途径 2）是越过

光合作用（不必从 CO2 开始）的捷径，减少了对

光能的依赖，光、碳亏缺大为改善，明显优于 CO2

（途径 1）。

腐植酸加入复合肥中具有减量增效化肥的明

显效果。在冬春季低温寡照时候表现尤为突出，我

国各地有很多成功实例。例如 2016 年 11 月，辽宁

大连光照渐短，还出现连续 7 天雾霾，作物生长很

差。经销商在自己 1 亩半大棚使用矿物源腐植酸。

每天采瓜 600 ～ 700 斤，7 天收获 1.75 万元，效果

非常明显，迅速带动了周边的大棚推广应用。                                       
为了精确地验证实践中的抗光亏缺效果，我们

选用能分泌腐植酸类等多种有机营养的两种微生物

TIA（Q22）和 TIB（Q38），在生化培养箱内进行光

亏缺（66% 光照度）试验，比对照增产约 50%（图

2），增产效果突出。证明在光亏缺的条件下，包含

腐植酸在内各类有机碳均有抗光亏缺的重要作用。  

2. 腐植酸对磷钾矿的活化效果

除了营养功能方面的优势，腐植酸在肥料制造

方面也有独特的效果。其分子结构和多种功能团能

活化多种矿物阳离子，可用于磷、钾矿及微量元素

矿物的活化。华南农业大学对矿物磷、钾、镁的活

化进行了长期研究，发现在各种活化剂中，腐植酸

的活化效果尤为突出。据此开发出以常温常压的温

和反应替代高温、强酸的激烈反应制造工艺，以中

低品位磷矿做原料生产出高效活化磷肥，肥效不亚

于同重量的过磷酸钙。对比试验显示，腐植酸中的

2. 有机C光合后参与，路径短、快

淀粉、纤维素

氨基酸、蛋白

产量（生成物）
光能

1. CO
2
从光合始，

   路径长、慢

CO
2
+H

2
0

矿质营养

MPK化肥

糖

图 1 有机碳（途径 2）与 CO2（途径 1）的比较

黄腐酸效果最优（详情见本期研究论文《黄腐酸对

磷的活化效果及活化磷肥的应用研究》）。

除了活化磷矿，腐植酸还可以用于钾长石的活

化。其活化途径有两种。一是常温常压下的活化，

二是高温煅烧活化。腐植酸对两种活化都有良好效

果。常温活化的水溶性钾较对照提高 1.15 倍，在

替代50% KCl情况下与常规KCl产量相当或略增。

若用于高温煅烧，可把温度从 1300 ℃降至 1000 ℃
以下，实现降温煅烧，大幅节能减碳，助力实现碳

中和、碳达峰的战略目标。 

图 2 光亏缺条件下（66% 光照度）盆栽生物量及照片
（a）地上鲜重、地下鲜重 （b）24 天俯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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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腐植酸重金属离子（Cd2+）吸附剂

初  茉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学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083

重金属污染危害着生态环境和大众健康。印染、

冶金、轻化工以及煤化工等工业废水成为了重金属

的主要来源。其中，镉（Cd）污染是主要且危害性

较大的一类重金属污染。通过腐植酸类吸附剂将废

水中 Cd2+ 吸附并固定，是去除镉污染的一种常见

而可行的方法。

腐植酸（Humic Acid，HA）是自然界中分布

广泛的天然高分子有机酸，在分子结构上可被视

为由芳香环、脂肪族碳链、不饱和键以及其他杂

原子缩合而成的有机大分子。腐植酸的成分复杂，

结构不均一，重金属离子容易被腐植酸中疏水性

大分子捕获和封闭，从而被固定和钝化。低阶煤

炭，特别是褐煤、风化煤中的总腐植酸含量可高

达 70%，是提取腐植酸的重要原料之一。腐植酸

含有丰富的官能团，如羧基、羟基、氨基等，可

作为电子对给体，并具有较高的反应活性，能与

重金属离子发生吸附、络合以及氧化还原反应。

腐植酸可以通过成盐和络合作用与 Cd2+ 形成可溶

或不溶的絮凝物，减少 Cd2+ 的可迁移性而降低其

毒性。

但是，不同来源、不同组分的腐植酸，分子

量、官能团、腐殖化程度以及芳构化程度存在较大

差异，与 Cd2+ 的结合强度也不同。在某些条件下，

被吸附的 Cd2+ 仍可从腐植酸中向环境迁移，即发

生解析，导致腐植酸防控重金属污染的效果降低。

解吸途径包括自发解离和离子交换。解吸液中的阴

阳离子，如 Na+、H+ 及醋酸根配体的共同作用导致

HA-Cd 中 Cd2+ 的解离，使结合不稳定 Cd2+ 再次释

放出来，如图 1 所示。

3. 腐植酸的化学结构与功能优势   

腐植酸分子结构的作物营养功能及矿物活化功

能优势，源于其结构组成的复杂性和功能团的丰富

性，在营养物质层面和能量层面都高于各种化肥。

因而各种肥料中，腐植酸的应用范围更广，效果更好。

腐植酸的化学结构非常复杂，现在也没有完全

研究清楚。但是其化学结构的两个特点是明确的，

也是其功能优势的化学基础。第一点是腐植酸已经

是有机态，因此其有机化学碳键中已经储藏了相当

的由光能转化来的化学键能。而且，腐植酸不需由

简单的有机碳（葡萄糖、蔗糖）合成至长链或环状

的复杂有机碳，进一步减少了合成复杂有机物的光

能需求。第二点是腐植酸丰富的酚、羧、酮、醇等

各类功能团为作物提供了外源生理活性物，在气孔

关闭、呼吸、养分吸收和抗逆（低温寡照，旱涝，

病虫害）等方面均有重要的作用，进入作物后就可

参加系列生化反应，直接或间接转化为酶、多肽、

刺激素等生理活性物质，节约了作物合成内源生理

活性物质所需的 CO2 原料和光能。

腐植酸的功能优势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作

物营养方面，抗光亏缺、碳亏缺的效果为作物的高

产施肥提供了新的科技支撑。在肥料制造方面，活

化矿物元素的效果为矿物资源，尤其是低品位矿和

尾矿资源的综合利用开拓了新的技术途径。今后，

腐植酸的研发和应用将为我国的肥料科技创新作出

更大的贡献。

图 1 HA-Cd 中 Cd2+ 的解吸途径

C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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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泥炭及其腐植酸与环境中金属（类金属）结合的研究进展

赵红艳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长春 130024

泥炭是不同分解程度的松软的有机体堆积物，

其有机质含量应占 30% 以上。通过系统分析发现，

泥炭的有机组分包括苯萃取物、易水解物、纤维素

等难水解物，木质素等不水解物和腐植酸等。使用

碱和酸等提取剂从泥炭总腐植酸中可以进一步分离

出黄腐酸、棕腐酸和黑腐酸三种有机组分。通常情

况下，把这三种有机组分统称为腐植酸。泥炭腐植

酸具有多种性质，例如溶解性、络合（螯合）性以

及胶体性质等，这使得泥炭及其腐植酸在工业、环

境保护、医疗等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其中，泥炭

及其腐植酸通过与水、土壤和沉积物中金属（类金

属）结合和释放，间接影响金属（类金属）的流动

性和生物利用度，在环境中的金属（类金属）治理

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

1. 泥炭及其腐植酸对潜在生态危害元素的去除

泥炭、特别是泥炭藓泥炭是一种极好的金属吸

附材料，可以从环境中吸附金属（类金属）。以泥

炭作为 Ni2+ 和 Co2+ 吸附剂，结果表明 Ni2+ 的吸附

能力是 Co2+ 吸附能力的两倍，Ni2+ 可能通过离子

交换和络合的结合而保留，而 Co2+ 可能仅通过络

合保留。泥炭藓泥炭可有效去除受污染水体中的重

金属，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各种有机组分，特别是

腐植酸。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和碳核磁共振表明，

选择的泥炭中都存在羧酸、醇羟基、酚羟基、胺和

酰胺官能团。由于采用了非破坏性表征技术，也观

察到较少的胺和酰胺基团。泥炭及其腐植酸与金属

（类金属）结合的机制主要是离子交换、络合和表

面吸附，不同的机制下影响泥炭及其腐植酸与金属

（类金属）结合强度和稳定性的因素可能不同。

腐植酸中具有醇、醛、羧酸、酮和酚醛氢氧

化物，这使得腐植酸和金属（类金属）得以结合，

结合模式与结合过程强度之间的关系因络合金属而

异，其中影响离子交换和络合的因素有 pH 值、腐

植酸组分和腐植酸大小等。

Hg 和 As 是大家普遍关注的潜在有毒元素。前

人研究表明，Hg2+ 与腐植酸相互作用的特点与腐植

酸的分子结构、Hg 浓度范围和环境参数有关，将

Hg2+ 固定成稳定的配位化合物在 2.5 ～ 3.5 的 pH
值范围内最有效。有机 As 积累与纤维素、腐植酸

和亲水性的黄腐酸明显相关，特别是在富含 S 的

泥炭中 As 累积较多。泥炭腐植酸对五价 As 离子

吸附的最佳模型为 Freundlich 吸附方程，当溶液成

中性时腐植酸对 As 的吸附量较大且趋于平稳，其

吸附和脱附作用跟 pH 值、吸附时间有关。

有毒和致癌元素 Cr6+ 的行为和归宿也受腐植

酸影响。含芳烃和含氧量较高的腐植酸组分表现出

更高的 Cr6+ 还原效率，13C-NMR 和 FTIR 光谱进一

步证明羧基是 Cr6+ 还原的主要原因。Cr6+ 在地下环

境中的保留高度依赖于腐植酸，与土壤和沉积物中

的溶解形式相比，其含量可能高出两个数量级，这

与腐植酸的酚基和电离羧基含量有关。

由于腐植酸含有大量结合的阴离子，它们可以

与一些金属离子（如 Al3+、Fe2+、Ca2+、Cu2+、Cr3+ 等）

形成络合物或螯合物。研究表明，腐植酸分子与其

所以，腐植酸对 Cd2+ 的吸附量和稳定性是考

量其处理废水或土壤中 Cd 污染效果的关键指标。

以褐煤和风化煤为原料制备的两种腐植酸 HA1 和

HA2 为例，两种腐植酸对 Cd2+ 吸附量可分别高达

582 mg/g 和 905 mg/g。HA1-Cd 和 HA2-Cd 不仅在

纯水中表现出了良好的稳定性，Cd2+ 保留率大于

80%；在 pH=5 的解吸液中，三次解吸后保留率均

达 60%，说明腐植酸在偏酸性水溶液中仍然具有

良好的吸附稳定性。腐植酸对 Cd2+ 的吸附量和稳

定性均优于沸石、活性炭等吸附剂。腐植酸重金属

离子吸附剂广泛应用于废水及土壤中重金属污染修

复，特别对 Cd 污染处理效果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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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正电荷的可溶性金属物质的结合机制，与土壤

或水溶液中腐植酸的浓度有关。

Cu2+ 在 pH 7 以下的凝结机制似乎是基于 Cu2+-
腐植酸盐的沉淀，而 pH 5 以下的凝结机制似乎受

离子强度控制。随着羧基和酚基含量、O/H 原子比、

内氧化程度和腐植酸表面负电荷的增加，络合能力

显著增加。对于具有较高芳香性和腐殖化程度的腐

植酸，Cu2+ 的结合更强。固体腐植酸在 pH 2 以下

与 Fe3+、Pb2+ 和 Cu2+ 的紧密结合符合 Langmuir 等
温线模型。Cd2+ 和 Pb2+ 与泥炭腐植酸制剂的相互

作用是一个自发过程，其机制复杂，涉及络合和离

子交换过程。

2. 不同腐植酸组分的作用

不同腐植酸组分发挥的作用也不同。腐植酸

（HA）、黄腐酸（FA）和水解有机质（WSOM）

这三种有机物与 Cu2+、Cd2+ 两种金属离子之间的络

合稳定性均满足：M-HA ＞ M-FA ＞ M-WSOM。

Ca2+、Zn2+、Cd2+ 和 Hg2+ 与腐植酸中自由基的相互作

用会增加自由基浓度，而 Co2+、Ni2+ 和 Cu2+ 会淬灭

自由基。在腐植酸 - 金属配合物中，这些自由基参

与金属配位，对各种物理和化学试剂敏感，例如辐射、

氧化还原、酸碱反应等，很容易形成简单的腐植酸

盐和 / 或金属螯合物。研究发现，黄腐酸或腐植酸

中的金属含量是影响黄腐酸或腐植酸与金属的配合

物在水溶液中自由基浓度的附加因素。

腐植酸的羧基和羟基在从水溶液中去除 AuCl4

主要是通过氢键连接到未电离的羧基基团，再通过

羟基基团的作用还原为 Au（金）。不同配体（腐

植酸、黄腐酸、EDTA 和脲）对金属离子的影响不

同。Ag+ 的释放遵循以下顺序：腐植酸 >EDTA> 黄

腐酸 > 脲；在 Co2+ 和 Zn2+ 的情况下，顺序变为：

EDTA> 腐植酸 > 黄腐酸 > 脲。潜在有毒微量元

素 Pb、Cu、Zn 和 Ni 在天然腐植酸上的吸附满足

Langmuir 等温线模型。腐植酸组分不同，分子量

大小不同，间接影响其与金属（类金属）结合的稳

定性。

3. 与腐植酸结合的有机 - 无机复合型助剂

作为一种环境友好型的金属吸附剂和去除剂，

泥炭腐植酸助剂能够有效地去除潜在的污染物，

包 括 Zn、Cu、Cd、Pb、Ni、Co、Hg、Al 和 Fe
等，形成金属 - 腐植酸结合物，而且这种结合物

成本低，还可以与高岭土形成有机 - 无机复合物，

促进黏土的吸附性能，应用到环境地球化学和材

料科学方面。前人的研究表明，泥炭能去除水中

Cu、Cr 和 Zn，以及 50% 的 As，而由泥炭和铁副

产物制成的吸附剂能有效地处理被 As、Cu、Cr
和 Zn 污染的水，而影响水体中金属离子吸附的因

素包括 pH 值、加载速率和竞争金属的存在。微

生物可以影响泥炭地环境中重金属的化学形式，

例如，硫酸盐还原被认为是泥炭地中金属固定的

最重要过程，而微生物硫酸盐还原是导致金属硫

化物沉淀的机制。

纳米技术也应用到腐植酸结合金属（类金属）

研究之中。从泥炭中提取的腐植酸对三种不同表面

积的多层碳纳米管的物理化学性质和 Cd2+ 吸附的

影响研究表明，腐植酸将含氧官能团和负电荷引入

碳纳米管上，通过化学络合和静电吸引增加 Cd2+

的表观吸附。腐植酸纳米颗粒既可以钝化也可以活

化土壤中的Cd，从而达到修复Cd污染土壤的目的，

其关键在于根据钝化或活化的目标，选择溶解度适

当的腐植酸材料。

使用过硫酸钾（K2S2O8）对天然腐植酸进行化

学改性导致腐植酸结构中的羧基、酮基和醌基含量

增加，因此，改性腐植酸比原始天然腐植酸吸收的

Pb、Ni、Zn 和 Cu 分 别 多 16.3%、14.2%、10.6%
和 6.9%，这些潜在有毒微量元素的吸附主要受化

学吸附机制控制，其中金属离子与腐植酸官能团发

生深层络合。

4. 结语

泥炭及其腐植酸与金属离子结合的机制和效

果仍然是一个讨论话题。潜在有毒金属（类金属）

离子与腐植酸的结合会影响它们在环境中的迁移

和生物利用度。利用泥炭及其腐植酸材料处理环

境中金属（类金属）作为一种简单、有效和经济

的污染修复方法越来越受到关注。厘清金属（类

金属）离子与腐植酸的结合可能有助于制定恢复

受潜在有毒金属（类金属）污染土壤、底物和水

体的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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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腐植酸基咪唑啉及其衍生物

张荣明

东北石油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大庆 163318

腐植酸因产地和形成原因等众多因素，目前没

有确切的分子结构，最具有权威的就是 Stevenson 的

腐植酸模型，如图 1 所示。为了方便，本文以简单

的方式表示腐植酸的结构，如图 2 中所示。图 2 为

腐植酸基咪唑啉及其衍生物合成工艺流程示意图。

近年来，缓蚀效率高、绿色环保、多功能的缓

蚀剂成为腐蚀学者们研发的重点。咪唑啉缓蚀剂是

具有广阔的应用范围、毒性小、缓蚀效率高的绿色

环保型新型缓蚀剂，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咪唑啉中

间体可以和酸酐、硫脲、氯化苄等继续反应生成咪

唑啉衍生物。咪唑啉及其衍生物分子中含有的五元

含氮杂环，季铵离子，N、O、S 杂原子构成吸附中心，

在金属表面形成单分子吸附膜，有效地阻止腐蚀介

质与金属表面接触。

如果将咪唑啉成功引到腐植酸分子结构上，

第一步是合成腐植酸基咪唑啉，反应主要是腐植

酸与二乙烯三胺等同系物进行酯化脱水反应，使

腐植酸分子（主要是羧基）参与反应。由于一个

腐植酸分子中有多个羧基，导致产物会生成含有

多个咪唑啉取代基的腐植酸基咪唑啉副产物（反

应流程略）。生成的腐植酸基咪唑啉，由于其端

基含有 -NH2，又可以进行下一步反应，制成多种

衍生物。本文以氯苯为例，生成 N，N，N- 三苯

基季铵盐（图 2）。

图 2 腐植酸基咪唑啉及其衍生物（以季铵盐为例）合成工艺示意图

腐植酸 二乙烯三胺

腐植酸基咪唑啉

+

N，N，N-三苯基季铵盐

氯苯

图 1 Stevenson 的腐植酸模型

糖

缩氨酸

HC=O

(HC-OH)4

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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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矿物源腐植酸钾 / 黄腐酸钾

（八）硝基腐植酸制备及其在农业上的应用

王曰鑫

山西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太谷 030801

武丽萍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太原 030001

矿物源腐植酸指存在于泥炭、褐煤、风化煤

之中的腐植酸，是一种大分子的有机混合物，通

过化学方法，可以将其分离为黄腐酸、棕腐酸和

黑腐酸（注：这与土壤学中分离土壤腐植酸的方

法基本一致）。黄腐酸在土壤学中称为富里酸，

其分子量是腐植酸组分中最小的，可溶于酸、碱

和水，呈黄色溶液；棕腐酸不溶于水，可溶于碱

和乙醇，但不溶于酸，呈棕色溶液；黑腐酸既不

溶于酸，又不溶于乙醇和丙酮，仅溶于碱溶液，

溶液呈黑色。在土壤学中，通常将棕腐酸与黑腐

酸二者合称为胡敏酸。含棕腐酸、黑腐酸的腐植

酸虽然不溶于水，但可与钾、钠等碱金属离子作用，

生成水溶性腐植酸盐，利用此原理将腐植酸钾作

为主要有机物料应用到水溶性肥料和复合肥中，

已成为腐植酸类肥料中的“活力”一族，目前在

农资市场上非常活跃。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腐植酸

钾既是一种利用率非常高的有机钾肥，又是减量

提质增效化学肥料的最佳“伴侣”。

1. 腐植酸钾

腐植酸是化肥的绿色增效剂，而钾又是经济作

物需求量很高的营养元素。腐植酸与钾的亲合力非

常强，故二者结合，既养地又富钾，是传统钾肥的

绿色替代品。腐植酸钾能有效促进植物对钾离子的

吸收，提高钾肥吸收率和利用率，促进叶片增大，

增强光合作用，促进作物增产，改善作物品质，促

硝基腐植酸是硝酸与含腐植酸年轻煤（泥炭、

褐煤、风化煤）经较为温和的化学反应，使得硝基

进根系发达，增强作物抗旱、抗病、抗倒伏能力等。

2. 黄腐酸钾

前已述及，黄腐酸是腐植酸中分子量最小、水

溶性最好的组分。目前，现代农业中水溶肥料飞速

发展，其中含腐植酸水溶肥料中又以黄腐酸钾水溶

肥全水溶、抗硬水、效果突出，非常适合在叶面肥，

喷灌、滴灌、微灌等水肥一体化中使用。矿物源黄

腐酸钾对原料的选择很重要，主要选择从泥炭或褐

煤中提取。因相比之下，风化煤中的黄腐酸含量很

少，而泥炭中黄腐酸是最多的。

3. 矿物源腐植酸钾 / 黄腐酸钾生产工艺

含腐植酸的原料按比例加入氢氧化钾和水，加

热碱化处理后，沉淀去渣，离心去渣；此时液体中

主要成分为腐植酸钾，烘干后得固体腐植酸钾；腐

植酸钾液体进一步加酸与助剂进行反应，通过离心

沉淀除去不溶物（主要成分为黑腐酸和棕腐酸），

此时液体中主要成分为黄腐酸钾，烘干后得固体黄

腐酸钾。

2020 年 5 月到 6 月，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统计

分析了 160 家农业用腐植酸钾（含黄腐酸钾）生产

销售企业的基本情况，其中包含生产企业 151 家、

销售企业 9 家。2019 年这 160 家企业累计销售农业

用腐植酸钾合计 210.51 万吨（黄腐酸钾 90.10 万吨），

约占全行业产销量的 1/4 左右。最近 3 年，腐植酸钾 /
黄腐酸钾的市场产销量更是持续增长，十分旺盛。

（-NO2）加成到腐植酸结构上的一类腐植酸产品。

由于腐植酸分子结构中苯环上已有羧基和酚羟基，

生成的腐植酸基咪唑啉或其衍生物，既有腐植

酸的特性，又有咪唑啉的特性，阳离子化之后又有

阳离子特性，可以广泛用于页岩油、页岩气的钻井、

压裂及油田水处理等众多石油工业开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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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认识一下腐植酸家族

郝文静 黄占斌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学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083

纵观地球历史，可以说正是由于腐植酸的存在，

才将无生命的土转化为有生命的壤。形成 1 cm3 厚

土壤腐殖层需要数百年时间，足可见腐植酸之珍贵。

近代对腐植酸的研究发现，腐植酸不仅存在于土壤，

还存在于湖泊等水体沉积物中，以及泥炭、褐煤、

风化煤等低品位的矿物中，这些都是腐植酸的天然

因此硝基的加成受到以上两个定位基团的影响，硝

基一般加成在苯环的邻、对位。

硝基腐植酸制备时通常采用过量硝酸，反应完

成后需要移走剩余硝酸。根据原料不同硝基腐植酸

采用不同的制备工艺。泥炭、褐煤采用半干法，反

应完毕需要提高温度将游离硝酸赶出；风化煤采用

湿法制备，反应完毕需采用过滤、水洗脱出残余硝

酸。上世纪 80 年代采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

研究所技术分别在云南寻甸化工二厂和山西太原化

肥厂建设了干法和湿法硝基腐植酸生产线各一条，

产品主要出口销售日本及东南亚市场。

煤基腐植酸分子结构主要是芳香羧酸族群，硝

基腐植酸的制备属芳核上的亲电取代反应，反应过

程中无电子转移，硝酸中的 NO2+ 取代苯环上的氢

离子发生水合反应进而脱水，类似于路易斯酸碱中

和反应。因此硝基腐植酸产品中的腐植酸含量主要

依赖原料中腐植酸的品质，以出口日本产品为例，

一般选用腐植酸含量大于 60% 的原煤进行制备。

产品中腐植酸含量的测定采用碱溶重量法，日本则

采用酸不溶碱可溶法，通常高于容量法测定结果。

为规范市场，促进硝基腐植酸的国际贸易，2018 年

由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为技术负责牵头

制定了产品行业标准 HG/T 5604-2019 硝基腐植酸，

产品主要质量指标为：水分 Mar ≤ 15%，游离腐植

酸 HAf,d ≥ 65%，阳离子交换容量 CECd ≥ 300 cmol/g，
总氮 Nt,d ≥ 2.5%。2020 年完成该标准外文版翻译。

硝基腐植酸中引入硝基，增加了化学活性，特

别是阳离子交换容量，直接用于盐碱地特别是滨海

盐碱地改良具有十分显著的效果。同时硝基腐植酸

作为活化腐植酸的一种，经进一步反应制成硝基腐

植酸钙、硝基腐植酸镁、硝基腐植酸钙镁、硝基腐

植酸硼、硝基腐植酸硼镁、硝基腐植酸硅、硝基腐

植酸钾等多种腐植酸有机肥，具有改善土壤理化性

质、增加土壤团粒结构、增加土壤保墒能力、增加

土壤有益微生物菌群的特殊效果，同时可提高作物

根系发育，增加作物抗旱、抗寒、抗倒伏、抗干热

风、抗病虫害等抗逆能力，可用于基肥、追肥及水

溶肥料，适用于从浸种、蘸根、育苗、育秧、根施、

喷施、滴灌、喷灌底肥、追肥等作物全生命周期施

肥需要。

随着腐植酸产品的生产使用，原料腐植酸的

品质已呈显著下降趋势，目前全国范围内腐植酸

含量大于 60% 的原料煤已经很少，基本上原料腐

植酸含量已降至 40% ～ 48%。为拓宽腐植酸原料

来源，确保腐植酸产业发展后劲，中国科学院山

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开发了低品位原煤（游离腐植

酸含量 7% ～ 15%）腐植酸提质技术，可使低阶煤

（泥炭、褐煤、风化长焰煤、风化不粘煤、风化弱

粘煤）腐植酸从 7% 提高到 50%。目前该技术已完

成内蒙锡林浩特褐煤、内蒙鄂尔多斯不粘煤、山西

大同不粘煤的提质小试试验，游离腐植酸提质效果

显著。这一技术的推广应用可确保硝基腐植酸大规

模生产及大面积农业应用的生产原料的持续供应。

考虑到湿法硝基腐植酸生产技术过滤水洗带

来酸洗水的处理等环保问题，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

化学研究所开发了全部采用半干法的新型硝基腐植

酸生产工艺，生产过程产生的尾气全部处理回用，

尾气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 100 mg/Nm3。

硝基腐植酸及其盐类在农业上的推广应用，将

会在我国耕地质量提升、盐碱地改良、黑土地保护、

粮食安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水肥一体化等重

大国策实施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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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是由植物体在自然条件下经过微生物分解和

转化形成的天然腐植酸，是腐植酸家族的主要成员。

此外，洁净的工农业有机废弃物（作物秸秆、厨余

垃圾、污泥、动物粪便等）经人工生物化学处理获

得的生物质腐植酸，也是腐植酸大家庭的成员。

我们知道，东北的黑土地之所以物产丰饶，就

是因为其含有丰富的腐植酸类物质（腐殖质）。研

究人员通过碱溶酸析法，从土壤提取到腐植酸类物

质的三种组分，根据英文名称谐音为：富里酸（Fulvic 
acid)、胡敏酸（Humic acid）和胡敏素（Humin）。

随着矿物源煤基腐植酸的开发研究，科研人员采用

同样方法，从褐煤和风化煤中也提取到对应于土壤

腐植酸类物质的组分，黄腐酸（富里酸）、含棕腐

酸和黑腐酸的腐植酸（胡敏酸）和腐黑物（胡敏

素）。在研究和应用中，人们根据学科和实际需

要进行相关组分的表述。下面从煤基腐植酸角度出

发，分别介绍一下三种腐植酸组分的自特点和应用。

黄腐酸，外表呈棕褐色，溶水、酸、碱、丙酮、

乙醇。分子量 300 ～ 500 道尔顿（Da），含碳较少、

氧较多，且氧元素多以酚羟基、羧基、甲氧基、酮

基、磺酸基等官能团形式存在，所以具有较高的亲

水性和氧化活性，较强的阳离子交换能力、螯合能

力和吸附能力。黄腐酸常用来制作黄腐酸钾水溶肥、

黄腐酸有机 - 无机复合肥、土壤改良剂、保水剂、

动物饲料添加剂、环保型黄腐酸复合融雪剂等。

棕腐酸，呈暗褐色至棕色，溶碱、丙酮、乙醇，

不溶水、酸。分子量 2000 ～ 20000 道尔顿，含碳、

氮元素多，氢、氧元素少，且氧元素大多在环状结

构中，如醚键和含羧基、醌基、甲氧基、酰氨基、

羰基等官能团。棕腐酸常用于盐碱土的改良，治疗

消化道溃疡等。

黑腐酸，呈黑色，溶碱，不溶水、酸、丙酮、乙醇。

分子量 1 ～ 10 万道尔顿（Da），植物几乎难以直

接吸收利用，在土壤中也需要 40 多年才被微生物

降解。黑腐酸含有的羟基等活性官能团较少，与土

壤重金属直接发生吸附、螯合和氧化还原等作用较

小，但其固态的孔径结构和较大的比表面积对土壤

重金属还是有较强的吸附钝化作用。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政府组织科研力

量进行了大量试验研究，得出腐植酸在农业上的五

大作用：一是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二是

提高化肥利用率；三是刺激作物生长；四是增强作

物抗旱、抗盐碱、抗病虫害等抗逆性；五是改善农

产品品质。此外，近年研究发现，腐植酸在土壤重

金属污染修复方面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加强腐植酸资源分类、组分分离和互作效应等

基础研究，将推动腐植酸产业应用提质增效，促进

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高质量发展。

（十）泥炭开发是邪非邪

孟宪民

东北师范大学泥炭沼泽研究所 长春 130024

在一些环保卫士口中，泥炭地就是湿地，就要

原封不动，全面保护。他们认为泥炭地会亘古不变，

永世千秋。他们不知道泥炭地有生成、发展和衰亡

的演替过程；不知道原封不动的机械保护不仅该保

护的保护不了，该开发的也浪费了。

在一些商业人士眼中，泥炭资源是毫无价值的

一把泥土，不值得千里迢迢，舟车劳顿，长途引进。

他们不知道泥炭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特殊资源，可以

用于制备培育新生种苗的襁褓，栽培蔬菜花卉的温

床，修复退化土壤的“女娲”，制备有机肥料的富

矿，维护环境健康的良药。他们不知道泥炭是打造

绿色农业、再造健康土壤的有机矿物，是保障我国

工厂化农业发展和耕地质量提升的战略资源。

泥炭地和泥炭开发，是邪非邪？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引用两个学术定

义——湿地和泥炭地。

湿地是长期或季节积水，生长湿地植物，有泥

炭积累，如果没有泥炭积累则其土层至少有潜育化

特征的地段。按照有无泥炭层存在，可以简单地把

湿地划分为有泥炭的泥炭湿地（mire）和没有泥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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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泥炭湿地，如矿质沼泽（marsh）、盐碱沼泽

（saline marsh）、森林沼泽（swamp）、江河湖泊（river 
and lake）和人工湿地（artificial wetlands）等等。

泥炭地是有泥炭赋存的地带。根据泥炭地表状

态，可以把泥炭地划分为正在积累泥炭的泥炭湿地，

也称活泥炭地（mire）和有泥炭层存在但泥炭积累

已经停止的疏干泥炭地（drained peatland）。

根据以上定义，可以将湿地、泥炭湿地、非

泥炭湿地、泥炭地和疏干泥炭地的相互关系用图 1
表示。

图 1 湿地、泥炭沼泽和泥炭地的关系

从图 1可见，湿地包括泥炭湿地和非泥炭湿地，

不包括已经排水、有泥炭层存在但泥炭积累已经停

止的地段。泥炭地包括正在积累泥炭的泥炭湿地和

已经排水、有泥炭层存在但泥炭积累已经停止的地

段，不包括无泥炭层存在的非泥炭湿地地段。

在湿地和泥炭地之间只有泥炭湿地是两者的

交集和重叠之处。也就是说，泥炭湿地既是湿地，

也是泥炭地。但是，无泥炭的湿地只是湿地的一个

类型，不会与泥炭地有交集和重叠。同样，疏干泥

炭地也只是泥炭地的一个类型，与湿地也没有交集

和重叠。疏干泥炭地已经失去了湿地水文、湿地植

被和泥炭积累的典型特征，已经不具备湿地的功能

和效益，丧失了湿地保护价值，不属于湿地范畴，

更不是湿地保护的对象。 
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非泥炭湿地有可能发

育形成为泥炭湿地，泥炭湿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扩展，

可能厚度增长趋于平缓，会进一步退化成为疏干泥

炭地，所以泥炭地本身就是动态变化的，不会一成

不变，永葆繁盛。

那么导致泥炭地发育、扩展直到衰亡退化的环

境条件和控制机制是什么？这些环境控制条件和泥

炭演化机制可以给泥炭地保护利用决策提供什么科

学依据呢？

众所周知，泥炭之所以能够积累就是因为每年

泥炭地地表湿地植物生产量大于分解量，多出来的

植物残体就会层层堆积，形成了我们所关注的泥炭。

但是，泥炭形成后仍会缓慢分解，分解量会随着泥

炭总量增加而逐渐提高，直到与植物残体输入量持

平。如果地表植物残体输入量减少，地下泥炭分解

量甚至会超过输入量。

用每年泥炭积累量随时间变化做图（图 2），

可以得到一条条初期积累很快、然后逐渐减慢、最

后趋于平缓的指数曲线。图 2 中竖向曲线为该类泥

炭从开始积累到达到最大积累量 90% 所需时间。

图 2 不同泥炭的积累曲线

累计年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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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炭地所在区域的气温、降水和水文性质不

同，控制着造炭植物种类、生产量和泥炭分解率的

差异，所以形成了不同的泥炭积累曲线。

泥炭积累过程不同，不仅控制着泥炭类型和质

量差异，也决定了泥炭地保护利用方向。

从图 2 可以看到，虽然三种泥炭的积累速度和

最终厚度不同，但是起步时增长快速、然后趋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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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规律却是相同的。

从泥炭地碳汇的角度来说，泥炭地在发育早期

因为泥炭厚度小，植物残体输入量远远大于泥炭分

解量，所以大气二氧化碳汇集快速，这时的泥炭地

才是大气二氧化碳的真正碳汇（carbon sink）。而随

着泥炭厚度不断增加，每年泥炭分解产生二氧化碳

的量逐渐与每年泥炭地捕集的大气二氧化碳量持平，

此时泥炭地就从大气二氧化碳的碳汇逐渐变成了大

气二氧化碳收支相抵的简单碳库（carbon pool）。

如果外部自然或人为因素导致泥炭地地表水

分分配发生改变，如来水减少、侵蚀排水、湿地

植物群落改变，泥炭积累就会立刻中断，泥炭地

就会立刻从一个碳汇、碳库转变成为碳源 (carbon 
resource)。国外监测研究发现，疏干泥炭地二氧化

碳排放量最大可达每年每平方米 7.1 kg。按此计算，

1 米厚泥炭层将在 61 年内分解殆尽，不会留给子

孙后代，从而造成自然资源的无谓浪费。

从泥炭地不同积累阶段的碳汇作用可以发现，

从泥炭地开始积累到达到 90% 最大积累量时的时

段内是泥炭地碳汇作用最强的阶段，泥炭地对外部

环境变化适应能力也比较强。达到 90% 最大积累

量后，随着泥炭层厚度增长，泥炭分解量增加，泥

炭地表高度会因为泥炭积累增厚而高于周边地面，

泥炭碳汇作用就会逐渐减弱，泥炭地发育的周边环

境就会逐渐改变，泥炭地功能和效益则很容易受到

外部环境变化影响而退化。

由此可见，一块泥炭地到底是应该保护，还是

可以开发，需要对泥炭地进行科学评估，根据泥炭

地所处积累阶段以及湿地特征功能状态，进行分类

管理，合理利用。

正处在快速积累期、尚未达到最大积累量 90%
的泥炭地属于自然界的碳汇，必须采取坚决有力措

施进行科学全面保护。

如果泥炭积累量已经超过最大积累量的90%，

泥炭积累和分解已经趋于平衡，泥炭地已经开始退

化，地表水文情势和植被群落已经改变，失去了湿

地功能和碳汇价值，就丧失了湿地保护价值，应该

积极开发利用。泥炭开采完毕后的土地可以修复重

建湿地，重新成为泥炭积累场所，泥炭可以再生。

正是因为泥炭地可重建、泥炭藓可以人工种植这

个原因，联合国大会 1978 年 33/148 号决议将泥炭列

为可再生资源。2000 年欧盟委员会则进一步确认了

这个认定。对泥炭开发采用责任管理认证方式，是欧

美国家对泥炭地进行分类管理、合理利用的重要手段。

（十一）腐植酸在激发土壤酶活及重构土壤微生物结构中的作用

邱虎森 1，2 卢维宏 1，2 刘杰云 1，2

1 宿州学院环境与测绘工程学院 宿州 234000
2 农业生态环境工程实验室 宿州 234000

根据土壤学表述，腐殖质按其在酸、碱中的

溶解性差异可分为胡敏酸（Humic acid，HA）、

富里酸（Fulvic acid，FA）、胡敏素，这与经化学

提取的矿物源腐植酸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亦按照碱

溶酸沉淀的方式依次可分为腐植酸（HA）、黄腐

酸（FA）、腐黑物，且在结构上与土壤腐殖质组

分具有高度相似性。腐植酸的施用可促进土壤团聚

体的形成，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调节土壤的水、

肥、气、热状况，从而改善作物的生长环境。这种

理想的各种物质代偿的平衡体系是腐植酸对土壤物

理、化学过程及微生物过程调控的结果。结合腐植

酸在受污染土壤修复及土壤质量退化改良中的应用

情况，简要总结了腐植酸在构建土壤微生物活性，

重塑有益微生物群落结构中的作用。

1. 腐植酸的分类与形成

腐植酸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从开发利用的角

度讲，泥炭、褐煤和风化煤是制取腐植酸的良好原

料，而洁净的农作物秸秆、酒厂废液、糖厂废渣和

其他农副产品等非矿物资源是通过发酵（生化反

应）制取生物质腐植酸的良好原料。腐植酸，按照

存在方式分为土壤腐植酸、煤炭腐植酸、水体腐植

酸和霉菌腐植酸等；按照生成方式分为原生腐植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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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再生腐植酸（包括天然风化煤和人工氧化煤中的

腐植酸）。按照在溶剂中的溶解性和颜色，腐植酸

进一步分为黄腐酸、棕腐酸、黑腐酸。在早先的文

献中，还有灰腐酸、褐腐酸和绿色腐植酸的称呼，

其实都是不同溶剂分离出来的。

其中，矿物源腐植酸主要来源于风化煤、褐煤、

泥炭等，是动、植物及农副产品残体通过微生物分

解、转换，且经过长时间地质化学等复杂作用，由

天然的、分子量较高、黄至黑色、无定形、胶状、

具有脂肪性和芳香性的有机聚电解质组成。矿物源

腐植酸来源的不同，导致其形态及可利用性各异。

如，泥炭腐植酸分子相对小，活性相对高，但在我

国属于限制性开采资源，导致作为原料使用的厂家

极少；而褐煤腐植酸综合活性高，抗絮凝性强，农

业实用效果较好。

2. 腐植酸对土壤关键酶活性的影响

土壤酶是土壤生物化学过程的主要调节者，不

仅对土壤中的微生物活性具有指示作用，还可表征

土壤的综合肥力特征以及土壤养分在植物体内转化

的进程。由于腐植酸具有良好的吸收、络合、交换、

缓冲能力和生理活性，它在改良土壤结构和提高土

壤肥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会直接或间接

影响土壤微生物和酶活性。

腐植酸中大量的营养元素（如氮素和磷素）促

进 微生物活动的增加，加速了土壤中腐植酸的转化，

为微生物活动提供底物，从而提高土壤脲酶、蛋白酶、

磷酸酶等的活性，进而提高植物对土壤氮、磷元素

的吸收、利用及转化。腐植酸还可通过提高过氧化

氢酶的活性，降低过氧化氢对植物和土壤微生物的

毒害作用。但腐植酸在作物各生育期对土壤酶活性

的作用各异，如腐植酸一般在作物生育前期表现出

对脲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而在后期却无明显的抑制

作用或表现出对土壤脲酶活性的促进作用。腐植酸

在整个培养期对中性磷酸酶活性起到较好的促进作

用。连续多年施用腐植酸可增加燕麦苗期土壤微生

物生物量，增强土壤蔗糖酶、脲酶、过氧化氢酶活

性，有利于培肥土壤，促进土壤中有机物质的分解

和转化，以及土壤碳、氮等养分的循环，达到提高

土壤质量的目的。土壤腐植酸的累积效应对土壤微

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尤其对提高 10 ～

20 cm土壤脲酶活性、微生物生物量氮含量作用显著，

从而为作物根系生长提供充足的氮素。但是，在施

用腐植酸多年后，某些用量水平下的腐植酸呈现出

抑制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的效果。因此，腐植酸对

土壤酶活性的影响受到施用量及施用时间的影响。

3. 腐植酸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众所周知，土壤微生物在土壤结构形成、矿物

质分解、养分运转及植物促生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是土壤养分循环和物质转化过程

的驱动力，同时也是土壤活性养分的储存库和土壤

中植物可利用养分的重要来源。土壤微生物量作为

土壤有机质中最活跃和最易变化的部分，能够灵敏、

及时、准确地反映土壤供肥能力和土壤健康状况的

变化，是评价土壤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腐植酸作为微生物的重要底物，可为微生物提

供有机酸环境，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同时，腐植

酸中还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基酸等养分，能够促

进土壤微生物的生长，极大地增强土壤微生物活性，

为植物根系对土壤养分的吸收提供了环境保障。当

然，腐植酸添加量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响很大。

如有研究发现，适宜浓度腐植酸处理显著提高了土

壤细菌物种多样性，并改变了真菌群落结构，体现

在放线菌门、绿弯菌门、浮霉菌门和毛壳菌属、枝

顶孢属的相对丰度升高，而担子菌门、壶菌门和根

生壶菌属的相对丰度降低。随着腐植酸用量（0 ～

180 kg/hm2）的增加，土壤放线菌数量显著提高，

细菌数量和真菌数量变化不显著。还有研究发现，

450 kg/hm2 的腐植酸用量可以使种植黄瓜土壤中的

细菌和真菌数量显著增加。放线菌数量则随着腐植

酸用量的增加而增加。高量腐植酸（750 kg/hm2）

会因其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物质形成较高的渗透压，

从而限制细菌和真菌的生长和繁殖。但高量腐植酸

能更明显地降低土壤 pH 值，对放线菌的增殖起促

进作用。在番茄地中添加 1200 kg/hm2 的腐植酸能

显著促进种植番茄土壤细菌、放线菌的生长繁殖，

但少量或过量施入腐植酸肥相较于化肥对真菌的生

长增殖促进作用不明显或起一定抑制作用。土壤微

生物群落结构的改变势必会影响微生物在土壤中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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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腐植酸浓度与作物生长

韩芙蓉 1  武月胜 1  田彦文 2 李凯胜 3

1 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太谷 030801
2 山西鑫奥特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晋中 031300
3 大同市果蔬药茶发展中心 大同 037000

1. 什么是腐植酸

腐植酸是动植物残体长期在土壤微生物活动

的作用下形成，是一种高分子有机混合物，常在土

壤和水源中出现。腐植酸包括了黄腐酸、棕腐酸、

黑腐酸，三种腐植酸的作用各不相同。黄腐酸具有

较强的腐蚀能力，可溶解土壤中的难溶物，从而促

进植物水分和养分的吸收。棕腐酸吸收和置换能力

强，可吸附土壤中钠、铵、钾等离子，保证土壤能

为植物提供足够的水分和养分，同时使土壤孔隙增

加，植物根系具有充足的氧气。黑腐酸的主要作用

是在冰冻、干燥条件下转化成棕腐酸，其功能不如

黄腐酸和棕腐酸。腐植酸因其具有溶解性、酸性、

离子交换性、络合性等化学性质和生理活性，广泛

应用于农业、畜牧等领域。

2. 腐植酸在农业中的作用

农业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个现象：种植者为促进

作物的生长或者增强作物抗病虫害的能力，会以基

肥或者追肥的方式施加肥料。然而过剩的肥料会导

致土壤板结，作物难以呼吸。腐植酸肥料用于土壤

后，在土壤中形成胶状物质，将土壤胶结，稳定土

壤中的有机质，调节水、肥、气等因素，可有效改

善土壤板结的现象。腐植酸中存在的微生物能促进

植物对氮肥的吸收，同时因为腐植酸具有酸性，可

吸附土壤中的钾离子，减少土壤中钾肥的流失。此

外，在土壤中加入腐植酸后，腐植酸自带的微生物

能抑制土壤中的真菌，减少作物病害的发生。通过

改善土壤环境，增强作物的抵抗能力，可大大提高

作物产量和品质。

腐植酸除了有改善土壤环境的作用外，还可

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提高作物品质和产量。腐

植酸作为高分子物质，具有多种官能团，能促进

作物的生长发育。黄腐酸能溶于水，用其拌种可

提高种子发芽率，苗期蘸根可增加幼苗的成活率。

腐植酸以基肥或者追肥的方式用于作物，一方面

可促进作物的根系发育，提高作物的抗肥害能力；

另一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作物气孔，减少水

分的散失，即使是在干旱或者寒冷的条件下也能

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可见，腐植酸在农业中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如何正确使用腐植酸

腐植酸在作物的各个时期可以通过不同的

形式作用于作物，从而对作物的生长起到正面的

作用。首先是种子时期，为提高发芽率，缩短出

苗时间，增强根系生长能力，可使用浓度范围为

0.0005% ～ 0.05% 的腐植酸溶液浸泡种子 5 ～ 10 h，
对于种壳较硬的种子可适当延长浸泡时间。其次

是作物移栽前的时期，为提高作物幼苗的成活率，

促进根系生长，可使用浓度范围为 0.01% ～ 0.05%
的腐植酸钾或腐植酸钠溶液浸泡幼苗根部。最后是

作物的营养生长或生殖生长时期采用叶面肥、基

肥、追肥的方式作用于作物。在作物花期时，于

下午 14：00—16：00 对作物叶面喷洒浓度范围为

能的发挥，从前人的研究结果来看，腐植酸的添加

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细菌、放线菌的生物量，甚至提

高了细菌与真菌的比值，使微生物结构向细菌型结

构调整，土壤微生物生命活动的提高增强了土壤生

物活力。另外，放线菌的大量生长可以产生多种抗

生素类物质，能够通过抑制有害病菌的生长来减少

和消除土传病害。腐植酸带来的土壤微生物结构的

改变无疑能够降低连作障碍的风险，为土壤环境质

量的提升保驾护航。

腐植酸的形成离不开土壤微生物，土壤微生物的

生存和繁衍离不开腐植酸，二者相互依存，共同促进

土壤的形成发育、肥力演变、物质循环及能量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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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腐植酸磷肥的特点与作用

侯宪文 1 王曰鑫 2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海口 570100
2 山西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太谷 030801 

腐植酸作为廉价、有效又无污染的磷肥增效

剂的研究和应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并已广泛应

用于生产。最早生产和应用腐植酸磷肥的是日本、

前苏联等国家。1979 年，日本将硝基腐植酸磷肥

（NHA-P）定为国家肥料法定品种。前苏联很早

就有腐植酸与过磷酸钙或重钙混合造粒的生产和

应用。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腐植酸磷肥

的研究和试验已积累了不少成果和经验，腐植酸

磷肥的产业化条件已日趋成熟，腐植酸磷肥的研

发和生产为解决当前磷肥利用率低（一般当季利

用率仅 10% ～ 25%）、污染环境等问题提供了一

条新途径。

腐植酸磷肥（HA-P）通过腐植酸与磷酸盐的

化学作用，达到增加含磷化合物的溶解度，减少

磷在土壤中的固定，提高磷肥的有效性和利用率。

腐植酸与磷肥有两种复合类型：（1）腐植酸缓

释磷肥。将腐植酸添加到磷酸氢钙中，促使部分

水溶性磷转化为枸溶性磷，主要以缓效性的 HA-
CaHPO4 复合物形式存在，它可逆转为水溶性磷，

从而提高磷肥在土壤中的有效性。（2）腐植酸增

效磷肥。将腐植酸添加到枸溶性磷肥（钙镁磷肥、

钢渣磷肥、脱氟磷肥等）及难溶性磷肥（磷矿粉）

中，通过活化反应，增加速效磷的含量，提高磷

肥肥效和利用率。

腐植酸磷肥是腐植酸类肥料的一种，它具有普

通腐植酸类肥料的一般功能，如能够改变土壤的团

粒结构，降低土壤容重，增大土壤孔隙度、通透性

等。同时，综合国内外的研究，腐植酸磷肥具有很

强的增效作用：（1）抑制土壤对水溶性磷的固定。

腐植酸减缓速效磷向迟效、无效态磷的转化进程。

（2）增加磷在土壤中的移动距离。腐植酸可以使

磷在土壤中垂直移动距离由原来的 2 ～ 3 cm 增加

到 4 ～ 6 cm，有助于作物根系吸收养分。（3）提

高土壤磷的有效性。腐植酸可以改变土壤的理化性

质，增加微生物的活动，有利于矿物态磷向有效态

磷的转变。（4）提高磷肥肥效。试验表明，在磷

肥中添加质量分数为 10% ～ 20% 的腐植酸制得的

腐植酸磷肥，可使磷肥肥效提高 1% ～ 20%，吸磷

量增加 28% ～ 39%。

由于腐植酸磷肥的增效功能，使得磷的利用率

得到很大提高，减少了磷在土壤中累积及对水体富

营养化的影响，避免大量有害物质在土壤中残留，

安全环保。同时，由于腐植酸磷肥的利用率提高，

也减少了磷肥的施用量，节能降耗。

（十四）腐植酸水溶肥在香蕉上的应用

侯宪文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海口 570100 

腐植酸水溶性肥料是指以适合植物生长所需

比例的腐植酸，添加适量氮、磷、钾大量元素或锌、

硼、铁、钼、锰、铜等微量元素制成的液体或固体

水溶肥料。其特点首先是运用现代技术提纯水溶性

0.01% ～ 0.05% 的腐植酸复合肥，可有效提高座果

率和产量。将腐植酸作为基肥施于土壤中，可调

节土壤 pH 值，改善土壤环境。在作物苗期和抽穗

前在作物根系部位直接浇灌浓度范围为 0.01% ～

0.10% 的腐植酸水溶肥，可促进幼苗的生长发育和

有机物质的积累。值得注意的是，施用的最适温度

为 18 ～ 38 ℃，温度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影响腐植酸

对作物的效果。



腐植酸 2022 年第 3 期

28

65/35 周年纪念文件

腐植酸，复合大、中、微、特种元素而形成的新型

肥料功效显著，为生产绿色健康食品、减轻环境污

染、降低农民生产成本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其次是

可起到大幅度提氮、解磷、促钾的作用，培育土壤

肥力，促进作物根系发育。

土壤微生物作为全球最大的基因信息库，其群

落多样性不仅表征着生物多样性水平，同时也反映

着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和复杂性。此外，土壤微生

物群落的更迭演变在调节生态系统功能中发挥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合理调控土壤微生物群落结

构，能构建形成健康的土壤生态系统。土壤酸化除

了引起土壤物理、化学障碍以外，更重要的是破坏

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致使土传病害严重，例如

香蕉枯萎病的肆虐已经威胁到我国香蕉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找到合适的既能改良土壤又能抑制土传病

害的土壤改良措施已经迫在眉睫。

为了探究土壤酸化与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以及

作物土传病害之间的关系，采用不同性质和功能的

材料在香蕉种植过程中配合施用。研究表明，土壤

调理剂能显著提升土壤 pH 值 0.51 ～ 1.53；腐植酸

水溶肥对土壤 pH 值虽然没有显著影响，但二者配

施比单施时表现出更好的持效性。高通量测序分析

表明，单独施入土壤调理剂会降低微生物群落多样

性，而腐植酸水溶肥能增加土壤真菌和细菌群落的

丰富度，在门水平上调节细菌和真菌的群落结构，

降低香蕉枯萎病病原菌（尖刀镰孢菌）的相对丰度，

实现提高土壤自身免疫功能的目的。也有研究表明，

腐植酸有利于促进香蕉生长，明显增加香蕉生物量

10% ～ 21%、根系活力 89% ～ 188%，增加土壤

脲酶 25% ～ 91%、酸性磷酸酶活性 2.4 ～ 3.5 倍，

改善土壤的氮、磷营养状况，进而增加土壤肥力，

提高香蕉根系生态环境质量。施用腐植酸水溶肥是

优化香蕉科学施肥结构、实现化肥减施增效的可行

施肥措施。

（十五）腐植酸：生物型功能性肥料的未来

段文龙 江志阳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沈阳 110016

生物型功能性肥料是指向生物型肥料中添加

能够刺激土壤有益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提高植物

自然抗病、抗虫害能力的成分，从而为生物型肥料

赋予了新的功能或发挥协同作用的新型功能性肥

料。腐植酸是典型的具有生理活性物质的“储备库”，

添加到生物型肥料中能够有效改善土壤健康及作物

品质。

腐植酸是土壤有机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

是由动植物残体通过一系列的生物、化学作用形

成的，在自然环境中普遍存在的一类复杂的高分

子混合物。腐植酸含有大量和微量元素以及氨基

酸，分子之间通过弱的相互作用力结合在一起。

腐植酸结构的复杂性使得其具有特殊的理化性质

和生物活性。

腐植酸可以提高土壤对养分的吸收，充当土壤

养分的载体从植物器官表面到植物细胞；也可以穿

透膜的孔隙，作为天然螯合物运输营养物质。腐植

酸还可以促进侧根和枝条的生长，改善植物产量。

腐植酸对植物生理参数的影响类似植物生长激素，

在干旱条件下可以促进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进而

增加作物的产量。同时，腐植酸能够抑制土壤中的

真菌，增强农作物的抗病性，减轻农作物病害。因

此，腐植酸可以既作为生物农药又作为肥料进行综

合利用，不仅能够提高作物的细胞膜透性，增强作

物多种酶的活性，加强农作物的新陈代谢能力，促

进农作物生长，还能够防治多种病虫害。施用腐植

酸肥料的农田和农作物，抗病性与抗虫性大大增强，

农作物秸秆粗壮，生命力旺盛，产量提高。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为人们提供安全的食物

并且不损害环境已成为农业科学当前面临的最大挑

战之一。农业文化集约化已到临界点，需要新技术

和新产品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化。目前，我国绿

色食品的全过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整体已达到

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标准，国内及国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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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腐植酸是苏打盐碱地改良的压舱石

高  亮

潍坊加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 261000

世界上有三大苏打盐碱地，分别位于中国东北

地区的松嫩平原、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和美国的

加利福尼亚州。苏打盐碱土的主要成分是 Na2CO3

和 NaHCO3，兼具盐化和碱化特征。其阳离子主

要是 Na+，约占 70% 左右，阴离子主要有 CO3
- 和

HCO3
-。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碱化度高。一般为

10% ～ 45%，最高可达 80% 以上。②强碱反应。

土壤颗粒分散、土壤膨胀，降低土壤水分传导的性

能。③盐离子浓度高。土壤中某些元素的溶解度高。

④ CaCO3 含量高。导致该盐碱土 pH 值难以下降。

⑤盐碱地表层土壤结构不良。土质紧密而胶结，

干旱时苏打盐碱土剧烈收缩产生较宽缝隙，水分

多时吸水膨胀，且在灌水 10 ～ 15 分钟后即停止

吸水，并变得透水性极差，黏粒高度分散，耕作

十分困难。

腐植酸是土壤本源性物质，是土壤的“储碳

器”。褐煤、风化煤、泥炭采用化学活化或生物发

酵制备出腐植酸及其盐，激发出腐植酸的活性。研

究表明，煤炭腐植酸与土壤腐植酸的物理特性、化

学组成、分子结构及分子量范围，具有一致的应用

特性，是补充土壤碳库最大的绿色动力资源库。腐

植酸及其肥料应用于盐碱地土壤，能快速提升土壤有

机质，提高矿质养分高效利用，减轻盐碱危害，满

足水稻生长发育需要。腐植酸应用于Al2（SO4）3 改良

的苏打盐碱地，可以防止 Al3+ 在土壤中过度累积，

减少被作物吸收几率。腐植酸调节着盐碱地土壤系

统、生物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转

换和信息传递，维护土壤满足基本耕种要求。腐植

酸在节能减排、提质增效、稳碳固氮、调节土壤碳

库等方面的作用，对于苏打盐碱地脆弱生态环境的

改良十分有效。

腐植酸是土壤肥力的基础，是水、肥、气、

热和微生物赖以生存和高效作用的物质保障。松嫩

平原苏打盐碱地生态改良实践证实，科学合理地使

用腐植酸及其制品能够从根本上克服或缓解盐碱地

“盐”“碱”“瘦”“板”“凉”五大障碍。在盐

碱地生态改良中，利用腐植酸配制的盐碱地土壤改

良（调理）剂，对减轻盐化和碱化度十分显著，且

维持时间较长，土壤返盐返碱的程度明显减缓，加

之盐碱地水稻的持续耕种，可实现当年改良当季种

植，水稻产量可达 7500 kg/hm2。腐植酸成为苏打

盐碱地生态改良当之无愧的压舱石。

（十七）腐植酸改良北方果园酸化地

冯泽珅 赵  鹏 黄占斌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学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083 

谈到土壤酸化，人们就会想到南方。其实，随

着生产方式和用肥结构等因素变化，北方地区也出

现一些用地土壤的酸化，特别是山东等北方地区的

苹果园等地，由于过量使用氮肥、少耕和果园管理

不当，果园土壤 pH 值达到 5.6 以下。土壤酸化及其

造成的土壤板结和病虫害加剧，肥料利用效率下降，

果品质量下滑，极大制约着果园生产和经济效益。

为此，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土壤修复生态材

料企业都在集中自身技术优势着手在营养及功能性

肥料上寻找突破口。面对着各项国家标准的建立，

食品健康、环境健康、作物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因此，肥料必须坚持有机无机相结合，腐植

酸类肥料将是最佳选择。物质的结构决定其性质和

功能，通过不断剖析腐植酸的结构，对其更加精细

化和专业化的研究，必将成就腐植酸生物型功能性

肥料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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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研究所，在北京嘉博文生物有限公司的支持下，

开展了针对北方果园酸化地土壤改良的专项研究。

以该公司餐厨垃圾生产的易氧化有机质，也是一种

生物质腐植酸为基础，结合矿物源煤基腐植酸、石

灰和生物炭等材料，通过石灰调酸度、腐植酸改土，

将生物质腐植酸的短期、快速特性与煤基腐植酸大

分子、长效特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对土壤结构改

良和肥力增效的可持续化效应。通过系列试验，研

制出一种北方果园酸化地的改良剂。盆栽种植试验

证明，土壤添加 1.6% 的该复合改良剂（实际建议

每亩 480 kg），土壤团聚体含量可提升 24%，解决

了土壤板结问题；土壤酸度降低 22%，达到果园种

植土壤的酸度要求。同时，土壤重金属的生物毒性

降低 95%，土壤肥力提升 37% 以上，达到了全国

土壤肥力三级标准，植物的产量提高了 15% 以上。

本研究核心是改良北方果园酸化，特点是生物

质腐植酸与煤基腐植酸的有机结合。很多研究证明，

生物质腐植酸的原料是作物秸秆、餐厨垃圾、畜禽

粪便等，通过发酵和热解形成生物质腐植酸。由于

这些原料组成复杂和降解水平不同，形成的生物质

腐植酸组分中不仅有蛋白质分解成的氨基酸、脂肪

降解的脂肪酸和甘油、淀粉和纤维素降解来的葡萄

糖和木糖醇等，还夹杂着各类有机酸及自组装形成

的环状化合物等，整体特点是分子量小，组成复杂

且功能多样，易氧化且作用时效短；煤基腐植酸原

料主要为风化煤、褐煤或泥炭等低阶煤，他们经过

地壳万亿年的压缩转化，使得古时的植物矿化形成

煤炭，由于受压力和氧化时间有限，其中还有不少

物质的结构降解有限，矿业称这些煤为年轻煤，特

点是分子量大和灰分比例高。而正是这些灰分中富

含黄腐酸、棕腐酸和难降解的黑腐酸，才形成现代

腐植酸行业的发展。所以，由褐煤、风化煤或泥炭

活化而来的煤基腐植酸对土壤改良的作用，具有作

用时间长和相对稳定的特点。有关腐植酸改良北方

酸化果园地的可持续效果，还需要进一步实地试验

监测评价。

（十八）腐植酸在矿山复垦土地中的应用

栗  丽

山西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太谷 030801

腐植酸是腐殖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动植物经

过长期的物理、化学、生物作用形成的大分子有机

物质，化学结构复杂，含有羧基、酚基、酮基、酚

羟基等多种活性功能团，具有良好的生理活性和吸

收、络合、交换等功能。中国腐植酸资源丰富，储

量大，分布广，品位好。作为有机物原料，腐植酸

被广泛地应用于农、林、牧、石油、化工、建材、

医药、卫生、环保等各个领域。

腐植酸对增强土壤肥力和改良土壤结构有良

好的作用。腐植酸可以减少土壤对可溶性磷的固定

提高磷肥利用率，也可与一些难溶盐形态存在的微

量元素如 Fe、Al、Cu、Mg、Zn 等形成络合物，

促使土壤微量元素的活化。另外，施用腐植酸可以

促进土壤中团粒结构的形成，有利于调节土壤的酸

碱度和水、肥、气、热状况，增强土壤微生物的活

性。腐植酸特殊的分子结构和理化特性决定了其在

生态修复上的重要作用。

我国煤炭开采以井工开采为主，开采量占原

煤产量的 95%，而井工开采导致的土地塌陷问题

日益突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采煤塌陷土地面

积约为 156 万公顷，损毁土地面积约 78 万公顷。

采煤塌陷改变原有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引发

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在以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

建设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土地复垦是矿区

生态重建和耕地补充的重要途径，而复垦土壤改

良是土地复垦的核心问题。腐植酸在矿区土地复

垦和土壤肥力提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施用腐植

酸肥料的土壤理化性状明显改善，土壤容重降低，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和土壤有机质提高，促进土壤

速效氮、磷、钾营养元素的释放。研究表明，腐

植酸能够降低土壤容重，减缓细小颗粒的损失，

提高土壤有机碳、矿物结合态有机碳和颗粒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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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变废为宝，腐植酸废渣化身新型吸附剂

王  平 王颖南 黄占斌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学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083

腐植酸废渣是风化煤和褐煤等提取腐植酸过

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也是现在累积存量较多的工

业废弃物之一。露天堆放不仅占地面积大，而且还

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的负担。

此外，腐植酸废渣的高碱性、灰分过大和活性基团

较少等原因阻碍了其资源化再利用。若处理得当，

可以变废为宝，实现腐植酸废渣的再利用。因此，

如何“吃掉”腐植酸废渣，实现废渣的“生态回归”，

达到“以废制废，化废为利”的目的，是目前腐植

酸废渣处理的关键因素。

腐植酸废渣中富含腐黑物，其分子量大（多在

几十万道尔顿），结构复杂，且不易溶于酸碱溶液，

较为稳定，在土壤中被微生物降解需要 40 多年，

因此是一种相对较稳定的含碳有机物。腐黑物主要

有碳、氢、氧和氮等元素组成，表面含有羟基、羧

基、酚羟基、醇羟基、醌基和羰基等活性官能团，

能与土壤重金属离子发生吸附、络螯合和氧化还原

等作用，具有对重金属吸附钝化的效应。但这些官

能团含量较少，且活性较低，大大限制了对重金属

的吸附能力。为了解决腐植酸废渣对重金属的吸附

能力，改性提升其功能性就成为其再生制备吸附剂

的技术关键。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土壤修复生态材料研究

所黄占斌团队开展腐植酸废渣制备改性用作土壤重

金属吸附钝化剂，取得一定进展。通过系列试验证

明，改性腐黑物吸附重金属镉离子可达到 60 mg/g，
较未改性的腐黑物提高了 3 倍以上。利用 10% 的

HF-HCl 与腐植酸废渣混合进行前处理，不仅能够

降低腐植酸废渣的 pH 值，还能有效地清除掉灰分

杂质，洗脱后得到相对纯化的腐黑物。通过钙基超

声波水热法改性、硫基化改性和铁基化改性等方法

筛选，证明钙基改性腐黑物能够大大提升对重金属

镉的吸附能力。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红

外光谱（FTIR）、X 射线衍射（XRD）、X 射线光

电子能谱（XPS）、Zeta 电位和比表面积（BET）
等表征手段以及吸附动力学和热力学等模型拟合分

析，发现钙成功负载到腐黑物表面，腐黑物平均孔

径增加，活性位点和电负性增强。通过离子交换、

静电吸附和复合沉淀等方式增强了钙基改性腐黑物

对重金属镉的吸附钝化。同时，通过土柱淋溶和植

物种植试验证明了改性腐黑物可降低土壤重金属镉

的酸可提取态的比例，有效降低植物对重金属镉的

吸收累积含量，即有效降低土壤重金属镉的生物有

效性。

综上，腐植酸废渣一种放错位置的资源，通过

可行的方法进行洗脱和活性处理后，能够化身为一

种新型环境材料用于土壤重金属吸附钝化，实现腐

植酸废渣的变废为宝。

（二十）典型农林废弃物快速热解创制腐植酸环境材料及其应用

田原宇 乔英云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 青岛 266580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我

国农林废弃物年产约 13.5 亿吨，因缺乏大规模高

值利用技术，导致露天焚烧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

资源浪费；同时又因重金属污染、盐碱化和沙化等

机碳含量，增加碳水化合物、含氧官能团、多糖

及取代芳香类物质的含量，增加土壤中易于与石

灰性土壤中钙离子结合的羟基和羧基的含量，从

而全面增加复垦土壤机械稳定性和水稳性大团聚

体含量，减少水土流失，从多个方面改善复垦土

壤的结构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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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退化土壤已高达 55 亿亩，严重威胁着食品

安全和粮食安全。腐植酸是国际公认的绿色高效土

壤修复环境材料。如何利用农林废弃物快速热解制

取腐植酸环境材料，变废为宝，实现原子循环经济，

尚无先例，是我国乃至世界生物质产业极具挑战性

的全新课题。

田原宇团队原创性提出“快速热解过程控氧

控灰”思路，发明农林废弃物自混合下行循环

床快速热解成套技术，建成世界单套规模最大的

20 万吨 / 年工业化装置（图 1）并实现长周期稳

定经济运行，首次实现了农林废弃物制取含高纯

高活性生物质腐植酸（黄腐酸、棕腐酸、棕黑腐

植酸）的工业化（图 2）。针对不同类型污染退化

土壤复杂体系的修复需求，生物质腐植酸可控交

联聚合创制了系列高值靶向腐植酸环境材料，攻

克了污染退化土壤可持续修复的世界性难题，一

次施用、长期有效，成本不到现有技术的 30%。

该成果开辟了一条由农林废弃物快速热解创制系

列靶向腐植酸环境材料用于重金属污染、盐碱化

和沙化等退化土壤修复的绿色循环全新产业链，

贯穿了农业、化工、生态环境三大产业，获得

2020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用农林废弃物加工成系列腐植酸环境材料，个

性化解决污染退化土壤的绿色可持续修复难题，做

到了“从土壤中来到土壤中去”的绿色循环，实现

了全链条的零污染、零排放。

（二十一）黄腐酸叶面阻控剂在受污染耕地土壤安全利用中的应用

张乃明 1 卢维宏 2

1 云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昆明 650201
  2 宿州学院环境与测绘工程学院 宿州 234000

1. 黄腐酸的来源及特性

黄腐酸是一种可速溶于水的红棕色或灰黑色

粉末状物质，在农业生产应用中多用黄腐酸钾。黄

腐酸钾具有“八大功能”和“四大作用”。“八大

功能”分别涉及增湿保水、改良盐碱、抗寒抗旱、

增强植物体内抗性生理酶活、降低重金属累积、提

高养分利用率、促进农作物生长发育、调节根际土

壤酸碱环境；“四大作用”主要涉及改善根际土壤

微环境、促进微量元素吸收、提高作物品质、增强

抗逆性。按照来源可分为矿物源黄腐酸、生物质黄

腐酸，其中矿物源黄腐酸主要是低级别煤（如泥炭、

褐煤和风化煤）经过碱化 - 酸化提取处理而得到的

全水溶组分，组成结构比较单一，主要是芳香族羟

基、羧酸类物质；生物质黄腐酸则是从微生物发酵

后的植物废料中提取，组成较复杂，除了芳香族羟

基、羧酸外，还有水溶性碳水化合物、氨基酸、蛋

图 1 图 2

棕黑腐植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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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质、糖酸类物质等。

2. 黄腐酸叶面阻控剂的应用

叶面阻控剂是一种新型受污染农田土壤安全利

用技术，因其具有降低作物可食用部位中重金属含

量，且携带方便、不对土壤造成二次污染风险等优

势在农业中进行推广应用。目前，腐植酸作为一种

土壤改良剂，在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提高土壤肥力、

促进作物强根壮苗、提高作物系统抗性等方面优势

突出，但也存在受土壤异质性大、环境差异明显等

因素而导致施用效果问题。云南省土壤培肥与污染

修复工程实验室以矿物源黄腐酸为供试材料，通过

有机复合多种营养元素，基于作物对重金属元素的

吸收累积规律，研制了 4 款黄腐酸叶面阻控剂产品

（图 1），对受镉（Cd）、铅（Pb）复合污染稻田土

壤具有较好的效果，即在水稻关键生育期，特别是

拔节末期、孕穗期至灌浆期喷施，可显著降低水稻

籽粒中 Cd、Pb 累积量。试验数据显示，与对照 CK
相比，4 种叶面阻控剂可实现水稻籽粒中的 Cd 含量

平均降幅分别达到 60.7%、76.6%、56.8%、65.0%，

其中 3 款叶面阻控剂同时对水稻籽粒中的 Pb 含量平

均降幅也分别达到了 81.0%、77.8%、84.7%。

3. 黄腐酸叶面阻控重金属的作用机理

黄腐酸叶面阻控剂作用机理见图 2。叶面阻控

技术是通过调节与作物重金属积累相关的生理过程，

抑制作物对重金属的吸收、转运、积累，主要是通

过生理阻隔、元素拮抗和转运竞争作用来缓解重金

属对作物的毒害，降低作物体内有毒元素含量。其中：

（1）生理阻隔作用。黄腐酸通过诱导或激发液泡等

质膜将重金属相关转运体隔离在液泡等细胞器腔室

内或通过形成超大分子的螯合或络合物并隔离在细

胞壁外，达到降低重金属在植物关键部位的累积量。

（2）元素拮抗作用。黄腐酸特有的强通透性，可将

其螯合或络合的营养微量元素（如 Zn 等）通过气孔、

水孔或细胞壁间隙带入植物细胞，而与通过根系进

入植物的重金属元素形成传导拮抗，降低其在籽粒

中的累积量。（3）转运竞争作用。植物在吸收重金

属与营养元素时，通过黄腐酸提高营养元素在转运

位点或转运通道上的竞争性来降低重金属的转运比

例，从而达到安全利用效果。

图 1 云南省土壤培肥与污染修复工程实验室研发的

黄腐酸叶面阻控剂 图 2 黄腐酸叶面阻控剂作用机理

（二十二）腐植酸让盾构渣土再生成为绿化基质

段海熙 冯俊义 黄占斌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学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083

地铁和道路隧道建设施工中，为了盾构机的安

全和快速掘进，添加了大量化学物质，导致产排出

的盾构渣土盐碱化严重，结构破坏，堆积造成严重

生态环境危害。对此，向盾构渣土中“反哺”土壤

的“核心物质”腐植酸，改善盾构渣土结构和产生

肥力，让盾构渣土再生利用为绿化基质，在建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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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园和绿化地等方面意义重大。

1. 盾构渣土再生为绿化基质前景广阔

盾构渣土，为隧道建设工程中的弃土、弃料及

其他废弃物，应属于建筑垃圾，我国年产 20多亿吨，

盾构渣土的传统处理方式大多数为空地露天堆放、

填埋消纳，小部分进行改良处理后用于建筑建材产

品、路基填料用土，其资源化利用率极低。近年来，

国家绿色城市、海绵城市和城市周边矿山土地复垦，

都需要大量的土壤，形成了较大的市场需求。建设

城市公园和绿化地，在城市发展中也有很大市场空

间。因此，对盾构渣土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城市用土资源紧张，增

加耕用面积和改善生态环境等，具有可观的发展应

用前景。

2. 腐植酸改良盾构渣土为绿化基质的应用示例

以北京东六环（京哈高速 - 潞苑北大街）隧道

建设改造工程项目为例：

（1）地址：北京市北六环路人仁百葛桥至潞

苑北大街边。

（2）面积：东西 500 m× 南北 60 m=2800 m2

（相当 4.5 亩）。

（3）计划：处理 2800 m3 盾构渣土，平铺 1 m
厚改良，其中底层 70 cm 为地形用土改良，上层

30 cm 为绿化基质用土改良；之后根据公园设计调

整地形地貌进行种植。

（4）改良技术

①向盾构渣土中添加一定量含钙矿物质进行

去盐碱处理，改良后渣土基质满足《公园设计规范》

（GB 51192-2016）和《园林绿地工程建设规范》（DB 

11/T 1175-2015）地形用土要求。

②在此基础上，向盾构渣土掺拌复合改良材料

（腐植酸为主、高分子材料和粘合剂为辅的环境材

料组合），改良后盾构渣土基质满足《园林绿化种

植土壤技术要求》（DB 11/T 864-2020）土壤主控

指标一般绿化用土的要求，即绿化地形用土和绿化

种植用土。

（5）改良效果

①盾构渣土的土壤结构得到有效改善，土壤容

重降低 -3.45%，土壤总孔隙度增加 14.59%；

②盾构渣土有机质和养分等指标明显提高，

土壤 pH 值、有机质、水解性氮、有效磷、速效钾

分别增加 1.40%、324.31%、-53.69%、612.97% 和

138.94%；

③植物成活和生长得到提升，如黑麦草植物地

上部性质和地下部性质均较好。

3. 腐植酸改良盾构渣土为绿化基质的重大意义

在国家大力倡导绿水青山、政府积极号召绿色

建设和人们渴望良好生态环境的当今时代，在土地

后备资源和土壤资源短缺的今天，解决盾构渣土、

废弃地渣土等无害化和促进其资源化利用就成了迫

在眉睫的关键问题。腐植酸及其复合改良材料，对

盾构渣土进行无害化处理和统筹规划，可有效改良

盾构渣土的土壤结构和增强肥力，使其再生为绿化

基质；同时，为城市隧道盾构渣土、废弃地渣土等

用于绿化地形用土和绿化种植用土的土壤改良提供

技术支撑，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生态效益应

用前景。将腐植酸及其复合改良材料，通过人工精

准“反哺”，对维护土壤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二十三）腐植酸在农业和电镀废水方面的综合利用技术

郭书利

沈阳顺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 110326

腐植酸在农业方面的应用有历史记载的已经

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土壤

退化、环境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等诸多方面影响，

腐植酸产业越来越被重视，产业门类和具体应用也

迅速的得到健全和扩展。现有的产业门类包括：农

业和园艺、环境工程、工业生产和产品、化学中间

与转化物质、兽药和人类医药。具体应用大约有

七十多个，并且还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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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要点：

1. 用过量的氢氧化钾与腐植酸原料反应，反应

一定时间后加入过量碱五分之一摩尔量的浓磷酸继

续反应一段时间（利用化学能促进反应进程）。

2. 离心液 1 加浓磷酸调整 pH 值 2 ～ 4 之间，

进行二次离心，目的是分离出黑腐酸。

3. 离心液 2 加氢氧化钾调整 pH 值 4 ～ 9 之间，

形成棕黄腐植酸钾的磷酸盐溶液，可以根据要求调

整养分生产含腐植酸水溶肥料。

4. 沉淀物用氢氧化钠调整 pH 值 9 ～ 11 之间，

生成黑腐酸钠，可以做优质的电镀废水处理剂。

应用实例：

1. 腐植酸水溶肥料

腐植酸分段提取工艺:

大于80目的
腐植酸原料

氢氧化钾

水

85%磷酸

反应釜

棕黄腐植酸钾磷酸盐溶液

黑腐酸钠溶液

离心机1
残渣

离心液1

离心液2

85%磷酸

氢氧化钾

沉淀物

氢氧化钠

有机肥

离心机2

图 1 腐植酸分段提取工艺

腐植酸水溶肥料在农业上的应用大家都非常

了解，但应用这种工艺精细化生产棕黄腐植酸水溶

肥的方法还很少见。因为棕黄腐植酸分子量相对较

小，更容易被作物吸收，更具有功能性，因此应用

效果更显著。这与市面上的“矿物源黄腐酸钾”（磺

化腐植酸）有本质区别，磺化腐植酸分子量并没有

变小而是增加了磺酸基，虽然其溶解度增加，但作

物对其吸收能力并没有实质的改善。

用原生态的棕黄腐植酸钾磷酸盐溶液配制的

水溶肥料更能充分发挥其对促生长和抗逆的作用。

2. 电镀铬废水处理剂

现在电镀铬厂出口废水排放要求是 ≤2 ppm，

原水浓度 300 ～ 600 ppm，现在基本上采用 RO 膜

虽然腐植酸行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腐

植酸分段化综合利用技术还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

间。腐植酸是由不同分子量、不同结构、不同官能

团特征的分子组构成，因此，结构不同、理化性

质不同的各个腐植酸分子组的功能也有很大差异。

科学家们将不同特征和分子量的腐植酸划分为黑

腐酸、棕腐酸和黄腐酸。黑腐酸分子量很大不溶

于水，具有很强的吸附性能，我们曾经通过色谱

跟踪方法验证内蒙的褐煤黑腐酸对色素的吸附能

力是活性炭的五倍。因此，黑腐酸可以重点应用

于环境水体治理等领域（不排除其他领域应用）。

棕腐酸虽然不溶于水但其可溶于极性有机溶剂，活

性基团较为丰富，具有很高的生物活性，其一价钠、

钾盐易溶于水，钙、镁盐可溶于水，它与黄腐酸

一起是非常优秀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和植物抗逆剂。

黄腐酸即可溶于水又能溶于弱酸溶液，天然矿物

中含量很少，一般不被单独提取和应用，主要应

用于经作农业。

虽然腐植酸产业有巨大进步，但是产业分工过

于明确，不同产业和应用方向的融合发展和综合性

利用应该是今后的重点方向。下面重点讲一种腐植

酸的分段提取工艺（图 1）及相关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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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处理，耗材成本非常高。如果采用沉淀离心和

膜处理相结合的工艺可降低耗材成本 50%，大大

减轻企业负担。黑腐酸钠就是非常好的沉淀吸附剂，

600 ppm 的铬废水加黑腐酸钠（干基）10 kg 能将

铬含量降低至 12 ppm，然后再进行膜处理，大大

降低了膜消耗。

通过以上实例可知，腐植酸在不同行业进行分

段综合利用，更能发挥各段腐植酸的优势，使资源

应用更合理，提高各部分的使用效率，提高资源的

利用效率。

（二十四）让腐植酸钠纯碱炉内水处理自哺腐植酸企业

郭晓峰

太原理工大学矿业工程学院 太原 030024

腐植酸钠纯碱炉内水处理法就是将腐植酸钠

和纯碱（成本低廉）溶解后，直接加入到锅炉给水

水箱 ( 无需其他设备 )。两者在锅炉内少量就能发

挥作用：纯碱将水中的硬度物质转化成碳酸盐，阻

止其形成坚硬的硫酸盐或者更加坚硬的硅酸盐，腐

植酸钠则保持碳酸盐以微小颗粒分散成泥垢沉降并

排出，而不会聚集成大颗粒附着于器壁形成垢片。

腐植酸钠和纯碱还可以缓慢疏松瓦解器壁上旧有的

硬垢，使之脱落排出，器壁光亮如新，长期无需清

洗锅炉，防垢的同时还可以除垢，这是其他水处理

方法难以做到的，实为最大的优点。此外，腐植酸

钠纯碱炉内水处理法没有额外用水。反渗透法要滤

掉一部分水，交换树脂法则要定期反洗树脂，后两

者都会造成额外水的浪费。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

研究所的吴家珊和潘永珍团队，曾经对腐植酸钠

纯碱炉内水处理做过大量的工作，本文作者作为

协作单位成员全程参与。该成果最终鉴定获奖。关

于配方，纯碱按具体水源水中硬度物质，主要是钙

镁离子完全转化成碳酸盐所需要的量来计算确定；

腐植酸钠的用量由“挂片实验”来确定：在玻璃烧

杯中加入硬水、腐植酸钠和纯碱，水中悬一个挂片，

然后放入水浴锅（或高压锅，更接近锅炉内的工

作条件）内模拟锅炉。隔水蒸煮一段时间，根据

挂片在蒸煮前后质量的变化来推断结垢的情况。

根据不同腐植酸钠加入量下有无结垢、结垢多少，

得出不结垢时的最小投入量，就是腐植酸钠应有

的加入量。

腐植酸钠纯碱炉内水处理法几乎是无可挑剔

的优秀，水硬度越高它的优越性越明显。但是该方

法实际应用不够普遍。尤其腐植酸行业企业，自己

生产腐植酸钠，都没有很普遍地应用该方法，令人

遗憾。该方法运行的成本很低，腐植酸企业可以用

腐植酸钠残渣来代替腐植酸钠，成本会更低，这样

锅炉给水就可以全部是自来水等硬水。由此剩余的

大量蒸汽冷凝回水可用作生产腐植酸钾、腐植酸钠

等产品的用水。除了提供蒸汽，锅炉还可以提供大

量热的纯水（炉外水处理成本不允许这样），见流

程图 1。
让我们梳理一下用热的纯水生产腐植酸的

好处。

第 1，提高产品纯度。腐植酸生产所用水中杂

质要么进入腐植酸钾、腐植酸钠产品，要么进入腐

植酸钾、腐植酸钠废渣（也是一种副产品）中。如

果改用完全不含杂质的冷凝回水显然会大大提高产

品和副产品的纯度。

第 2，缩短反应釜升温时间，降低反应釜蒸气

消耗。蒸汽消耗分两部分：釜内升温和釜壁散热。

水热容极大，升温吸热是大头；反应釜保温层很好，

热耗很小。蒸汽冷凝水代替冷水加入反应釜可缩短

升温时间 80%，就节省了 80% 的升温吸热和 80%
的升温时间的釜壁散热。反应周期则缩短了 80%
的升温时间。

第 3，提高风化煤的利用率。生产腐植酸钾、

腐植酸钠，能够被抽提出来的只有游离腐植酸。

而风化煤中的结合态腐植酸，即腐植酸钙镁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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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利用的。硬水中的钙镁离子把游离腐植酸转

化成了腐植酸钙镁，转入到残渣中。原料被硬水

缩了水，降低了产率和产品质量。用硬度为零的

冷凝水抽提游离腐植酸，好处显而易见。

以上仅是定性分析描述，定量结果呢？产品

纯度提高多少？腐植酸含量提高多少？锅炉省煤多

少？生产能力提高多少？化工设计计算可以告诉我

们，根据具体原始条件就可以得到实际的结果数据，

和实际投产结果是高度一致的。许多腐植酸生产线

所处地的水中杂质多，在北方尤其如此，有的甚至

接近 20%，硬度也很高，显然，越是这种情况用

腐钠纯碱炉内水处理自哺腐植酸生产线流程图

锅炉

蒸汽

二次泥垢
腐钠（钾）残渣

一次泥垢

给水

热烟气

风化煤
KOH
NaOH

反应釜

固液分离
装置

热纯水 保温
水箱

后续
设备

腐钾（钠）

冷
凝
水

冷
凝
水

卸料 母液

称量

残渣

纯碱
冷硬水 给水

水箱

排放

……

图 1 腐植酸钠纯碱炉内水处理自哺腐植酸生产线流程图

腐植酸钠纯碱炉内水处理法收益越大。

腐植酸钠纯碱对硬水的作用原理决定了该方法

不仅可用于上面讨论的蒸汽锅炉，还可以用于热水

锅炉和换热器循环水防垢除垢（其中尤其是城市供

热），不同点在于泥垢排除。前者炉内定期排污即可，

后者在防止管道堵塞上要大作文章。后者会产生很

大的经济效益，也是腐植酸钠巨大的销售市场。

（二十五）用于染料吸附脱色的新型腐植酸磁性纳米吸附材料

孙晓然 丁志勋

华北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唐山 063210

腐植酸（HA）是一种天然高分子有机物，结

构中含大量羟基、羧基、氨基、烯醇基、醚基、醌

基、多糖基等多种活性官能团，且主链具有芳环结

构，这种独特结构使其既是一种性能优良的功能材

料，又是其他材料性能提升的良好改性剂，应用广

泛。污水废水处理是腐植酸主要应用领域之一，尤

其对染料废水的吸附处理。染料分子中胺基与腐植

酸分子中的羟基、醚基等形成氢键，与羧基形成静

电吸附。染料分子中苯环与腐植酸分子芳环还可形

成 π-π 共轭促进电子快速转移，故多种化学协同

作用使腐植酸对染料吸附具有其他材料不具备的优

势。另外，基于腐植酸改性的新型吸附材料也层出

不穷。

腐植酸磁性纳米吸附材料就是目前开发的一

种用于染料废水处理的高效新型复合吸附材料，既

具备优异吸附性能，又克服了腐植酸吸附时难以实

现固液分离的问题，且可循环多次使用，拓展了腐

植酸作为功能材料在染料脱色吸附领域的应用。具

体报道如下。

1.  印度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 Ravindra 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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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了一种磁性纳米复合材料 Fe3O4/HA，用于对

恒河水、自来水、井水、手动泵水和可潜水等实

际水体中孔雀石绿的脱色处理，脱色率分别达到

97%、91%、87%、86%，吸附机理模型见图 1。
在初始阶段，孔雀石绿分子与 Fe3O4/HA 接触时，

因腐植酸中含有大量含氧官能团，孔雀石绿分子中

的 H、N 等与之形成大量氢键而迅速吸附在 Fe3O4/
HA 表面的活性位点处，之后孔雀石绿分子通过扩

散作用缓慢进入 Fe3O4/HA 的孔隙中，实现高效率

吸附脱色。

在 7 min 内可吸附 50% 亚甲基蓝，最大吸附量为

93.08 mg/g，吸附机理模型见图 2，其在 pH=3 ～

11 内性质稳定，用外部磁铁可以实现 HA-Fe3O4 与

液体分离。在 9 ∶ 1 的甲醇和乙酸混合物中吸附亚

甲基蓝的 HA-Fe3O4 容易解吸，从而实现吸附剂可

再生利用。

4. 南京林业大学和昆士兰大学 Lei Yu 研究

小组采用共沉淀方式制备了磁性腐植酸纳米粒子

（MHA）作为生物降解有机染料的催化剂，结果

表明在厌氧序批式反应器（AnSBR）中，强化芽

孢杆菌在高盐浓度下对甲基橙进行脱色处理时，降

解效率比不加 MHA 提高了 1.5 ～ 2.5 倍，吸附机

理模型见图 3。

图 1 HA/Fe3O4 吸附孔雀石绿机理模型

2. 南昌大学 Dan Li 课题组采用共混法制备了

一种腐植酸 /氧化石墨烯磁性复合材料（MHAGO），

处理废水中亚甲基蓝时最大吸附量为 59.00 mg/g，
吸附机理主要是静电吸引、π-π 共轭和氢键作用，

吸附机理模型见图 2。

图 2 MHAGO 吸附亚甲基蓝机理模型

5. 印尼艾尔朗加大学和日本北海道大学 Satya
团队通过水热法制备交联的尖晶石钴铁氧体 - 腐植

酸 - 环氧氯丙烷磁性材料（CoFe2O4-HA-ECH），

对污水中碱性品红、甲基紫、孔雀石绿的吸附容量

分别为 33.35、25.32、17.52 mg/g，吸附机理模型

见图 4。

图 3 MHA 吸附甲基橙机理模型

图 4 CoFe2O4-HA-ECH 吸附

碱性品红、甲基紫、孔雀石绿

3. 湖南大学 Xian Zhang 课题组采用共沉淀

方法合成了腐植酸磁性纳米材料（HA-Fe3O4），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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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腐植酸导电薄板

周霞萍 1，2

1 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上海 200237
2 上海臻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210715

在工业领域，导电薄板通常指电阻率为（1.5 ～

10）×10-8 欧米（Ω）的金属板材，在电场作用下

有自由移动的带电粒子，依据传导电流的能力分为

导电薄板（包括超导电薄板）和绝缘导电薄板。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制备导电薄板的原材料

在不断增加。作为导电薄板，除了导电性，还应具

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加工性能（拉伸强度、断裂生

长率），能耐大气腐蚀，化学稳定性高，同时还应

该是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 
腐植酸的有机结构中有“亲电基团”（带正电

的基团），-COOH、O=、-OCH3、-OH，能够在反

应过程中接受电子；腐植酸的有机结构中也有“亲

核基团”（带负电的基团），CH3CH2O-、RO-、
R-、NR3，又可以在反应过程中提供电子。腐植酸

具有线型或面型大共轭体系，在热或光的作用下通

过共轭 π 电子的活化而进行导电。作为复合型高

分子材料，通过与导电性物质的填充复合、表面复

合或层积复合方式而制得的导电薄板，能用于传输

电能和电信号，还可用于电磁屏蔽薄板，制造电极

薄板、电热薄板、仪器外壳薄板等。

据报道，采用石墨化炉对腐植酸进行石墨化

处理，以腐植酸基石墨化材料等为原料，采用扫

描电子显微镜（SEM），X 射线衍射（XRD）法

和电化学测试系统对该材料的形貌、微晶结构和

电化学性能进行表征。结果表明，片状石墨分散

在腐植酸基石墨化材料周围，且被无定型炭包

覆。腐植酸基 - 石墨烯复合材料作为锂离子电池

的负极材料板，具有较高的比容量，在 0.1 C 倍

率下的首次可逆比容量为 307.3 mA·h/g，首次库

仑效率为 76.3%；在 1 C 和 2 C 倍率下，50 个

充放电循环后，可逆比容量分别为 283.3 mA·h/g
和 152.2 mA·h/g，容量保持率分别高达 97.9% 和

97.5%；具有良好的循环稳定性及大倍率性能，可

以制成导电薄板。

腐植酸（钾）基石墨烯，可制成导电薄板。若

电导率在半导体的范围，还可以采用掺杂技术使导

电性能大大提高，成为腐植酸类“高分子金属”。

影响导电薄板电阻率的因素有温度、杂质含

量、冷变形、热处理等。温度的影响常以导电材料

电阻率的温度系数表示。除接近熔点和超低温以

外，在一般温度范围，电阻率随温度变化呈线性关

系。高性能的导电薄板材料也是高热导率的材料，

接触电位差及温差电动势在温差电控温、测温元件

和仪表中均有重要意义，腐植酸特定产品能否应用

于导电薄板与其纯度有很大的关系。在蓄电池应用

的基础上，腐植酸特定产品还可用于太阳能电池、

传感器件、微波吸收材料等，还需在加工成型性、

机械性能、稳定性方面继续优化。

（二十七）腐植酸医药简介

张  敉

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昆明 650500

腐植酸的药用历史悠久，在我国有文献考证的

可追溯至唐代，迄今已有 12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

人们所使用的腐植酸药物形式主要是富含腐植酸的

土炭、石炭、铁炭、井底泥、腐木等物质，用于治

疗疼痛、出血、腹泻、疮毒、烫伤、骨伤等。至明

清以来，这些成煤物质以“乌金石”之名入药，来

源与用法更加趋于规范。

随着现代医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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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现代化研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腐植酸而

言，以其原料，如石炭、乌金石，直接入药已经成

为历史。目前所开展的研究多是用提取纯化后的腐

植酸、黄腐酸进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开

展了大量腐植酸药物研究，取得了很多关键的基础

及临床数据。随后，腐植酸钠片、腐植酸颗粒及乌

金口服液这些以腐植酸为主要成分的中成药获批上

市，至今在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中药中仍有一席之

地，主要用于治疗胃寒胃痛、呕吐腹泻等。这些功

能主治与古代典籍中记载基本相似，体现出现代中

药的传承与发展。

在研究传统功能基础上，运用现代药理学研究方

法，腐植酸新的功能活性被不断的发现。实验研究表

明：腐植酸具有降血糖、醒酒保肝、抗炎、抗病毒、

抗肿瘤等功能。除此之外，安全性是药物研究中的重

要环节。因此，在开发腐植酸新功能的同时，国内外

研究者也进行了大量的安全性研究。但由于提取腐植

酸的原料复杂性，安全性评价往往需结合原料安全性

进行综合评价，做到“一事一议”，不能一概而论。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大大推动了腐植酸医药

产业的发展。然而，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也有很

多瓶颈问题需要突破，比如质量控制。腐植酸原料

的复杂性导致腐植酸从制备之初就必须进行严格质

控。但这个问题尚可通过优化和稳定的提取工艺，

最终控制产品理化性质加以解决。而腐植酸本身的

复杂性至今却仍是世界性难题。众所周知，腐植酸

是一类天然有机酸混合物，其所含物质的相对分子

量范围从几百到几万不等。目前对于腐植酸具体所

含的单体化学成分还未可知，因此，对于探究有效

物质、毒性物质，并以此为基础制定质量标准就无

法实现，这是腐植酸医药发展中的“卡脖子”问题，

却也是腐植酸医药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相信在各界

力量以及科研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下，腐植酸医药终

将开启全新的产业时代。

（二十八）腐植酸（黄腐酸）养发生发剂

腐植酸、黄腐酸，用于化妆品的种类很多，其

中在养发、生发方面独具特色。

矿物源的腐植酸、黄腐酸物质含有萜类、甾类，

具有羧基、羟基、甲氧基等多种官能团，还具有多

酚和半醌结构的氧化还原性能，可以与细胞、生物

酶作用，在养发、生发过程中增强毛囊细胞微丝血

管带氧而运行，令毛发能吸收更多养分，刺激垂死

毛囊恢复生机、令静止及衰退中的毛囊重新活跃，

更能刺激肾上腺皮质的激素作用，促进头皮的血液

循环，从而活化发根，防止脱发，并促进生发。

腐植酸、黄腐酸的多种官能团也可以与蛋白质

分子中的氨基或羧基结合，有利于营养的吸收；腐

植酸、黄腐酸的多种官能团也连接着疏水性的芳香

结构，通过疏水作用控油。腐植酸、黄腐酸的既亲

水又亲油性，使其能充分发挥缓控释水分、油分，

达到润发、护发、养发的长效功能。

腐植酸、黄腐酸的多种官能团也可以与硒、银、

锗等微量元素结合，这些微量元素多数是营养型活

性物质，二者结合，可以除去头皮及头发的污垢、

阻止细菌的侵染（抑菌剂），起到头皮止痒、杀菌、

消毒和营养作用，胜于其他养发、生发类化妆品。

按照毛囊的生长周期和新陈代谢状态，腐植

酸、黄腐酸类养发、生发剂的使用，也有合适的浓

度范围，浓度过低，不能发挥刺激作用，浓度过高，

会使生命活力受到抑制。

据报道，中国的养发、生发剂产品，仍处于发

展阶段，有脱发、稀发倾向的人口近亿，其中可以

形成潜在消费的人口约 5000 万，应用市场很大。

我国腐植酸资源丰富，当前已经列入化妆品

原料目录的有腐植酸类 [02370]、腐殖质提取物

[02371]，制成符合化妆品要求的腐植酸、黄腐酸

类养发、生发剂产品，行业内已有企业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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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是一类富含多种活性官能团的非均一

脂肪 - 芳香族无定形有机高分子羧酸的混合物，按

来源可分为天然矿物源腐植酸和生物源腐植酸两

大类。国内外市场上占主导的腐植酸产品为矿物

源腐植酸，其主要来源为泥炭、褐煤和风化煤等

矿物原料 [1，2]。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科研人员

以城市有机污泥、农作物秸秆、木屑、蔗渣、畜

禽粪便等农林有机废弃物为原料，开发了与矿物

源腐植酸类似的生物腐植酸产品，拓展了腐植酸

的制取途径 [3]。

我国每年产生的有机固废高达近 50 亿吨，且

产量逐年递增，利用有机固废资源制取腐植酸是一

种“变废为宝”的可持续发展路线 [4 ～ 9]。陆地生

态系统在碳循环中占主导地位，而土壤腐殖质又是

陆生系统中储量最大、作用最敏感的碳储库 [10]。

维护腐殖质的动态平衡，合理利用生物腐植酸，是

维护地球碳储存和缓和“温室效应”的重要举措。

人工制备获得的腐植酸类产品不仅具有良好的经济

价值和价格优势，而且能够助力我国扭转碳失衡和

实现“碳中和”。同时，生物腐植酸常含有相当量

的多糖类、氨基酸、蛋白质、酶类及有益菌群，同

样适用于土壤肥力修复和污染治理 [11]。因此，本

文在介绍生物腐植酸现有生产技术研究进展的基础

上，综述阐明了其土壤修复和污染治理的作用机理

及应用效果，并对生物腐植酸助力生态环境建设和

解决部分气候危机前景进行展望。

1  生物腐植酸的制备

20 世纪初，“腐植酸类物质是由动植物残骸

经过微生物分解 - 转化以及地球物理化学作用演变

而来的”这一腐植酸起源学说得到公认。但腐植酸

生成机理仍有颇多争议，尤其关于是化学的、微生

物的，还是其他因素促成的。为搞清楚这些问题，

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化学或微生物途径制取腐植酸，

以验证其形成机理 [12]。虽生成机理仍停留于各个

假说，但研究者所选原料大多为工、农业有机废弃

物，有效缓解废弃物土地占用，减少焚烧和自然分

解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同时还创造了一定的经济

价值，实现“变废为宝”，助力“碳中和”。

1.1 好氧堆肥

堆肥化主要指在人工控制的条件下，利用微生

物的生长以及代谢作用来分解有机质，并最终转化

为稳定的腐殖质的过程，实际就是传统的生物质好

氧发酵过程。游晓霞等 [13] 利用制药企业的剩余污泥

为原料，辅以玉米秸秆、牛粪等农业固体废物，通

过好氧堆肥的方法制备成土壤改良剂。采用正交实

验验证，当好氧堆肥条件设置为碳氮比 35，含水率

60%，翻堆间隔为 3 天时，产物的腐植酸含量最高，

腐熟程度好，且种子发芽指数达到 95%，堆肥产物

可用作土壤改良剂。范嘉妍等 [14] 采用室内培养法来

揭示稻壳与猪粪静态好氧共堆肥的最佳配比。结果

显示，不同配比下，腐殖质中的腐植酸均表现为先

降解、再缩合的规律。稻秸占堆肥总质量 ≥30%，

经堆肥后有利于腐殖质品质的提升，而猪粪占堆肥

总质量 ≥90%，则堆肥后腐殖质品质会有所下降。

1.2 过氧化氢氧化技术

过氧化氢氧化技术一般以生物质预处理样品

为前驱体，在碱性溶液中进行氧化得到腐植酸材

料。Wang 等 [15] 以玉米秸秆为原料，130 ℃下与

0.7% 氢氧化钠溶液反应 30 min 得到预处理液，然

后加入 8% 过氧化氢 40 ℃下反应 120 min，可使

预处理液中腐植酸含量达到 2.9 g/L，与商业腐植

酸进行对比确认，过氧化氢氧化合成的腐植酸的

羟基和羧基含量明显提升，在污染土壤治理方面

具有很好的应用潜力。刘涛等 [16] 以秸秆皮为原料，

300 ℃下惰气氛围活化 2 h 得到前驱体，然后与

10% 过氧化氢混合，并用氢氧化钾调节溶液 pH 值

至 9，超声处理 10 min 后腐植酸产率高达 50%，

同时滤渣被用于制备超级电容器，且表现出优异

的性能。

此外，还有人提出“水热腐殖化”的概念。

水热技术兴起于 20 世纪 70 ～ 80 年代，据称

是一种生物质资源化最具潜力的技术之一 [17]。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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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以高温液态水作为反应介质和反应物，具有能量

高、反应速度快、物料通量大等独特技术优势。高

温水还具有近似有机溶剂的介电常数，可通过温压

调节离子积，能溶解非极性／弱极性的物质并催化

加速离子反应，因而有利于有机反应的进行 [18]。有

人将水热技术应用于生物质的腐殖化。舒迪等 [19]

以厨余垃圾为研究对象，在 190 ～ 205 ℃下水热处

理 30 ～ 50 min 快速高效制取有机肥，所得样品有

机质含量符合《有机肥料》（NY 525-2012）指标。

王家樑等 [20] 以垃圾树叶为原料，适量碳酸钠为添

加剂，经水热转化生成具有芳核、羧基、羟基等多

种基团的腐植酸类物质用作液体肥料。邱郴等 [21]

采用水热法对污泥絮凝体和细胞进行破坏，促进了

污泥絮凝体中的结合水及有机物的释放，并提取了

污泥中 89.1% 的腐植酸。但是，水热技术制备腐

植酸的方法仍存在诸多争议。不少专家认为，天然

有机质在高温高压水加热下主要是脱水、脱氧、脱

氮以及缩合（增碳）反应过程，与生成腐植酸的“氧

化 - 缩聚”过程背道而驰，所生成的物质主要是烃

类油气燃料，部分生成重质焦油乃至炭化 [17 ～ 20]，

而腐植酸增量微乎其微。即使采用不适当的检测方

法发现“腐殖化率增高”，也仅仅是一种假象。因此，

与微生物发酵法制取腐植酸相比，“水热法生产腐

植酸的工艺”是不合算的，也缺乏产业化的前景。

2  土壤肥力修复

由于长期的不科学耕作、轮作、施肥和使用农

药等因素，导致我国耕地有机质含量平均每年下降

0.05%，于 2018 年已降到 2.08%，这将对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22 ～ 24]。

土壤肥料学和农学界一致把腐植酸看作是土

壤肥力的基础，植物营养的储库，植物生长的活力

剂。1980—1985 年原农业部组织 32 个单位，联合

进行腐植酸农业应用试验和示范推广，总结出腐植

酸在农业生产中具有“改良土壤、增进肥效、刺激

生长、促进抗逆、改善品质”的五大作用 [25]。

2.1 改良土壤功能修复其肥力

杨雪贞等 [26] 择选了中国知网 2015 年 2 月—

2021 年 4 月 340 篇腐植酸在农业领域的文献进行

了应用效果统计分析，表明腐植酸在提高土壤肥力、

促进作物生长方面有重要作用，在农业领域应用广

泛。Yang 等 [27] 深入阐释了腐植酸类物质对土壤结

构、持水能力、阳离子交换能力产生影响的作用机

理，分别对应图 1 中 A、B、C 三条路线。A 路径

中腐植酸类物质的存在促进了更大“软”骨料的形

成，使土壤不易硬化，从而改善土壤结构；B 路径

显示腐植酸类物质中羟基、羧基的存在及其多孔性

确认了其持水性能；C 路径表明腐植酸类物质通过

吸附和络合作用增强了土壤的阳离子交换能力。

生物腐植酸在用于土壤肥力修复方面的功效

毋庸置疑，同时还能解决部分的气候危机。因为在

没有干预的情况下，植物遗骸大部分被代谢（转化

为甲烷和二氧化碳），剩下的几乎没有进入土壤碳

库，而利用农林有机固废制备生物腐植酸能将碳固

定在土壤中，增加耕地有机质含量，实现土壤有机

质含量“脱贫”，发挥腐植酸碳循环的作用 [11]。

2.2 增效化肥修复土壤肥力

我国化肥使用量逐年增加，国家统计局统计

数据显示，我国 2020 年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高

达 5250.65 万吨。但我国肥料的利用率很低，一

般氮肥的利用率仅为 30% ～ 50%，磷肥利用率为

10% ～ 25%，钾肥的利用率为 70%，明显比发达

国家低 5% ～ 10%。大部分的营养成分被挥发、淋

溶或被土壤所固定 [12]。倘若配合施用一些腐植酸

类肥料，就能使肥料利用率得到明显的提升，不仅

能高效利用大量元素，而且明显改善土壤肥力。如

刘诗璇等 [28] 采用田间小区试验方法对比腐植酸尿

素处理氮肥与普通尿素肥效，结果表明，前者较后

者表观利用率提高 15.80% ～ 27.91%，表观损失率

降低 28.86% ～ 49.65%，说明施用腐植酸尿素不仅

有利于叶片氮素积累，增强光合作用能力，提高产

量，而且能显著提高土壤氨态氮、硝态氮含量，增

加土壤肥力。张继舟等 [29] 选择具有 10 年棚龄的北

方大棚进行试验，结果表明，腐植酸的施用可以提

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并且能加速土壤速效态磷、钾

的含量，降低土壤电导率。

此外，韩立新等 [30] 研究表明，腐植酸与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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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壤污染治理

由于污水灌溉、污泥排放、农药化肥施用和采

矿、冶炼、电镀等行业三废的排放，导致土地污染

日益严重。2014 年中国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

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

有 2000 万公顷耕地被污染，土壤点位超标率高达

16.1%，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铬、

滴滴涕和多环芳烃 [32]。

3.1 重金属土壤修复

我国重金属污染土壤占耕地面积的 10% 左

右，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危害严重，污染事件

频发（图 2）[33，34]。利用腐植酸修复重金属污染

土壤是化学修复的主要措施之一，因为腐植酸结

构中含有羟基、羧基、羰基、醌基等活性官能团，

可通过吸附、络合、螯合、氧化还原等反应与重

金属相互作用，实现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固定、

钝化和活性抑制 [12]。

王凯迪 [35] 通过好氧堆肥制备腐植酸并应用于

含镉、铅土壤治理，结果表明，腐植酸可以改变土

壤镉、铅的赋存状态，能够有效地将可还原态、可

氧化态和残渣态的镉转化为弱酸提取态的镉，将残

渣态的铅转化为可还原态的铅，强化东南景天吸收

去除土壤重金属的效果。Zhang 等 [36] 研究腐植酸

对砷黄铁矿生物氧化和砷固定的影响，验证了腐植

酸的存在不仅明显提高嗜热硫氧化硫化杆菌的生长

速度，增强生物氧化作用，加快砷黄铁矿的溶解，

而且腐植酸的存在能增强细菌和黄钾铁矾对砷的吸

附作用，有助于砷黄铁矿生物氧化过程中砷的原位

固定。Aldmour S T 等 [37] 研究表明，腐植酸在酸性

和中性条件下能快速将六价铬还原为三价铬，降低

其毒性，并与三价铬结合稳化，显著减少三价铬的

再氧化和扩散。KluIáková M 等 [38] 研究对比了腐

植酸对铜离子的单独吸附与几种不同金属离子（镉、

铜、铅和锌）的同时吸附效果。验证了腐植酸吸附

效率很高，其吸附实验结果显示单独吸附铜离子效

率接近 100%，混合金属离子的吸附效率 ≥90%；

浸出实验结果显示形成的络合物稳定性 ≥80%。黄

元素钙、镁、硫等通过化学、吸附、螯合以及生物

刺激等作用产生的集成效果，既突出了中量元素肥

种的特质，又优化了肥料结构，在改良土壤的同时，

提高农作物产量与品质。还阐明了以腐植酸和相应

图 1 腐植酸类物质对土壤物理化学性质影响示意图 [27]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ffect of HS on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注：A：土壤结构；B：持水能力；C：阳离子交换能力。

腐植酸类物质（HS）
A

B

C

黏
结 矿物堵塞

解体

水结合力

桥连纳米
粒子

薄层

微量元素等原料加工而成的腐植酸系列微肥，比无

机态微肥优越，具有营养和刺激植物生长的双重功

效。由此可见，腐植酸在修复土壤肥力方面能起到

非常关键的作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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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土壤中有机污染物解毒

化石能源利用、工业三废排放、污水灌溉、垃

圾农用等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有机物污染。土壤本身

的自净能力无法解决，这就需要人为来帮助土壤解

毒，施用腐植酸类物质正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Yuan 等 [40] 研究确认，堆肥衍生腐植酸是促进硝基

苯还原为苯胺的有效调节剂，堆肥衍生腐植酸类物

质中的醌类物质、芳香结构和类腐植酸成分是导致

苯胺产生的主要因素，而且腐植酸类物质的低成本、

高效率使其在硝基苯污染土壤修复中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Yang 等 [41] 对热解腐植酸吸附有机物的行

为和机理进行探究，确认腐植酸的脂肪族和无孔结

构通过热解逐渐转变为芳香族和多孔结构，显著改

变了有机化合物的吸附。王威等 [42] 研究表明，有

机质含量越高的土壤对地下水中污染物的截留净化

作用越明显，能够减少污染物对地下水的危害，且

腐黑物对污染物吸附的贡献率较腐植酸更大。卢静

等 [43] 论述了腐植酸与有机污染物结合的特性，表

现为通过疏水作用和氢键作用吸附有机污染物，对

染色污染物有较高的去除率。

此外，利用禽畜粪便、生活垃圾以及污泥等作

为原料生产生物腐植酸时，因禽畜粪便中含有抗生

素与重金属，污泥中含有一定量的重金属，生活垃

圾除重金属还会含有大量的如塑料等有机污染物，

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原料或产物中重金属和有

机污染物含量，避免所制备生物腐植酸引起或加重

污染。

针对生物腐植酸制备过程中重金属累积转化

问题，降低重金属活性或生物有效性，使其向钝化

形态转化是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如张树清等 [44]

采用物理钝化法，在猪粪堆肥过程中添加风化煤钝

化，使铜、锌、铬、砷元素的水溶态含量在堆肥后

分别减少 6.17%、6.40%、4.17%、1.83%。Veeken 
A H M 等 [45] 采用化学钝化法，在制备前用柠檬酸

萃取重金属，使铜、锌的去除率达到 80% 以上。

王飞 [46] 通过一系列优化筛选，确认选取高温好氧

彦锋等 [30] 结合国内相关研究进展，分别从土壤重

金属污染、腐植酸修复土壤重金属的作用机理及其

应用效果 3 方面进行总结分析，确认了腐植酸在修

复重金属污染土壤的良好效果和广阔应用前景。同

时，利用腐植酸来修复污染土壤，可通过连续多年

施用，来避免因为腐植酸分解所导致的二次污染问

题。而且马斌等 [39] 的研究表明，连续多年施用褐

煤腐植酸可改善土壤微生态环境，促进土壤碳、氮

循环，提高土壤质量，很好地验证了腐植酸在土壤

污染修复方面的优越性。

图 2 近年来重金属污染重大事件全国分布图 [34]

Fig.2 National distribution map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accidents in recent years

1. 东北江韶关段镉严重超标事件

2. 湖南长沙铬盐厂非法堆放事件

3. 甘肃敬县儿童血铅超标事件

4. 云南曲靖铭渣非法倾倒事件

5. 江苏邳州市铅中毒事件

6. 河南卢氏县铅中毒事件

7. 湖南浏阳市镉污染事件

8. 陕西凤翔县血铅超标事件

9. 云南东川区儿童血铅超标事件

10. 湖南武冈市铅中毒事件

11. 福建上杭县儿童血铅超标事件

12. 河南济源市血铅超标事件

13. 广东清远血铅超标事件

14. 江苏盐城血铅超标事件

15. 四川省隆昌县血铅事件

16. 湖南嘉禾和桂阳县铅中毒事件

17. 云南鹤县儿童血铅超标事件

18. 福建上杭紫金矿业污染事件

19. 安徽怀宁县儿童血铅超标事件

20. 浙江台州市血铅超标事件

21. 浙江德清县血铅超标事件

22. 浙江绍兴血铅超标

23. 云南阳宗海砷污染事件

24. 广西河池市龙江镉污染事件

25. 广东仁化县儿童血铅超标事件

26. 山西汾阳农田污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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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肥工艺，调整工艺参数为初始含水率 65%、发

酵周期 20 天，选择木屑生物炭为钝化材料，有利

于增强对猪粪堆肥重金属的钝化作用。对于有机污

染物问题，则需根据污染物种类，进行针对性处理。

如农用地膜和生活垃圾中塑料需要分类回收，避免

其出现在原料中。针对禽畜粪便中抗生素，则需如

张树清等 [44] 在堆肥处理过程中提升堆肥温度、挑

选特殊菌种以促进抗生素的降解，也即通过优化制

备工艺以实现有机污染物含量的消除或降低。

4  结论与展望

我国有机固废年产量巨大，将其制备成腐植酸

可以有效缓解固废堆存造成的用地压力，避免了其

焚烧和自然分解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农业生产中，

生物腐植酸不仅可以改良土壤功能、增进肥效，而

且可以将碳固定在土壤中，增加耕地有机质含量，

实现土壤有机质含量“脱贫”和碳循环。环境保护

方面，生物腐植酸能实现土壤重金属钝化与转移，

能有效脱除土壤中有机污染物。随着有机固废制备

腐植酸技术的不断完善，生物腐植酸预计能在构筑

土肥和谐、促进环境友好、助力“碳中和”方面发

挥优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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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作为烟草大国，每年的烟叶产量超过 200 万吨，产生的烟草废弃物达到烟草总产量的

25%，其处理方式大多数仍是随意丢弃或者集中焚烧销毁，所以探究烟草废弃物如何更高效合理的利

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述了烟草废弃物利用现状，包括茄尼醇、蛋白质等物质的提取以及生产堆肥；

报道了堆肥过程中腐植酸、烟碱、木质纤维素这些关键物质的研究；总结了烟草废弃物堆肥对土壤养

分、土壤微生态和烟草生长影响方面的研究进展。对进一步明确烟草废弃物堆肥养分控释机理和对土

壤微环境的影响，制定烟草废弃物田间堆肥质量标准和烟草废弃物堆肥应用技术规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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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烟草大国，每年的烟叶产量超过

200 万吨，烟草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首位。

在种植与加工烟草的过程中，产生的烟草废弃物

（杈烟、茎杆、低次烟叶）能够达到烟叶总产量的

25%，如果对其处理不当，不仅浪费资源，还会污

染大气、土壤及地下水，对环境造成危害 [1]。目前，

我国烟草行业对烟草废弃物的处理方式，大多仍是

随意丢弃或者集中焚烧销毁。因此，探究烟草废弃

物如何更高效合理的利用，是目前我国关于生态环

境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综述了烟草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现状，包括提取茄尼醇、蛋白质等

物质以及生产堆肥；烟草废弃物堆肥过程中的关键

物质：腐植酸、烟碱和木质纤维素研究；烟草废弃

物堆肥研究的概况。这对加强烟草废弃物的资源化

利用，特别是烟草废弃物作为原料生产堆肥具有重

要意义。

1  烟草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现状

我国作为烟草种植大国，生产中不可避免会产

生大量的烟草废弃物。为了提高优质烟叶有效供给

能力，实现卷烟上水平，2011 年国家烟草专卖局

要求每株烟打掉 3 片叶（2 片底脚叶、1 片顶叶），

即每公顷约产生 1800 kg 废弃鲜烟叶，所以各烟区

势必产生大量的废弃鲜烟叶 [2]。这样既造成了资源

浪费，也造成了环境污染。近年来，国家逐渐加大

了环境保护和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力度，烟草

行业也不例外。国内外针对烟草的资源化利用进行

了大量研究。研究表明，目前国内外对烟草废弃物

的资源化利用主要是从烟叶中提取茄尼醇、烟碱、

植物蛋白等物质，也可用于制作堆肥、活性炭及生

物质燃料等 [3]。

1.1 国内外烟草废弃物相关研究概况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外关于烟草废弃

物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采用中国知网数据库

作为中文文献检索平台，检索方式选择高级检索，

来源类别限定为“核心期刊”（具体包括：北大核

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和南大核心期刊），

以“烟草废弃物”或“废弃烟草”或“废弃烟

叶”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跨度为 2001—

2020 年，经人工确认研究主题无误且没有重复记

录后，得到的中文文献只有 55 篇，所以不对此进

行 Citespace 分析。外文文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WOS）数据库核心合集，设置检索策略为：TS=
（tobacco waste or discarded tobacco），语言选择

“English”，时间跨度设为 2001—2020 年，同样

经过人工确认研究主题无误且没有重复记录后，共

得 650 篇英文文献。

从不同年份的相关文献发文量来看（图 1），

关于烟草废弃物相关研究的发文量随着出版年份逐

渐上升，可知近 20 年来，人们对烟草废弃物的处

理越来越关注。

突现关键词是指关键词在某个时段内频次突

然增高，即突现关键词。分析研究领域中的突现关

键词，可以反映某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前沿。WOS
数据库中烟草废弃物相关研究的前 25 个突现关键

词如图 2所示。图中展示了其突现强度及持续时长，

发现所有的突现关键词都持续了 2 年及以上，其中

持续时间最长的突现关键词是 2015—2020 年的菌

株（strain），表明从 2015 年开始关于菌株在尼古丁

降解方面的研究广泛出现，一直持续至今；2001—
2007 年没有出现突现关键词，说明这段时间的研

究不多；2007—2012 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烟草废

弃物的生物降解和被其污染土壤中物质的迁移转

化，可推测早期的烟草废弃物处理还是多以填埋、

随意丢弃为主；2012—2016 年主要对烟草废弃物

潜在应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烟碱的降解和提取

利用、菌株在烟碱降解中的作用以及烟草生长发育

相关研究。近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烟草废弃物的

处理处置方面，包括烟草废弃物的减量手段和综合

利用方法，其中关于焚烧销毁、制备活性炭和利用

废弃烟草中纤维素的研究最多。

and tobacco waste compost application technical regulations.
Key words: tobacco waste; compost; humic acid; application; resource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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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WOS 数据库中烟草废弃物相关研究发文量趋势
Fig.1 Trends in the publications number of research related with tobacco waste in WOS database

图 2 WOS 数据库中烟草废弃物相关研究的前 25 个突现关键词
Fig.2 Top 25 highlight key words of research related with tobacco waste in WO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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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烟草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途径

1.2.1 提取重要化合物

提取茄尼醇。茄尼醇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是一种重要的抗癌、抗溃疡和抗心脑血管疾病药物

的中间体，未来在医药行业有着巨大的发展前景。

它是一种天然产物，在烟草、马铃薯和桑叶中含量

较高 [3]。

提取烟碱。烟碱俗称尼古丁，是天然烟叶中存

在的一种特殊生物碱，它的用途非常的广泛，在国

防、农业、医药和烟草行业被广泛的应用 [4]。

提取蛋白质。从烟草中提取的蛋白质具有较高

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它是一种优良的食品添加

剂原料，同时还能作为人类补充营养的物质。烟叶

蛋白中含有 10 种氨基酸，营养价值远远高于其他

植物蛋白。

1.2.2 制备其他物质

生产堆肥。利用生物腐熟技术将烟秆或废弃烟

叶制成堆肥。该技术具有周期短、无环境污染及利

用率高等特点。由于烟碱含量较高，经过腐殖化后

形成的堆肥具有独特的抗病和生化作用。湖北省恩

施州利用烟草秸秆发酵技术成功生产出烟草秸秆生

物堆肥，并形成“一厂四线”的生物堆肥生产布局，

构建了“低碳烟草、清洁生产、循环农业”的烟区

可持续发展全新模式 [5]。

制备活性炭。烟草废弃物中有机碳含量较高，

可以用其来制备活性炭。采用化学法在合适的工艺

条件下制备的活性炭具有原料成本低廉、产品纯度

高、比表面积大、吸附性能好等优良特性，可用做

催化剂或催化剂载体，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及耐酸、

耐热、耐碱性能。活性炭被广泛应用于化学和医学

工业方面，在城市污水、饮用水、工业废水的处理

上表现良好。

制备生物质类燃料。通过一定的方式将烟草

废弃物有效利用，制成生物质燃料，可以解决一

定的能源问题，实现资源的循环再生。生物质燃

料是一种清洁的新能源，具有原料多样化和资源

可循环利用的特点。此外，它对环境无害，经济

上可行。它可以转化为传统的固体、液体和气体

燃料，是一种资源利用率高的可再生能源，可以

替代煤炭 [6]。

其他用途。烟草秸秆富含纤维素，含量为

38% ～ 45%，纤维质量好，且比一般木材和草类

秸秆纤维更易提取和加工，成本更低。纤维素具有

多种用途：纤维素衍生物羧甲基纤维素钠是一种应

用广泛的化工原料；秸秆堆肥含有纤维素生物质；

利用纤维素可以生产燃料乙醇；烟草秸秆还可以制

作纤维板。烟草秸秆既可用于造纸业，又可供卷烟

厂按比例掺在烟末中作烟草薄片，这样做出的薄片

强度高、弹性好、燃烧性能好 [7]。

2  堆肥过程中关键物质研究

堆肥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微生物的作用，使

有机物不断被降解和稳定，并产出一种适宜于土

地利用的产品的过程。任何一种合格优质的有机

肥料的生产都必须经过堆肥发酵过程。堆肥过程

中一些物质的形成和转化影响着堆肥进程。腐殖

化是有机物矿质化过程中的一些中间产物在微生

物作用下重新合成一种更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即

腐殖质的过程。腐殖质化过程为土壤保存了养分，

是土壤的保肥过程。堆肥过程中主要降解物质是

分别参与碳、氮循环的蛋白质类物质与木质纤维

素类物质，其中木质纤维素类有机质是腐殖质的

主要来源，而腐植酸是土壤腐殖质的主要活性成

分。烟草废弃物中的烟碱属于有害物质，随意丢

弃会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所以

烟草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先要妥善处理其中的

烟碱。

2.1 腐植酸形成

腐植酸是动植物遗骸（主要是植物遗骸）经过

微生物的分解和转化，以及地球化学的一系列过程

形成和积累起来的一类有机物质 [8]，其化学结构复

杂，大分子的基本结构是芳环和脂环，环上连有羧

基、羟基、羰基、醌基、甲氧基等官能团。它主要

从风化煤、褐煤、泥炭中活化、提取和分离，还可

以通过其他工艺手段从洁净的生物质资源中转化而

来，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天然有机分子，也是维持土

壤结构和肥力的关键组成 [9]。在堆肥过程中，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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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腐植酸是在堆肥过程中新生成的，另一部分腐植

酸是由堆肥原料中原有腐殖质腐殖化而来的 [10]。

堆肥时间、原料成分、堆置工艺都会影响腐植酸的

生成和变动。作物秸秆、禽畜粪便等在微生物（真

菌、细菌）作用下，通过有氧发酵，将纤维素、木

质素、蛋白质等分解成作物可利用的养分，并形成

腐殖质。堆肥的腐殖化过程与土壤腐殖化过程相

近，是土壤腐殖化过程的一个快速过程，对补充腐

殖质含量低，结构溶解性和生物活性比较差的土壤

有重要意义。

木质素降解和腐殖质形成作为堆肥化过程中

的重要步骤，直接影响堆肥效率和产品质量。在

堆肥过程中，木质素及其解聚产物是腐殖质的重

要前体物质，木质素能够在特定微生物的代谢作

用下发生结构变化，最终腐殖化形成特定结构的

腐殖质 [11]。腐植酸形成的过程被称为腐殖化，涉

及许多生物化学反应。目前，腐殖化过程主要有

3 种理论：木质素－蛋白理论、多酚－蛋白理论和

羰胺缩合理论。木质素参与的有木质素－蛋白理

论和多酚－蛋白理论，因此在堆肥过程中，木质

素是形成腐殖质的重要前体物质 [12]。堆肥腐殖质

是堆肥化过程中生成的次生产物。腐植酸是腐殖

质的主要成分 [13]。在堆肥过程中，腐殖质的含量

是不断变化的。Wang 等 [14] 研究了猪粪和木屑共

同堆肥的腐殖化过程。堆肥初期，可能是原料中

部分腐殖质组分降解，腐植酸和黄腐酸含量迅速

下降。随后，腐植酸和黄腐酸含量变化呈相反的

趋势，黄腐酸含量持续下降，而腐植酸含量逐渐

增加。Zhou 等 [15] 通过添加不同量的中草药渣，

定量分析了餐厨垃圾和锯末堆肥过程中腐殖质的

含量。当厨余垃圾、木屑与中草药渣含量的比例

为 1 ∶ 1 ∶ 1 时，腐植酸和黄腐酸的含量分别从

8.10% 和 6.88% 下降到 3.97% 和 0.79%；在堆肥

中期，腐植酸含量先降低后升高；堆肥后，腐植

酸含量从 0.96% 增加到 2.67%；在没有中草药残

渣的情况下，腐植酸含量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从 0.68% 下降到 0.40%。

腐植酸的含量变化与堆肥化进程密切相关。腐

植酸 / 黄腐酸的比值被广泛用于评价腐植酸和黄腐

酸转化的相对速度以及堆肥的腐熟度。在整个堆肥

化过程中，腐植酸 / 黄腐酸显著增加，最终趋于稳

定。E4/E6 是腐植酸在 465 与 665 nm 波长处的吸光

度之比，反映腐植酸的缩合度和芳构化程度。与原

料相比，腐熟堆料中腐植酸的E4/E6 显著降低，表

明堆肥化过程产生更多的腐植酸，且腐植酸分子中

缩合度、芳构化程度和分子量均增大 [12]。堆肥腐

植酸的形成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包括温度、pH值、

有机物、抑制剂和诱导剂等 [11]。

堆肥腐植酸具有多种环境功能，包括改变微

量元素的迁移、固定及淋溶，间接激活或抑制土壤

酶活性，保护和贮存诸多营养元素，在改善土壤结

构，促进团粒的形成和增加土壤的缓冲性能，改良

酸性土，改造盐碱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6]。我

国南方酸性土壤较多，施用腐植酸肥料后，腐植

酸与土壤中的铁、铝等离子发生作用，形成络合

物，再加上腐植酸本身的缓冲作用，从而可降低

酸性土壤的酸度。我国盐碱地大多分布在北方干

旱地区，施用腐植酸类肥料能改变盐碱地土壤表

层的结构，增加团粒结构，破坏盐分上升的条件，

起到“隔盐”的作用。腐植酸有吸附、络合重金

属的能力，也是重金属污染修复的重要材料 [17]。

腐植酸还可以控氮释磷促钾，提高肥料利用效率，

增加作物产量 [18]。

2.2 烟碱的生物调控

烟碱的生物调控是指利用微生物的矿化作用

将烟碱降解为羧酸和氨基酸等低害或无害物质的过

程，与传统烟碱调控技术相比具有降解效率高、降

解产物好等优点。传统的物理和化学方法可以降解

烟碱，但这些方法不仅耗时且价格昂贵。目前，对

于烟碱生物调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生物降解方

面。微生物在自然界中存在广泛，是物质循环的重

要促进者，它们在调节烟草废弃物中烟碱含量方面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到目前

为止，能降解烟碱的微生物主要是细菌，真菌相对

较少。可降解烟碱的细菌中 50% 以上属于节杆菌属

（Arthrobacter）和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其

他菌株大多为产碱菌（Al-caligenes）、无色杆菌属

（Achromobacter）、芽孢杆菌属（Bacillus）和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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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白杆菌属（Ochrobac-trum intermediate）等 [19]。烟

碱降解菌主要是通过矿质化作用降解烟碱，这些菌

株具有较强的烟碱抗性，能将烟碱转化为羧酸和氨

基酸，从而降解有毒有害废物。

2.3 木质纤维素的降解

木质纤维素是地球上最丰富的生物质资源，其

主要由纤维素（占干物质重的 30% ～ 50%）、半

纤维素（占干物质重的 20% ～ 40%）及木质素（占

干物质重的 15% ～ 25%）三部分构成，此外还包

括少量的结构蛋白、脂类和灰分。烟杆中纤维素含

量可达 77.44%，木质素含量可达 18.63%[20]。堆肥

能否腐熟主要限制因素是木质素，堆肥过程中蛋白

质类物质在高温下容易被微生物降解为氨基酸、脂

肪酸等小分子物质，而木质纤维素类有机质结构致

密、难降解、腐熟周期较长，是腐殖质的主要来源，

也是腐熟周期的主要限制因素。在植物细胞壁中，

纤维素通过木质素、半纤维素和蛋白质形成的共价

化学键嵌入，这使得植物在物理和化学性质等各个

方面都难以被微生物降解。木质素的解聚是木质纤

维素碳循环的强制性要求，也是木质纤维素综合应

用的关键步骤 [21]。

随着纤维素的广泛应用，世界各国学者在纤维

素降解菌的筛选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获得了许多

优良菌株（表 1）。

表 1 微生物降解纤维素的主要种属
Tab.1 Main species of microbial degrading cellulose

微生物种类 属名或菌种名

真菌 木霉属（Trichoderma sp.）：康氏木霉（T. koningii）、绿色木霉（T. viride）；青霉属（Penicillium 
sp.）；曲霉属（Aspergillus sp.）：黑曲霉（A. niger）

细菌 纤维单胞菌属（Cellulomonas sp.）、嗜纤维菌属（Cytophaga sp.）、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 sp.）、

梭菌属（Clostridium sp.）和芽胞杆菌属（Bacillus sp.）

放线菌 高温放线菌属（Thermoactinomyces sp.）、小单胞菌属（Micrmonospora sp.）、诺卡氏菌属（Ncardia 
sp.）和链霉菌属（Streptomyces sp.）

木质素是一种复杂的三维网状高分子芳香族

聚合物，其溶解性差，化学降解难 [22]。自然界中

的木质素降解菌极少，仅有极少数菌能完全分解

木质素生成 CO2。木材腐朽真菌通常分为 3 类：

白腐担子菌（White-Rot Basidiomycetes）、软

腐 菌（Soft-Rot Fungi） 与 褐 腐 担 子 菌（Brown-
Rot Basidiomycetes），分别主要引起木材白色、

软质或棕色腐朽。白腐真菌是担子菌中的一类

异质真菌，其中侧耳菌（Pleurotus）和粗毛栓菌

（Trametes gallica）均有产木质素降解酶的能力，

且产酶较快。白腐真菌是已知的唯一能将木质素

降解为 CO2 和 H2O 的一类真菌，被公认为是一种

高效木质素降解功能微生物，黄孢原毛平革菌

（Phanerochaete chrysosporium）是其代表菌种。子

囊菌（Ascomycetes）和氘菌（Deuteromycetes）通

常导致木材软腐腐烂，氘菌与一些子囊菌能在土

壤、森林垃圾和堆肥中降解木质素 [23，24]。担子菌

是降解木质素的最大真菌类群，绝大部分褐腐菌也

属于担子菌。担子菌型白腐菌和一些相关的凋落物

分解真菌是唯一能使木质素有效矿质化的微生物。

细菌降解木质素的降解能力很弱，只能降解分

子量低的木质素或木质素产物，它们的降解方式包

括侵蚀、挖掘和形成洞穴。细菌仅在木质素降解的

最后阶段发挥作用，但其在矿质化木质素方面起重

要作用。具有木质素降解能力的菌株包括假单胞菌

属（Pseudomonas sp.）、微球菌属（Micrococcus sp.）
和小单胞菌属（Micromonospora sp.），其中，假单

胞菌降解效率最高，但是这些细菌都不产生胞外氧

化还原酶（Peroxidase）。放线菌可产生具有催化活

性的胞外氧化还原酶，其中链霉菌会溶解部分木质

素，最终产物是水溶性酸可沉淀的聚合木质素，例

如属于链霉菌属的丝状细菌可矿质化木质素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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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外烟草废弃物堆肥研究概况

3.1 国内外烟草废弃物堆肥文献研究概况

再次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外烟草废弃

物堆肥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采用中国知网数据库

作为中文文献检索平台，检索方式选择高级检索，

来源类别限定为“核心期刊”（具体包括：北大核

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和南大核心期刊），

以“烟草废弃物”并“堆肥”为主题词进行检索，

检索时间跨度为 2001—2020 年，经人工确认研究

主题无误且没有重复记录后，得到的中文文献只有

6 篇，所以不对此进行 Citespace 分析。外文文献

来源于 WOS 数据库核心合集，设置检索策略为：

TS=Tobacco waste and（composting or compost），

语言选择“English”，时间跨度设为 2001—2020
年，同样经过人工确认研究主题无误且没有重复记

录后，共得 66 篇英文文献。

由图 3 所示，关于烟草废弃物堆肥研究的发文

量随着出版年份呈波浪上升的趋势，可知 20年来，

人们对烟草废弃物堆肥处理的关注度逐渐上升。

图 3 WOS 数据库中烟草废弃物堆肥相关研究发文量趋势
Fig.3 Trends in the publications number of research related with tobacco waste compost in WO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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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S 数据库中烟草废弃物堆肥研究的前 25 个

突现关键词见图 4。图中展示了其突现强度及持续

时长，早期的突现关键词持续时长都高达 3 年及以

上，2010 年后出现的突现关键词持续了 2 年及以

上，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关键词是 2008—2013 年

的酶活性（enzyme activity），表明从 2008 年开始

关于烟草废弃物堆肥过程中酶活性变化及烟草废弃

物作为土壤改良剂对土壤中酶活性影响方面的研究

集中出现，一直持续至 2013 年。由图 4 还可以看

出，2001—2008 年的突现关键词就只有 1 个，说

明这个阶段关于烟草废弃物堆肥方面的研究并不广

泛；2008—2011 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烟草废弃物

堆肥过程中微生物群落和酶活性变化方面；2011—

2017 年主要是对烟草废弃物堆肥有机物、碳、氮、

电导率等指标和一些相关处理方法的研究。随着近

年来不断强调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

烟草废弃物堆肥研究中腐植酸、重金属、有机改良

剂、肥料的改良以及对环境的保护成为目前的研究

热点。

文献共被引就是 2 篇（或多篇论文）同时被后

来 1 篇或多篇论文所引证，则称这 2 篇论文构成共

被引关系。从图 5 中可以得到，Briski F（2012）
和 Piotrowska-Cyplik A（2009）是 2 篇非常重要的

论文，因为他们的被引频次位列前 2，说明其在本

领域内具有重要影响。将这 2 篇论文提取出来（表

2），发现 2 篇文章主要围绕着烟草废弃物堆肥过

程中烟碱降解相关方面进行研究，表明关于烟碱降

解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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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WOS 数据库中烟草废弃物堆肥相关研究的前 25 个突现关键词
Fig.4 Top 25 highlight key words of research related with tobacco waste compost in WO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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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WOS 数据库中关于烟草废弃物堆肥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
Fig.5 Network atlas of co-cited literatures on tobacco waste compost research in WO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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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来，在烟草废弃物堆肥的研究领域中，

发文数量较高的国家依次为中国、土耳其、克罗地

亚和巴西（图 6）。中国发文量为 14 篇，占总量

的 21.21%；其次为土耳其 10 篇（15.15%）和克罗

地亚 8 篇（12.12%）。其中中国的发文量不仅最多，

而且其中心性达到了 0.11，可见中国在这方面的研

究和各国之间的合作比较紧密。

ences）。发文量排名前 5 的机构中，有 2 所是来

自中国。这表明中国在烟草废弃物堆肥研究领域中

发展较快、研究成果较多。同时，各机构所表现的

中心性都不强，反映了各机构间合作强度很小。

表 2 WOS 数据库中关于烟草废弃物堆肥研究被引次数最高的 2 篇文章
Tab.2 Top 2 cited articles on tobacco waste compost research in WOS database

文章题目 发表年份 作者 频次

Biodegradation of tobacco waste by composting: genetic identification of 
nicotine-degrading bacteria and kinetic analysis of transformations in leachate

2012 Briski F 7

The kinetics of nicotine degradation, enzyme activities and genotoxic potential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obacco waste composting

2009 Piotrowska-Cyplik A 5

图 6 WOS 数据库中关于烟草废弃物堆肥

研究国家合作网络图谱
Fig.6 National cooperative network map on 

tobacco waste compost research in WOS database

图 7 WOS 数据库中关于烟草废弃物堆肥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Fig.7 Cooperative network map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on 

tobacco waste compost research in WOS database

3.2 烟草废弃物堆肥的应用研究进展

3.2.1 烟草废弃物堆肥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土壤肥力是土壤肥沃的重要指标之一。它是衡

量土壤为作物生长提供各种养分能力的指标。长期

施用有机肥料可以增加速效养分，增加连作烟田大

团聚体的比例，提高团聚体的稳定性。有机肥料作

为一种天然植物类肥料，能显著提高土壤有机质含

量 [27]。烟草废弃物堆肥中营养成分高，重金属含

量低，可作为有机肥料 [28]。新鲜烟草废弃物与农

田土壤制作的有机肥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全氮、

利用 CiteSpace 绘制了关于烟草废弃物堆肥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图 7）。WOS 数据库中

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萨格勒布大学（University of 
Zagreb），其次分别为爱琴海大学（Ege Univer-
sity）、中国农业大学（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
sity）、安卡拉大学（Ankara University）、中国

农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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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磷含量、土壤碱解氮、速效钾、有效磷、土壤微

生物碳氮含量 [29]。施用由烟草废弃物、树皮和稻

草制成的堆肥后，对灰壤化土中发生的与碳、氮和

磷循环有关的生化过程有良好的影响，同时能显著

提高灰壤化土的 pH 值，是土壤中有机质、总氮、

有效磷和速效钾的重要来源 [30]。烟草废弃物堆肥

的好处可能在于其对后续植物生长的残留效应，以

及增加其他营养素释放的量 [31]。

3.2.2 烟草废弃物堆肥对土壤微生态的影响

农田中产生大量含水量高的新鲜烟草废弃物，

如处理不当，可能造成环境污染。鲜烟叶含有大量

的病原菌，特别是烟草花叶病毒，如果将烟叶直接

还田，将增加烟草花叶病毒的发病率 [32]。土壤环

境中富含微生物，部分为植物病害的土传病原菌

（病原微生物），部分为可通过参与碳循环提高植

物抗病性的微生物 [33 ～ 35]。烟草废弃物堆肥可以改

善土壤的物理性质，是优良的土壤改良剂 [36]。施

用烟草废弃物堆肥后，可增加土壤的孔隙度、结构

稳定性和田间持水量，并降低土壤的容重和密度，

对谷物产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7，38]。通过对部分

土壤质量指标进行 2 年以上的监测发现，烟草废弃

物堆肥可以提高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和田间持水量，

并降低土壤的堆积密度 [39，40]。施用烟草废弃物堆

肥后，可促进土壤中假单胞菌、固氮菌等有益微生

物群落的建立 [29]。将烟草废弃物堆肥和农田粪便

以不同比例施用于土壤后，显著提高了土壤中呼吸

酶、脱氢酶、脲酶和碱性磷酸酶的活性 [41]。研究

发现，作物秸秆与粪便等制作的有机肥，可以改善

微生物群落和功能，增强植株抗病性，减少土传病

害的发生 [42]。施用堆肥后，土壤有机质、线虫多

样性和微生物碳量显著提高 [43]。

3.2.3 烟草废弃物堆肥对烟草生长的影响

烟叶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土壤养分、空间养

分和烟叶养分的平衡与调控。土壤养分是影响烟叶

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烤烟生长发育所需的矿质养

分基本来自土壤。土壤的组成和性质决定了烤烟的

养分供应。研究表明，施用烟草腐熟堆肥能有效改

善土壤养分状况，有利于保持土壤肥力 [44]。适量

的施用烟草腐熟有机肥，对烟草生长前期有一定的

影响，但由于后期腐熟有机肥的缓慢释放，促进生

长，会将这一影响逐渐缩小，进而超过未施用腐熟

有机肥的处理。施用烟草废弃物堆肥，不仅可以减

少肥料投入，还可以通过替代部分肥料来增加有益

微生物数量并刺激烟草植物生长 [29]。在植烟土壤

中添加烟草废弃物制备的有机肥，不仅可以增加烟

叶长、叶宽、有效叶数和最大叶面积等农艺性状，

而且可以提高烟叶中氮、磷、钾的含量 [44]。研究

表明，施用堆肥可以改善烟叶的外观质量、烟叶的

颜色、结构、含油量和色度，提高烤烟的平均产量、

平均价格和产值等经济效益 [45]。

4  结论与展望

目前，国内外对烟草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主要

是提取茄尼醇、烟碱和蛋白质等。在众多的关于烟

草废弃物研究中，仅有少部分文献报道是关于烟草

废弃物堆肥研究。对于烟草废弃物肥料化利用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烟草堆肥过程的模拟、烟草堆肥腐熟

度的评价以及烟草废弃物对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

等方面，而对烟草废弃物堆肥的养分控释机理和土

壤微环境的研究较少。此外，烟草废弃物堆肥利用

存在集中堆肥成本高、运输难、养分转化和烟叶堆

肥的氮、磷、钾养分控释及保水机理不明的问题，

关于烟草废弃物堆肥施用后对土壤微环境的影响

还待明确。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应该开展烟草废弃物堆肥

的设计和试验，以明确烟草废弃物堆肥养分控释机

理和对土壤微环境的影响，为后续制定烟草废弃物

田间堆肥质量标准和烟草废弃物堆肥应用技术规程

提供理论依据，对未来烟草废弃物的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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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 40 年来，腐殖质（HS）的生物活性已得到了重点关注和研究。HS 的生长促进作用已在

实验室和大田的一些植物中得到证实。其中形态发生效应的研究包括在完整植株中诱导侧根形成和

根毛的起始，以及在处理过的细胞愈伤组织中刺激根和地上部的发育。HS 通过诱导碳、氮循环和

次生代谢，提高养分利用效率，促进大量、微量元素的同化，促进植物生长。本综述主要论述内容

包括：（1）植物与土壤 HS 的作用机制。（2）植物对 HS 刺激效应的响应、植物应对 HS 的调节回

路以及植物群落结构之间的反馈。（3）基于近期关于碱法提取土壤 HS 的争论，讨论植物从土壤中

获得生物活性物质的能力。这些讨论结果表明，植物能够改善土壤，创造和维持有利于植物生长和

生存的成长环境。因此，根分泌出的有机物质并不是碳和能量的浪费和损失，而是植物与土壤交互

作用而互促发展的典型代表。土壤或 HS 主体中生物活性的有机 /HS 物质的活化流通对植物和土壤

健康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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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Q314.1         文章编号：1671-9212(2022)03-0060-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451/j.cnki.issn1671-9212.2022.03.003

Soil-root Cross-talking: The Role of Humic Substances
Serenella Nardi1, Andrea Ertani1, Ornella Francioso2 write

Yang Hui3, Hou Cuihong3*, Guan Hongling3 translate

1 Department of Agronomy, Food, Natural Resources, Animal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Padua, Agripolis, Viale 

dell’Universita, Padua, Italy, 16, Legnaro 35020

2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Bologna, Bologna, Italy, Viale Fanin 44, 40127

3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Abstract: The biological activity of humic substances (HS) has been elucidated in the last 40 years. 
Growth enhancement from HS has been demonstrated in several plants in the laboratory and the field. 
Morphogenesis effects have also been investigated and include induction of lateral root formation and root 
hair initiation in intact plants and stimulation of root and shoot development in treated cell calluses. HS 
enhance nutrient use efficiency, aiding assimilation of both macro and microelements and promoting plant 
growth by the induction of carbon, nitrogen, and secondary metabolism. The review aims are to: (1) shed 
light on the mechanism by which plants “talk” with soil through humic substances, (2) elucidate the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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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殖质（HS）包括腐植酸（HA）和黄腐酸

（FA），是水体、土壤和大气中有机碳（C）的主

要成分，具有很强的抗分解性。HS 通常被认为是

有机碳中最活泼的部分，因为它们包含许多诸如羧

基（-COOH）或酚羟基（-OH）的官能团。在土壤

中，这些基团使 HS 与矿物紧密结合，控制金属的

形态和溶解度。有机矿物复合物可防止微生物的攻

击，因此 HS 是稳定的，不易降解，有利于土壤有

机碳的循环和固定。

土壤 HS 在自然和农业生态系统中具有多重生

态任务：可以通过螯合矿物质和自身降解提供养

分，作为有效有机碳的主要来源构建土壤生物群

落。能够决定土壤的健康程度和肥力高低。此外，

HS 通过诱导植物形态变化、改变微量和大量营养

元素的吸收并通过生化途径来影响植物代谢。HS
的分子结构及其在植物代谢中的生物活性机制研究

取得了重大进展。可溶性 HA 生物肥料的利用并不

是新的研究方向，并且有机农业相对传统农业的扩

张有利于促进作物生长的生物刺激剂的市场发展。

HA 盐等生物刺激素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有相当大的

影响。因此，在不久的将来，HA 盐的使用是作物

生产的可持续解决方案。本综述不仅讨论了 HS 对

植物生长的影响，同时探讨了 HS 如何从环境向植

物传递信息以提高植物的适应能力。

1  腐殖质的结构

Corrado 等详细论述了 HS 结构的复杂性及其

生物活性。因此，本综述只简要概述其主要结果。

虽然 HS 主要的分子结构单元（脂肪链、醌类、酚

类和类糖基团）已经被确定，但结构单元的组织形

式存在争议。不同的来源环境造成的 HS 异质性增

加了化学成分的可变性。分区模型和聚合物分布

模型已被用来表征 HS 分子结构。然而，相关的实

验研究将 HS 描述为相对小分子的异质超分子混合

物，通过相对较小的有机分子之间的非共价相互作

用（如π-π、CH-π、范德华力、电荷转移和氢键）

或通过具有疏水内部的小胶束结构（避免与邻近的

水分子接触）结合在一起。外部亲水结构域由极性

基团（如羧酸）组成，而内部疏水结构域由植物大

分子组成。由于分子间的相互作用非常弱，当在不

同 pH 值下使用有机酸（一元、二元、三元羧酸）

处理时，胶束很容易被分解成不同的较小的聚合物。

这些聚合物可能会重新形成胶束，并且胶束化和解

聚可能会永续下去。Piccolo 发现亲水 / 疏水比率影

响 HS 在环境中的反应性。

HS 的结构主要通过对 pH 值变化的反应分级

成 HA 和 FA 进行研究的。在碱性条件下（图 1），

由于分子内的氢键被完全破坏，HS 以分散形式存

在。在弱酸性条件下，由于弱的非共价键相互作用

（范德华力、π-π、CH-π）被破坏，HS 表观分

子尺寸显著减小或被分解。在 pH<3 时，由于羧酸

基团的质子化有利于 HS 大分子内和分子间氢键的

数量增加，HS 被破坏（图 1）。根分泌弱有机酸

释放到土壤溶液中，新的氢键的形成和疏水相互作

用的破坏可能有利于 HS 小聚合物的生物有效性。

此外，羧基的性质和分布对确定 HS 的溶解度和生

物反应性尤为重要。

responses to the stimulatory effects of HS, the regulatory circuits that allow plants to cope with humus, and 
the feedback between plant community structures, and (3) show (in light of recent debate about the alkaline 
extraction of soil humic substances) the plant capability to acquire biologically active substances from 
soil. It will be shown that plants modify soils,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favorable habitats for growth and 
survival. Therefore, organic substances exuded by roots are not a wasteful loss of carbon and energy. They 
represent an evolved strategy by which plants ‘‘talk’’ to the soil. The mobilization of bioactive organic/
humic substances from bulk soil or bulk humus is critical to plant and soil health.
Key words: auxin; biological activity; IAA; ion uptake; plant metabolism; root exudates; root 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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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土壤有机质的性质和形成已有不同

的理论。Grahams 等利用先进的分析技术获得的

实验观测结果表明，在土壤中无法检测到“HS”。

此外，Lehmann 和 Kleber 提出了土壤连续体模

型（SCM），认为“有机物是逐步分解有机化合

物的连续体”。在这个框架下，土壤有机质从完

整的植物到富含羧酸的有机碳均包含一系列的物

质。SCM 对有机物的性质给出了完整的解释，正

如应用光谱显微技术进行原位表征所示，并未涉及

“HS”。基于可观测证据的 SCM 为模拟土壤碳动

力学和土壤管理提供了一种先进的方法。

2  腐殖质结构与生物活性的关系

HS 结构与生物活性的关系对了解其在植物中

的生物学效应及其利用具有重要意义。首先，HS
活性与所产生效应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当比较不同来源的 HS 的生物活性时，期望具有相

同的效应和相同的作用机制。然而 HS 可能通过不

同的作用机制产生类似的效应。例如，黑松植物的

碳代谢是由富含甲基（-CH3）和羧基（-COOH）

的土壤中提取的 HS 引发的（图 2），而来自富含

芳香碳和羧基的蚯蚓粪堆肥材料的 HS 有利于玉米

植株侧根的形成。存在研究显示，HS 中高水平浓

度的羧基抑制了大麦根对硫酸盐的吸收。

图 1 土壤腐殖质在不同 pH 值水溶液中的表面增强

拉曼散射（SERS) 光谱
Fig.1 Surface-enhanced Raman scattering (SERS) spectra 

of soil HS in water solution at different pH values

注：SERS效应是由于HS吸附在银纳米颗粒上造成的，

靠近表面的分子受到扰动强烈增强了拉曼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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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和低分子量腐殖质的 1H NMR 谱图（4.2 ～ 2.0 ppm 范围）
Fig.2 1H NMR spectra (4.2~2.0 ppm range) of high (HMW) and low (LMW) molecular weight HS

注：这些峰值是由 Fan 1996 年提出的。GB= 甘氨酸甜菜碱；CIT= 柠檬酸；SUG= 糖；Gly= 甘氨酸；DMA= 二甲胺；

SUCC= 琥珀酸；PYR= 丙酮酸；ACE= 乙酸。

4.2 3.8 2.22.63.03.4 4.2 3.8 2.22.6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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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特定官能团对生物活性的影响与不同分子

量（MW）组分的关系。Nardi 等将 HA 分成 3 个

组分，降低分子大小以发现其结构与生物活性之

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表观分子大小、分子特

征和用量影响下，未分级的 HA 和 3 个组分对糖酵

解和三羧酸循环（TCA）相关酶的影响大小如下：

III<HA<II<I。无论是单独存在还是在未分级的 HA
中，组分 III 的最佳效果都可能与灵活的构象有关，

这种构象使生物活性 HA 组分更有效地扩散到玉米

细胞中。相反，Canellas 等并没有发现 HS 生物活

性与表观分子量分布之间的相关性。Garcıá 等描述

了 HS 的结构 - 性质 - 功能关系来解释其在植物中

的生物活性。分析 37 个 HS 组分得出结论：“生

物活性的主要差异在于 HS 结构，其可被理解为超

分子结构”。作者还证明了 HS 的抗逆性和不稳定

性是确定植物根构型刺激的重要参数。根的长度和

较小的根的形成受脂肪链结构中氧、氮的存在的调

节，而较大的根的生长与更复杂的结构有关，如脂

肪族和芳香基团。

3  腐殖质在离子吸收中的作用

由于 HS 复杂性和特征的不完全性，其对根中

离子转运的影响不易解释。此外，HS 由于土壤来

源和提取方法的不同而很难对其进行比较。HS 对

离子吸收具有选择性作用，其影响程度与 HS 浓

度、植物个体、土壤组成和 pH 值有关。HS 可能

对植物的功能有多种影响，其中一些可能直接或

间接地导致离子吸收性能的改变。此在转录（6-
甲基嘌呤）和翻译（环己酰亚胺）抑制剂的实验

中得到了证实。Dell’agnola 等证明 HS 在转录后水

平上促进了大麦根中载体蛋白的合成。Nardi 等将

低分子量腐殖质组分（LMW）应用于玉米幼苗，

观察信使 RNA 数量的变化。研究发现 LMW 对

多肽合成具有转录后效应，从而影响植物整体营

养。这一机制与现有研究一致，表明 HS（HMW
和 LMW 组分）通过促进硝酸盐载体蛋白的表达

和改变一些动力学参数来促进 NO3
- 的吸收。此外，

Nardi 等研究表明，LMW 处理的玉米幼苗也增加

了对硝酸盐的吸收，并强烈抑制了玉米微粒体中

H+ 释放和 ATP 酶。

LMW 未通过影响溶质初次运输来促进硝酸盐

的吸收，但可能降低了根表面的 pH 值，从而促进

了 H+/NO3
- 的共转运。LMW 可与转运蛋白相互作

用（精细调控），间接调节 NO3
- 的吸收，在根和

培养的胡萝卜细胞中，它可以到达质外体并与质膜

相互作用。HS 对转运蛋白作用主要来自于 HMW
和 LMW 对微粒体部分 K+-ATP 酶活性的刺激（推

测与质膜 H+-ATP 酶一致）。HA 还能促进暴露于

钒酸盐的根的质子释放，但这种增加只在培养 24 h
后才显现。LMW 还能加强离体质膜中的 H+-ATP
酶活性，增加质子梯度并刺激吸收。

Quaggiotti 等在 LMW 处理 48 h 后的玉米根中

发现编码低亲和硝酸盐转运体（ZmNrt1.1）或高亲

和硝酸盐转运体（ZmNrt2.1）的基因转录积累没有

增加。其他硝酸盐转运体可能参与其中，但 HS 处

理后硝酸盐吸收的增加可能反映了 zmNrt2.1 转录

后 / 翻译后调控机制和（或）间接吸收调节。此效

应可能依赖于 H+-ATP 酶的作用，产生了跨越质膜

的质子梯度，对营养吸收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梯

度作用下，植物可能通过次级主动运输获得硝酸

盐。此外，LMW 处理 48 h 的玉米幼苗在根中积累

了Mha2 的转录，表明 H+-ATP 酶的这种主要的玉

米亚型表达是被强烈诱导的。

Agure 等证明从风化褐煤中提取的沉积 HA
增加了根对铁的吸收，并提高了参与铁吸收的基

因表达，包括铁（III）螯合还原酶（CsFRO1）、

铁（II）- 根转运蛋白（CsIRT1）和质膜 H+-ATP
酶（CsHA2）。Jannin 等利用微阵列分析观察到，

泥炭 HA 在油菜根部施用 3 天后，对地上部 720 个

基因和根部 366 个基因产生了影响。随着初级硝

酸盐（BnNRT1.1，BnNRT2.1）和硫酸盐（BnSultr 
1.1，BnSultr 1.2，BnSultr 4.1，BnSultr 4.2）根转

运体的表达，根对硝酸盐和硫酸盐的吸收均增加。

Mora 等在黄瓜中观察到类似的结果，沉积的 HA
可能是通过提高质膜 H+-ATP 酶的活性，增加了

根对硝酸盐的吸收，从而促进了细胞分裂素从根

向地上部的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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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植物 - 土壤的交互作用

植物存活和作物产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根、微

生物活性和土壤组分之间相互作用对不同环境的适

应能力。植物 - 土壤相互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

生在根际的过程。这些过程对于植物吸收养分和抵

御病原菌侵袭至关重要。

目前有关根的生物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发育

的研究较为充足。相比之下，根际中以根介导的

生物过程，如根缘细胞和根分泌物的分泌、碳向

根相关共生体的流动、根细胞的死亡和裂解等研

究匮乏。

然而，植物的根具有向根际分泌大量化合物的

能力：大约 5% ～ 21% 的光合作用所固定的碳通

过根分泌物转移到根。植物根分泌物在不同植物种

类之间存在差异，这对微生物和土壤动物组成以及

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地球化学性质有相当大的影

响。生长中的植物通过排泄、分泌、脱落和根死亡

将有机化合物释放到根际，从而产生与碳循环相关

的微生物活性热点，尤其是土壤有机质（SOM）

的形成和分解。根分泌物的数量和类型以及土壤的

内在特性影响着碳流量的大小和方向。

研究表明，土壤碳矿化是由根分泌物从矿物 -
有机结合体中释放碳的能力决定的。由于它们限制

了微生物和酶的通路，矿物有机结合成为了最重要

的碳保护机制。虽然土壤的化学性质（如 pH 值）

对根的生长和矿质养分的有效性非常重要，但矿质

养分的吸收取决于根际条件以及根对这些条件的改

变程度。根分泌物可通过酸化根、溶解吸附或沉淀

阳离子、分泌有机阴离子（螯合剂）等途径直接调

动矿质养分，增加养分吸收。

低分子量有机酸在土壤成因和植物生长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它们由土壤生物（少量）、根和发

芽的种子（大量）产生和释放。有机阴离子根分

泌物在植物 - 根 - 微生物相互作用中作为识别信号

或植物激素产生的前体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Nardi等致力于选择适当的分离和分级HS的方法，

并采取适合于识别真正植物反应迹象的程序。用

0.1 mol/L KOH 提取 HS，通过模拟根分泌物的作

用进行分级，并通过渗析分离。研究发现，植物根

分泌物中存在的简单有机阴离子可能会影响来自

土壤 HS 的物理化学排列。直接起作用的似乎只有

与植物吸收相容的 LMS。在自然存在的 HS 物质

中，宏观结构上 LMS 通常与高分子量腐殖质组分

（HMS）聚合。

因此，在简单有机酸的作用下，根 - 土壤界面

上发生的 LMS-HMS 结构的解离可能是 HS 直接生

物作用的先决条件。在实验室过程中，通过有机

酸处理将 HS 提取物分离为明显的低（<3.5 k）和

高（>3.5 k）分子量组分，分别为 LMS 和 HMS，
这 2 种组分具有不同的类激素活性。为了阐明来自

土壤和 HS 提取物的 LMS 和 HMS 诱导释放激素活

性的条件，扩大了研究范围。在土壤直接酸化得到

的上清液中未检测到类激素活性，而在先前用乙酸

或盐酸酸化的 HS 提取物渗析产生的溶液中检测到

类激素活性。0.1 mol/L KOH 的提取只能释放类细

胞分裂素的活性，而类生长素和类赤霉素的活性仍

然与 HS 提取物结合，分别在 pH 值为 7.5 ～ 4.2 和

4.2 ～ 2.5，经乙酸和盐酸酸化后，类生长素和类赤

霉素活性几乎完全释放（表 1）。

表 1 3 个玉米品种的干重及其用于土壤提取的根分泌物组成
Tab.1 Dry weights of three maize cultiva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ir root exudates used for soil extraction

品种

幼苗 根分泌物

干重

（g）
pH 值

C
（毫克 / 株）

N
（毫克 / 株）

C ﹕ N
有机阴离子富马酸盐

（mg/g DW）

有机阴离子琥珀酸盐

（mg/g DW）

Paolo 0.182 8.2 0.933 0.623 1.5 0.007 0.778

Polaris 0.145 6.9 0.841 0.253 3.3 0.028 5.341

Sandek 0.230 6.2 1.360 0.375 3.6 0.034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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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di 等比较玉米、云杉和樟子松的根分泌物

作为提取剂获得的 LMW 组分与用 KOH 溶液从农

业和森林中提取的 HS 的生物活性。气相色谱 / 质
谱结果显示，LMW 组分相对于 HS 具有大量的脂

肪酸，而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则显示了 LMW 组分

与 HS 具有不同数量的官能团。从类激素活性、硝

酸盐吸收和氮代谢等方面评价了樟子松 LMW 组分

与 HS 的生物活性。来自农业土壤 LMW 组分提高

了硝态氮的吸收、硝酸还原酶（NR）和谷氨酰胺

合成酶（GS）的活性，来自森林土壤 LMW 组分

促进了铵态氮的吸收、NR 和谷氨酸脱氢酶（GDH）

的活性。这些结果表明，LMW 组分的化学组成和

土壤类型对氮代谢途径有显著影响。因此，LMW
组分是根分泌物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提高的大量

和微量营养物质的生物有效性来促进生物活性。

Pizzeghello 等对 59 种不同类型的欧洲山毛榉

林下的土壤进行了研究，以评估不同植被类型对未

溶解和溶解土壤有机质的化学组成和生物活性的影

响。采用主成分分析（PCA）方法，分析了各类型

间的数据差异。观察到酸性山毛榉林的 HS 与类生

长素活性相关，而中性山毛榉林的 HS 与类赤霉素

活性相关。如先前体外实验所示，土壤 pH 值和不

同的类激素活性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酸性土壤

刺激植物类生长素物质的活性，这些物质在植物根

的形成和发育等一系列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

反，中性或碱性土壤更有利于类赤霉素活性。

Nardi 等在意大利北部 2 种银杉更新程度不同

的森林土壤的溶解有机质（DOM）中发现了植物 -
土壤交互作用。通过不同浓度的脂肪酸、酚酸和无

机营养物质以及类激素活性对 DOM 进行了表征。

结果表明，在银杉种群增长丰富的地方，DOM 和

HS 中都存在脂肪酸、酚酸和类激素活性。相反，

在银杉种群增长差的地方，DOM 和 HS 活性分子

浓度较低。

Canellas 等探索分子质量的动态变化和有机酸

存在时 HA 的生物活性的变化，发现施用 HA 和柠

表 2 尺寸排除色谱法洗脱腐殖质溶液的特性
Tab.2 Characteristics of humic solution eluted by size-exclusion chromatography

添加化合物 pH 值
浓度

（μM）

不同分子量吸光度

＞ 67 KD 67 ～ 25 KD ＜ 25 KD

空白 6.5 — 34.1 64.9 —

根分泌物 Paolo 7.1 nd. 32.0 68.8 nd.

Polaris 6.5 nd. 26.6 64.8 8.6

Sandek 6.5 nd. 29.2 55.0 15.8

有机阴离子 琥珀酸盐 6.0 210 23.0 71.2 5.8

富马酸盐 5.5 1.3 25.2 74.8 nd.

琥珀酸盐 + 富马酸盐 6.0 210+1.3 25.0 70.0 5.0

注：3 个玉米品种幼苗根分泌物中存在的有机阴离子（富马酸盐和琥珀酸盐）在尺寸排除色谱中使 HS 由高分子量向低

分子量转移。nd. 为未检出。

结果表明，HS 类激素活性的释放首先通过反

絮凝作用使胶束破裂和 HS 增溶（pH 11），然后主

要通过有机酸处理（pH 2.1）获得解聚。第 1 个过

程（反絮凝）只释放类碱性磷酸酶活性，而第 2 个

过程（解聚）释放吲哚乙酸和类赤霉素活性。另一

研究表明，玉米幼苗的分泌物参与了从土壤中提取

HS 的过程，HS 提取的质量和数量取决于植物获

取养分的方式，并受到释放有机阴离子的调节。在

尺寸排除色谱中，3 个玉米品种幼苗根分泌物中的

有机阴离子（富马酸盐和琥珀酸盐）将 HS 从高分

子量转移到低分子量（表 1 和表 2）。农业和森林

分泌物也用于分离土壤有机组分。与目前使用的碱

性溶液相比，根分泌物可能是提取生物活性低分子

量（LMW）有机组分更好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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檬酸的玉米幼苗根面积、主根、根数量、根密度和

质膜 ATP 酶均发生了变化。此外，添加 HA 的幼

苗根分泌图显示草酸的分泌量增加，苹果酸和琥珀

酸的分泌量减少。表明了 HA 与植物之间存在一种

交互作用：根中的有机阴离子的分泌受到根发育过

程中 HA 释放的生物活性分子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植物通过分泌物能够

从土壤中提取对其代谢有积极影响的活性组分和

（或）分子。这些组分的作用与 HS 相同，但它们

的化学和生物学特征尚不足以说明它们与碱溶液提

取的 HS 是否相似或不同，或者它们是否代表 HS
的 1 个组分。在这种情况下，Lehmann 和 Kleber
提供了关于 HS 相关概念的非常关键的观点，通过

根分泌物证实 HS 代表土壤有机质。在此观点的基

础上，Scaglia 等提出，来自植物残体和（或）微

生物的分子通过自组装形成具有生物活性的 HS。

5  腐殖质生长素效应

HS可诱导生长素的典型生理效应，如前所述，

在其结构中可检测到生长素。一些研究者使用了

不同的方法来记录 HS 结构中的吲哚乙酸分子。

Pizzeghello 等使用免疫分析法从森林土壤、堆肥

和蚯蚓粪中的 HS 中鉴定吲哚乙酸。一系列植物种

类的数据表明，生长素的特异性抑制剂（2，3，5-
三碘苯甲酸和 4- 氯苯氧异丁酸）和抗吲哚乙酸抗

体可以抑制HS的生物活性。Zandonadi等研究表明，

HS 对生长素作用的特定分子靶点有诱导作用。HS
刺激生长素早期应答基因 IAA5 和 IAA19 的表达，

并诱导质膜 H+-ATP 酶的合成、活性和表达。

Ertani 等研究了粪肥和矿物施肥对蚯蚓粪便中

HS 的光谱和生物学特征的长期影响，发现不同施

肥措施与从蚯蚓粪中提取的 HS 的类生长素活性之

间存在关系。在高山环境中进行的 1 项研究发现，

雪田鼠的群体引起了有机物转换的剧烈改变，这决

定了腐殖化过程的普遍性。这种土壤有机质循环产

生的 HS 具有较高的类生长素活性。

Tahiri 等研究了垃圾渗滤液和风化褐煤 HS 对

桤木和桦树根伸长过程中生长素、碳、氮途径及胁

迫条件下的生物活性。结果表明，HS 及其 HA 组分

通过调节 ABCB 转运蛋白（ABCB1 和ABCB19）
转录水平，影响生长素极性运输（PAT）促进根生

长。这些数据证实了 HS 通过促进碳、氮代谢和胁

迫反应促进植物生长发育。

Aguirre等研究采用纯化沉积的腐殖质（PSHS），
未检测到包括吲哚乙酸、吲哚丁酸、细胞分裂素、

脱落酸、赤霉素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可检测浓度，

发现 PSHS 在转录水平和转录后水平影响根和地上

部的功能。HS 除了通过与吲哚乙酸连接的途径促

进根和地上部生长外，还可能存在其他的补充途径

或独立于生长素或类生长素结构位点的途径。这些

新的互补途径可能与 HS 促进根对硝酸盐、硫酸盐

和铁的吸收密切相关。PSHS 可能通过改善根对硝

酸盐的吸收和根 - 地上部间的转运来影响地上部的

生长。

Mora 等研究得出，PSHS 促进了黄瓜地上部

生长、根对硝酸盐的吸收以及硝酸盐、细胞分裂素

和矿质营养物质的根 - 地上部间运输。Jannin 等利

用基于微阵列的油菜籽转录和生理研究证明，HS
通过根对硝酸盐吸收和细胞分裂素功能之间的关系

影响地上部的发育。施用 PSHS 可提高根对硝酸盐

和硫酸盐的吸收和相应的根转运蛋白的基因表达。

PSHS 显著地改变了参与调节与矿质营养、激素合

成和信号传导（细胞分裂素和赤霉素）、细胞发育

和光合作用相关的许多代谢和生理功能的根冠基因

的表达。PSHS 对根中一氧化氮、吲哚乙酸、乙烯

和脱落酸浓度的影响表明，这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可

能与 HS 相互作用而改变根的生长和形态。且植物

生长调节剂的作用可能因 HS 刺激形态变化的方式

而不同。

研究发现，类激素活性不仅与土壤 HS 有关，

还与堆肥和原料有关。Scaglia 等发现猪粪沼液中的

DOM 具有类生长素活性，这归因于厌氧消化过程

中产生的芳香族氨基酸，而未检测到类赤霉素的活

性。Scaglia 等从原料和相应的蚯蚓粪中提取了类激

素活性的物质（通过气相色谱 - 质谱法鉴定）。羧

酸和氨基酸被划分为参与类吲哚乙酸活性的分子。

（下转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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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腐酸对磷的活化效果及活化磷肥的应用研究

卫尤明 廖宗文 毛小云

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广州 510642

摘   要：腐植酸具有活化矿物磷的功能，可用于活化磷肥的开发。化学检测与肥效试验表明，与一

般的有机活化剂相比，腐植酸中分子量较小的黄腐酸可在 2% 的添加量下发挥更大的磷活化效能。

因黄腐酸活化磷肥第 1 次与第 3 次浸提溶出的水溶磷含量差别不超过 20%，表明该活化磷肥连续释

磷更加平稳，更符合作物不同生长期的养分需求，因而获得更高的肥效。

关键词：黄腐酸 活化磷肥 活化剂 连续释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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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ctivating Effect of Fulvic Acid on Phosphorus and Application of 
Activated Phosphorus Fertilizer

Wei Youming, Liao Zongwen, Mao Xiaoyun

Colleg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Abstract: Humic acid can activate mineral phosphorus and can be us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ctivated 
phosphorus fertilizer. Chemical detection and fertilizer efficiency test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general 
organic activators, fulvic acid with small molecular weight in humic acid had more phosphorus activation 
efficiency with less addition (2%). For the first and third extraction of water-soluble phosphorus content 
form fulvic acid activated phosphorus fertilizer difference was less than 20%, the continuous phosphorus 
release should be more stable. As the regulation accorded with the nutrient needs of crops in different growth 
periods, higher fertilizer efficiency was obtained subsequently.
Key words: fulvic acid; activated phosphorus fertilizer; activator; continuous phosphorus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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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对腐植酸的研究与应用，主要在植物营养

及生理方面。例如：气孔开闭，根系伸展，养分吸

收等 [1]。对于腐植酸与肥料配合使用的增效作用，

尤其是对磷肥的增效作用，也有较多报道 [1，2]。我

们多年研究发现，它还有一种新的功能——对矿

物磷元素的活化，可用于新型磷肥——活化磷肥

的研发。活化磷肥是无需硫酸，以低品位磷矿为

原料生产的环境友好型磷肥。在常温常压下进行

温和反应即可生产。活化剂为有机、无机两类，

主要来源于工农业废物，经物理、化学修饰等方

法处理而制成 [3，4]。其生产主要的工序是低品位磷

矿粉与活化剂研磨，能耗低，设备及工艺简捷，

没有废气、废渣、废液排放，可简示如图 1。

低品位磷矿粉 活化剂
研磨

活化磷

中性、高效、安全5%18%

＋

图 1 活化磷肥生产流程
Fig.1 Production process of activated phosphorus fertilizer

活化磷肥的技术关键是选择适合的活化剂。有

机活化剂效果较好。

2021-11-11

卫尤明，男，1995 年生，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工农业废弃物功能化利用及新型肥料开发，E-mail：

14795179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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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把腐植酸、黄腐酸与一般的有机活化剂

进行使用量和活化效果的对比，为腐植酸开拓新的

应用领域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方法

1.1 原料

PR：磷矿粉，全磷 36%，斯里兰卡。WZ1：
食品厂废渣，有机质 62%，pH≈1.0；WZ2：食品

厂废渣，有机质 62%，pH≈0.8；WZ1 和 WZ2 为氨

基酸厂的 2 个批次废渣。矿源 HA：矿源腐植酸，

含量 40%，pH≈8，四川某公司；FA：黄腐酸，含

量 35%，pH≈4，广西某公司。SP：过磷酸钙，有

效 P2O5 12%。

1.2 活化试验

PR 中添加少量活化剂与水，充分研磨后得到

活化磷肥（AP）。

各 AP 处理分别为：

T1：PR+5% WZ1+5% 水， 机 磨（70 Hz，

1.5 min）；

T2：PR+5% WZ2+5% 水， 机 磨（70 Hz，
1.5 min）；

T3：PR+2% 矿源 HA +5% 水，手磨 5 min；
T4：PR+2% FA +5% 水， 机 磨（70 Hz，

1.5 min）。

（注：研磨机，宁波新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CIENTZ- 48）
矿源腐植酸和黄腐酸，以用量 2% 进行试验。

因为之前预备试验显示矿源腐植酸和黄腐酸活化效

果优于 WZ。所以本试验降低其用量以验证大幅减

量的活化效果。

本研究的磷矿粉来自斯里兰卡，含磷量高达

36%，是当地的廉价磷矿。在国内一般用含磷量

20% 左右的低品位磷矿，不是只有高品位的磷矿

才能进行活化 [4]。

1.3 肥效试验

试验于华南农业大学校内大棚进行，试验用土

基本化学性质见表 1。

表 1 肥效试验用土的基本化学性质
Tab.1 Basic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for fertilizer efficiency test

pH 值
有机质

（g/kg）
全氮

（g/kg）
全磷

（g/kg）
全钾

（g/kg）
碱解氮

（mg/kg）
有效磷

（mg/kg）
速效钾

（mg/kg）

5.42 9.30 0.453 0.397 8.46 118 9.79 141

试验设 5 个处理，以常规磷肥 SP 为对照（CK)。
每处理 3 次重复，每盆装土 4 kg、种植 3 株玉米。

各处理氮、钾基肥用量一致，N：120 mg/kg 土，

K2O：100 mg/kg 土，分别由尿素、KCl 供肥。磷

肥中 SP 按 P2O5：80 mg/kg 土施入，各 AP 按等重

量SP 2.67g/pot施入。具体处理设置及施肥量见表2。

处理编号 尿素用量（g/pot） KCl 用量（g/pot）
磷肥用量 2.67 g/pot

样品

CK 1.03 0.63 SP

T1 1.03 0.63 5% WZ1 机磨 AP

T2 1.03 0.63 5% WZ2 机磨 AP

T3 1.03 0.63 2% 矿源 HA 手磨 AP

T4 1.03 0.63 2% FA 机磨 AP

表 2 肥效试验处理及施肥量设计
Tab.2 Treatments and fertilization amount design in fertilizer efficienc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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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连作两茬作物，分别为玉米（“华美甜 8
号”）与大豆（“中黄 37”）。

基肥与土壤充分混匀后种植一茬玉米，一茬玉

米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浸种，5 月 19 日育苗盘育苗，

5 月 18 日装土混肥，5 月 24 日移栽入盆，6 月 29
日收割，玉米在盆中生长期为 36 天。

一茬玉米收割后，将表土铲碎、疏松混匀后

种植二茬大豆，不再施用肥料。二茬大豆于 7 月

10 日浸种，7 月 12 日育苗盘育苗，7 月 21 日移

栽入盆，8 月 11 日收割，大豆在盆中生长期为

21 天。

1.4 测定指标与方法

PR 与 AP 的连续水溶磷含量：用纯水浸提——

钼锑抗比色法测定 [4，5]。

植株鲜重：收割后立即用天平称重，称取值即

为鲜重。

植株干重：称完鲜重的植株，立即用 105 ℃杀

青，再在 60 ℃下烘至恒重后，记为干重。

植株吸磷量：将干植株充分粉碎后，取样通过

“硫酸——过氧化氢法湿式消解，钼锑抗比色法测

磷”测定出植株含磷浓度后，再乘以干重，即得植

株吸磷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活化剂的效果比较

由表 3 可知，各活化磷肥浸提水溶磷含量均

高于 PR，增幅可达 168% ～ 475%（总量），其

中 T3（2% 矿源 HA 手磨 AP）处理增幅最高，明

显高于 2 个 5%WZ 处理（T1、T2）。T4（2% FA
机磨 AP）处理虽然水溶磷含量增幅不及其他处理，

但用量仅为 2%，不及 2 个 5% WZ 用量的一半，

而且，3 次连续浸提水溶磷含量较均匀，浸提第

1 次与浸提第 2 次之比为 86.5%，浸提第 3 次与浸

提第 2 次之比为 76.2%，差异不超过 20%。而另

3 个处理的浸提水溶磷含量均为“前高后低”波动

幅度，幅度很大：浸提第 1 次溶出水溶磷含量最高，

甚至远超后两次浸提水溶磷含量之和。T4 处理的

水溶磷含量平稳释放，更适宜作物生长需求，在后

续相应的肥效试验中也得到了证实。

2.2 活化磷肥的肥效比较

一茬玉米与二茬大豆的鲜重与植株吸磷量如表

4 所示。

表 4 显示，在前期（一茬玉米），从植物鲜重

看，2% 矿源 HA 处理（T3）很接近 SP（CK）水平、

2% FA 处理（T4）的肥效达到 SP 水平，较 SP 略

优；而 2 个 5%WZ 活化处理（T1、T2）的肥效均

低于 SP 水平，植物鲜重约比 SP 处理低 10%。在

后期的二茬大豆盆栽试验中，各活化磷肥处理均有

更好的肥效表现。2 个 5% WZ 活化处理与 2% 矿

源 HA 处理鲜重与 SP 相近，而 2% FA 处理的鲜重

比 SP 高出约 10%。可见，从对植物鲜重的影响来

看，活化磷肥对 SP 的肥效比较优势在后茬更为明

显，表明其肥效更持久。2% FA 处理在一茬玉米中

表 3 各活化磷肥的 3 次浸提水溶磷含量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water-soluble phosphorus of activated phosphorus fertilizer through 

three times extraction 

处理编号
水溶 P2O5  

浸 1 浸 2 浸 3 总量

PR 128±5.4 151±5.4 200±8.7 479±8.7

T1 1090±12（247%） 441±14 379±58（85.9%） 1911±56

T2 1451±17（316%） 459±19 330±3.9（71.9%） 2240±6.3

T3 1601±152（221%） 725±49 430±38（59.3%） 2755±163

T4 422±0.5（86.5%） 488±18 372±5.6（76.2%） 1282±23

注：括号中数据表示同一行浸提第 1 次、浸提第 3 次分别与浸提第 2 次之比，显示水溶磷释放的稳定性。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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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SP 肥效水平，二茬大豆中略优于 SP 的肥效；

2 个 5% WZ 活化处理（T1、T2）在一茬玉米时肥

效虽然低于 SP 水平、但在二茬大豆中肥效接近或

达到 SP 水平。

从植株吸磷量来看，一茬玉米中各处理植株吸

磷量均不及 SP，而在二茬大豆中则缩短了与 SP 的

吸磷量差距，甚至 T1 和 T3 处理略高于 SP。
以上均表明，活化磷肥肥效的相对优势在后期

更为明显。但植物鲜重与吸磷量没有线性关系，如

吸磷量最高的 T3 处理，其植物鲜重却不是最高，

甚至在二茬大豆时鲜重最低，究其原因可能与一定

程度的磷奢侈吸收有关。

表 4 一茬玉米与二茬大豆的鲜重与吸磷量
Tab.4 Fresh weight and phosphorus uptake of first crop of corn and second crop of soybean

处理编号
一茬玉米 二茬大豆

鲜重（g/pot） 植株吸磷量（mg/pot） 鲜重（g/pot） 植株吸磷量（mg/pot）

CK 298±10.0 68.6±3.0 16.2±2.1 6.04±0.8

T1 271±4.9（91.2%） 50.0±8.5（72.8%） 16.7±1.1（103%） 6.16±0.62（102%）

T2 266±10（89.4%） 58.9±5.7（85.8%） 16.1±1.8（100%） 5.51±0.7（91.2%）

T3 292±17（98.1%） 61.5±8.5（89.7%） 15.5±2.3（95.9%） 6.27±0.89（104%）

T4 305±13（102%） 57.9±11（84.4%） 17.9±1.4（111%） 5.38±0.94（89.1%）

注：括号中数据表示同 1 列各处理占 CK 的百分数。

2.3 不同活化剂的比较

矿源 HA 和 FA 的活化效果要明显高于 WZ，

且用量还少于 WZ，更具综合效益。2% 矿源 HA
活化处理的水溶磷含量增幅明显高于 5% WZ 处

理，在肥效试验中也验证其前茬肥效优于 5% WZ
处理、后茬肥效与 5% WZ 处理相近。2% FA 处理

的水溶磷含量增幅虽然不及 5% WZ 处理，但由于

其连续释磷较平稳，更适合作物生长需求 [3]。所

以肥效利用明显更优。与矿源 HA 相比，2% FA
的水溶磷总量的增幅虽然较低，但是其高低波动

不大，稳定性更优，综合肥效试验结果，对植株

鲜重表现最优。这也表明，活化磷肥与常规磷肥

相比，不仅取决于磷总量的多少，而且还与其供

磷稳定性有关、与作物各阶段的生长需求的匹配

程度有关。

3  讨论

3.1 黄腐酸具有明显的活化优势 
在供试验的各种有机活化剂中，矿源腐植酸和

黄腐酸的效果比较好，用少量（2%）就可得到较

好的活化效果，而且稳定性也较好，以黄腐酸最优。

试验还表明，腐植酸和黄腐酸理化性状不同，其活

化后的肥效有较大差别（表 3）。

腐植酸和过磷酸钙、磷铵混合堆沤使用对于

提高磷的利用率已有很多研究 [1，2]。本试验证明，

腐植酸的应用不限于作为磷肥的增效活化剂，而

且还可以作为磷矿的增效活化剂，直接用于加工

磷肥产品。腐植酸对磷矿的活化效果在于与磷矿

研磨所产生的“机械力化学效应”，使磷矿的表

面产生了大量断键，与腐植酸的官能团发生了充

分的理化变化 [4，6，7]，从而大大提高了有效性（表

3），比简单的混合或者堆沤增效活化效果更佳。

本试验显示，同样以矿源腐植酸和黄腐酸进行研磨

处理，其活化效果仍有差别。这与矿源腐植酸与黄

腐酸不同的官能团的数量和种类有关。今后深入研

究这些官能团（羧基、羟基、羰基等）的活化机

理，将使腐植酸的活化研究从经验层面上升到理论

高度，可望为高效利用磷矿作出新贡献。

3.2 活化磷肥供肥平稳性与肥效的关系

以黄腐酸为活化剂的活化磷肥的水溶磷总量，

实际上远低于 SP。但是肥效却不低。原因就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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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释肥比较平稳，波动不大，而过磷酸钙前期高后

期迅速的下降。这种前高后低的大波动供肥不适合

作物的需肥规律。前期过高，超出了作物需求，作

物吸收不了，反而被土壤固定转化为无效磷 [3，4]，

图 2 活化磷肥及常规磷肥与作物的养分供求平衡关系
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tivated phosphorus fertilizer and conventional phosphorus fertilizer and 

the nutrient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of crops

常规磷肥（前高后低，SP、MAP）

作物吸磷

活化磷肥（前后波动不大）

浓度

时间

腐植酸，2020（4）：12 ～ 20.

毛小云 . 废弃物农用功能化的理论与技术 [M].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

杨志福，张福锁，苏春明 . 腐植酸及其氧解产物对速

效磷增效作用的研究 [J]. 腐植酸，1990（4）：20 ～

26.

孙克君，赵冰，卢其明，等 . 活化磷肥的磷素释放特性、

肥效及活化机理研究 [J]. 中国农业科学，2007，40

（8）：1722 ～ 1729.

黄雷，毛小云，陈娴，等 . 超微活化条件对磷矿粉磷

素形态及肥效的影响 [J]. 土壤学报，2013，50（4）：

769 ～ 777.

熊金涛，张俊涛，毛小云，等 . 印度磷矿粉几种促

释处理的动态释磷特点及肥效研究 [J]. 土壤通报，

2010，41（3）：660 ～ 663.

Mao X Y, Lu Q, Mo W, et al. Phosphorus availability 

and release pattern from activated dolomite phosphate 

rock in central Florida[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 n d  F o o d  C h e m i s t r y,  2 0 1 7 ,  6 5 ( 2 3 ) :  4 5 8 9 ～

4596.

[ 2 ]

[ 3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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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活化效果评价的技术依据

本研究发现，肥效不仅和浸提出的水溶磷总量

有关，而且跟各次水溶磷含量的稳定性有关。3 次

浸提的水溶磷含量波动不大、前后均衡者的肥效较

好。前高后低型，波动大者，则效果较差（表 3 和

表 4）。例如鲜重最高的 T4 处理的水溶磷总量是最

低的，但是在肥效试验中，它处理的两茬作物鲜重

却是最高的。原因在于其每次浸提溶出的水溶磷含

量较为稳定。比较各处理的水溶磷含量可知，T4 处

理变化是最小的，第 1 次跟第 3 次浸提溶出的水溶

磷含量的差别不超过 20%。其他的处理第 1 次跟第

3 次差别超过 1 ～ 2 倍之多。虽然 T1、T2、T3 处

理水溶磷总量均高于 T4 处理，但是他们肥效却低

于 T4 处理。可见，肥料供应的稳定性对肥效的重

要影响。对于活化效果的评价，不仅要看水溶磷总

量，还要看其稳定性，才能作出与肥效相符的判断。

参考文献

不仅造成浪费，而且还会导致过量的有效磷与土壤

中的钙、镁、铁、锌发生沉淀，造成中微量元素的

缺乏。而在后期，磷水平快速下降，供不应求而影

响产量（图 2）。

曾宪成，李双 . 腐植酸钾复合肥与高品质农业发展 [J].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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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基质再利用为土壤调理剂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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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些大棚蔬菜集中种植区，有大量用过的蔬菜栽培基质被废弃而成为农业垃圾。本试验利

用这些废弃基质通过蒸汽处理或加杀菌剂等方式将其做为土壤调理剂再利用。通过盆栽和大棚种植

油麦菜试验证明：施入调理剂处理的油麦菜株高较 CK 增加 53% ～ 210%，产量提高 3 ～ 11 倍；在

土壤效应方面，施入调理剂的土壤 pH 值较 CK 降低，土壤容重明显降低，孔隙度明显增加，养分显

著增加，有机质增加 13.8% ～ 39.9%，碱解氮增加 12.5% ～ 30.9%，有效磷增加 16.5% ～ 42.6%，速

效钾增加 12.5% ～ 36.8%。说明用废弃基质制作大棚土壤调理剂是可行的，其中，用蒸汽处理废弃

基质是较好方法。

关键词：废弃基质 再利用 土壤调理剂 泥炭 蔬菜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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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on Reuse of Waste Matrix as Soil Conditioner
Wang Yuexin1, Zhang Luan2

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030801 

2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31

Abstract: In some greenhouse vegetable planting areas, a large amount of used vegetable cultivation 
substrates have been abandoned and become agricultural wastes. In this study, the waste matrix was 
reused as soil conditioner by steam treatment or adding fungicides. The results of potted and greenhouse 
cultivation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the plant height of lettuce increased by 
53% ～ 210%, and the yield of lettuce increased by 3 ～ 11 times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soil improvement 
effect, the soil pH of the treatment with conditioner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Soil bulk density 
decreased obviously, while porosity increased obviously. Soil nutrien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cluding 
organic matter 13.8% ～ 39.9%, alkali-hydrolyzable nitrogen 12.5% ～ 30.9%, available phosphorus 
16.5% ～ 42.6%, and available potassium 12.5% ～ 36.8%. It was feasible to produce soil conditioner with 
waste matrix in greenhouse especially the steam treatment.
Key words: waste matrix; reuse; soil conditioner; peat; vegetable gree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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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大棚种植蔬菜在我国已经非常普及，它有

效地解决了城乡居民全年的“菜篮子”问题。但是

由于设施大棚的土壤长期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连茬

种植蔬菜，导致土壤板结 [1，2]、盐渍化 [3 ～ 6]、营养

失衡 [6]、土传病虫害严重 [6，7] 等土壤退化问题突出。

所以，老设施蔬菜地土壤急需改良。泥炭是改良大

棚土壤的优质调理剂 [8]。但是我国农用泥炭以进口

为主，价格较贵，用泥炭制作大棚土壤调理剂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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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目前较难普及。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

农业的发展，以泥炭和椰糠为主的基质栽培在反季

节蔬菜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由于基质容易更

新避免或减少了土传病害，所以能更方便地生产绿

色无公害蔬菜，在许多地方已成为大棚蔬菜主要的

栽培方式。但是，基质在种植完一茬或几茬蔬菜后，

其理化性质会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有效养分降低、

病虫害增多，如果继续使用则会造成蔬菜产量和品

质严重下降。调查发现，在一些大棚蔬菜集中种植

区，有大量被废弃的基质无序堆放而成为农业垃圾。

经粗略估算，仅太原市小店区的西温庄乡 2个村庄，

每年产生的废弃基质就达 2 ～ 4 万立方米。这种现

象有时候还叠加了食用菌蘑菇生产后废弃的菌棒。

从而造成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成为地方政府亟

待解决的农业环境问题。

目前，国内对废弃基质处理和再利用方面的研

究鲜见报到。国外对废弃基质再利用已经有了一些

经验，主要采用蒸汽蒸、干热或摩擦热、堆肥、辐

照和日晒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有研究发现 [9]，

经过蒸汽处理的废弃基质物理结构如孔隙度、导水

率等变化明显，而且使用处理后的基质栽培的植物

生长旺盛。基于此，我们用蒸汽等方式处理了山西

省太原市小店区蔬菜大棚区的废弃基质和菌棒，配

制出了土壤调理剂，然后进行盆栽蔬菜和大棚种植

蔬菜试验，以期减少农业废弃物堆置产生的污染，

保护环境，使泥炭、椰糠、菌棒等有机资源得到循

环利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

试验在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西温庄村农民承

包的蔬菜大棚内进行，试验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到

2021 年 2 月。

1.2 试验材料

供试土壤为石灰性褐土，土壤的理化性质如表

1 所示（注：盆栽试验用的土壤也取自同一个试验

大棚）。

表 1 试验大棚土壤理化性质
Tab.1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in experimental greenhouse

土层深度（cm） pH 值 有机质（g/kg） 全氮（g/kg） 碱解氮（mg/kg） 有效磷（mg/kg） 速效钾（mg/kg） 容重（g/cm3）

0 ～ 20 8.44 25.03 0.31 46.50 13.10 167.22 1.28

废弃基质：取自试验地周围大棚区堆放的废弃

基质。当地类基质在栽培蔬菜之前，主要由泥炭、

椰糠为主添加蛭石、珍珠岩和有机肥配制而成。一

般是在栽培 3 ～ 4 茬蔬菜后被废弃。蒸汽处理废弃

基质：将废弃基质曝晒 1 个月后，在封闭的容器内

用蒸汽灭菌 24 h，冷却，晾晒，备用。

废弃菌棒：取自试验地食用菌（蘑菇）大棚外

堆放的废弃菌棒。当地农户大多栽培平菇和香菇，

所用培养基主要由木屑、玉米芯、棉籽壳等成分构

成。蒸汽处理废弃菌棒：将废弃菌棒曝晒 1 个月后，

在封闭的容器内用蒸汽灭菌24 h，冷却，晾晒，备用。

泥炭：从山东寿光购买；多菌灵：从太原农资

市场购买；废醋液（有杀菌作用）：从当地制醋企

业收集的不合格的醋；油麦菜苗：从当地育苗基地

购卖。

1.3 试验设计

1.3.1 废弃基质用作土壤调理剂盆栽油麦菜对比试

验设计

因为在当地废弃基质数量很多，也由于掺入土

壤中量太少时改良退化土壤效果不明显，所以调理

剂按 8% 的量来施用；废弃基质用作土壤调理剂，

可用不同的方法处理它，本试验用了 4 种方法，即

蒸汽处理、废醋液处理、杀菌剂（多菌灵）处理、

加入新鲜泥炭处理。对照用不经过处理的废弃基

质，另外设置不改良的大棚土壤处理。

在大棚内进行油麦菜的盆栽试验。试验共设

6 个处理。CK：大棚土（每盆装土 5 kg）；T1：大

棚土 + 废弃基质；T2：大棚土 + 废弃基质（蒸）；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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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土 + 废弃基质 + 废醋液；T4：大棚土 + 废弃

基质 + 多菌灵；T5：大棚土 + 废弃基质 + 泥炭。

除了大棚土外其他添加物组合为调理剂。T1 ～ T4
每个盆装料 5 kg，其中废弃基质占总重量的 8%，

添加的废醋液与多菌灵重量则忽略不计。T5 每个

盆装料也是 5 kg，其中废弃基质与泥炭各占总重

量的 4%。每个处理 12 次重复。试验从 2020 年 10
月中旬移苗栽培油麦菜开始。在油麦菜生长中期测

定其株高和病株率指标，同时施营养液 1 次。在生

长晚期再次测定其生长指标，然后收获测产，收获

后采集土样测定土壤养分、容重等指标。

1.3.2 废弃基质用作土壤调理剂大棚油麦菜对比试

验设计

在大棚内进行油麦菜的田间试验。试验设 6 个

处理。CK：大棚原土壤；T1：施入的调理剂成分

为废弃基质（蒸）9 kg+ 泥炭 9 kg；T2：施入的调

理剂成分为废弃基质（蒸）9 kg+ 泥炭 9 kg + 废醋

液（适量）；T3：施入的调理剂成分为废弃菌棒（蒸）

9 kg+ 泥炭 9 kg+ 废醋液（适量）；T4：施入的调

理剂成分为废弃菌棒 18 kg+ 多菌灵 8 g；T5：施入

的调理剂成分为废弃基质 18 kg + 多菌灵 8 g。每

个处理 3 次重复。施入的调理剂量均指每个小区所

用量。

试验前，先在蔬菜大棚内划分小区（畦），每

畦尺寸：宽 1.5 m× 长 8 m=12 m2。小区按不同处

理依次排列，6 个处理 3 次重复共 18 个小区（畦）。

按试验设计将不同处理的调理剂施在地表，然后翻

地将调理剂与土壤混合均匀。整平地后移苗栽种油

麦菜并浇水。每畦栽种油麦菜 4 行。在其生长中期

和晚期分别测定生长指标，并取样测定总糖和 Vc
含量。在 2021 年 2 月中旬收获油麦菜测产。收获

后采集土样测定土壤理化指标。

2  结果与分析

2.1 废弃基质用作土壤调理剂对盆栽油麦菜生长和   

      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盆栽试验的不同处理油麦菜生长与产量结果

见表 2，土壤主要指标结果见表 3。表中数据均为

12 次重复的平均值。  

表 2 盆栽试验不同处理油麦菜生长与产量对比
Tab.2 Comparison of growth and yield of lettuce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pot experiment

指标 CK T1 T2 T3 T4 T5

株高（cm） 生长中期 12 17 20 16 17 14

生长晚期 13 23 26 20 21 21

病株率（%） 生长中期 <5 <2 <1 <1 <1 <1

生长晚期 <10 <7 <5 <5 <5 <5

产量（千克 / 盆） 收获期 0.05 0.25 0.60 0.20 0.25 0.20

表 3 盆栽试验不同处理土壤主要指标对比
Tab.3 Comparison of soil main indexe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pot experiment

指标 CK T1 T2 T3 T4 T5

pH 值 8.23 8.20 8.13 8.01 8.21 8.16

容重（g/cm3） 1.28 1.13 1.15 1.15 1.14 1.19

有机质（g/kg） 27.02 32.20 30.84 31.42 31.84 34.65

碱解氮（mg/kg） 77.97 90.27 89.95 87.77 89.31 93.25

有效磷（mg/kg） 18.54 25.73 26.43 25.56 24.37 23.38

速效钾（mg/kg） 188.86 232.00 233.84 257.34 232.18 2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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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施入调理剂的 5 个处理，

油麦菜的株高和产量全都高于 CK，其中株高增

幅达 53% ～ 100%，产量增幅达 3 ～ 11 倍。而

病株率均小于 CK。并且蒸汽处理后的废弃基质

（T2），其株高和产量高于未经蒸汽处理的废

弃基质（T1、T3、T4、T5），其中株高增幅达

13% ～ 30%，产量增幅达 1.4 ～ 2 倍。说明蒸汽

处理废弃基质是使其再利用的好办法，蒸汽处理

后的废弃基质促生长和增产作用明显。T3 和 T4
的病株率均小于 T1，反映了废醋液与多菌灵对废

弃基质也都有杀菌消毒作用。T5 的病株率小于

T1，说明调理剂中添加大量的泥炭也抑制了病害

的发生。

从表 3 可以看出，施入调理剂的 5 个处理与

CK 相比，土壤 pH 值略有降低，降低幅度为 0.02 ～

0.22 个单位，其中尤以加入废醋液的 T3 降幅最大；

土壤容重降低，降低幅度为 7% ～ 11.7%；而土壤有

机质和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养分则升高，其中

有机质增幅 14.1% ～ 28.2%，碱解氮增幅 12.5% ～

19.6%，有效磷增幅 26.1% ～ 42.6%，速效钾增幅

21.1% ～ 36.3%。说明不同配方调理剂改良土壤效

果都很好。其中以 T5 的有机质和碱解氮含量最高，

可能是新鲜的泥炭对增加土壤有机质和提高根系固

氮的贡献更大一些。对于土壤磷钾养分，则 T2 的

有效磷含量最高，T3 的速效钾含量最高。在表 3
中还发现，蒸汽处理后的废弃基质（T2），其改

良土壤的效果与未经蒸汽处理的废弃基质（T1、
T3、T4、T5）差别不大。

2.2 废弃基质用作土壤调理剂对大棚油麦菜生长和

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田间试验的不同处理油麦菜生长与产量及品

质结果见表 4（其中的油麦菜产量为每个处理的小

区平均产量），油麦菜收获后土壤主要指标结果见

表 5。表中数据均为 3 次重复的平均值。

表 4 田间试验不同处理油麦菜生长与产量及品质对比
Tab.4 Comparison of growth, yield and quality of lettuce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field experiment

指标 CK T1 T2 T3 T4 T5

株高（cm） 生长中期 13 28 24 22 24 23

生长晚期 11 31 34 29 25 32

病株率（%） 生长中期 <5 <3 <3 <3 <3 <3

产量（千克 / 小区） 生长中期 <0.03 0.25 0.30 0.25 0.10 0.30

收获期 <0.05 0.50 0.40 0.30 0.20 0.35

总糖（g/100 g） 生长晚期 0.526 0.863 0.890 0.826 0.626 0.852

Vc（mg/100 g） 生长晚期 34.7 49.1 35.8 30.8 30.3 35.0

表 5 田间试验不同处理土壤主要指标对比
Tab.5 Comparison of soil main indexe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field experiment

指标 CK T1 T2 T3 T4 T5

pH 值 8.52 8.38 8.13 8.22 8.26 8.45

容重（g/cm3） 1.28 1.16 1.18 1.22 1.19 1.13

总孔隙度（%） 33.68 38.01 36.59 35.86 36.12 38.55

有机质（g/kg） 22.76 27.13 28.49 30.06 31.85 25.91

碱解氮（mg/kg） 42.92 50.65 48.98 54.33 56.19 52.16

有效磷（mg/kg） 11.25 14.30 13.78 13.11 13.43 15.64

速效钾（mg/kg） 166.60 192.49 187.43 238.68 227.83 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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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可以看出，施入调理剂的 5 个处理，

油麦菜的株高和产量均高于 CK，其中株高增幅达

1.3 ～ 2.1 倍，产量增幅达 3 ～ 9 倍。而病株率均小

于 CK。并且蒸汽处理后的废弃基质（T1、T2），

产量高于未经蒸汽处理的废弃基质（T5），分别

增产42.8%和14.3%。蒸汽处理后的废弃菌棒（T3），
产量高于未经蒸汽处理的废弃菌棒（T4），T3 较

T4 增产 50%。从油麦菜的总糖和 Vc 含量来看，

施入调理剂的 5 个处理总糖都高于 CK，增幅为

19% ～ 69%；但施入调理剂的 5 个处理中 Vc 含量只

是含废弃基质的 3 个处理高于 CK，增幅为 0.9% ～

41.5%；而含废弃菌棒的 2 个处理，Vc 含量却比 CK
降低了 12.7% ～ 14.5%。还有，总糖和 Vc 含量也是

蒸汽处理后的废弃基质（T1、T2）含量高于未经蒸

汽处理的废弃基质（T5），其中 T1 的总糖含量较

T5 高 1.3%，T2 较 T5 高 4.5%；T1 的 Vc 含量较 T5
高 40.3%，T2 较 T5 高 2.3%；蒸汽处理后的废弃菌

棒（T3）总糖和 Vc 含量高于未经蒸汽处理的废弃菌

棒（T4），其中 T3 的总糖较 T4 高 37.7%，T3 的 Vc
含量较 T4 高 1.6%。说明蒸汽处理废弃基质与废弃菌

棒都是使其再利用的好方法。但是，从病株率对比看，

用多菌灵灭菌的处理（T4、T5）与用蒸汽灭菌的处

理（T1、T2、T3）相比，起到了同样的杀菌消毒作用。

另外，用废弃基质制作的调理剂无论是株高、产量

还是总糖、Vc 含量，总体都好于废弃菌棒调理剂，

说明废弃基质做调理剂较废弃菌棒更好一些。

从表 5 可以看出，施入调理剂的 5 个处理与

CK 相比，土壤 pH 值降低 0.07 ～ 0.39 个单位；土

壤容重降低 4.9% ～ 13%；土壤孔隙度增加 6.5% ～

14.5%；土壤有机质增加 13.8% ～ 39.9%，增幅显

著；土壤碱解氮增加 14.1% ～ 30.9%，增幅显著；

有效磷增加 16.5% ～ 39%，增幅显著；速效钾增加

12.5% ～ 36.8%，增幅显著。说明不同配方的调理

剂改良土壤效果都很好，可使土壤的通气透水性得

到改善，使土壤主要养分显著提高。但是，不同调

理剂之间改土效果对比的差异并不显著。其一，含

废弃菌棒的调理剂（T3、T4）较含废弃基质的调理

剂（T1、T2、T5）对土壤有机质、碱解氮、速效

钾的增幅更大一些，但对土壤容重的减幅和土壤孔

隙度的增幅却低于后者（其中以 T4 的有机质和碱

解氮含量最高；T5 的有效磷含量最高，T3 的速效

钾含量最高）。其二，废弃基质经蒸汽灭菌的处理

（T1、T2）与未经蒸汽灭菌的处理（T5）改土效

果差别不明显；废弃菌棒经蒸汽灭菌的处理（T3）
与未经蒸汽灭菌的处理（T4）改土效果差别也不明

显。其三，添加废醋液的处理（T2、T3）对降低土

壤 pH 值有一定的作用。总之，施入调理剂的处理

改善了大棚土壤的理化性状，尤其使土壤有机质和

氮、磷、钾养分显著提高，使其更有利于蔬菜的生长。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盆栽试验证明：蔬菜废弃基质不同处理

方法中，以蒸汽处理废弃基质调理剂效果最好；施

用 5 种调理剂可使油麦菜株高较 CK 增加 53% ～

100%，产量增幅达 3 ～ 11 倍；病株率明显低于

CK。在改良土壤效果方面，施入 5 种调理剂，与

CK 相比，土壤 pH 值和容重都有降低，土壤有机质、

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都有增加。说明 5 种调理

剂加入明显改善了原土壤理化性状，使其更有利于

盆栽油麦菜生长；其中，蒸汽处理废弃基质的调理

剂促生长和增产作用最好。

大棚内田间试验证明：施入调理剂处理对油麦

菜生长和产量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病株率明显小

于 CK。蔬菜废弃基质经蒸汽灭菌处理较未处理的

油麦菜增产 14.3% ～ 42.8%，废弃菌棒经蒸汽灭菌

处理较未处理增产 50%。施入调理剂处理的油麦

菜总糖含量均高于 CK。总体看，用废弃基质制作

的调理剂的株高、产量、总糖和 Vc 含量均好于用

废弃菌棒制作的调理剂，说明废弃基质做调理剂较

废弃菌棒更好一些，究其原因可能与废弃基质中富

含泥炭腐植酸有关。在改良土壤效果方面，首先是

施入调理剂显著增加了土壤养分，与 CK 相比，有

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都明显增加；其次，

施入调理剂的土壤 pH 值和容重都有降低，土壤孔

隙度明显增加。总之，用废弃基质与废弃菌棒均可

制作出好的大棚土壤调理剂，只要配方与工艺得当，

均可起到改土增肥作用，也能起到对（下转第 81 页）



腐植酸2022 年第 3 期

77

研究论文

腐植酸复合肥在夏花生上的初步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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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田间试验，研究了腐植酸复合肥对夏花生增产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Ⅲ型、VI 型、

I 型、Ⅶ型、Ⅳ型、Ⅱ型、Ⅷ型腐植酸复合肥比普通复合肥（CK）分别显著增产 7.7%、7.4%、6.8%、

5.5%、4.5%、1.9%、1.0%；比 CK 亩增收 4.2%、5.3%、6.7%、7.4%、7.7%、9.3%。其中以 V
型腐植酸复合肥产量最高，为亩产 380.2 kg，比 CK 亩增产 31.8 kg，增产率 9.1%；经济效益提

高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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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s of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 on the yield increase of summer peanut were studied 
by the field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CK, the yield growth in type Ⅲ, VI, I, Ⅶ, 
Ⅳ, Ⅱ, Ⅷ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7.7%, 7.4%, 6.8%, 5.5%, 4.5%, 
1.9%, 1.0%, respectively, that induced the economic benefits increasing by 4.2%, 5.3%, 6.7%, 7.4%, 
7.7%, 9.3%, respectively. The yield of the best type Ⅴ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 (380.2 kg/667 m2) 
increased 31.8 kg and 9.1% higher than CK, equal to 9.3% economic benefit increase.
Key words: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 summer peanut;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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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是我国的主要经济作物，河南省花生播

种面积达到 2500 万亩左右，目前新品种层出不穷，

但施肥技术远远落后于品种更新步伐。开展花生

新品种施肥技术研究是农业推广技术的迫切需求。

腐植酸类肥料因其既能促进花生生长、增产、增

收 [1 ～ 4]，又能改良土壤、提升土壤肥力、与环境

友好 [5 ～ 7]，越来越受到农户的欢迎。

本文通过研究不同类型腐植酸复合肥对夏花

生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深入了解了夏花生施用腐

植酸复合肥的增产效果和经济效益状况，为开发

在夏花生种植上的腐植酸复合肥新产品提供参考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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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设计

1.1 供试材料

1.1.1 供试土壤概况

试验地点：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顺河办事处

李庄村。

供试土壤为黄褐土，质地中壤，土壤肥力中等。

耕层土壤基础养分为：土壤有机质含量 9.9 g/kg，
碱解氮含量 49.2 mg/kg，速效磷（P2O5）含量

23.8 mg/kg，速效钾（K2O）含量 97.6 mg/kg，pH
值 7.8，EC 值 6.0 mS/cm。

前茬作物为小麦，亩产 450 kg。
1.1.2 供试作物

夏花生，品种为“驻花 1 号”。

1.1.3 供试肥料

供试腐植酸复合肥（15-12-15，I 型～Ⅷ型，

腐植酸含量 1% ～ 8% 之间不同），由河南心连心

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供试普通复合肥

（15-12-15），市售。

1.2 试验方案

（1）试验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划区、施肥、

整地，各处理复合肥全部基施；5 月 28 日播种，

密度 1.2 万穴 / 亩，6 月 4 日出苗，9 月 16 日收获。

（2）试验处理：试验共设计 9 个处理，分别

为：处理 1：普通复合肥（CK）；处理 2：I 型腐

植酸复合肥；处理 3：Ⅱ型腐植酸复合肥；处理 4：

Ⅲ型腐植酸复合肥；处理 5：Ⅳ型腐植酸复合肥；

处理 6：Ⅴ型腐植酸复合肥；处理 7：Ⅵ型腐植酸

复合肥；处理 8：Ⅶ型腐植酸复合肥；处理 9：Ⅷ

型腐植酸复合肥。

（3）施肥量及施肥次数：各处理复合肥施用

量均为 50 千克 / 亩，施肥 1 次。

（4）小区布置：小区长 8 m，宽 6 m，面积

48 m2，各处理随机排列，重复 3 次，重复间走道

1.0 m，小区间间距 0.6 m，试验四周设保护行。

（5）田间管理：夏花生生育期间按高产田标

准管理，各处理管理水平一致。

1.3 测定项目及数据处理

跟踪记录各处理夏花生的生育期。

收获时各小区实收 30 m2 计产并考种，测定

夏花生植株株高、分枝数、饱果数、秕果数、果重、

百果重、出米率等指标，并用凯氏定氮法测定夏

花生蛋白质含量，用索氏抽提法法测定夏花生粗

脂肪含量。

计算各处理夏花生经济效益。

2  结果分析

2.1 施用腐植酸复合肥对夏花生生育期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各处理夏花生出苗期、开花

下针期、结荚期、成熟期均一致。表明，施用腐植

酸复合肥对夏花生生育期无影响。

处理 播种期 出苗期 开花下针期 结荚期 成熟期

处理 1 5.28 6.4 7.6 7.20 9.16

处理 2 5.28 6.4 7.6 7.20 9.16

处理 3 5.28 6.4 7.6 7.20 9.16

处理 4 5.28 6.4 7.6 7.20 9.16

处理 5 5.28 6.4 7.6 7.20 9.16

处理 6 5.28 6.4 7.6 7.20 9.16

处理 7 5.28 6.4 7.6 7.20 9.16

处理 8 5.28 6.4 7.6 7.20 9.16

处理 9 5.28 6.4 7.6 7.20 9.16

表 1 不同处理夏花生生育时期调查
Tab.1 Investigation of different treatment on fertility period of summer peanut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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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施用腐植酸复合肥对夏花生生物学性状的影响

施用腐植酸复合肥改善了夏花生的生物学性状。

由表 2 可以看出，与处理 1 相比，腐植酸复合肥对

夏花生生物学性状的影响大小依次为处理 6、处理

4、处理 7、处理 2、处理 8、处理 5、处理 3、处理 9。
处理 6 各生物学性状指标表现最好，与处理 1 相比，

株高降低 0.7 cm，分枝数增加 0.8 个 / 株，饱果数

增加 1.8 个 / 株，秕果数减少 0.8 个 / 株，果重增加

2.2 克 / 株，百果重增加 7.4 g，出米率提高 3.3 个百

分点。说明施用腐植酸复合肥能够增加夏花生分枝

数、饱果数、果重、百果重，降低花生秕果数，提

高夏花生出米率，以Ⅴ型腐植酸复合肥最好。

处理
株高

（cm）

分枝数

（个 / 株）

饱果数

（个 / 株）

秕果数

（个 / 株）

果重

（克 / 株）

百果重

（g）
出米率

（%）

处理 1 43.8 7.0 14.3 5.0 21.7 161.1 66.2

处理 2 43.6 7.3 15.2 4.7 22.3 164.5 67.8

处理 3 43.7 7.2 14.9 4.8 22.0 163.5 66.9

处理 4 43.5 7.6 15.7 4.5 23.2 165.3 68.5

处理 5 43.6 7.4 14.8 4.7 22.1 164.8 66.7

处理 6 43.1 7.8 16.1 4.2 23.9 168.5 69.5

处理 7 43.2 7.5 15.5 4.5 22.9 164.8 67.9

处理 8 43.4 7.3 15.0 4.6 22.7 165.1 67.2

处理 9 43.7 7.2 14.7 4.9 21.8 162.9 66.4

表 2 不同处理对夏花生生物学性状的影响
Tab.2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 on biological character of summer peanut

2.3 施用腐植酸复合肥对夏花生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施用腐植酸复合肥增加了夏花生产量。由表 3
可以看出，处理 6 产量最高，亩产 380.2 kg，处理

1 产量最低，亩产 348.4 kg，处理 6 比处理 1 亩增

产 31.8 kg，增产率 9.1%；处理 4 亩产 375.1 kg，
产量居第二位，比处理 1 亩增产 26.7 kg，增产率

7.7%；处理 7 亩产 374.2 kg，产量居第三位，比

处理 1 亩增产 25.8 kg，增产率 7.4%；处理 2 亩产

372.0 kg，产量居第四位，比处理 1 亩增产 23.6 kg，
增产率 6.8%；处理 8 亩产 367.5 kg，产量居第五

位，比处理 1 亩增产 19.3 kg，增产率 5.5%；处理

5 亩产 364.0 kg，产量居第六位，比处理 1 亩增

产 15.6 kg，增产率 4.5%；处理 3 亩产 355.1 kg，
产量居第七位，比处理 1 亩增产 6.7 kg，增产率

1.9%；处理 9 亩产 352.0 kg，产量居第八位，比

处理 1 亩增产 3.6 kg，增产率 1.0%。对产量结果

进行方差分析可知，处理 1、处理 3 和处理 9 两两

之间差异不显著，处理 2、处理 4、处理 5、处理

6、处理 7、处理 8 与处理 1、处理 3 和处理 9 之

间均达到显著性差异，处理 2、处理 4、处理 5、
处理 6、处理 7、处理 8 与处理 1 和处理 9 之间均

达到极显著性差异。说明施用Ⅴ型腐植酸复合肥、

Ⅲ型腐植酸复合肥、Ⅵ型腐植酸复合肥、Ⅰ型腐

植酸复合肥、Ⅶ型腐植酸复合肥、Ⅳ型腐植酸复

合肥对夏花生增产效果极显著。施用Ⅴ型腐植酸

复合肥增产效果最好，而施用Ⅷ型腐植酸复合肥、

Ⅱ型腐植酸复合肥与施用普通复合肥相比增产效

果不显著。

施用腐植酸复合肥能够改善夏花生品质。从

表 3 可以看出，处理 6、处理 4、处理 7、处理 2、
处理 8、处理 5、处理 3、处理 9 与处理 1 相比，

夏花生品质提高。处理 6 夏花生蛋白质含量和

粗脂肪含量最高，与处理 1 相比蛋白质含量提高

6.0%，粗脂肪含量提高 3.1%。说明施用腐植酸复

合肥均能改善夏花生品质，以Ⅴ型腐植酸复合肥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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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施用腐植酸复合肥对夏花生经济效益的影响

施用腐植酸复合肥能够提高夏花生经济效益。

由表 4 可以看出，处理 6、处理 4、处理 7、处理

2、处理 8、处理 5、处理 3、处理 9 与处理 1 相比，

夏花生经济效益提高。施用Ⅴ型腐植酸复合肥夏花

生经济效益最佳，亩经济效益 1532.9 元（夏花生

4.4 元 / 千克；普通复合肥 2.6 元 / 千克；腐植酸复

合肥 2.8元 /千克），与处理 1相比，亩增收 129.9元，

经济效益提高 9.3%。说明施用腐植酸复合肥能增

加经济效益，以Ⅴ型腐植酸复合肥最好。

处理
小区产量（kg/30 m2） 亩产

（kg）

差异显著性 蛋白质

（%）

粗脂肪

（%）Ⅰ Ⅱ Ⅲ 平均 5% 1%

处理 1 15.4 15.9 15.7 15.67 348.4 d D 23.5 51.3

处理 2 16.6 16.9 16.7 16.73 372.0 abc AB 24.1 52.5

处理 3 15.8 15.9 16.2 15.97 355.1 d CD 23.9 52.1

处理 4 17.0 16.8 16.8 16.87 375.1 ab AB 24.3 52.4

处理 5 16.1 16.7 16.3 16.37 364.0 c BC 23.7 51.8

处理 6 17.1 17.3 16.9 17.10 380.2 a A 24.9 52.9

处理 7 17.0 16.7 16.8 16.83 374.2 ab AB 24.3 52.6

处理 8 16.5 16.3 16.8 16.53 367.5 bc B 24.0 52.3

处理 9 16.0 15.8 15.7 15.83 352.0 d D 23.6 51.9

表 3 不同处理对夏花生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Tab.3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 on yield and quality of summer peanut

处理
亩产量

（kg）
亩收入

（元）

亩肥料投入

（元）

亩经济效益

（元）

亩增收

元 %

处理 1 348.4 1533.0 130.0 1403.0 — —

处理 2 372.0 1636.8 140.0 1496.8 93.8 6.7

处理 3 355.1 1562.4 140.0 1422.4 19.4 1.4

处理 4 375.1 1650.4 140.0 1510.4 107.4 7.7

处理 5 364.0 1601.6 140.0 1461.6 58.6 4.2

处理 6 380.2 1672.9 140.0 1532.9 129.9 9.3

处理 7 374.2 1646.5 140.0 1506.5 103.5 7.4

处理 8 367.5 1617.0 140.0 1477.0 74.0 5.3

处理 9 352.0 1548.8 140.0 1408.8 5.8 0.4

表 4 不同处理对夏花生经济效益的影响
Tab.4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 on economic benefits of summer peanut

3  结论与讨论

（1）施用腐植酸复合肥对夏花生生育期无影

响，对夏花生生物学性状和品质有影响。与普通复

合肥相比，施用Ⅴ型腐植酸复合肥、Ⅲ型腐植酸复

合肥、Ⅵ型腐植酸复合肥、Ⅰ型腐植酸复合肥、Ⅶ

型腐植酸复合肥、Ⅳ型腐植酸复合肥能够较好地增

加分枝数、单株饱果数、单株果重、百果重，降低

秕果数，提高夏花生出米率、增加蛋白质含量、粗

脂肪含量。改善夏花生生物学性状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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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用腐植酸复合肥对夏花生产量和经济

效益有影响。与普通复合肥相比，施用Ⅴ型腐植酸

复合肥、Ⅲ型腐植酸复合肥、Ⅵ型腐植酸复合肥、

Ⅰ型腐植酸复合肥、Ⅶ型腐植酸复合肥、Ⅳ型腐

植酸复合肥能显著提高夏花生产量，进而提高经济

效益，以Ⅴ型腐植酸复合肥效果最佳，增产率为

4.5% ～ 9.1%，亩增收 58.6 ～ 129.9 元，经济效益

提高 4.2% ～ 9.3%，增产增收效果显著。

（3）试验结果表明，Ⅴ型腐植酸复合肥增

产增收效果最为显著。因试验前厂家对各种试验

肥料腐植酸含量保密，获得试验结果后，根据厂

家提供腐植酸含量信息，Ⅴ型腐植酸复合肥腐植

酸含量最高，为 8%，说明腐植酸作为复合肥添

加剂，添加量为 8% 时对夏花生的增产增收效果

最为显著。

（4）本试验主要研究了在复合肥中添加腐植

酸的初步试验，主要解决 2 个问题，一是有没有增

产效果；二是如果有效果，添加量为多少最为合适。

本试验中最佳施用量为 8%，也是所有处理中腐植

酸添加量最大的处理，再增加腐植酸的含量是否还

会继续提高夏花生的产量和效益，值得深入研究。

而复合肥中除各种养分元素配比外，添加除腐植酸

之外的添加剂，或是不同来源、不同类型、不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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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秸秆生物炭对盆栽花生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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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用玉米秸秆为原料，通过水热法制备生物炭，在腐植酸复合肥施用量一定的条件下，利

用花生盆栽试验，验证增施生物炭及其复配产品对花生生长指标及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单独增

施生物炭能显著提高花生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可提高 11.1%，且对产量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增幅

达 22.3%，但对花生株高生长无明显效果。

关键词：腐植酸复合肥 玉米秸秆 生物炭 花生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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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rn Straw Biochar on the Growth of Potted Peanut
Wu Hongyan1, 2, Wu Qinquan1, 2, Liu Tongxin1, 2, Chen Shigeng1, 2*, Sun Bingjie3, Gao Bin2, Ma Xuewen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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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 certain amount of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 the effect of biochar and its compound 
products on growth index and yield of peanut was studied with potted plant test to verify the role of biochar 
on peanut growth and production by biocarbon made with corn straw by pyro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dding biochar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SPAD value of leaf by 11.1%, and promote the yield by 
22.3%, while not on plant height.
Key words: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 corn straw; biochar; peanut; yield

制备生物炭的主要原料是农作物秸秆，其数量

多，来源广。据统计 [1]，我国秸秆的总产量每年可

达 7 亿多吨。用废弃的秸秆制备生物炭施用于农田

中，不仅可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还能够改良土壤，

培肥地力，提高作物产量 [2 ～ 10]。目前，生物炭的

制备方法较多，研究相对深入，市场应用潜力大，

前景广阔 [11]。水渣常用作土壤调理剂的添加成分

之一，其中含有硅等无机养分。研究表明，含硅土

壤调理剂有一定的增产作用 [12]，还能改善土壤理

化性状，提升土壤肥力 [13]。还有研究证明，施用

过氧化钙能够显著提高晚稻的产量 [14]。因此，利

用生物炭与水渣或过氧化钙复配，尝试开发一款土

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项目（项目编号 LJNY2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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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调理剂新产品。本研究利用玉米秸秆制备生物炭，

在施用腐植酸肥料的基础上，单独或与过氧化钙、

水渣配合施用，通过花生盆栽试验，检验生物炭与

腐植酸肥料的耦合效应，以期为研发相关的新技术

和新产品提供理论依据和新思路。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原材料

玉米秸秆采自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农大肥业”）厂区试验田，破碎为约 5 cm
碎屑。腐植酸复合肥 15-15-15 为“农大肥业”自产，

腐植酸含量为 3%。过氧化钙、水渣均采购自市场。

供试花生品种为“花育 20 号”。

供试土壤为棕壤，采自“农大肥业”厂区试验

田；土壤基本化学性质：有机质含量 10.2 g/kg，碱

解氮含量 77.9 mg/kg，有效磷含量 24.6 mg/kg，速

效钾含量 103.7 mg/kg。

1.1.2 生物炭制备

利用水热法，将一定量玉米秸秆碎屑置于

GSH-5L 高温蒸压釜中，设置蒸压温度为 190 ～

200 ℃，蒸汽压力为 1 MPa，时间为 3 h。待反应

完成之后，将样品取出烘干，粉碎至 3 mm 以下。

1.2 盆栽试验

试验设置 5 个处理，分别为单施生物炭（编

号为 BC），生物炭与水渣按 3 ∶ 1 复配（编号

为 BC-G），生物炭与过氧化钙按 3 ∶ 1 复配

（编号为 BC-O），生物炭与水渣、过氧化钙按

7 ∶ 2 ∶ 1 复配（编号为 BC-G-O）。各处理均施

用腐植酸复合肥。各处理的施肥与养分含量明细见

表 1，每个处理设 3 次重复。

选用直径为 20 cm 的塑料盆，装土 3.75 kg，
按表 1 施入对应物料和肥料；试验地点为“农大肥

业”温室大棚。在盆中浇透水后，播种花生 4 粒。

待生长至 8 ～ 10 cm 时，开始间苗，选留长势一致

的幼苗，每盆留 2 株。此后进行相同的浇水、除草

等管理，直至花生收获。

表 1 各处理施肥与养分含量明细
Tab.1 The fertilization and nutrient content of each treatment

处理 原料 比例
施用量

( 克 / 盆 )
腐植酸复合肥用量

（克 / 盆）
成分

CK 无 无 无 3 —

BC 生物炭 100% 12 3 有机碳 ≥90%

BC-G 生物炭 + 水渣 75%+25% 12 3 有机碳 ≥68%，硅 ≥8%，钙 ≥8%

BC-O 生物炭 + 过氧化钙 75%+25% 12 3 有机碳 ≥68%，可释放氧 ≥3%，钙 ≥20%

BC-G-O 生物炭 + 水渣 + 过

氧化钙

70%+20%+10% 12 3 有机碳 ≥63%，硅 ≥6%，可释放氧 ≥1%，

钙 ≥14%

注：折合腐植酸复合肥用量为 120 千克 / 亩，生物炭及其复配产品用量为 480 千克 / 亩。

1.3 测定项目及方法

使用 SPAD-502 Plus 测试仪测定花生叶片叶绿

素相对含量（SPAD 值），各处理每个重复测定

20 次，取平均值。

盆栽花生饱果期测定株高；收获期采收花生，

晾干后称重，计算产量。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Excel 2016 处理作图，采用单

因子方差方法分析各处理之间的显著性差异。

2  结果分析

2.1 各处理对盆栽花生植株长势的影响

花生苗期与收获期分别记录花生植株的长势，

并进行对比分析（见图 1、图 2）。由图 1 可知，

苗期 CK 植株长势相对旺盛，BC、BC-O、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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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处理盆栽花生收获期生长情况
Fig.2 Growth situation of potted peanut at harvest stage of each treatment

G-O 3 个处理植株长势基本相当，BC-G 植株长势

相对最弱。由图 2 可知，花生成熟期，除 BC-G 之

外，其他各处理花生植株长势与 CK 基本相当，而

BC-G 处理花生植株长势明显优于 CK 及其他处理。

说明，在腐植酸复合肥施用量一定的条件下，增施

生物炭对花生植株长势无明显影响；而水渣中可能

存在某种成分，对花生苗期生长无明显作用，但后

期能显著促进花生植株的营养生长。

利用 SPAD-502Plus 于盆栽花生盛花期测定叶

片 SPAD 值，对比分析各处理，结果见图 3。
根据图 3 可知，与 CK 相比，各处理盆栽花

生 SPAD 值均有升高，其中 BC 处理盆栽花生叶

片 SPAD 值升高最为显著，可达 11.1%；其次为

BC-O、BC-G-O，2 个处理均与 CK 差异显著，但

2 个处理之间无显著差异；BC-G 处理与 BC 处理

差异显著，但与 CK、BC-O、BC-G-O 均无显著差

图 1 各处理盆栽花生苗期生长情况
Fig.1 Growth situation of potted peanut at seedling stage of each treatment

CK BC BC-G BC-O BC-G-O

CK BC BC-G BC-O BC-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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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这说明，在腐植酸复合肥施用量一定的条件下，

单独基施生物炭对提高盆栽花生叶片 SPAD 值具有

显著的作用；而生物炭与水渣、过氧化钙中的 1 种

或 2 种复配后基施，也对盆栽花生叶片 SPAD 值提

高有一定的作用，但效果不如单独基施生物炭；且

各复配处理中，生物炭与水渣复配基施对盆栽花生

叶片 SPAD 值的提升效果最差。

量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增产幅度达 22.3%；而

BC-G、BC-O 两个处理对花生产量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分别使花生减产 11.7%、14.3%；BC-G-O 处

理花生产量与对照无明显差异。这说明，在腐植酸

复合肥施用量一定的条件下，单独基施生物炭能明

显提高花生产量；但生物炭与水渣或过氧化钙复配

后基施，明显降低花生的产量。

CK BC BC-G BC-O BC-G-O

SP
A

D
值

34.0

35.0

37.0

42.0

c

a

bc
b

b

36.0

41.0

40.0

39.0

38.0

图 3 各处理对盆栽花生叶片 SPAD 值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each treatment on SPAD value of 

potted peanut leaves

注：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05），

下同。

由图 4 可知，与 CK 相比，BC-G 处理对花生

株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BC、BC-G-O 两个处理

与 CK 基本相当，无明显差异；BC-O 处理对花生

株高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且相对较为显著。

综上，在腐植酸复合肥施用量一定的条件下，

单独基施生物炭对花生株高基本无明显作用，而生

物炭复配水渣后基施能显著促进花生株高的生长，

生物炭与过氧化钙两者复配或生物炭与水渣、过氧

化钙三者复配后基施均对花生株高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说明生物炭对花生株高基本无影响，水渣能显

著促进花生株高的生长，而过氧化钙对花生株高的

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且其抑制作用可能大于水

渣对花生株高的促进作用。

2.2 各处理对盆栽花生产量的影响

由图 5 可知，与 CK 相比，BC 处理对花生产

图 4 各处理对盆栽花生株高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each treatment on plant height of 

potted peanut

CK BC BC-G BC-O BC-G-O

株
高

（
cm

）

25.00

35.00

50.00

b b

a

c
bc

30.00

45.00

40.00

图 5 各处理对盆栽花生产量的影响
Fig.5 Effects of each treatment on yield of potted peanut

CK BC BC-G BC-O BC-G-O

产
量

（
克

/盆
）

15.00

21.00

31.00

b

b

c c

b

17.00

27.00

25.00

19.00

23.00

29.00

究其原因，结合各处理养分组成及花生株高测

量数据进行分析，生物炭中含有大量有机碳，在腐

植酸复合肥提供无机养分的同时，大量有机碳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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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花生的生长及产量的提高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物质；而生物炭与水渣复配后，水渣中的某些成

分可能会刺激花生株高的生长，使得花生营养生

长过于旺盛，进而抑制了生殖生长，最终导致花

生产量降低；生物炭与过氧化钙复配后基施，也

降低了花生的产量，推测可能是过氧化钙中存在

某种不利因素，影响了花生的产量。但三者复配

使得花生产量与对照相当，比两两复配显著提高，

同时又明显低于单独增施生物炭处理，这可能是

因为水渣、过氧化钙添加比例均有所减少，进而

对花生产量的影响降低，亦或是二者共用时会削

弱抑制花生增产的不利因素。

3  结论与讨论

（1）腐植酸复合肥施用量一定的条件下，增

施生物炭能显著提高花生叶片 SPAD 值达 11.1%，

同时可明显提高花生产量 22.3%，但对花生株高无

明显作用。

（2）生物炭与水渣或过氧化钙复配后基施，

能促进花生株高的生长或叶片 SPAD 值的提高，但

对花生产量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本试验条件

下，在花生的栽培中，生物炭与水渣或过氧化钙复

配无实际意义。

（3）而本研究中未设置水渣、过氧化钙单独

施用的处理，其中存在的不利因素尚不明确，后期

将继续补充开展此类试验，以探索其中原因。另外

要完善对作物生长、生理指标测定，补充对土壤指

标的监测，以全面评价生物炭与水渣或过氧化钙复

配对农业和作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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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复合肥套餐对大蒜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张汉卿 余  赟 * 张洪江 张  涛

龙蟒大地农业有限公司 德阳 618200

摘   要：为解决四川大蒜施肥不合理的问题，通过开展田间试验探讨了普通复合肥套餐施肥和减量

黄腐酸复合肥套餐施肥对大蒜生长情况和产量的影响，筛选出区域适宜的种植大蒜套餐施肥方案。

结果表明：与普通复合肥套餐施肥相比，黄腐酸复合肥 15-15-15+15-6-24 套餐施肥处理大蒜播种后

80 天植株单株重显著提高 3.02 ～ 5.68 g；与普通复合肥 15-15-15+15-15-15 套餐施肥相比，黄腐酸

复合肥 15-15-15+15-15-15 套餐施肥的蒜薹产量显著增加了 18.98%，鲜蒜头产量显著增加了 2.30%；

与普通复合肥 15-15-15+15-5-25 套餐施肥处理相比，黄腐酸复合肥 15-15-15+15-6-24 套餐施肥处理

的蒜薹产量显著增加了 27.18%，鲜蒜头产量增加了 1.65%；与普通复合肥套餐施肥相比，黄腐酸复

合肥套餐施肥处理的大蒜经济效益提高了 12.16% ～ 35.71%。因此，黄腐酸复合肥 15-15-15+15-5-
25 套餐对大蒜的增产增收效果更佳。

关键词：大蒜 黄腐酸复合肥 普通复合肥 套餐

中图分类号：TQ444.6，S633.4         文章编号：1671-9212(2022)03-0087-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451/j.cnki.issn1671-9212.2022.03.008

Effects of Different Compound Fertilizer Packages on Growth and Yield of Garlic
Zhang Hanqing, Yu Yun*, Zhang Hongjiang, Zhang Tao

Lomon Land Agricultural Co. Ltd, Deyang, 618200

Abstract: For the problem of unreasonable fertilization of garlic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effect of common 
compound fertilizers package fertilization and reduced application of fulv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s 
package fertilization on the growth and yield of garlic were studied with field experiments to selected the 
regional suitable fertilization schem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mmon compound 
fertilizers package fertilization, the weight per plant in 80 days after garlic sowing of fulv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s (15-15-15+15-6-24) package fertiliz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3.02 ～ 5.68 g, and compared 
with the common compound fertilizers (15-15-15+15-15-15) package fertilization, the young garlic shoot 
and garlic bulb yield of fulv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s (15-15-15+15-15) package fertiliz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18.98% and 2.30%,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common compound fertilizers (15-15-
15+15-5-25) package fertilization, the young garlic shoot and garlic bulb yield of fulv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s (15-15-15+15-6-24) package fertilization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27.18% and 
1.65%. Compared with the common compound fertilizers package fertilization,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garlic treated with fulv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s package fertilization increased by 12.16% ～ 35.71%.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fulv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s (15-15-15+15-5-25) package fertilization had 
favorite effect on increasing yield and income of garlic.
Key words: garlic; fulv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 common compound fertilizer;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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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 [1，2] 为一种经济效益远高于小麦、玉米、

土豆等粮食作物的经济作物，由于缺乏科学的施肥

指导，随着连年种植，盲目施肥，导致土壤养分结

构失衡，大蒜产量及品质下降，经济效益降低。近

年来，腐植酸改良土壤结构和性质的报道越来越多，

这些报道表明，腐植酸可以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增

加土壤生物活性，促进作物生长，增加产量和改善

品质 [3 ～ 8]，还可以提高肥料利用率 [9，10]。黄腐酸

是腐植酸的一种，因其分子量较小，官能团含量高，

对作物生长、发育、产量等效果优良 [11 ～ 13]。因此，

黄腐酸可以作为复合肥产品的增效剂添加。

为了提高大蒜的产量、品质及经济效益。本研

究依据四川省土壤养分供应状况、大蒜养分吸收规

律（N=160 ～ 350 kg/hm2，P2O5=120 ～ 155 kg/hm2，

K2O=130 ～ 300 kg/hm2），制定大蒜的施肥套餐方

案。通过探讨黄腐酸复合肥套餐和普通复合肥套餐

的施肥处理在大蒜上的应用效果，筛选出符合四川

省种植大蒜的最佳复合肥套餐，旨在为大蒜种植户

增产增收优化施肥方案。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 2018 年 9 月—2019 年 6 月在四川省德

阳市绵竹市遵道镇保水村龙蟒农业技术研究院试

验基地进行。该区域年平均温度为 15 ～ 17 ℃，

年总降雨量为 900 ～ 950 mm。试验地块土壤为弱

碱性黄壤土。播种前对试验地块耕层土壤进行土

壤样品采集，测定土壤基本化学性状，具体参数

见表 1。
1.2 试验材料

供试大蒜品种为“紫皮”本地种。

供试肥料为普通复合肥 15-15-15、普通复合肥

15-5-25、黄腐酸复合肥 15-15-15、黄腐酸复合肥

15-6-24，均由龙蟒大地农业有限公司提供，其中

的 2 种黄腐酸复合肥的黄腐酸含量均为 5.1%。采

用《复混肥料（复合肥料）》（GB 15063-2009）
标准指定的检测方法测定供试肥料的养分含量，供

试肥料基本化学性质见表 2。

表 1 试验地块土壤基本化学性质
Tab.1 Basic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ested soil

pH 值 有机质（g/kg） 碱解氮（mg/kg） 有效磷（mg/kg） 速效钾（mg/kg）

7.19 26.90 86.90 95.24 62.05

表 2 供试复合肥基本化学性质
Tab.2 Basic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ested compound fertilizers

供试肥料 N P2O5 K2O Cl 水溶率

普通复合肥 15-15-15 14.01 17.00 14.70 1.66 82.35

普通复合肥 15-5-25 16.66 4.77 23.76 2.43 69.84

黄腐酸复合肥 15-15-15 14.37 16.91 14.22 2.82 82.33

黄腐酸复合肥 15-6-24 15.48 6.29 24.01 2.79 92.71

%

1.3 试验方法

据前期调研了解，大蒜种植区域农户常规施肥

方案为普通复合肥 15-15-15 和 15-5-25。根据土壤养

分供应状况、大蒜养分吸收规律，共设计 4 个施肥

方案，即 T1：普通复合肥 15-15-15+15-15-15 套餐；

T2：普通复合肥 15-15-15+15-5-25 套餐；T3：黄腐

酸复合肥 15-15-15+15-15-15 套餐；T4：黄腐酸复

合肥 15-15-15+15-6-24 套餐。每个处理 3 次重复，

随机区组设计。试验田总面积 288 m2，小区总面积

216 m2，每个小区 18 m2，株行距为 8.0 cm×25 cm，

小区播种量为 900 株，重复间设走道，试验田周边

设保护行。2018 年 9 月 16 日播种，2019 年 4 月 1
日收获蒜薹，2019 年 5 月 8 日收获蒜头。各处理

复合肥套餐施肥方案具体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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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复合肥套餐具体施肥方案
Tab.3 Specific fertilization scheme of compound fertilizer packages

处理 底肥 施肥量 追肥 施肥量 总施肥量 N P2O5 K2O

T1 普通复合肥 15-15-15 600 普通复合肥 15-15-15 450 1050 157.5 157.5 157.5

T2 普通复合肥 15-15-15 600 普通复合肥 15-5-25 450 1050 157.5 112.5 202.5

T3 黄腐酸复合肥 15-15-15 525 黄腐酸复合肥 15-15-15 375 900 135.0 135.0 135.0

T4 黄腐酸复合肥 15-15-15 525 黄腐酸复合肥 15-6-24 375 900 135.0 101.3 172.5

kg/hm2

1.4 样品采集与测定

在大蒜播种后 80 天采用直尺测定大蒜第三片

真叶宽、叶长，采用游标卡尺测定第三片真叶厚及

茎粗，记录叶片数；在大蒜播种后 80 天和播种后

195 天（蒜薹收获期）采用电子天平测定大蒜植株

单株重；在大蒜播种后 195 天，采用直尺测定蒜薹

长，采用电子天平测定蒜薹单根重、蒜薹产量；在

大蒜播种后 230 天（蒜头收获期），采用游标卡尺

测定蒜头直径，采用电子天平测定大蒜单头重和蒜

头产量，记录单头蒜瓣数。

1.5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20 进行数据处理及绘

图，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复合肥套餐施肥处理对大蒜播种后 80 天

       生长性状的影响

从表 4 可以看出，在大蒜播种后 80 天，各复

合肥套餐施肥处理间大蒜的第三片真叶宽、叶厚，

茎粗及叶片数均没有显著性差异。T2 处理的第三

真叶长为 50.85 cm，显著高于其他复合肥套餐施

肥处理，而其他复合肥套餐施肥处理间均无显著

性差异。

2.2 不同复合肥套餐施肥处理对大蒜播种后 80 天

       和 195 天的植株单株重的影响

由表 5 可以看出，施用黄腐酸复合肥套餐施肥

处理（T4 处理）的大蒜植株单株重显著高于普通

复合肥套餐施肥处理（T1、T2 处理）。在大蒜播

种后 80 天时，T4 处理的大蒜植株单株重是 21.42 g，
显著高于 T1 处理和 T2 处理，高于 T3 处理，但与

T3 处理差异不显著；T1 处理的大蒜单株重显著高

于 T2 处理。在大蒜播种后 195 天时，T4 处理的大

蒜单株重是 130.42 g，显著高于 T1 处理和 T2 处理，

高于T3处理，但差异不显著；T1处理高于T2处理，

但差异不显著。

2.3 不同复合肥套餐施肥处理对大蒜播种后 195 天

       蒜薹生长性状的影响

从表 6 可以看出，大蒜播种后 195 天，T4 处

理的蒜薹长是 87.84 cm，显著高于其他处理；T2
处理的蒜薹长为 82.43 cm，显著高于 T1、T3 处理；

T1 处理的蒜薹长为 78.27 cm，高于 T3 处理，但差

表 4 不同复合肥套餐对大蒜播种后 80 天生长性状的影响
Tab.4 Effects of different compound fertilizer packages on the growth traits in 80 days after garlic sowing

处理 第三片真叶宽（cm） 第三片真叶长（cm） 第三片真叶厚（mm） 茎粗（cm） 叶片数（片）

T1 2.18a 46.60b 1.04a 11.02a 6.15a

T2 2.20a 50.85a 1.04a 10.97a 5.80a

T3 2.12a 47.35b 0.92a 10.30a 6.35a

T4 2.22a 47.12b 1.06a 10.60a 5.9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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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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不显著。各复合肥套餐施肥处理的蒜薹单根重大

小为 T4 ＞ T3 ＞ T2 ＞ T1；T4 处理的蒜薹单根重显

著高于其他处理；T3 处理的蒜薹单根重是 19.47 g，
显著高于 T1 处理；T2 处理的蒜薹单根重高于 T1
处理，但差异不显著。各施肥处理的蒜薹产量大小

顺序也为：T4 ＞ T3 ＞ T2 ＞ T1；T3 处理显著优

于 T1 处理，T4 处理显著优于 T2 处理；T4 处理的

产量为 14607.30 kg/hm2，显著高于 T1、T2 处理，

高于 T3 处理，但差异不显著；T2 处理高于 T1，
差异也不显著。

蒜单头重大小顺序为：T2 ＞ T3 ＞ T4 ＞ T1，而大

蒜鲜蒜头产量大小顺序为：T4 ＞ T2 ＞ T3 ＞ T1。
T4 处理的鲜蒜头产量为 10719.15 kg/hm2，高于 T2
处理，显著高于 T3 处理和 T1 处理；T3 处理的鲜

蒜头产量为 9936.30 kg/hm2，显著高于 T1 处理。

表 5 不同复合肥套餐对大蒜播种后 80 天和

195 天植株单株重的影响
Tab.5 Effects of different compound fertilizer packages 

on plant weight per plant in 80 days and 
195 days after garlic sowing

处理 播种后 80 天单株重（g） 播种后 195 天单株重（g）

T1 18.40b 102.96b

T2 15.74c 96.27b

T3 19.82ab 115.77ab

T4 21.42a 130.42a

表 6 不同复合肥套餐对蒜薹生长性状的影响
Tab.6 Effects of different compound fertilizer packages on growth traits of young garlic shoot 

处理 蒜薹长（cm） 蒜薹单根重（g） 蒜薹产量（kg/hm2）

T1 78.27c 16.55c 10965.45c

T2 82.43b 18.29bc 11485.80bc

T3 77.34c 19.47b 13046.55ab

T4 87.84a 22.59a 14607.30a

2.4 不同复合肥套餐施肥处理对大蒜播种后 230 天

       蒜头生长性状的影响

由表 7 可以看出，各处理间的大蒜蒜瓣数差异

不显著。T2 处理的蒜头直径和大蒜单头重高于 T3
处理，差异不显著，但显著高于 T1 和 T4 处理。大

表 7 不同复合肥套餐对蒜头生长性状的影响
Tab.7 Effects of different compound fertilizer packages on growth traits of garlic bulb 

处理 蒜瓣数（个 / 头） 蒜头直茎（cm） 单头重（g） 鲜蒜头产量（kg/hm2）

T1 6.20a 3.50c 17.92c 9712.80c

T2 6.45a 3.88a 21.48a 10545.45a

T3 6.15a 3.72ab 20.74ab 9936.30b

T4 5.60a 3.61bc 19.19bc 10719.15a

2.5 不同复合肥套餐施肥处理对大蒜经济效益的

       影响

由表 8 可以看出，不同复合肥套餐施肥处理

间养分配比不同导致蒜头和蒜薹的产值和经济效

益有所不同。黄腐酸复合肥套餐施肥处理的大蒜

经济效益高于普通复合肥套餐处理。各复合肥套

餐施肥处理的总产值高低表现依次为 T4 ＞ T3 ＞

T2 ＞ T1；各复合肥套餐施肥处理的肥料成本大小

顺序为 T4 ＞ T2 ＞ T3 ＞ T1。除肥料成本外，大

蒜其他生产成本占产值的 15.15% ～ 19.45%，平

均达到 2.7 万元 / 公顷。与普通复合肥施肥套餐相

比，黄腐酸复合肥套餐在减量施肥的情况下，大

蒜的经济效益并没有降低，反而增长了 12.16% ～

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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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目前市场上的复合肥产品种类繁多，多数复合

肥产品具有广谱性，为万能配方，适用于各个地方

的作物 [14]。而区域性作物套餐肥具有更强的针对

性和技术操作性，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土壤类型、

不同作物制定套餐肥，应用效果明显好于单一肥料。

大蒜根系浅，根毛极少且极细，养分吸收能力弱，

但需肥量较多 [15]。在经济效益影响下，种植户们

习惯投入大量的肥料，导致大蒜产量下降，品质变

差，经济效益低下。市场上复合肥产品虽然多样，

但生产上迫切需要筛选出适合四川省大蒜种植的施

肥套餐。与种植粮食作物相比，种植大蒜的经济效

益较高，此时肥料的价格就不是种植户关注的重

点，肥料的效果才是关键。

3.1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不同复合肥套餐施肥处理对大

蒜生长状况及产量的影响。在“紫皮”大蒜播种后

80 天时，黄腐酸复合肥套餐施肥处理和普通复合

肥套餐施肥处理对大蒜的第三片真叶宽、叶厚，叶

片数，茎粗的生长状况影响差异不显著，但施用黄

腐酸复合肥套餐施肥处理大蒜的单株重显著高于普

通复合肥套餐施肥处理；而在播种后 195 天，施用

黄腐酸复合肥 15-15-15+15-6-24 套餐施肥处理的大

蒜单株重显著高于其他套餐施肥处理，施用黄腐酸

复合肥 15-15-15+15-15-15 套餐处理的大蒜单株重

高于普通复合肥施肥套餐处理。说明黄腐酸复合肥

产品肥效优于普通复合肥产品肥效。且黄腐酸复合

万元 / 公顷

表 8 不同复合肥套餐对大蒜经济效益的影响
Tab.8 Effects of different compound fertilizer packages on economic benefits of garlic  

处理 蒜头产值 蒜薹产值 总产值 肥料成本 其他生产成本 经济效益

T1 10.97 2.91 13.88 0.37 2.7 10.81

T2 11.49 3.16 14.65 0.44 2.7 11.51

T3 13.05 2.98 16.03 0.42 2.7 12.91

T4 14.61 3.22 17.82 0.45 2.7 14.67

注：2019 年蒜薹收购价为 10.00 元 / 千克，蒜头收购价为 3.00 元 / 千克；普通复合肥 15-15-15 3500 元 / 吨，普通复合

肥 15-5-25 5000 元 / 吨，黄腐酸复合肥 15-15-15 4625 元 / 吨，黄腐酸复合肥 15-6-24 5500 元 / 吨；其他成本（包括种子、农药、

地膜）以 2.7 万元 / 公顷计。

肥产品肥效较普通复合肥产品肥效释放缓慢，肥料

作用时效期长。

本研究中普通复合肥套餐施肥量为1050 kg/hm2，

而黄腐酸复合肥套餐的施肥量为 900 kg/hm2。与普通

复合肥套餐施肥处理相比，黄腐酸复合肥套餐减少

了化肥施用量，但蒜薹产量增加 18.98% ～ 27.18%，

鲜蒜头产量增加了 1.65% ～ 2.30%；虽黄腐酸复合

肥套餐施肥处理增加了肥料投入成本，但显著提高

了 12.16% ～ 35.71% 的大蒜经济效益。因此，黄腐

酸复合肥套餐施肥对大蒜的增产增收效果优于普通

复合肥套餐施肥。说明黄腐酸可以促进大蒜对氮磷

钾养分的吸收累积，提高大蒜产量，促进农户增收。

黄腐酸复合肥套餐在减量施肥的情况下，提高了“紫

皮”大蒜的蒜薹和鲜蒜头的产量，增加了大蒜的经

济效益。

3.2 讨论

黄腐酸具有改良土壤 [16]，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

形成，改善土壤养分环境，促进根系发育和对养分

的吸收，高效抗逆，提高肥料利用率，提高作物产

量及品质的作用 [14，17 ～ 19]，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公

认。与普通复合肥套餐相比，施用总养分相同，但

施肥量减少的黄腐酸复合肥套餐的大蒜增产提质。

本研究中不同的套餐施肥，氮磷钾养分组合不

同。普通复合肥 15-15-15+15-15-15 套餐的氮磷钾养

分含量均为 157.5 kg/hm2，普通复合肥 15-15-15+15-
5-25 套餐的氮磷钾养分含量分别为 157.5 kg/hm2、

112.5 kg/hm2、202.5 kg/hm2；黄 腐 酸 复合 肥 15-15-
15+15-15-15套餐的氮磷钾养分含量均为135.0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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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腐酸复合肥 15-15-15+15-6-24 套餐的氮磷钾养分含

量分别为 135.0 kg/hm2、101.3 kg/hm2、172.5 kg/hm2。

2 种普通复合肥套餐相比，施用普通复合肥 15-15-
15+15-5-25 套餐对大蒜的增产增收效果优于施用复

合肥 15-15-15+15-15-15 套餐；2 种黄腐酸复合肥

套餐相比，施用黄腐酸复合肥 15-15-15+15-6-24 套

餐对大蒜的增产增收效果更佳。说明增施钾肥，减

少磷肥可以提高“紫皮”大蒜的产量及经济效益。

这与大蒜各个生育时期对氮磷钾养分的需求有关。

据研究表明，大蒜对氮、钾吸收高峰在鳞茎膨大

期，对磷的吸收高峰在蒜薹生长期 [20]。同时发现，

在合理施用氮磷肥的基础上，适量施用钾肥具有明

显的增产效果 [21]。因此，在大蒜种植生产实际中，

要科学施肥，对提高蒜头产量和品质，增加大蒜经

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只针对四川省本地品种“紫皮”进行了

套餐肥试验，没有涉及其他大蒜品种，因需进一步

进行验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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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叶面肥复配聚合氨基酸对番茄生长及品质的影响

王  准 程红颂 张梦君 王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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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盆栽试验，研究了聚谷氨酸、聚天门冬氨酸与腐植酸叶面肥复配对番茄生长的影响。

结果显示：与单施腐植酸叶面肥相比，聚谷氨酸（PGA）、聚天门冬氨酸（PASP）与腐植酸复配

（T1、T2）后分别可显著增大叶绿素相对含量（SPAD 值）12.58%、13.16%，提高单果重 3.12%、

2.78%；均显著增加单株结果数 17.95%，显著降低硝酸盐含量 4.56%；促进氮磷钾及微量元素的利

用。三者复配（T3）效果最优，较 T1、T2 分别增大 SPAD 值 0.97%、0.46%，提高单果重 2.38%、

2.86%，显著增加 Vc 含量 20.65%、14.47%；均显著增加单株结果数 17.95%，显著降低硝酸盐含量

13.11%；并显著促进土壤 NO3
--N 的利用。

关键词：腐植酸 聚天门冬氨酸 聚谷氨酸 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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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Humic Acid Foliar Fertilizer Compounded with 
Polymeric Amino Acids on Growth and Quality of Tomato

Wang Zhun, Cheng Hongsong, Zhang Mengjun, Wang Liangliang, Guo Ji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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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Effects of polyglutamic acid (PGA), polyaspartic acid (PASP) and humic acid foliar fertilizer 
on the growth of tomato were studied by pot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application of humic acid foliar fertilizer, PGA, PASP and humic acid foliar fertilizer (T1, T2)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SPAD value by 12.58% and 13.16%, the single fruit weight by 3.12% 
and 2.78%, respectively. The number of fruits per pla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17.95%, while the 
nitrate content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4.56%. The utilization of nitrogen, phosphorus, potassium and 
trace elements were promoted. Compared with T1 and T2, T3 was the favorite one, that could increase 
the SPAD value by 0.97% and 0.46%, the single fruit weight by 2.38% and 2.86%,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Vc content by 20.65% and 14.47%, respectively. The number of fruits per pla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17.95%, while the nitrate content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13.11% and the use of soil NO3

--N 
w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Key words: humic acid; polyaspartic acid; polyglutamic acid; tom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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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为茄科番茄属植物 [1 ～ 3]。但在授粉转色

等过程中遇阴雨天气会造成产量和品质降低 [4，5]。

聚天门冬氨酸（PASP）具有极强的螯合、分散、

吸附等作用，可被生物完全降解。在肥料中添加

PASP 能激发生物酶活性、改善果实品质，强化氮、

磷、钾及微量元素的吸收，提高肥料利用率和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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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抗逆能力，并能增强杀虫剂药效 [6]。聚谷氨酸

（PGA）具有良好的水溶性和超强的吸附性，可被

生物完全降解 [7]，与肥料结合，可调节植物生长，

提高肥料利用率 [8]。腐植酸是土壤、植物、微生物

进行营养物质、能量物质交换的重要介质，对增效

肥料、激活土壤封闭养分具有重要作用，可促进移

动性较差的 Fe、Mn、Zn 等从根部向上运输，提高

农产品产量和品质 [9 ～ 12]。

通过叶面喷施聚合氨基酸、腐植酸对作物品质

的影响已有较多研究，但腐植酸叶面肥与聚合氨基

酸复配对作物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本试验在腐植

酸叶面肥基础上复配聚合氨基酸，研究对番茄的农

艺性状、果实品质、产量等指标的影响，以期为腐

植酸叶面肥的改良研发提供参考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概况

试验时间：2021 年 6 月 8 日—10 月 8 日。

试验地点：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小冀镇河南心

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园区（113.51° E，

35.12° N）。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降

水量为 573.4 mm，无霜期为 205 天。

1.2 供试材料

供试作物：番茄，品种为“红果”。

供试肥料：腐植酸叶面肥 20-60-120（HA≥ 
30 g/L），使用尿素、磷酸二氢钾、磷酸氢二钾、

焦磷酸钾、氯化钾、中性棕黄腐植酸钾（HA≥60%）

等自行配制；硝硫基复合肥（18-18-18）和粉剂水

溶肥（17-9-34）由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供试聚合氨基酸：PGA（5.37%）

由南京轩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叶面肥配制过

程中添加；PASP（30%）由新乡市赛尔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叶面肥配制过程中添加。

1.3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上端直径 25 cm、底面直径 15 cm、

高 20 cm 的塑料钵，每钵风干土 9 kg，每个处理设

置 8 个重复，每钵移栽大小均匀一致番茄苗 1 株，

选择 5 叶 1 心时移栽，采用底肥 + 追肥 + 叶面肥

的方式进行试验，底肥施用普通硝硫基复合肥

3 g/pot，约为 150 kg/hm2。移栽 92 天后进入膨果

期，此时进行追肥和叶面肥喷施。追肥冲施粉剂水

溶肥 1.5 g/pot，相当于大田 75 kg/hm2 施用量，每

两周追肥 1 次；不同类型腐植酸叶面肥每隔 7 天喷

施 1 次（具体施用类型见表 1）中，所有叶面肥均

用 600 倍稀释方式按 750 mL/hm2 喷施。

表 1 试验设计
Tab.1 Test design

处理 施肥

CK 叶面肥 20-60-120（HA≥30 g/L）

T1 叶面肥 20-60-120（HA≥30 g/L+PASP 5 g/L）

T2 叶面肥 20-60-120（HA≥30 g/L+PGA 5 g/L）

T3 叶面肥 20-60-120（HA≥30 g/L+PASP 5 g/L+PGA 5 g/L）

1.4 测定指标及方法

叶绿素相对含量（SPAD 值）：喷施叶面肥后

每 14 天测定 1 次功能叶倒五叶 SPAD 值，每片测

量 3 次， 使 用 KONICA MINOLTA SPAD-502Plus
手持叶绿素仪进行测定。

单株结果数：喷施叶面肥后每 7 天测定各处理

所有结果。

转色率：商品成熟果数 / 单株结果数。

单果重：每个处理各穗果商品成熟期时进行采

收，并测定。

干重：地上部及地下部 105 ℃、30 min 杀青，

80 ℃ 48 h 烘干，称量地上部及地下部干重 [13]。

品质指标：随机挑选样品测定各处理生长成熟

的果实的硝酸盐、Vc、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



腐植酸2022 年第 3 期

95

研究论文

总酸含量。硝酸盐含量测定使用光谱法，可溶性糖

含量测定使用蒽酮法，Vc 含量测定使用 2，6- 二
氯酚靛酚滴定法，可溶性蛋白质含量测定使用考马

斯亮蓝 G-250 染色法，总酸含量测定使用氢氧化

钠滴定法。

土壤理化指标：移栽前、收获后分别测定土

壤养分。土壤自然风干，研磨后过筛，测定 pH 值，

有机质、NH4
+-N、NO3

--N、P、K 含量以及中微

量元素含量等。土壤 pH 值测定使用酸度计（土

水体积比 1.0 ∶ 2.5），NH4
+-N、NO3

--N 含量测

定使用靛酚蓝比色法，P（有效磷）含量测定使用

0.5 mol/L 碳酸氢钠溶液浸提比色法，K（速效钾）

含量测定使用火焰光度计法，有机质含量测定使用

重铬酸钾容量法，中微量元素含量测定使用土壤养

分状况系统研究法（ASI 法）。

1.5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 SPSS Statistics 20 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

在 0.05 水平上对处理间进行 Duncan’s 检验。采用

origin 2018 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番茄 SPAD 值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移栽 92 天后开始喷施腐植酸叶

面肥，各处理 SPAD 值基本一致。106 天时各处理

SPAD 值达到最大，而后开始下降。移栽 106 天后，

CK 处理均小于喷施添加聚合氨基酸的腐植酸叶面

肥处理，在移栽 120 天和移栽 148 天时表现差异显

著，表明腐植酸叶面肥复配聚合氨基酸后可延缓膨

果期叶片 SPAD 值的下降。

表 2 不同处理对番茄 SPAD 值的影响
Tab.2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SPAD value of tomato

移栽后天数（天） CK T1 T2 T3

92 48.16a 49.17a 48.89a 49.04a

106 49.67b 52.30a 53.50a 51.48ab

120 47.68b 52.00a 52.14a 51.50a

134 45.76b 46.89b 51.06a 49.29a

148 41.72b 46.97a 47.21a 47.43a

注：同行数据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05），下同。

2.2 不同处理对番茄单株结果数、转色率的影响

移栽 92 天后进入膨果期，各处理结果数无明

显差异。由表 3 可知，移栽 106 天后 CK 处理的单

株结果数开始显著小于其他各处理。移栽 127 天

后 CK 处理的单株结果数与其他各处理差异增大。

T3 处理在移栽 127 天后单株结果数迅速增多，大

于其他各处理。由表 4 可知，各处理间转色率表

现基本一致，移栽后 106 天至 127 天增速最大。

移栽 127天后CK处理转色率显著大于其他各处理，

移栽 141 天后 T3 处理显著小于其他处理。

2.3 不同处理对番茄单果重、干重的影响

由图 1 可知，各处理单果重无显著差异，CK
处理单果重小于喷施添加聚合氨基酸的腐植酸叶面

肥处理，表明添加聚合氨基酸对单果重影响较小。

由图 2 可知，CK、T1、T2 等处理的地上部、地下

部干重间无显著差异，T3 处理则显著大于其他各

处理，总干重也显著大于其他各处理。

2.4 不同处理对番茄果实品质的影响

由表 5 可知，添加聚合氨基酸显著降低了番茄

硝酸盐含量，T1、T2 处理间无显著差异，T3 处理

显著小于其他各处理。聚合氨基酸的使用降低了可

溶性糖含量，T2 处理显著小于 CK 处理。添加聚

合氨基酸提高了 Vc 含量，T3 处理显著大于其他各

处理，T2 处理显著大于 CK 和 T1 处理，CK 与 T1
处理无显著差异。添加聚合氨基酸显著降低了可溶

性蛋白含量，T1 处理显著低于其他处理，T2、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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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处理对番茄单株结果数的影响
Tab.3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the fruits number of per plant of tomato

移栽后天数（天） CK T1 T2 T3

92 2.80a 2.20b 2.50b 2.90a

99 2.80c 2.63d 3.63b 4.00a

106 3.20c 3.50b 3.63b 4.25a

113 3.10d 3.50c 4.00b 4.44a

120 3.60c 3.88b 4.25a 4.44a

127 3.50c 4.00b 5.00a 5.22a

134 3.60d 4.25c 5.13b 6.00a

141 4.20d 4.75c 5.25b 6.63a

148 4.60c 5.38b 5.38b 7.25a

处理间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低于 CK 处理。总酸 含量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

图 1 不同处理对番茄单果重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single fruit weight of tomato 图 2 不同处理对番茄干重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dry weight of tomato注：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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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部干重
地下部干重

移栽后天数（天） CK T1 T2 T3

106 3.13b 0.00c 10.34a 0.00c 

113 16.13c 0.00d 34.38a 22.50b 

120 37.84c 41.94b 55.88a 35.00d 

127 77.14a 46.88c 60.00b 48.94c 

134 77.78a 61.76b 60.98b 58.33b 

141 71.43a 65.79b 59.52c 56.60d 

148 69.57a 62.79b 62.79b 56.90c 

表 4 不同处理对番茄转色率的影响
Tab.4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the color conversion rate of toma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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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不同处理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由表 6 可知，番茄收获后，与移栽前土壤相比，

土壤 pH 值显著升高；有机质含量由所提升，CK
和 T3 处理提升显著；Mg、S、Zn、B 含量显著升

高；K、Fe、Cu 含量有所升高。这可能是肥料施入、

腐植酸和聚合氨基酸活化土壤养分共同的结果；

而 NH4
+-N、NO3

--N 含量显著降低，Ca 含量降低。

收获后土壤 pH 值在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复配聚

合氨基酸处理的土壤有机质、NO3
--N、P、K、S、

Fe、Mn、Zn、B 含量显著低于 CK，说明聚合氨

基酸促进了这些元素的吸收利用。复配聚合氨基酸

处理的 Ca、Mg 含量显著高于 CK 处理，说明聚合

氨基酸处理抑制 Ca、Mg 的利用。

表 5 不同处理对番茄果实品质的影响
Tab.5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fruit quality of tomato

处理 硝酸盐含量（mg/kg） 可溶性糖含量（%） Vc 含量（mg/kg） 可溶性蛋白质（mg/g） 总酸（g/kg）

CK 798.74a 4.34a 18.10c 0.92a 3.35a

T1 763.91b 4.23a 18.89c 0.58c 3.34a

T2 763.45b 3.71b 19.91b 0.72b 3.18a

T3 665.79c 4.07ab 22.79a 0.78b 3.44a

表 6 不同处理对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
Tab.6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nutrient content of soil

项目 移栽前 CK T1 T2 T3

pH 值 7.86b 8.66a 8.65a 8.54a 8.62a

有机质（%） 0.32c 0.44a 0.37bc 0.35c 0.40b

NH4
+-N（mg/kg） 20.00a 10.50b 11.30b 7.90c 10.50b

NO3
--N（mg/kg） 61.2a 22.9b 14.4d 18.7c 8.8e

P（mg/kg） 33.9c 44.2a 33.2c 39.6b 33.0c

K（mg/kg） 127.6c 152.6a 129.5c 144.1b 134.4c

Ca（mg/kg） 2732.8a 2136.5d 2212.9c 2458.5b 2731.4a

Mg（mg/kg） 521.9e 551.0d 598.9b 640.0a 573.0c

S（mg/kg） 38.5d 175.3a 135.5c 155.6b 146.2bc

Fe（mg/kg） 12.1c 16.9a 12.8c 14.7b 14.2b

Cu（mg/kg） 2.3b 2.8a 2.7a 2.9a 2.8a

Mn（mg/kg） 9.0a 9.1a 8.2b 8.0b 6.6c

Zn（mg/kg） 2.0d 4.2a 3.6c 3.7c 3.9b

B（mg/kg） 1.91c 3.04a 2.74b 2.48b 2.86b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试验结果表明，腐植酸叶面肥复配聚合

氨基酸（PGA 与 PASP），可增大 SPAD 值，提高单

株结果数，稳定转色率，改善品质；促进养分吸收。

一般情况下，陆生植物以根系为主要途径来吸

收介质中的营养元素，但茎叶也可吸收少量外部营

养物质 [14]。通过叶面施肥可使营养成分不经过根

系，快速被植株吸收 [15]；并可有效地增强营养元

素的吸收效率 [16]。叶面肥还可与植物生长调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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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混合施用，促进营养成分的吸收 [17，18]。光合作

用中电子传递依赖 Fe、Mn、Zn 等，N 是叶绿素合

成必须的元素 [19]；本研究中得到了腐植酸叶面肥

复配聚合氨基酸促进了 S、Fe、Mn、Zn、B 等中

微量元素的吸收，同时促进了 N 吸收利用的结论；

而且，腐植酸叶面肥复配聚合氨基酸后可延缓膨果

期叶片 SPAD 值的下降，复配聚合氨基酸显著提高

了 SPAD 值。由此可推测，SPAD 值的提高可能是

因为聚合氨基酸促进了与光合作用相关的营养元素

的吸收 [20]。植物缺乏 Fe、Mn、Zn、B 等微量元素

时，会造成落花落果 [21]，腐植酸叶面肥复配聚合

氨基酸促进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显著增大结果数，

稳定转色率，增大植株干重，降低硝酸盐含量，提

高 Vc 含量。同时添加 2 种氨基酸时对干重、品质

等性状影响更显著，表明番茄可吸收利用氨基酸，

进而提高其产量和品质。

对于腐植酸叶面肥复配聚合氨基酸对土壤养

分和植物养分吸收利用率的影响，还需设置不施肥

处理，研究植株对土壤中固有养分的吸收利用以及

植株对养分吸收利用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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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复合肥对黑皮冬瓜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邹庆圆 刘会丽 郑若菁 黄泽双

广东拉多美化肥有限公司 广州 511453

摘   要：采用田间小区试验和应用示范相结合，研究施用腐植酸复合肥对黑皮冬瓜产量和品质的影

响。结果表明：与未施肥处理相比，施肥能显著促进冬瓜生长、改善其品质、提高其产量和经济效益。

与施用普通复合肥相比，施用腐植酸复合肥能显著促进黑皮冬瓜株高、茎粗的生长；显著提高黑皮

冬瓜的鲜重、干重、干物质含量、Vc 含量；显著提高黑皮冬瓜的耐贮藏性质。增产效果与经济效

益显著，增产率达到了 13.8%，产投比为 1.89 ∶ 1。
关键词：腐植酸复合肥 黑皮冬瓜 产量 品质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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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 on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Black Wax Gourd
Zou Qingyuan, Liu Huili, Zheng Ruojing, Huang Zes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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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Effects of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 on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black wax gourd were studied 
with field trials and application demonstra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no fertilization 
treatment, fertiliza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growth, quality, yield and economic benefit of wax 
gourd. Compared with common compound fertilizer,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plant height and stem thickness, fresh weight, dry weight, dry matter content and vitamin C 
content, while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torage properties of black wax gourd. The yield and economic 
benefi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13.8% that made the production-to-investment ratio reach to 1.89 ∶ 1.
Key words: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 black wax gourd; yield; quality; economic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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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冬瓜是冬瓜常见的栽培品种，为华南重要

的蔬菜作物 [1]。生产中，黑皮冬瓜的产量除受品种

特性控制外，还受栽培措施的影响 [2]，合理施肥是

其增产的主要栽培措施之一 [3，4]。冬瓜生长速度快、

生长量大、产量高，对肥料养分需求量也较大 [5]。

当前，黑皮冬瓜种植施用的肥料多为化肥，但随着

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对土壤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如增加了土壤重金属与有毒元素，导致土壤硝酸盐

积累，破坏土壤结构，进而降低土壤肥力和黑皮冬

瓜产量 [6，7]。有研究表明，腐植酸复合肥中含有的

腐植酸为优质有机质，可以促进植物生长发育，改

良土壤结构，增强作物抗逆性，改善植物营养状况，

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和开发前景 [8 ～ 10]。

本试验通过开展腐植酸复合肥与普通复合肥

的田间试验，探索腐植酸复合肥对改善冬瓜品质、

提高产量等方面的作用，为腐植酸复合肥在黑皮冬

瓜上的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时间、地点

试验于 2021 年 2 月—5 月在广东省惠州市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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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县杨村镇开展，前茬作物为菜心，土壤肥力中

等，地势平坦，排灌方便。试验地土壤质地为粘壤

土，有机质含量 16.8 g/kg，全氮含量 0.983 g/kg，
有效磷含量 42.9 mg/kg，速效钾含量 69 mg/kg，土

壤 pH 值为 6.2。
1.2 试验材料

供试肥料：腐植酸复合肥（N+P2O5+K2O≥51%，

总腐植酸含量 ≥2%）、普通复合肥（N+P2O5+K2O≥ 
51%）、生物有机肥（有机质含量 ≥45%），以上

肥料均由广东拉多美化肥有限公司生产提供。

供试作物：杂交黑皮冬瓜矮柱型。

1.3 试验方法与设计

试验共设 3 个处理，处理 1（T1）：施用腐植

酸复合肥；处理 2（T2）：施用普通复合肥（不含

腐植酸）；处理 3（CK）不施肥料，空白对照。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处理 3 次重复，小区面积

66.7 m2，小区四周设置保护行，除施肥不同外，

其他田间农艺措施一致。

遵循当地农事操作习惯，按照不同处理的肥料

进行施用，基肥：复合肥 100 千克 / 亩 + 生物有机肥

100千克 /亩，撒施；营养生长期：复合肥10千克 /亩，

每间隔 10 ～ 15 天追施 1 次，共追施 3 次，喷施；

膨果期：复合肥 10 千克 / 亩，每间隔 10 ～ 15 天

追施 1 次，共追施 3 次，喷施。

1.4 测试项目与方法

1.4.1 农艺性状的测定

分别于黑皮冬瓜生长的不同时期进行田间调

查，采用标准取样法，取样测量相应的农艺性状。

调查项目如下：苗期调查株高，茎粗（植株茎部离

地面 1 cm 处直径），功能叶长、叶宽、厚度（采

用厚度仪），叶绿素相对含量（采用手持叶绿素仪，

SPAD 值）；开花结果期和膨果期调查植株的冬瓜

瓜长、瓜横径、瓜果围、果肉厚、单瓜鲜重等。

1.4.2 商品性状及产量的测定

在收获期每小区选取 5 个瓜，测定黑皮冬瓜商

品性状，并分别称量各小区产量。

瓜长（cm）：瓜梗基部至瓜脐部最长处；瓜

横径（cm）：冬瓜最宽处横径；瓜果围（cm）：

用软尺测量冬瓜上、中、下三部位的周长，取平均

值；果肉厚（cm）：分别在瓜上中下围处切开，

并测量 4 个方向的果肉厚度，取平均值；果形指数：

果实果长与中果围的比值，一般情况下，果形指数

越小，果形越饱满；亩产量（kg）：记录小区冬瓜

总质量，并折算成亩产量。

1.4.3 品质性状的测定

在收获期取代表性商品瓜 3 个，测定黑皮冬瓜

品质性状。

单瓜鲜重（kg）：用电子天平称重记录单瓜鲜

重，取平均值；单瓜干重（kg）：采用恒温烘箱在

70 ℃条件下烘至恒重，记为干重，取平均值；干物

质含量（%）：单瓜干重 / 单瓜鲜重 ×100；Vc 含

量（mg/kg）：采用 2，6- 二氯靛酚滴定法测定；

可溶性糖含量（%）：采用手持数显糖度计进行测定。

1.5 试验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2019 进行数据处理，采用 SPSS 17.0
进行数据分析，LSD 法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腐植酸复合肥对黑皮冬瓜农艺性状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通过不同时期农艺性状的调查，

施肥处理与 CK 处理相比各指标均达显著差异。T1
处理与 T2 处理相比在不同时期均表现出一定的优

势。在苗期，T1 处理的株高、茎粗、SPAD 值与

T2 处理相比均达到显著差异，但叶长、叶宽和叶

片厚度无显著差异；在开花结果期，T1 处理的株

高、茎粗和瓜长与 T2 处理相比均达到显著差异，

但瓜横径无显著差异；在膨果期，T1 处理的茎粗、

瓜长和瓜横径与 T2 处理相比也达到了显著差异。

2.2 腐植酸复合肥对黑皮冬瓜商品性状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各施肥处理除果形指数无显著差

异外，其他商品性状均显著优于 CK 处理，T1 处理

的瓜长、瓜横径、瓜果围、果肉厚显著优于 T2 处理。

表明施肥能显著提高冬瓜的商品性状，其中施用腐

植酸复合肥对冬瓜瓜长、瓜横径、瓜果围、果肉厚

有显著促进作用，有助于冬瓜商品性状的提高。

2.3 腐植酸复合肥对黑皮冬瓜品质性状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除单瓜干重指标，各施肥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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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瓜品质性状显著优于 CK 处理。其中 T1 处理的

冬瓜品质性状综合最佳，其单瓜鲜重、单瓜干重、

干物质含量、Vc 含量均显著优于 T2 处理，而 2 个

处理的可溶性糖含量差异不显著。说明施用含腐植

酸复合肥对冬瓜的鲜重、干重、干物质含量、Vc

含量均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能有效地提高冬瓜的品

质性状。

而干物质含量的高低代表了冬瓜的耐贮藏性

质，该施肥试验结果也说明了腐植酸复合肥能显著

提高冬瓜的耐贮藏性质。

表 1 腐植酸复合肥对黑皮冬瓜农艺性状的影响
Tab.1 Effects of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 on agronomic characters of black wax gourd

处理

苗期 开花结果期 膨果期

株高

（cm）

茎粗

（mm）

叶长

（cm）

叶宽

（cm）

叶片厚度

（mm）
SPAD 值

株高

（cm）

茎粗

（mm）

瓜长

（cm）

瓜横径

（cm）

茎粗

（mm）

瓜长

（cm）

瓜横径

（cm）

T1 71.6a 9.17a 24.2a 18.3a 0.58a 29.31a 123.5a 15.6a 18.6a 6.5a 19.7a 53.8a 18.9a

T2 63.2b 8.22b 21.5a 17.2a 0.53a 26.44b 117.3b 13.9b 14.3b 5.8a 17.3b 42.5b 14.2b

CK 43.6c 6.54c 18.3b 15.6b 0.48b 21.35c 89.6c 10.2c 8.6c 3.6b 13.2c 31.2c 9.9c

注：表中数据表示为平均值，同列数字后面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05），下同。

表 2 腐植酸复合肥对黑皮冬瓜商品性状的影响
Tab.2 Effects of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 on commercial traits of black wax gourd

处理 瓜长（cm） 瓜横径（cm） 瓜果围（cm） 果肉厚（mm） 果形指数

T1 61.3a 19.4a 62.7a 62.44a 0.978a

T2 56.2b 17.8b 58.4b 55.84b 0.962a

CK 48.3c 11.5c 49.6c 46.20c 0.974a

表 3 腐植酸复合肥对黑皮冬瓜品质性状的影响
Tab.3 Effects of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 on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black wax gourd

处理 单瓜鲜重（kg） 单瓜干重（kg） 干物质含量（%） Vc 含量（mg/kg） 可溶性糖含量（%）

T1 12.25a 0.467a 3.81a 19.4a 3.12a

T2 11.30b 0.390b 3.45b 17.8b 2.94a

CK 9.70c 0.332b 3.42c 15.9c 2.68b

2.4 腐植酸复合肥对黑皮冬瓜产量的影响

由表 4 可知，各处理冬瓜产量 T1 ＞ T2 ＞ CK，

其中 T1 处理冬瓜理论亩产量为 8196.9 kg，T2 处理

冬瓜理论亩产量为 7202.9 kg，T1 与 CK 处理相比同

比增产率为 62.7%，与 T2 处理相比同比增产率为

13.5%，T2 与 CK 处理相比同比增产率为 43.0%。

T1、T2 处理与 CK 处理均达到了显著差异，表明施

肥能显著提高冬瓜的产量。T1 与 T2 处理间差异达

到了显著性水平，说明与普通复合肥相比，施用含

腐植酸复合肥能显著提高冬瓜的产量。

2.5 腐植酸复合肥对黑皮冬瓜经济效益的影响

按照当地当年冬瓜的收购价格 0.96 元 / 千克计

算产值，可反应出腐植酸复合肥对冬瓜经济效益的

影响（表 5）。T1 处理冬瓜亩产量为 8196.9 kg，理

论亩产值为 7869.02 元，产投比为 1.89 ∶ 1；T2
处理亩产量为 7202.9 kg，理论亩产值为 6914.78 元，

产投比为 1.71 ∶ 1；CK 处理亩产量为 4872.3 kg，
理论亩产值为 4677.45 元，产投比为 1.46 ∶ 1；T1
与 CK 处理相比纯收入增加 834.24 元 / 亩。T2 与

CK 处理相比纯收入增加 1397.33 元 / 亩。表明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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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腐植酸复合肥对黑皮冬瓜产量的影响
Tab. 4 Effects of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 on yield of black wax gourd

处理
小区产量（kg） 理论亩产量

（kg）
与 CK 相比增产率

（%）

与 T2 相比增产率

（%）Ⅰ Ⅱ Ⅲ 平均产量

T1 824.52 792.60 841.95 819.69a 8196.9a 62.7% 13.8%

T2 717.26 699.31 744.30 720.29b 7202.9b 43.0% —

CK 489.20 501.20 521.30 503.90c 5039.0c — —

表 5 腐植酸复合肥对黑皮冬瓜经济效益的影响
Tab.5 Effects of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 on economic benefits of black wax gourd

处理
理论产量

（千克 /亩）

理论产值

（元 / 亩）

较 CK 增加产值

（元 / 亩）

较 T2 增加产值

（元 / 亩）

肥料成本

（元 /亩）

其他成本

（元 / 亩）

较 T2 增加纯收入

（元 / 亩）
产投比

T1 8196.9 7869.02 3191.57 954.24 960 3200 834.24 1.89 ∶ 1

T2 7202.9 6914.78 2237.33 — 840 3200 — 1.71 ∶ 1

CK 4872.3 4677.45 — — 0 3200 — 1.46 ∶ 1

3  结论

在本试验条件下可知，与未施肥的处理相比，

施肥处理能显著促进黑皮冬瓜的生长、改善果实

的品质、提高产量和经济效益。施用腐植酸复合肥

与施用普通复合肥相比能更有效促进黑皮冬瓜的株

高、茎粗、SPAD 值、瓜长、瓜横径，提高黑皮冬

瓜的商品性状，提高黑皮冬瓜的耐贮藏性质及品质

性状，提高黑皮冬瓜的产量及经济效益。与普通复

合肥相比，施用腐植酸复合肥的黑皮冬瓜增产率达

到了 13.8%，产投比为 1.89 ∶ 1，与普通复合肥的

1.71 ∶ 1 相比，经济效益显著。

本试验中，与普通复合肥相比，腐植酸复合

肥对黑皮冬瓜果实的品质、产量均有显著的影响，

进一步验证了腐植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作物产

量，改善农产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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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促进候选细菌丰富植物微生物群以抑制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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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腐植酸（HA）通过调节植物的激素和氧化还原代谢来刺激几种植物种类的生长，然而，

关于 HA 与植物相关菌群的关系鲜有报道。本文中，我们假设 HA 效应与植物相关细菌群落的调

控同时发生，水稻在施用或不施用 HA（80 mg/L）的营养液中生长 264 h，每 24 h 评价 1 次植株生

长，施用 240 h 后取样品进行 16S rRNA 基因测序。第 1 次施用 HA 后，从 100 h 到 264 h 植株净同

化率、绝对生长率和相对生长率增加，根系体积和其他生长变量在植物生长周期的不同时间受到

刺激。宏基因组分类揭示，使用 HA 后细菌群落结构和组成受到影响，HA 处理的根部，群落成员

间的相互作用增强，显示更多关联更密切的细菌群落，鞘氨醇菌属（Chitinophaga）和粘液杆菌属

（Mucilaginibacter）是 HA 处理后根系的优势菌属。据报道，这些细菌能产生酶，降解真菌、卵菌

和线虫卵壁中的化合物。铁载体产生者和植物生长促进者——假单胞菌（Pseudomonas）和酸杆菌

Gp1（Acidobacteria Gp1）均富集，虽然丰度较低。鉴于这些结果，我们认为植物组建这些微生物是

为了应对 HA—根互作引起的胁迫。我们的研究结果首次表明，受 HA 刺激的植物可能采用组建细

菌群落成员的生态策略，这些细菌群落成员是抑制病原体的候选者，因而参与植物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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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ic acids (HA) stimulate the growth of several plant species by regulating their hormonal 
and redox metabolisms. Nevertheless, studies o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lant-associated microbiota are 
almost nonexistent. Here, we hypothesized that the HA effect occurs in parallel with the regulation of the 
plant-associated bacterial community. Rice was grown for 264 h in nutrient solution supplied or not with 
HA (80 mg/L). Plant growth was evaluated every 24 h and samples for 16S rRNA gene sequencing were 
taken after 240 h. The plant’s net assimilation rate and the absolute and relative growth rates increased from 
100 h to 264 h after the first HA application. The root volume and other growth variables were stimulated 
at different times along the plant growth cycle. Metataxonomics revealed that bacter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were affected upon HA applicati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increased in HA-treated roots, showing more connected bacterial communities. Chitinophaga 
and Mucilaginibacter  were the predominant genera in HA treated roots. These bacteria are reported to 
produce enzymes that degrade compounds present in the wall of fungi, oomycetes, and nematode eggs. 
Pseudomonas and Acidobacteria Gp 1, both siderophore-producers and plant-growth promoters were also 
enriched, although with lower abundances. Given these results, we suggest that plants recruited these 
microorganisms in response to the stress caused by the HA-root interaction. For the first time,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HA-stimulated plants may adopt the ecological strategy of recruiting members of the bacterial 
community that are candidates for the suppression of pathogens and, therefore, involved in plant defense.
Key words: humic substances; metaxonomics; plant microbiome; plant-growth promotion; plant-microbe 
interactions; plant defense 

腐殖质（HS）通过影响土壤物理、化学和生

物特性，进而对植物有益。HS还可以促进植物生长，

包括改变根的厚度、长度、分枝和密度，从而改变

根的结构（Canellas 和 Olivares，2014；García 等，

2016；Tavares 等，2020）。但是，它的影响并不

局限于根形态上的变化。腐植酸（HA）能调节激

素信号通路，一些科学家认为腐殖质组分可以模拟

生长素，被细胞受体识别（Canellas 等，2002）。

另有研究表明（Olaetxea 等，2015），HA 通过脱

落酸（ABA）途径调控胁迫条件下膜水通道蛋白

（PIP）的基因表达。HA 也可以调节植物的氧化

还原代谢，调节活性氧的浓度，刺激过氧化物酶、

过氧化氢酶和液泡膜水通道蛋白（TIPs）的表达

（García 等，2016）。

通过影响植物代谢，HS 还可以改变根系分泌

物的分布，从而干扰根际微生物群落结构（Puglisi
等，2009，2013）。HS 结构的复杂性使这些物质

诱发多种代谢途径，进而发生与植物相关的微生物

相互作用。一些研究报道了外源施用 HS 和促生菌

的益处（Canellas 等，2013；Marques Júnior 等，

2008；Olivares 等，2015）。例如施用 HA 后，血

清草菌（Herbaspirillum seropedicae）在玉米根产

生特异性的生物膜并定殖（Canellas 和 Olivares，
2017），细菌和 HA 共接种保护植物免受水分胁迫

的不利影响（Aguiar 等，2016）。HA 刺激氧化代

谢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和抗坏血酸过

氧化物酶）活性，反过来，细菌诱导植物能保持相

对含水量和气孔（Aguiar 等，2016）。

在文献中已经证实，植物组织中自然维系着较

高的微生物多样性（Hardoim 等，2008），这些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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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微生物可以通过种子遗传，正如在水稻的研究中

已经证明的那样。其中，与第一代种子相关的细菌

群落，有 45% 已经在第二代中被发现（Hardoim 等，

2012）。这种微生物群落通过多种机制影响植物的

生长、健康和生存（Vandenkoornhuyse 等，2015；
Carrión 等，2019），且与植物生理的变化密切相

关（Hallmann 和 Berg，2006），也与环境条件密

切相关（Hardoim 等，2012）。尽管 HA 很重要，

但其对这些植物相关微生物群落影响的研究鲜有报

道。如上所述，这些物质会影响植物的生理变化，

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也会影响微生物群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假设 HA 的作用与植物

相关细菌群落的调节同时发生，特别是促进植物

生长的细菌。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将 HS 组

分中可溶于碱性 pH 且在酸性介质中沉淀的 HA
（Schnitzer，1978），施用于水稻苗的根部，每隔

72 h 向营养液中添加 HA，持续 264 h。每间隔 24 h
采集植物 1 次，连续采样，评估水稻发育情况。通

过对 240 h 样品的 16S rRNA 基因测序，对生长量

变化和根系形态变化以及细菌群落的分类学特征进

行评估。

1  材料和方法

1.1 HA 的提取、纯化和表征

从牛粪、蚯蚓粪中分离出 HAs，并根据国际腐

殖质学会（International Humic Substances Society，
IHSS，2020）推荐的方法纯化，详情请参阅补充

资料。HAs 的理化性质见先前报道（Tavares 等，

2020）。

1.2 水稻植株根系形态参数的试验设计、取样及

      评价

试验采用完全随机设计（Steel 和 Torrie，1980）。
处理包括：2 个因素水平，HA 施用（有或没有

HA）和采样时间（试验过程中每间隔 24 h采样 1次，

共采样 11 次），共 22 个组合，每个组合 6 次重复，

对 528 个试验样品进行评估。

“Piauí”水稻在光周期为 12 h/12 h（光 / 暗）

的条件下生长，光合作用的光子流为480 μmol/m2 s，

相对湿度为 70%，温度为 28 ℃ /24 ℃（昼 / 夜）。

种子用 2% 次氯酸钠消毒 30 min，然后用蒸馏水洗

涤 10 次。在萌发 7 天后，将秧苗移栽到有容量为

0.7 L 霍格兰溶液的盆中（每盆 4 株）（Hoagland
和 Arnon，1950）。

营养液中 HAs 施用剂量为 80 mg /L，当养分

浓度改变时，每 72 h 添加 80 mg/L HA 到营养液中，

对照组不施用 HAs。每 24 h 采集 1 次植株，直到

移栽后 264 h（共 11 天），并测定以下变量：根和

地上部干物质量，叶面积，根系长度、表面积、

体积以及根尖数量。用光电计（LI-3000，Li-Cor）
测算叶面积。使用 Epson Expression 10000XL 系统

扫描根部，该系统带有一个额外的光单元（Turbo 
Pascal Unit，TPU）。参照前人的研究方法（Tavares
等，2020），使用 WinRhizo Arabidopsi 软件（Régent 
Instruments Inc.，Quebec，Canada）分析根长（mm）、

表面积（mm2）、体积（mm3）和根尖数量。

数据正态性和同方差性分别用 Shapiro-Wilk 和

Bartlett 进行检验。参照 Steel 等（1980）使用的 R
软件（R Core Team，2020），对数据进行方差分

析（P<0.05）。

1.3 水稻生长的定量分析

根据总干物质量和叶面积对植株生长进行分析。

使用非线性回归对原始数据进行调整，推导出生

长率，并估算出瞬时速率值（Araújo 和 Rossiello，
2013）。因此，在 Hunt（1982）提出的各种模型

中，我们决定使用基于迭代过程的 Logistic 模型

（Hunt，1982；Ritz 等，2015）。模型的选择是基于

估计系数和决定系数（R2）的显著性，以及被测变

量的时间变化的整体趋势（Araújo，2003；Araújo 和 
Rossiello，2013）。这是一个渐近模型，趋于最大值。

由总干物质量或叶面积指数的 Logistics 函数 [ 公
式（1）]，得到绝对生长率 [AGR，公式（2）]、相

对生长率 [RGR，公式（3）] 和净同化率 [NAR，公

式（4）]，计算公式如下：

W =
α

1±β×e（-κT）（mg）

AGR =
1±β×e

α×β×κ×e（-κ×T）

(-κ×T )2
（mg/h）

RGR =
1±β×e
β×κ×e（-κ×T）

（mg/mg h）
（-κ×T）

NAR =
A
1

（mg/cm2 h）×
dT
dW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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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 为观测数据，T 为施用 HA 后的小时

数，α，β，κ 是非线性回归系数。选择 Logistic
模型是因为估计系数对观测到的R2 的显著性（R2

大于 70%），以及所得曲线合适的生物学显著性。

AGR 表示单位时间内生物量生产的速度，RGR
表示单位已有材料的生物量生产的速度（Hunt，
1982）。通过使用 DRC 软件包的迭代过程，用数

学函数处理叶面积和总干物质量的原始数据（Ritz
等，2015）。

用F 检验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误差的正态性

通过 Shapiro-Wilk 检验和 Bartlett 检验来验证差异

的同方差性（Neter 等，1974；Araujo，2003）。

采用 R 软件（R Core Team，2020）和 ggplot2 包

（Wickham，2016），将数据呈现为具有F 检验显

著性的箱形图。

1.4 DNA 提取和 16S rRNA 测序

第 1 次施用 HA 240 h 后，收集施用或未施用过

HA 的水稻植株，用于 DNA 提取和 16S rRNA 基因

测序。根据 PowerPlant ®Pro DNA 分离试剂盒（MO 
BIO）的步骤，从地上部和根部提取总 DNA。

DNA 质量检测采用 1% 琼脂糖凝胶电泳，用溴化乙

锭凝胶进行染色，并采用分光光度法在 NanoDrop 
1000 中进行 DNA 定量。16S rRNA 基因的 V4 区

测序采用 515F（GTGCCAGCMGCCGCGGTAA）

和 806R（GGACTACHVGGGTWTCTAAT）引物

（Caporaso 等，2012），并遵循地球微生物组项目

的协议（http://www.earthmicrobiome.org/protocols-
and-standards/16S/）。使用肽核酸（Peptide nucleic 
acid，PNA）夹钳，阻断叶绿体和线粒体序列的扩

增（Fitzpatrick 等，2018）。在阿贡国家实验室环

境样品制备和测序设备MiSeq测序机上进行测序。

1.5 序列分析

使用 CASAVA v.1.8（Illumina）将基因文库多

路解编，将其存放在基因库序列读取档案中，编号

为 SAMN5464651 至 SAMN5464666（补充表 1）。

序列分析使用了开源软件 Mothur v.1.41.1（Schloss
等，2009），并按照 MiSeq 标准操作程序指南进行

（https://www.mothur.org/wiki/MiSeq_SOP）。正向序

列和反向序列组装，共产生 288780 个读取量，范围

在 247 ～ 502 个碱基对之间，平均库容量为 16043 个

读取量。去除不明确的序列，大于 257 bp 的序列，

以及含有 8 个以上均聚物的序列。这些步骤之后，

总共保留了 245783 个序列。将其划分为 29572 个独

特序列，采用标准设置的全局比对方法（Needleman
和 Wunsch，1970）与参考数据库（SILVA bacterial 
release 132（Quast 等，2012；Yilmaz 等，2014） 的

V4 区进行比对。对比序列使用 pre.cluster（差异 =2）
程序进行分组，并使用 UCHIME 软件检查嵌合体

（Edgar 等，2011），然后将嵌合体移除。使用核

糖体数据库项目分类器工具（Cole 等，2009）对操

作分类单元（OTUs）分类，引导程序为 80%。去除

未知 OTUs 和真核生物、古生菌、线粒体、叶绿体。

采用 97% 相似度（切值 cutoff=0.03）的平均近邻算

法对序列进行聚类，使序列能在属水平上进行分类

（Comeau 等，2011）。

将文件导入 R 软件（R Core Team，2020），

并使用软件包 phyloseq（McMurdie 和 Holmes，
2013）、stringr（Wickham，2016）、vegan（Oksanen等，

2020）、DESeq2（Love 等，2014）、factoextra
（Kassambara和 Mundt，2020）、ggpubr（Kassambara，
2020）和 ggplot2（Wickham，2016）进行分析。

首先，在 OTU 和门水平上，用 OTU 数据计算

相关矩阵并进行主成分分析（PCA）（Legendre
和 Legendre，1998）。在 vegan 软件包中，这种

排序方法是基于除趋势对应分析（DCA）测量生

态梯度的长度来选择的（Ter Braak 和 Prentice，
1988），利用 decorana 函数对稀有物种减量进行

计算。使用相关矩阵来避免非常丰富的 OTU 主导

分析。采用 k-means 方法鉴定样本组（Legendre
和 Legendre，1998），通过 999 排列相似性分析

（ANOSIM）评估各组的显著性（P<0.05）（Clarke，
1993；Warton 等，2012）。此外，将相同的数据

通过 Euclidean 距离和 Ward 算法进行分层聚类分

析，目的是进一步确认群落是如何根据其分类学组

W =
α

1±β×e（-κT）（mg）

AGR =
1±β×e

α×β×κ×e（-κ×T）

(-κ×T )2
（mg/h）

RGR =
1±β×e
β×κ×e（-κ×T）

（mg/mg h）
（-κ×T）

NAR =
A
1

（mg/cm2 h）×
dT
dW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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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进行分组的。

利用软件包 DESeq2 的负二项分布差异基因表

达分析（Love 等，2014），鉴定了在 HA 处理植

物中丰度差异富集或减少的细菌属。DESeq2 估算

计数数据的方差 - 均值相关性，并基于使用负二项

分布的模型测试其差异丰度。这种方法最初是为了

识别 RNA 测序分析中的差异表达基因而开发的，

同时也被用于识别宏基因组分析计数数据的差异。

当显著时调整的P 值小于 1%（P<0.01），被认为

是差异丰富的类群。箱形图显示了受显著影响的类

群的丰度。建立柱状图，用来显示植物门和属的丰

度变化，未发现丰度 <2% 的类群。

使用 R 软件包 SpiecEasi（Kurtz 等，2021）、

igraph（Csardi 等，2006）和 microeco（Liu 等，

2021）对每个处理进行网络分析，OTUs 之间的

相关性由 Sparcc 算法推导（Friedman 和 Alm，

2012）。通过 100 次重复计算相关显著性，网络

中仅显示大于 0.6 或小于 -0.6（P<0.01）的统计

上显著的相关性。使用 Gephi 软件（Bastian 等，

2009）在 Fruchterman-Reingold 设计（Fruchterman
等，1991）中绘制网络图，并在同一程序中计算

其特性。

2  结果

2.1 HA 对水稻干物质量、根系生长和发育的影响

HA 对根和地上部干物质量累积的影响在整个评

估阶段有所不同。第 1 次施用 HA 24 h 后，根干物质

量降低，48 h 后恢复。在施用 HA 144 和 216 h 后，

根干物质量增加（P<0.001）（图 1a）。地上部干

物质量也有类似的变化，在施用 HA 144 和 264 h
后显著增加（P<0.001）（图 1b）。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观察到干物质量累积的变

化，NAR、AGR 和 RGR 的结果显示出 HA 对植物

生长的正效应（图 1e、图 1c、图 1d）。在 2 个处

理中，根据原始数据进行调整后的 Logistic 模型系

数极其显著（P<0.001）（表 1）。总干物质量的

R2 值在 0.92 ～ 0.93 之间，叶面积指数的 R2 值在

0.90 ～ 0.92 之间，始终较高，与原始数据吻合。

NAR 随着 HA 的施用而增加（图 1e），表明 HA
对光合代谢成分有刺激作用。HA 处理的结果表明，

100 h 时 AGR 和 RGR 增加，并一直保持到试验结

束（图 1c、图 1d）。

施用 HA 显著增加了根干物质量，根系长度、

表面积和体积（图 1a 和图 2a、图 2b、图 2c），

这些响应随测定时间不同而变化，但所有这些结

果都指出了施用 HA 后水稻根系的形态变化和生

长刺激。48 h 后和整个试验剩余时间里，根系

体积显著增加（图 2c），而在 144 h 后才观察

到 HA 对根干物质量的影响（图 1a），根系长度

和表面积分别在 216 h 和 192 h 后显著增加（图

2a，图 2b）。根尖数量除了第 1 次施用 144 h 出

现了不利影响（P<0.001）外，其余影响并不显著

（图 2d）。

2.2 HA 作用下水稻植株共生细菌群落的变化

第 1 次施用 HA 240 h 后，收集施用和未施用

HA 的水稻植株，用于 DNA 提取和 16S rRNA 基

因测序。利用 PCA，将植物相关的细菌群落分为

3 大类：一是经过 HA 处理的根部细菌群落；二

是没有施用 HA 的根部细菌群落；三是在地上部

形成的细菌群落（图 3）。这种划分在 OTU（图

3a）和门水平（图 3c）都可以观察到，与 PCA 相

似的 DCA 结果同样支持这一划分（补充图 1）。

DCA 的结果显示，在根部细菌群落中，基于植

物单元（根部与地上部）的细菌群落与经 HA 处

理的群落之间存在区别，有更高的变异性，这与

地上部相关的群落具有更高的多样性和组成变异

性是一致的（图 4）。这些结果得到了聚类分析

（k-means 或分层聚类）（图 3b、图 3c）和相似

性分析（ANOSIM）的支持。ANOSIM 分析表明，

根部细菌群落与地上部细菌群落差异显著（R=1，
P=0.001）， 经 HA 处 理 的 也 类 似（R=0.7526，
P<0.001）。虽然这些分析表明，施用与不施用

HA 的地上部相关群落之间没有明显不同，但在门

和属水平上，某些类群的丰度存在差异，这有待

进一步讨论。在地上部细菌群落的多样性更丰富，

从门和属的数量较多这一点可以看出（图 4 和补

充图 2、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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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施用（HA）或不施用（C）80 mg/L 腐植酸处理水稻的根（a）和地上部（b）干物质量以及绝对生长率（c）、

相对生长率（d）和净同化率（e）
Fig.1 Root (a) and shoot (b) dry weight, absolute growth (c), and relative growth (d) rates and 

variations in the net assimilation (e) of rice plants treated (HA) or not (C) with 80 mg/L of humic acids in their roots

注：HA 和 C 分别代表 HA 和对照；* 表示每个采样时间处理之间的显著性差异，经 F 检验，* 表示P<0.10，** 表示

P<0.05；箱形图上面的数字为第一次施用 HA 后的小时数；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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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用 3 参数对施用或不施用腐植酸处理的“Piaui”品种水稻植株总干物质量（TDW）和叶面积指数（LAI）进行

Logistics 回归调整的决定系数（R2）、估计系数（α、β、κ）和概率（P 值）
Tab.1 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 (R 2 ), estimated coefficients (α, β, κ) and probabilities (p-value) of

the logistic type regression adjustments with 3 parameters for total dry weight (TDW) and leaf area index (LAI) of 
the plants of rice var. Piaui treated with and without humic acid

项目
HA 对照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总干物质量

α 0.73901 1.64×10-05*** 0.36831 3.24×10-06***

β 25.41570 2.2×10-16*** 12.42971 1.16×10-10***

κ 0.00794 2.2×10-0.5*** 0.00854 2.2×10-16***

R2 0.93 0.92

叶面积指数

α 69.29880 1.76×10-06*** 57.86514 3.77×10-07***

β 10.33840 3.30×10-08*** 7.97549 4.68×10-07***

κ 0.00992 1.36×10-14*** 0.00995 2.51×10-11***

R2 0.90 0.92

注：显著性水平，*** 表示P<0.001，** 表示P<0.01，* 表示P<0.05。

图 2 施用（HA）或不施用（C）80 mg/L 腐植酸处理水稻根系的长度（a）、表面积（b）、体积（c）和根尖数量（d）
Fig.2 Root length (a), area (b), volume (c), and the number of tips (d) of rice plants 

treated (HA) or not (C) with 80 mg/L of humic acids in their 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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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施用（HA）或不施用（C）80 mg/L 腐植酸处理水稻根部植株间的细菌群落差异
Fig.3 Bacterial communities differed between rice plants treated (HA) or not (C) with 80 mg/L of humic acids in their roots

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树状图显示了所研究的细菌群落在 OTU（a 和 b）和门（c 和 d）水平上的差距。聚类 1、2、3
为 k-means 分析定义的聚类，分别对应于地上部群落（HA-shoot 和 C-shoot），C-shoot、C-root、HA-shoot 和 HA-root 分别

代表不施和施用 HA 处理的水稻地上部和根部，下同。

图 4 根部和地上部中按门和属分类的类群相对丰度
Fig.4 Relative abundance of taxa in roots and shoot classified at phylum and genus levels

注：在属中，只有相对丰度在 2% 以上的类群被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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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宏基因组分类方法，可以区分施用与不施

用 HA 植物共生细菌群落的微生物类群，同时，可

以区分这些微生物类群对植物生长的刺激。细菌群

落的响应是：地上部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丰

度增加，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丰度减少（图

4a）。相反地，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和酸杆

菌门（Acidobacteria）在根部丰度增加。放线菌门

（Actinobacteria）在两个植株部位中丰度减少。

根瘤菌属（Rhizobium）是最丰富的属（图 4b），

主要存在于根部，它构成了 50% 以上的序列。与

我们的预期相反，已被报道可促进植物生长的细

菌，如赖氏菌属（Leifsonia）、硝铵醇单胞菌属

（Sphingomonas）和罗河杆菌属（Rhodanobacter）
的丰度在 HA 处理的根部减少（图 4a 和图 5a、图

5b、图 5c）。相应地，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
的丰度增加，尤其是粘液杆菌属（Mucilaginibacter）
和噬几丁质菌属（Chitinophaga）（图 4 和图 5d、
图 5e、图 5f、图 5g），这种增加通过 DESeq 分

析的统计结果得到验证（补充表 1）。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和 酸 杆 菌 门（Acidobacteria）
的一组代表菌（Gp 1）也富集，但丰度较低（图

5h、图 5i）。虽然 PCA 分析结果没有显示出不同

群落之间的明显差异，但在某些属的丰度上，仍

然可以观察到一些不同。例如，在 HA 处理的地

上部，粘液杆菌属（Mucilaginibacter）、泛菌属

（Pantoea）、潘多拉菌属（Pandoraea）、假单胞

菌属（Pseudomonas）和马赛菌属（Massilia）的丰

度降低（图 5 和补充图 4）。

最后，用网络分析来研究 HA 的施用如何影响

细菌群落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对照植株相比，

经 HA 处理植株的根部细菌网络有更多的节点和连

接，且正连接比例较大（图 6a，图 6b 和表 2）。

该网络模块化更少，每个节点（平均度）的连接数

量更大，路径长度更短，表明群落成员之间的连接

性更高（表 2）。经 DESeq 分析鉴定不同丰度的

一些属，分别是粘液杆菌属（Mucilaginibacter），

新鞘氨醇杆菌属（Novosphingobium），Gp 1，鞘

氨醇单胞菌属（Sphingomonas）和一种未鉴定的鞘

脂杆菌科 Sphingobacteriaceae（补充表 3），同样

属于HA处理植株根部细菌网络的10大中心类群。

与对照相比，HA 处理的地上部细菌网络节点和

连接较少，负边比例较大（图 6c、图 6d 和表 2）。尽

管如此，前者显示每个节点的连接数略多，路径长度

更短，表明群落成员之间的连接程度更高（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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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在施用腐植酸（HA）的根中，其丰度不同程度减少（a、b 和 c）或富集（d 至 i）的主要类群
Fig.5 Major taxa whose abundance were differently decreased (a, b, and c) or 

enriched (d through i) in roots that received humic acids (HA)
注：丰度以序列数表示，白色菱形表示平均计数，* 表示异常值。通过对 DESeq2 软件包中的负二项

分布进行差异基因表达分析，发现丰度差异显著（Love 等，2014）。

序
列

数

序
列

数

序
列

数

序
列

数

序
列

数

序
列

数

序
列

数

序
列

数

序
列

数

HA-shootC-shoot HA-rootC-root

处理
HA-shootC-shoot HA-rootC-root

处理
HA-shootC-shoot HA-rootC-root

处理

HA-shootC-shoot HA-rootC-root

处理
HA-shootC-shoot HA-rootC-root

处理
HA-shootC-shoot HA-rootC-root

处理

HA-shootC-shoot HA-rootC-root

处理
HA-shootC-shoot HA-rootC-root

处理
HA-shootC-shoot HA-rootC-root

处理

a cb

d fe

g ih

500

0

100

200

300

400

0

100

200

300

400

0

200

400

0

200

400

600

400

0

200

400

600

400

0

100

200

0

30

60

90

0

20

30

40

0

10

20

30

10

赖氏菌属 硝铵醇单胞菌属 罗河杆菌属

噬几丁质菌属 粘液杆菌属 OUT5 未分类的噬几丁质菌科

未分类的鞘脂杆菌科 假单胞菌属 未分类的Gp1

图 6 施用（a）和不施用（b）HA 处理的植株根部，施用（c）和不施用（d）HA 处理植株地上部的细菌网络
Fig.6 Bacterial networks in plant roots of HA-treated (a) and no HA-treated (b), 

and plant shoots of HA-treated (c) and no-HA-treated (d)

注：绿边和红边分别表示正相关和负相关，其线条的粗细与相关强度成正比。圆圈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模块，

黄色的中心表示每个网络的十大中心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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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施用与不施用腐植酸植株根部和地上部细菌的网络属性
Tab.2 Attributes of bacterial networks in the roots and shoot of plants treated or not with humic acids

注：C-shoot，C-root，HA-shoot 和 HA-root 分别代表不施用和施用 HA 处理的水稻地上部和根部。

网络属性 HA-root C-root HA-shoot C-shoot

节点数 153 147 74 82

边数 162 136 61 66

正边（%） 57.41 54.41 50.82 63.64

负边（%） 42.59 45.59 49.18 36.36

模块性 0.766 0.766 0.867 0.85

群落数量 13 13 10 11

网络直径 18 18 11 14

平均路径长度 6.242 6.242 3.627 5.893

平均度 2.118 2.118 1.649 1.61

3  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评估了 HA 对水稻生长和根

系形态的影响，并鉴定了在该条件下筛选出的细菌

类群。结果表明，HA 与植物相关的微生物群之间具

有协同作用，它们都可以调节植物的生理过程，从

而对植物有益（Canellas 和 Olivares，2014；Hallmann 
和 Berg，2006）。HA 的有益作用可能来自于其对植

物代谢的直接作用，或通过对植物微生物群的刺激。

根系体积受到显著影响，其他几个生长变量在植物

生长周期的不同时间受到刺激。HA 对植物生长的正

影响主要表现为 AGR、RGR 和 NAR 的显著提高（图

1c、图 1d、图 1e 和表 1）。NAR 表示每单位总叶面

积的干物质产生率，用于衡量植物的光合效率（Hunt，
2017）；RGR 是每单位现有干物质量累计新干物质

量的速率，代表植物生产新干物质的效率（Lowry

和 Smith，2018）；AGR 表示干物质量随时间的累

积，本试验 AGR 值越高表明植物生长过程中干物质

量增加越快，在 100 h 后始终较高，直到试验结束。

较高的生长率与较高的干物质量生产效率有关，

说明光合效率和养分吸收提高，与我们的数据一致。

其他研究报告认为 HA 可以促进光合作用（Jannin
等，2012；Nardi 等，2002），也有关于 HS 刺激植

物主要代谢不同组分的影响报道，包括叶绿素 a 和

b 的活性（Yang 等，2004）以及碳代谢不同组分的

活性，主要是与酶刺激（Nardi 等，2007），碳水化

合物的产生（Merlo 等，1991）和能量代谢基因的

表达（Trevisan 等，2011）有关。也有研究发现，

施用 HA 可显著提高油菜根系的液态光合速率、单

个细胞叶绿体数量和淀粉粒数量，这些效应与 C、

N、S 同化量的增加一致（Jannin 等，2012）。这些

研究者还记录了 HA 诱导的根生长，在我们的工作

图 6 续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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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观察到了这一过程。应用时间评估方法，我们

观察到根和植物干物质量的增量随观测时间的变化

而变化（图 1 和图 2），以每天的取样来评估这些

参数的研究报道不多。然而，HA 对根生长发育的

刺激作用已有研究（Canellas 等，2002；García 等，

2016；Mora 等，2012；Zandonadi 等，2010）报道过。

宏基因组分类分析表明，植物相关细菌群落对

HA 的施用有响应。水培条件下，2 种处理的地上

部细菌群落多样性均高于根部。HA 的施用导致了

根部群落的显著变化，而在地上部的影响较小（图

3）。主要的变化是根部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
和酸杆菌门（Acidobacteria）的丰度增加，地上部

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的丰度增加而拟杆菌门

（Bacteroidetes）的丰度减少。根瘤菌属（Rhizobium）

是豆科植物中最丰富的一个属，特别是在根部。

有研究报道了该属存在于苜蓿（一种豆科植物）

中，且不仅局限于根瘤，也可以在整个植株中发现

（Sturz 等，1997）。这些研究者还发现，叶部的

细菌多样性更高，与我们的观察结果一致。该属能

够在水稻上定殖（Hahn 等，2016；Rosenblueth 等，

2018；Yanni 等，1997），并被报道单独接种或与

巴西偶氮螺旋菌（Azospirillum brasilense）混合接

种可促进水稻生长（Hahn 等，2016）。

施用 HA 后，根部丰度最高的属为噬几丁质菌

属（Chitinophaga）和粘液杆菌属（Mucilaginibacter）
（图 3c、图 4d、图 4e）。这 2 个属都有产生一系

列水解酶的成员，如葡聚糖酶和几丁质酶，还有参

与复合多糖的降解，例如真菌、卵菌和线虫卵细

胞壁中的多糖（Carrion 等，2019；Ramamoorthy
等，2001；Sharma 等，2020；Yoon 等，2012）。

施用一种诱导植物系统抗病（Nicot 等，2016）
并与抑制病原体的植物（Dai 等，2020）有关的

化合物后，根际土壤中鉴定出这些相同的属。此

外，立枯丝核菌（Rhizoctonia solani）对甜菜根的

入侵，刺激了在抑病土壤种植植物中的噬几丁质

菌科（Chitinophagaceae）成员富集（Carrion 等，

2019），这组成员对脱分支酶和与真菌细胞壁降解

相关的酶库有贡献。结合其他机制（如铁载体的产

生），这些功能特征可以从内到外给植物提供保护。

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和放线菌 Gp 1
（Actinobacteria Gp 1）也在施用 HA 处理的根部

被刺激，尽管它们的丰度比噬几丁质菌属（Chiti-
nophaga）和粘液杆菌属（Mucilaginibacte）的丰度

低 10 ～ 20 倍。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被广

泛认为是一种促进植物生长的细菌，它通常与植物

病原体的控制有关（Ramamoorthy 等，2001）。除

了诱导植物防御的直接作用外，来自该属的细菌还

能合成多种抗菌化合物和水解酶，能够降解真菌细

胞壁的成分（Ramamoorthy 等，2001；Wang 等，

2019）。放线菌Gp1（Actinobacteria Gp1）被认为

是通过 idol-3- 乙酸和铁载体产生等机制促进植物

生长（Kielak et 等，2016）。我们强调的第二种

机制也被报道为一种参与抑制植物病原体的机制

（Kloepper 等，1980）。总而言之，这些特性引起

了人们对施用 HA 处理的植物中筛选出的细菌群落，

可能在保护植物免受病原体侵袭方面的关注。

根部的细菌网络在施用 HA 后，群落成员之

间的连接性更高，这表现在它们的节点和连接

数量增加（图 6 和表 2）。一些正向的和反向的

关键类群被鉴定为属于那些不同丰度的类群，

如粘液杆菌属（Mucilaginibacter）、鞘脂杆菌科

（Sphingobacteriaceae）和放线菌Gp1（Actinobacteria 
Gp 1），进一步说明它们可能与施用 HA 处理的

植株根部细菌群落有关，其中还包括被认为能

够产生 II 型多酮（Klein 等，2020）的纤线杆菌属

（Ktedonobacter）和前面已讨论的在所有处理和 2 个

植物部位均发现的根瘤菌属（Rhizobium）。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抑病土壤根际群落是植物

防御的第一道防线（Mendes 等，2011），当这一屏

障被打破时，病原体需要面对由植物诱导而产生的

防御机制（Jones 和 Dangl，2006）。入侵和进入植

物组织后，菌群的调节可以作为另一个保护层，为

抵御感染进程的第三道防线（Carrion 等，2019）。

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发现，在接种病原体的抑菌土壤

种植的甜菜中，假单胞菌科（Pseudomonadaceae）
和噬几丁质菌科（Chitinophagaceae）均有富集，特

别是第二家族的成员对脱支酶和真菌细胞壁降解的

相关酶有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在施用 HA 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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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菌群增加。

这是我们第 1 次注意到，HAs 可能在刺激植物

相关的细菌群落成员中发挥作用，从而保护植物免

受病原体的侵袭。鉴于这些结果，我们认为植物组

建这些微生物是为了应对 HA- 根相互作用引起的胁

迫（Berbara 和 García，2014；García 等，2016）。

当 HA 被施用于植物根部，HA 组分在根表面凝聚，

造成轻微和短暂的胁迫，在此基础上，植物通过活

性氧调节信号传导，诱导植物进入保护非生物胁迫

的生理状态（Berbara 和 García，2014；García 等，

2016）。这种胁迫可能是刺激植物群落组成变化和

潜在参与植物防御的细菌富集的机制之一。此前的

研究也表明，细菌和 HA 的共同应用提高了大豆植

株对水分胁迫的恢复能力，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假

设（Olivares 等，2017）。这些类似研究的作者报

告了在水分限制条件下，不同的甘蔗在使用细菌、

HAs 和两者混合物时的反应，复水处理后，只有

HA 处理的植株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抗

坏血酸过氧化物酶等抗氧化酶活性仍较高。研究还

指出了 HS 在植物对生物制剂抗性中的作用，以及

对植物次生防御代谢的影响（Abdel-Monaim 等，

2011；Polak 和 Pospisil，1995）。HA 处理的植株

表现出较高的苯丙氨酸（酪氨酸）解氨酶（PAL/
TAL；EC 4.3.1.5），它是 1 种催化酚类化合物生物

合成第 1 步的酶（Canellas 等，2013；Schiavon 等，

2010），是 1 种次生代谢产物，保护植物免受各种

生物和非生物胁迫（Dixon 和 Paiva，1995）。有研

究指出，HAs 对苯丙素代谢的影响与它们的化学结

构、共纯化的真菌诱导子以及这些物质的其他信号

分子有关（Schiavon 等，2010）。

将植物暴露于 HA 引起的假胁迫，可以使植物

更有效地耐受未来的胁迫条件，特别是生物胁迫。

这种效应被称为“启动”效应，已经在先前施用过

HA 的玉米幼芽中观察到（Canellas 等，2020）。体

外使用不同来源的 HS，特别是堆肥中的 HS，对真

菌植物病原体具有抑制作用（Loffredo 等，2008）。

木霉（Trichoderma）是 1 种生物防治微生物，能

够抑制土传植物病原真菌（Inbar 等，1996）。相反，

同样的处理刺激木霉菌的生长。这些结果表明，植

物代谢和有益微生物的共同作用具有抑制疾病的潜

力，而施用 HAs 后，富集了这些微生物。

我们总结得出，HA 的施用可以促进水稻根系

生长发育，同时也改变了水稻细菌群落的组成。同

时，我们还认为，HA 可以激发微生物的富集，并

有可能作用于植物的生长和植物对病原体的防御。

这些结果在文献中未见报道，并提出了先前开放式

的问题，例如需要找到方法来阐明 HA 对植物生理

和植物微生物群落参与的真正作用。我们的研究结

果或许可以认为，使用 HA 作为策略的一部分，通

过刺激植物的防御代谢包括组建抑制病原体的微生

物来应对生物和非生物胁迫。

4  附录 A 补充数据

本文的补充数据可在此网页查阅：https://doi.
org/10.1016/j.apsoil.2021.104146。

致谢和参考文献（略）

（上接第 66 页）

6  结论

在过去的 40 年里，许多实验室和大田研究结

果证明了 HS 及其组分对植物初生和次生代谢途径

的积极影响。HS 对侧根诱导和根毛生长的显著影

响可能是由于能量和氮途径的变化及跨膜运输引起

的。不同分子量的 HS 可以被根吸收并转运到植物

的其他部位。HS 通过与激素密切相关的机制影响

植物的营养和发育。

HS 的超分子结构，对理解其类激素活性非常

重要。此外，HS 相对于 pH 值的变化可能是控制

生物分子有效性的关键。HS 中与其生物活性直接

相关的化合物种类的确定是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因

此，HS 的生物活性及其作用的分子机制将为农业

可持续实践提供新见解。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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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 本刊已刊出 205 期 5898 篇文章，其中科技论文 1922 篇（专题评述 330 篇，研究论文 1388 篇，译文

204 篇），农田试验文章所涉作物（粮食、蔬菜、水果、经作）逾百种，作物增产增收成主题。为纪念“中国腐植酸

环境友好产业发展 65 年暨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成立 35 周年”，本期本栏目筛选出揭示腐植酸、腐植酸肥料在不同

作物上提质增效作用的 100 篇论文摘要，按时序分享给大家，以表百事和好。

1. 腐植酸肥料与无机化肥的肥效比较

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下，同等的土壤肥力，同样

的管理方法和同施肥情况下，将腐植酸类肥料与单

一化肥进行同含量的对照试验。分别观察出腐植酸

类肥料对水稻的苗情色素、分蘖、穗部和产量的影

响。结果表明：与单一化肥相比，腐植酸类肥料水

稻苗无退化转黄现象，苗情占优势，分蘖总数较多，

产量高。[ 来源：1979（1）：42 ～ 47]
2. 腐肥对提高化肥肥效及其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腐肥与化肥混合使用能形成腐植酸盐类，在一

定程度上能减少化肥的损失，提高可给养分的利用

效果，促进水稻的产量提高。本试验布置在同样土

壤肥力条件下，腐肥混合化肥与单施化肥进行比较

试验，探讨腐肥对水稻吸收可给态氮、磷、钾三要

素的有利作用与对水稻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水

稻田采用腐肥与化肥混合施肥能补足腐肥中钾、磷、

硫等养分，更能发挥腐肥的肥效，又能降低化肥可

给态氮、磷、钾养分的损失，从而提高化肥的增产

效果。腐肥与碳铵混合施肥提高氮肥效果 6.31%；

腐肥与钾肥混合增产效果比单施氯化钾提高肥效

17.90%；腐肥与磷钾肥混合施肥的增产效果比单施

磷肥提高 19.85%。[ 来源：1980（1）：36 ～ 41，85]
3. 腐肥对油茶林的肥效观察

为了探索腐肥对提高油茶林的增脂效果和改

善油茶林的肥力状况，在遂川县禾源、巾石 2 个油

茶产区，和吉安县林科所，开展了腐肥改造低产油

茶林的试验研究。结果表明：油茶林施用腐肥后，

较对照林长势好，叶片浓绿，春梢长而多，叶片宽

而厚；果大、皮薄、落果率低，鲜籽脱壳率高；产

籽率高，种仁含脂率高，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具有较长的肥效；还可提高抗病害能力。[ 来源：

1981（1）：20 ～ 24]
4. 腐氮磷钾、硝基腐铵对农作物有很好的增

产作用

腐植酸氮磷钾、硝基腐铵是腐植酸类的新型

复合肥料，它既是刺激素，又是有机、无机相结

合的复合肥。这种肥料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

用量少，效果好，使用方便。从 1978 年开始，经

过 3 年农田试验。结果表明：腐植酸氮磷钾、硝基

腐铵对玉米、谷子、高粱、水稻、莜麦、小麦、土豆、

蔬菜等都有很好的增产作用。[ 来源：1981（3）：

21 ～ 22] 
5. 腐植酸复合肥料在杜仲壮苗培育的施用效果

通过腐植酸复合肥料在杜仲上的施肥试验，结

果表明：施用腐植酸复合肥料的杜仲苗木，地上部

分生长较好，苗茎端直、顶芽饱满、枝叶繁茂。株

行间郁闭，叶片大而嫩绿，根系发达，主根不弯曲，

侧根支根繁多，达到苗木复壮标准，凡施用腐植酸

复合肥料的苗木其出圃率达 98% 以上，而不施用

腐植酸复合肥料仅施用农家肥的苗木，生产较慢，

根系发育较差。[ 来源：1982（2）：41 ～ 43]
6. 江西天女牌花肥在花卉生产上的应用试验

初报

南昌市园林处花圃用天女牌花肥与含等量氮、

磷、钾的无机化肥和不施肥的空白作对照，在百日

草、凤仙、茉莉等 12 种花卉上作了试验。结果表明：

花肥无论作基肥或追肥都比等养分无机肥组对百日

草效果明显；施用花肥的茉莉花叶色深，花朵及冠

幅大，而无机肥组抽枝长，植株高。在金桔、月季、

米兰、菊花、一串红、草夹竹桃、万寿菊、朝天椒

等品种的探索试验表明：花肥对植株叶色、分枝力、

催花、坐果率作用更明显，而无机肥对抽长枝效果

100 篇《腐植酸》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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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好。[ 来源：1983（2）：52 ～ 57，21]
7. 小麦孕穗期叶面喷施黄腐酸抗旱增产效果

的研究

1979—1981 年的试验结果初步证明巩县风化煤

黄腐酸具有较好的效果。为了进一步在大田试验中

验证这些结论，1982年在河南省不同地区布点27个，

在 500 余亩面积上进行试验。结果表明：叶面喷施

黄腐酸可提高叶片含水率，使叶片叶绿素含量保持

较高水平，提高小麦后期根系活力，延迟叶片衰老。

孕穗期喷施黄腐酸，极显著提高小麦产量、穗粒数

和千粒重。[ 来源：1983（3）：20 ～ 30]
8. 不同原料腐植酸与磷肥混施的增效作用研究

为验证不同原料腐植酸与磷肥混施的增效作

用的差异，进行了 3 种主要腐植酸原料（风化煤、

褐煤及泥炭）的比较试验。结果表明：腐植酸原料

配合磷肥施用，植株吸磷量及干重有不同程度提高，

3 种原料与腐铵配合施用，风化煤效果较好，达差

异显著，褐煤次之，泥炭最差。[ 来源：1984（1）：

42 ～ 46]
9. 腐植酸钾、黄腐酸、磷酸二氢钾对小麦叶

面喷洒的试验应用效果

许昌是河南重要的小麦产区，1983 年许昌地

区腐肥办与长葛县农业局协作，布置了“抗旱剂一

号”（黄腐酸）与腐植酸钾的试验示范计划，在全

县设置 38 个试验点，476 个小区。经当年大面积

多点试验、示范证明：腐植酸钾与黄腐酸、磷酸二

氢钾相比，可以增加小麦的千粒重和产量，有显著

增产效果；在有灾之年效果更明显，可以起到间接

抗灾作用。[ 来源：1984（3）：38 ～ 43]
10. 腐植酸钠促进苗木生长效果试验

腐植酸钠是一种植物生长刺激素。为考察腐植

酸钠在林木上的应用前景，我们做了银杏的育苗试

验。结果证明：腐植酸钠促进苗木生长效果显著。

[ 来源：1985（1）：42，65]
11 . 不同肥料对杜鹃花生育及观赏性状影响的

探讨

1982 年 11 月至 1984 年 6 月进行了 3 类不同

肥料（腐植酸复合肥、无机混合肥、肥水）对杜鹃

花观赏性状影响的试验。结果表明：3 类不同肥料

对杜鹃花观赏性状的影响，无论是株型、花量和花

期，或是植株干物质重和氮、磷、钾养分含量，

都以施用腐植酸复合肥的处理表现最好。[ 来源：

1985（4）：30 ～ 32]
12. 腐植酸类物质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试验研

究、示范推广的阶段性总结

腐植酸的农业利用是腐植酸综合利用的一个

重要方面。1974 年湛江—南宁会议以后，在国发

〔1974〕110 号文件推动下，国内曾经出现群众性

试验推广腐植酸类肥料的高潮，取得一些成功的经

验，同时发现一些很有研究和应用价值的课题。但

是由于当时组织工作和技术工作跟不上，也出现

了不少失败的事例，以致对腐植酸类物质的农业

应用褒贬不一。为了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在农

牧渔业部的领导下，由北京农业大学负责组织了全

国 19 个省、市、自治区、32 个农科院、校、所进

行了历时 5 年（1980—1985）的连续试验研究和示

范推广工作。对象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花卉

等 24 个品种，5 年累计示范推广面积达 830 多万亩，

取得的净经济效益 5000 多万元。试验获得了腐植

酸肥料在农业生产中经典的“五大作用”——改良

土壤、增效化肥、刺激生长、增强抗逆、改善品质。

[ 来源：1986（3）：9 ～ 60]
13. 腐植酸氮磷钾复混肥在苹果上的肥效试验

腐植酸氮磷钾复混肥是有机与无机肥料的混

合物。旨在通过腐植酸的特殊作用，来提高各营

养元素的利用率、活化土壤，提高土壤保肥保水

能力。本试验在苹果上进行。试验从 1983 年开始

到 1985 年共进行 3 年。结果表明：腐植酸氮磷钾

复混肥是一种优良的果树专用肥料。它不但能增加

产量、经济效益显著（“国光”品种较对照增产

1100 千克 / 亩，纯收入增加 780 元 / 亩；“黄元帅”

较对照增产 538 千克 / 亩，纯收入增加 430 元 / 亩）。

同时对果树的生长发育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来源：

1987（1）：38 ～ 42]
14. 应用同位素 15N 探讨不同腐植酸加量的复

合肥对苹果树供氮的特性

通过探讨不同腐植酸加量的复合肥对果树的

营养效应、养分元素的残留效应、N 素的吸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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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结果表明：腐植酸复合肥不论其加入量多少均

能增加根系生长量。较一般化肥平均增重 3.94、
26.02 克 / 盆，表明了腐植酸的刺激营养生长的作

用。通过 15N 示踪试验还表明，只有 4% 腐植酸加

量在辽宁朝阳褐土区是适宜的，不仅有较高的全株

肥料利用率（67.15%），而且还有较高的残留率

（16.5%）。4% 加量的腐植酸复合肥更能提高土壤

N 素的潜在能力，土壤 N 素激发量达到 97 毫克 / 盆。

[ 来源：1988（2）：14 ～ 19]
15. 甜瓜腐植酸专用肥料试验总结（1986—

1988）

1984 年产生甜瓜腐植酸专用肥料的设想。1985
年 8 月在开发哈密研讨会上正式列为研究课题，从

1986—1988 年分别在哈密地区、农六师 103 团进行

了田间试验和盆栽试验。结果表明：在甜瓜专用肥

中加入腐植酸可以使增产效果增加 21%，使甜瓜品

质显著提高，养分利用率明显增加。根据新疆土壤

的供肥能力以及新疆甜瓜对氮、磷肥的利用率等因

素考虑，以 N ︰ P2O5 ︰ K2O=1 ︰ 1.05 ︰ 0.5 有较

大的适应性。[ 来源：1989（3）：45 ～ 52]
16. 活化泥炭、氮、磷对甘蔗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采用三因素五水平的回归设计，研究了活化泥

炭、氮、磷三因素对甘蔗产量的交互效应，建立了

肥料效应函数的数学模型，提出了川东地区河流冲

积土上甘蔗高产栽培所需的肥料配比为：活化泥炭

125 ～ 215 千克 / 亩，氮 15 ～ 25 千克 / 亩，磷 10 ～

15 千克 / 亩。活化泥炭、氮、磷三因素适当配合，

增加了甘蔗的株高，提高了有效分蘖数，增强了过

氧化氢酶活性、酸性转化酶活性。[来源：1990（2）：
23 ～ 29] 

17. 山东省武城县小麦施用黄腐酸试验研究

为了寻找小麦增产技术措施，总结试验点的

经验，并加以全面推广，带动农业生产，大大提高

粮食产量，山东省武城县于 1988—1989 年开始做

黄腐酸对小麦生长影响试验。结果表明：黄腐酸浸

种后，小麦出苗均匀、整齐粗壮，苗情好；对根系

生长有促进作用，次生根条数和长度显著增加；根

冠比高，具有抗冻害、抗干热风的能力；增产率

8.5%。[ 来源：1990（3）：27 ～ 30]

18. 早稻秧田喷施黄腐酸效果的试验研究

用田间试验方法，考察黄腐酸对早稻秧苗素

质和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早稻秧苗喷施 0.2%
黄腐酸能显著提高秧苗素质，并使稻谷产量增加

7.7%，达显著水平。[ 来源：1991（3）：48 ～ 50]
19. 黄腐酸在农业上的应用

本文是作者应化工部化肥司及中国腐植酸协

会在大连举办腐植酸培训班之需而编写的教材的

一部分。集中的介绍了黄腐酸在农业应用方面的

重要作用及国内试验和应用所获得的数据。总结了

1975—1992 年十多年的研究成果，获得了黄腐酸

在农业上的四剂功能：抗旱剂、生长调节剂、农药

缓释增效剂和化学元素络合剂。[ 来源：1992（1）：

14 ～ 36]
20. 腐植酸蔬菜专用肥配合中、微量元素的施

用效果及效益研究

为研究蔬菜施用各种中、微量元素的效果及效

益，设置腐植酸复合肥与不同中、微量元素处理在

菜心种植上的试验。结果表明：腐植酸复合肥与不

同中、微量元素的施用，不论基施还是喷施，均有

一定增产效果。从产量结果看，菜心施用硼肥和钼

肥效果最佳。各种中、微量元素肥的喷施效果优于

基施效果。[ 来源：1993（1）：20 ～ 22]
21. 腐植酸肥料对茶花观赏性状影响的探讨

1990年至 1992年用腐植酸复混肥作茶花用肥，

与等养分无机化肥及由枯饼、粪水沤制成的常规用

肥进行对比试验。结果表明：腐植酸复混肥与常规

用肥相比肥效显著，无论是冠幅、株高及茎粗、花

量和花期的差异都达极显著水平。腐植酸复混肥与

无机化肥相比肥效较显著，株高及茎粗的差异达极

显著水平，冠幅及花量未达显著性差异，花期有所

延长。[ 来源：1993（3）：16 ～ 18]
22. 叶面喷施黄腐酸铁制剂防治苹果缺铁黄

化症效果的研究

为解决我国北方地区石灰性土壤普遍存在的苹

果树缺铁黄化问题，选用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由晋城

风化煤中提取的黄腐酸作为铁的络合剂，在山西农

业大学果园及苗圃内，分别在春、秋 2 次果树黄化

高峰期间，进行了叶面喷施晋 FA-Fe 防治苹果缺铁



腐植酸2022 年第 3 期

119

腐植酸文摘

黄化症效果的研究。比较了晋 FAs-Fe 肥与其他常

用有机、无机铁肥，以及不同浓度晋 FA-Fe 的防治

效果，并对喷施前、后植株的叶绿素含量、光合强度、

过氧化氢酶、抗坏血酸氧化酶分别进行了测定。经

比较及统计分析表明：晋 FA-Fe 用于叶面喷施苹果

缺铁黄化植株，有着较为明显的防治效果。其复绿

作用与 EDTA-Fe 肥相近，但在对植株新陈代谢生

理功能及酶活性的影响上，远远优于 EDTA-Fe 肥。

初步研究证实了晋 FA-Fe 是一种价廉、优质的有机

络合铁肥。[ 来源：1994（2）：6 ～ 10，12]
23. 煤炭腐植酸脲酶抑制剂应用效果的研

究——Ⅱ . 对玉米根活性及产量结构的影响

在 2 年盆栽试验的基础上，选择了对土壤脲酶

活性抑制能力较强、与作物需氮规律相适应且对作

物生长、发育有良好影响的腐植酸抑制剂 HA4，
进行了为期 1 年的玉米小区试验。结果表明：在田

间条件下，煤炭腐植酸抑制剂 HA4 不仅具有与参

比抑制剂相同的抑制脲酶的功能，而且对根脲酶活

性无不良影响，但却对根活力及根代换量的提高有

着良好的促进作用，保证了土壤养分被作物均衡吸

收利用和有效地转化为籽实产量。从而最终获得比

对照增产 10.34%，比参比抑制剂增产 28.73% 的效

果。[ 来源：1995（1）：5 ～ 11]
24. 含硝基腐植酸、DCD 的氮肥增效剂对水

稻生育性状及产量影响的试验研究

我国农业生产中的主要氮素化肥是尿素和碳

酸氢铵。为提高氮素利用率，研究了硝基腐植酸、

DCD 的氮肥增效剂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硝基

腐植酸具有刺激作物生长、促进作物对氮素的吸收、

提高氮素利用率等特点。尿素或碳酸氢铵加入硝基

腐植酸、DCD，施用后对水稻生育性状、产量均

有一定影响。[ 来源：1995（1）：12 ～ 13]
25. 抑制蒸腾剂对高产栽培小麦防早衰、增产

效果的研究

抑制蒸腾剂是我国发明的以黄腐酸为主要成

分的作物抗旱化学制剂。在探明其节水、抗旱、防

早衰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开发新的应用途径和提高

效果。结果表明：在高产栽培小麦的产量形成关键

时期孕穗期、灌浆期喷施抑制蒸腾剂“旱地龙”具

有显著的抗干热风、防早衰作用。不同喷施时期的

作用程度不同，对生理功能和产量的促进作用均以

孕穗期喷＞灌浆期喷。黄淮海平原和京津地区，小

麦后期常因干热风造成的热胁迫和水分胁迫而使根

系活力下降、茎叶早衰，是大面积高产稳产的限制

因素之一，而黄腐酸可以提高小麦吸收和光合等

代谢功能，增强抗胁迫能力，增产显著。[ 来源：

1996（2）：18 ～ 22，30]
26. 棉花喷施煤基酸衍生物营养生长素的增

产效应研究

以低阶煤为主要原料，经系列深加工过程得到

水溶高活性煤基酸衍生物，复合 N、P、K 等常量

养分、络合、螯合多种微量元素，添加高效渗透剂

等研制的煤基酸衍生物营养生长素 -CAD，在棉花

上的初步试验结果。田间小区试验表明：花期喷施

CAD对提高棉花光合速率，促进生长，增加成铃数，

提高棉花产量效果显著，以 4000 倍稀释液效果最

好。[ 来源：1997（2）：5 ～ 7]
27. 银杏喷施 NFC 叶面肥的效果试验研究

在江苏泰兴市高沙土地区进行了银杏喷施 NFC
叶面肥的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喷施 NFC 叶面肥对

银杏幼苗生长增量可提高 12.25% ～ 25.69%，对初

果树主枝增长可提高 8.54% ～ 24.42%，表现出明

显促进银杏营养生长的作用。喷施 NFC 叶面肥增

加银杏的白果单粒重 0.025 ～ 0.295 g，提高出核率

0.3% ～ 2.06%，1 ～ 2 级果率 1.56% ～ 18.16%，

表现出良好的促进银杏品质和经济收益的作用。喷

施 NFC 叶面肥的浓度以 50 mg/L 为好，喷施时间

以银杏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旺盛期的 5 月至 6 月为

佳。[ 来源：1997（2）：13 ～ 16]
28. 腐植酸系列专用复肥在菜心上的应用与

效应研究

为了探索适合我国南方土壤、气候和农业种

植特点的多功能腐植酸专用复（混）肥，为其开发

应用提供科学依据，于 1992—1993 年重点进行了

3 种不同磷肥系列专用复肥和腐植酸在叶菜类蔬菜

（菜心）上的肥效与养分吸收利用及适宜配比的

盆栽连植试验。结果表明：在供试的酸性土壤上，

3 种不同磷肥系列的无机专用复肥均能显著地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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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心的生长发育，但因磷肥品系不同，三者之间的

肥效存在差异。腐植酸的肥效及对养分的吸收利用

与其用量和磷肥品种有关，腐植酸对菜心的生长作

用随着其用量的增加由以叶部为主逐渐转向茎部。

腐植酸第一水平和普钙系列组合、腐植酸第二水平

和钙镁磷肥系列组合的有机无机型专用复（混）肥

的应用效果理想。[ 来源：1997（3）：15 ～ 19]
29. 生化多元复合肥对桃苗根、茎生长的影响

盆栽桃苗时施用生化多元复合肥（用有机残体

经过特殊菌种发酵后形成大量的腐植酸、黄腐酸、

氨基酸等为添加剂而生产的多元复合肥）的试验结

果表明：在施用量为 0.1、0.2、0.4 kg/20 kg 土和不

施肥的 4 个处理中，3 个施用生化多元复合肥的处

理对桃苗的茎高、茎粗、茎鲜干重、一级根条数与

根长、根鲜干重均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施用

量为 0.4 kg/20 kg 土时，茎高增加 10.4 cm，茎粗增

加 0.20 cm，茎鲜重增加 3.1 g，茎干重增加 1.5 g，
一级根条数增加 8.1 条，一级根长增加 216.3 cm，

根鲜重增加 2.2 g，根干重增加 0.70 g，与对照差异

均达显著水平。[ 来源：1998（1）：27 ～ 29]
30. 腐植酸钠刺激柑桔果实生长提高品质的

研究

兴津温州蜜柑壮果期树冠喷施腐植酸钠溶液

1000、1750、2500 倍液 1、2 次，果实在 49 天内纵

横径比对照增长 0.03 ～ 0.33×0.09 ～ 0.44 cm，可食

率提高 2.5% ～ 7.05%，可溶性固形物增加 0.8% ～

2.25%，果实着色度提高 12.5% ～ 27.5%。锦橙壮

果期树冠喷施腐植酸钠 1000、1750、2500 倍液 1、
2、3 次，果实在 75 天内纵横径比对照增大 0.01 ～

0.19×0.43 ～ 0.31 cm 和 0.44 ～ 0.01×0.51 ～ 0.26 cm
与 0.04 ～ 0.62×0.35 ～ 0.58 cm，单果重多数处理

增加 4.5 ～ 70 g，可食率多数处理增加 0.53% ～

6.22%，可溶性固形物 9 个处理中除 1 个比对照低

外，其他 8 个处理均比照高 0.23% ～ 1.25%。上述

事实说明，喷施腐植酸钠，刺激柑桔果实生长和提

高品质的效果明显。[ 来源：1998（4）：30 ～ 32]
31. 干旱协迫条件下生化黄腐酸（BcFA）对

海棠苗木生长及生理变化的影响

在海棠幼苗栽植后，用 500 mg/kg 的生化黄腐

酸灌根和喷叶，在干旱胁迫条件下可促进植株的生

长，提高植株的根冠比值，提高植株的抗旱能力。

提高植株的含水量、根系活力及叶绿素含量，而降

低淀粉酶活性、可溶性糖含量及电导率。[ 来源：

1999（3）：40 ～ 42，44]
32. 腐植酸对磷肥增效的研究与肥效试验

我国农田中，大约有 2/3 缺磷，1996 年我国

生产磷肥 575 万吨，进口磷肥 100 余万吨，产量与

用量都为世界首位。但是，由于磷肥利用率低，当

季利用率一般只有 10% ～ 25%，造成某些地区缺

磷而减产。本试验以风化煤为材料，制备腐植酸铵

磷，并进行肥效试验。结果表明：腐植酸铵磷比单

施过磷酸钙、碳铵有显著差异，产量明显提高，水

稻增产 29.3%。肥效显著优于普通过磷酸钙。[ 来

源：2000（1）：21 ～ 23]
33. “荔龙宝”叶面肥对沙田柚果实生长发育

的影响

1998 年和 1999 年连续 2 年在沙田柚上应用“荔

龙宝”（一种以黄腐酸和微量元素为主的叶面肥，

应用浓度为 650 mg/kg，在谢花后至果实成熟前喷

施）的试验结果表明，“荔龙宝”可显著提高沙

田柚果产量。和对照比较，1998 年和 1999 年单株

产量分别增加 31.8% 和 57.9%，平均单果重分别增

加 18.4% 和 23.9%。喷施后果实品质显著提高，

1998 年和 1999 年可溶性固形物分别净增加 1.6%
和 2.0%，可食率分别净增加 2.8% 和 3.8%。[ 来源：

2000（4）：31 ～ 32]
34. 腐植酸类缓释草坪专用肥料在冷季型草

坪上施用效果初报

在园林绿化局的支持下，连续 4 年在面积为

50 万平方米的草坪上推广应用腐植酸类草坪专用肥

料取得了明显成效：施肥 13 天后，施肥量为 50 g/m2

的植株，叶绿素含量、单株鲜重、株高增加；施肥

70 天后，2 种施肥量的植株叶片叶绿素含量均显著

增加。在该肥料中加入生长调节剂，对草坪草的促

进作用更佳。[ 来源：2001（2）：31 ～ 32]
35. 腐植酸复合肥的养分释放规律与控释机

理研究

采用室内模拟与化学测定相结合的方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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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颗粒腐植酸复合肥的水稳定性及养分释放规

律。结果表明：腐植酸与无机养分有效结合后能

使颗粒的水稳时间提高到 48 小时以上，在土壤中

的稳定时间可以达到一个生长季节，从而有效改

善了养分的释放过程。淋洗试验表明，在投入养

分量相等条件下，2 小时～ 2 周的时间范围内，

化肥的氮、磷释放淋出量显著高于腐植酸复合

肥；培养初期的 2 小时养分释放量最高，化肥氮

的释放量为 44.5 mg，腐植酸复合肥氮的释放量为

27.02 mg；培养 4 周后，则相反，腐植酸复合肥的

氮、磷释放量显著高于化肥；钾的释放量只在最

初 2 小时，化肥显著高于腐植酸复合肥，此后，

腐植酸复合肥显著高于化肥。[ 来源：2001（Z1）：

30 ～ 32]
36. 腐植酸与速效磷肥的作用及 HA-P 的农

化效应

通过化学 - 波谱联合解析及农化测试发现，纯

腐植酸（HA）与 Ca（H2PO4）2 未发生反应，而

HA 盐促使速效磷肥（P）中的部分水溶磷转化为枸

溶磷，后者主要以缓效性的 HA·CaH-PO4 复合物形

式存在，它可逆转为水溶磷，从而提高了磷肥在土

壤中的有效性。60 天土壤培育试验表明，施 HA 与

P 的反应产物与施 HA+P 的混合物相比，前者在土

壤中保留的有效磷多 12% 以上，磷的固定率减少

7 倍。本项研究为进一步提高腐植酸复合磷肥的效

能、开发有机缓释磷肥，提供了理论依据。[ 来源：

2002（1）：32 ～ 35]
37. 高活性水溶煤基酸系列液肥在蔬菜上的

试验应用效果

介绍了 3 个型号的水溶煤基酸液肥在黄瓜、

西红柿、辣椒上的试验应用效果。3 个型号液肥在

3 种作物上均以稀释 400 倍效果最好。其中 LCA-
1，稀释 400 倍在 3 种作物上的增产幅度在 61% ～

75% 之间，LCA-3，稀释 400 倍在 3 种作物上增

产幅度为 50% ～ 55% 之间，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 来源：2003（3）：19 ～ 21]
38. 黄腐酸制剂防治猕猴桃黄化病的研究

通过探讨猕猴桃黄化病产生的原因及黄腐酸

防治黄化病的功能和机理，表明黄腐酸能够提高猕

猴桃根系活力，促进树体健壮生长，改良土壤结构，

改良盐碱地，增加作物营养，抑制病菌生长，提高

产量及品质，对黄腐酸在猕猴桃黄化病多灾区大面

积推广和促进猕猴桃产业发展有一定意义。[ 来源：

2003（3）：27 ～ 30]
39. 腐植酸在榆叶梅、扦插育苗上的应用

高活性、抗硬水能力强的优质腐植酸原料在城

市绿化树木上进行试验应用。结果表明：在树木扦

插育苗、移栽的过程中，腐植酸对苗木有显著的生

根、抗旱、促生长的效果，并且价格低廉，其应用

前景十分广阔。[ 来源：2003（4）：22 ～ 24]
40. 抗硬水腐植酸 - 微量元素液肥对苗木生

长的影响

用腐植酸 - 微量元素液肥在杂交杨和毛白杨育

苗苗木上喷施，有明显促进苗木生长的作用，主

要是增加了叶面积，促进了叶片的物质积累，从

而使单株生物产量增加、使株高和茎粗明显增加。

[ 来源：2003（6）：19 ～ 21]
41. 复方宁南霉素在苹果、梨上的试验效果

2 个品种苹果、2 个品种梨叶面喷施复方宁南

霉素后，叶片肥厚、油绿，叶片百叶鲜重增加，叶

绿素含量增加，叶片养分含量趋于平衡，产量增加，

品质提高。[ 来源：2004（2）：30 ～ 32]
42. 腐植酸专用液肥对哈密市园林植物抗干

热风的影响

腐植酸专用液肥是以黄腐酸为主要成分，具有

“旱地龙”的抗旱功能，初步对比试验，喷施腐植

酸专用液肥能够减轻干热风对白蜡树、圆冠榆树的

危害，结合正常的、科学的林木抚育管理，减轻干

热风带来的经济损失，美化城市，美化家园。[ 来
源：2004（4）：29 ～ 33]

43. 腐植酸专用叶面肥喷施高油大豆试验效

果的研究

试验精选 4 种高油大豆“东农 46”“黑农

38”“合丰 41”“绥农 14”，根据不同生育时期

进行腐植酸专用叶面肥喷施对比试验，对喷施后大

豆生物性状、产量及粗脂肪含量等方面进一步研究。

结果表明：“绥农 14”喷施效果突出，处理后大

豆生物性状与对照无显著性差异，产量与对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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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处理 1 和处理 2 分别比对照增产 15.9% 和

13.9%，单位面积粗脂肪含量有较大提高。[ 来源：

2004（4）：34 ～ 36]
44. 以腐植酸和造纸黑液为原料的多功能可

降解黑色液态地膜的研制与应用

以富含腐植酸的褐煤对造纸黑液进行改性，同

时黑液又作为腐植酸的抽提剂，生产土壤所需的有

机肥；木质素、纤维素和多糖，在交联剂的作用下

形成高分子，然后再与各种添加剂、硅肥、微量元素、

农药和除草剂混合制取多功能可降解黑色液态地

膜。该液态地膜既具有塑料地膜的作用，又有较强

的粘附能力，可将土粒联结成理想的团聚体，彻底

解决了造纸黑液和塑料地膜对土地和环境的污染，

同时又增加了集农药、肥料和农膜于一身的特点，

以及用后翻压入土，可成为土壤改良剂；可现场喷

施造膜；可自然出苗；对地形地貌适应能力强等优

点。应用结果表明：土壤表面喷洒液态地膜可提高

地温 1 ～ 4 ℃，蒸发抑制率 30% 以上，土壤含水

量提高 20% 以上，土壤容重降低 6% ～ 10%，土

壤中水稳性团粒数量（>0.25 mm）可增加 10% 以

上，作物生育期提前 3 ～ 10 天，0 ～ 50 cm 土体

的含盐量降低 50% 左右，不同作物的增产幅度多

在 20% 以上。[ 来源：2005（4）：21 ～ 26] 
45. 腐植酸物质对盐碱化中低产田土壤理化

性质及玉米影响的研究

通过田间试验探讨了复合改良制剂、泥炭、

风化煤等腐植酸类物质施用对盐碱化中低产田土壤

理化性质及生长作物的影响。结果表明：复合改良

制剂、泥炭、风化煤施用对土壤理化性质均有积极

的影响，与对照相比达到显著水平。玉米产量的方

差分析表明，复合改良制剂处理与泥炭、风化煤等

处理差异显著，与对照差异极显著，增产率均达到

30.67% 以上。[ 来源：2005（6）：19 ～ 22]
46. 腐植酸有机肥在哈密瓜上的施用效应

通过对哈密瓜施用腐植酸有机肥的田间小区

试验和大田示范，说明哈密瓜在施用有机肥后，提

高了产量、改善了品质，并且腐植酸有机肥还可以

改善哈密瓜的生理活性功能、增强抗逆性和延长瓜

的贮运能力。[ 来源：2006（3）：35 ～ 37]

47. 腐植酸叶面肥和控释肥对水稻生长发育

的影响研究

在田间自然条件下研究了不同施肥处理对水稻

生长发育的影响。该试验设有CK区（不施肥对照）、

常规施肥区、无氮区、无磷区、无钾区、控释肥 1
区（施氮量等于常规施肥施氮量）、控释肥 2 区（施

氮量为常规施肥施氮量的 2/3）、常规施肥加腐植

酸叶面肥区 8 个肥料处理。结果表明：不同施肥处

理对水稻生长发育影响很大，其中常规施肥加腐植

酸叶面肥区和控释肥 1 区、控释肥 2 区叶面积大、

单位面积上的穗数和实粒数多、产量高，腐植酸叶

面肥区效果最好；无氮区与 CK 区各指标数大致相

等，水稻生长发育各因素很低；无磷区、无钾区和

常规施肥区各指标介于 CK 区与腐植酸叶面肥区之

间。腐植酸叶面肥因含有天然腐植酸、氮、磷、钾

及微量元素，对水稻生长发育的影响明显；氮素对

水稻生长发育的影响最大，其施用直接影响着水稻

产量的高低；控释肥因其中营养元素缓慢释放，达

到了养分供应时间长，利用率高的目的，对水稻生

长发育的影响明显。[ 来源：2006（5）：28 ～ 32]
48. 多元素专用肥对油松幼苗几种酶活性影

响的研究

对 3 年生油松幼苗 4 种不同施肥处理下超氧化

物歧化酶活性、过氧化物酶活性和多酚氧化酶活性

的动态变化进行了测定，探讨了施肥对上述 3 种酶

活性的影响及其机理。结果表明：多元素油松专用

肥明显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和过氧化物酶活性，

对增强油松的抗性有重要作用；而对多酚氧化酶活

性影响则不甚明显。[ 来源：2006（5）：33 ～ 37]
49. 腐植酸蔬菜专用肥在草莓上的肥效及适

宜用量研究

2005 年 9 月至 2006 年 5 月，进行了腐植酸蔬

菜专用肥在草莓上不同用量对比试验。结果表明：

施用腐植酸蔬菜专用肥能增加草莓产量，在本试

验条件下比对照增加 8.42% ～ 15.73%，比化肥复

合肥增加 2.25% ～ 9.14%，增产效果极显著，适宜

施用量为 50 ～ 60 千克 / 亩。能提高株产量，增加

株结果数。可改善草莓品质，其中亩施 50 kg 与对

照相比，Vc 含量提高 69.96%；可溶性糖含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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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镉含量降低 66.67%。在经济收入上有所

增加，其中亩施 60 kg，比对照增加收入 14.88%，

差异显著。[ 来源：2006（5）：38 ～ 42] 
50. 含有腐植酸的吸水性树脂在溶液及土壤

环境中的性质研究

考察了含有腐植酸的吸水性树脂（HA-MA-
AM）在溶液以及土壤环境中的性质。当腐植酸钾

用量低于 40wt% 时，在环境 pH 值为 6 ～ 7 的条

件下，HA-MA-AM 的吸水倍率明显高于未添加腐

植酸钾的 MA-AM 型保水剂。实验结果表明：HA-
MA-AM 具有较好保持水分、抑制水分蒸发的作用。

[ 来源：2007（1）：27 ～ 31，46]
51. 腐植酸多功能可降解液态地膜在棉田中的

应用研究

通过大田试验研究了腐植酸多功能液态地膜

对棉田土层下 5 、10 cm 的地温、0 ～ 60 cm 含水

量和棉花成铃、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液体地膜

具有一定的保温、保水功能，但效果不如塑料地膜

显著；液态地膜的增产作用显著。此外，还分析了

液态地膜的保温、保水机理及其应用前景。[ 来源：

2007（1）：40 ～ 46]
52. 保水缓释肥在药用植物板蓝根上的试验

研究

为了解决干旱地区作物养分不足和水资源短

缺的问题，将保水剂与化学肥料按比例配合制得既

能吸水、保水、抗旱、保墒，又具有缓释肥料功效

的保水缓释肥。采用药用植物板蓝根为试验对象进

行盆栽试验，对其保水效应及板蓝根生长状况进行

观察分析，得出了保水缓释肥可以提高土壤的水分

利用率、合理释放土壤有效养分、促生长作用明显

的结论。[ 来源：2008（1）：22 ～ 25]
53. 腐植酸对羊草品质及产量的影响

对羊草进行腐植酸应用试验，结果显示：施

用腐植酸能提高羊草粗蛋白质和粗纤维含量，降

低其粗脂肪、无氮浸出物含量，增产效果极其显著。

[ 来源：2008（1）：29 ～ 32]
54. 腐植酸茄子专用肥在“布利塔”茄子上

的试验效果研究

2005 年 9 月至 2006 年 10 月，通过腐植酸茄子

专用肥在“布利塔”茄子上不同用量试验研究。结

果表明：施用腐植酸茄子专用肥能增加“布利塔”

茄子产量，在本试验条件下比对照增产 7.96% ～

14.97%，比化肥复合肥增产 2.24% ～ 8.72%，比“津

大”复合肥增产 0.35% ～ 6.62%，增产效果显著。

亩适宜施用量为 50 ～ 60 kg，能增加单叶重、叶

片厚度、光合速率、叶绿素含量和基茎粗，提高

株产量和株结果数，降低株病果数量，改善“布

利塔”茄子品质。在经济收入上有所增加，亩施

50 kg 专用肥，比对照增加收入 13.89%。[ 来源：

2008（2）：27 ～ 34]
55. 两种缓释材料对氮肥利用率的影响

褐煤、糠醛渣为缓释材料，与氮肥配合施用

进行谷子盆栽试验，研究了对氮肥利用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褐煤、糠醛渣分别与氮肥配合对氮肥利

用效果总体上比单独施用同水平氮肥好；处理 T11
（褐煤 3.00 g、碳铵 4.05 g）谷子氮肥利用率最高

（76.81%），相对氮素利用率提高了 60.59%；从

经济效益分析，氮素的利用率以处理 T5（糠醛渣

3.00 g、尿素 1.50 g）的收益最优。[ 来源：2008（3）：
23 ～ 27]

56. 腐植酸肥料对生姜土壤磷酸酶活性及磷

素吸收的影响

通过小区试验，研究了腐植酸肥料对生姜不同

生育时期土壤磷酸酶活性、磷素吸收以及产量的影

响。结果表明：与对照比较，施用腐植酸提高了土

壤磷酸酶活性、土壤速效磷含量和植株对磷的吸收

量；显著提高了根茎产量，增产 22.15%。与施用

无机养分处理比较，施用腐植酸肥料提高了土壤磷

酸酶活性；尤其在生姜生长后期，土壤速效磷含量

和植株的磷素吸收量都明显提高；显著提高了生姜

产量，增产 9.17%。[ 来源：2009（3）：9 ～ 12]
57. 腐植酸缓释肥料在食用菌生产中的应用

通过在培养基中添加腐植酸缓释肥料，观察

其对食用菌产量和有机质利用率的影响，以求获

得一种在食用菌生产中广泛应用的腐植酸肥料。结

果表明：腐植酸缓释肥对平菇和杏鲍菇的增产效果

分别达到 32.5% 和 42.3%。其中，平菇的有机质利

用率达到 73.8%，比对照组提高 7.7%；杏鲍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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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利用率达到 68.2%，比对照组提高 11.1%。

[ 来源：2009（5）：28 ～ 31]
58. 腐植酸类活化剂对磷铵、钙镁磷肥的促

释增效研究

通过室内模拟和玉米盆栽试验，研究了腐植酸

类活化剂对磷铵、钙镁磷肥的促释增效作用。结果

表明：高效磷铵有较高的抗土壤固定能力，而活化

钙镁磷肥的磷释放量明显提高。在等重的情况下，

高效磷铵的肥效与普通磷铵的相当，而活化钙镁磷

肥的肥效则优于普通钙镁磷肥。[ 来源：2010（3）：

14 ～ 16，21]
59. 秸秆腐植酸对一串红生长指标及抗蚜性

的影响

为验证秸秆腐植酸的应用效果，在绿化利用率

较高的花卉一串红上进行应用试验。结果表明：不

同处理对一串红的生长发育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各

处理对一串红的营养生长、生殖生长和抗蚜虫作用

显著，较对照均达到显著水平，综合效果评价为处

理 3> 处理 4> 处理 2> 处理 1。对一串红生殖生长

影响显示，处理后的一串红花芽分化多、花色鲜艳、

花幅大，花期较对照提前 10 天左右；抗蚜性方面，

对蚜虫防治率达到 80% 以上，作用效果分别为处

理 3> 处理 4> 处理 2> 处理 1。[ 来源：2011（3）：

13 ～ 15，40]
60. 新型环保生物工程复合肥对绿芦笋产量

及品质的影响

2009 年 3 月—6 月，在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试验

农场，以 2 年生绿芦笋为材料，研究了不同浓度新

型环保生物工程复合肥对绿芦笋产量及营养品质的

影响。本试验采用完全随机试验设计，设置 6 个处

理，浓度分别为 0（T1）、200（T2）、400（T3）、

600（T4）、800（T5）、1000 mg/kg（T6），4 次

重复。结果表明：新型环保生物工程复合肥能显著

提高绿芦笋的总产量，T4 较对照提高了 44.6%，

合格笋产量较对照提高 48.5%。改善绿芦笋的品质，

T4 的绿芦笋中叶绿素 a 含量是对照含量的 2.25 倍，

叶绿素 b 含量是对照含量的 1.52 倍，类胡萝卜素

含量是对照含量的 2.70 倍。提高蛋白质含量方面，

T4 与对照相比提高了 34.84%。Vc 含量方面，T4

与对照相比提高了 49.86%。T4 处理的芦丁含量在

各时期均有提高，与对照相比提高了 47.02%。综

合经济效益和产量品质效益，T4 处理为最佳施用

浓度。[ 来源：2011（4）：10 ～ 14]
61. 氨化腐植酸精肥的研制和增产节肥效益

氨化腐植酸精肥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十几

个县 5000 多亩的水稻作物上进行了推广应用，取

得了明显的节肥增产效果。主要表现为：水稻提早

缓苗分蘖，提前5～7天成熟，有明显的抗盐碱作用。

氨化腐植酸精肥亩参考用量为 2.5 kg 左右，比常规

施肥量减少 10% ～ 20%，可增产 10% ～ 30%。水

稻产量每亩平均增加 100 kg 左右，农民可增加收

入 260 元左右。[ 来源：2011（6）：25 ～ 28]
62. 石榴营养套餐施肥技术应用效果初报

通过应用腐植酸型高效缓释肥与高活性有机酸

叶面肥相结合的营养套餐施肥技术，石榴单位面积

产量达到 2606 kg，比常规施肥处理增长 29.14%；石

榴果实含糖量提高 1.3%；经济效益增加 2933.5 元，

增收 40.55%。[ 来源：2012（3）：28 ～ 30]
63. 腐植酸营养制剂在树木移栽、养护上的

应用

以不同地区常用绿化树种为供试材料，进行了

腐植酸营养制剂在树木移栽、养护和古树复壮上的

应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在移栽中施用成活增长

剂后，苗木的新梢长度、新生枝条数量较对照显著

提高，根系的生长也得到了促进；在养护中施用冲

施肥后，苗木新生枝条数量和叶片叶绿素含量显著

升高；二者复合使用进行古树复壮，古树的长势得

到了明显的改善。以本研究结果为依据，提出了腐

植酸营养制剂在树木移栽养护、古树复壮上的应用

模式。[ 来源：2012（6）：5 ～ 8]
64. 酸性配方基质在设施地栽培蓝莓中的应

用研究

试验以玉米秸木醋液、泥炭、松树皮和园土

为主原料形成 4 种酸性栽培营养基质，以园土为

对照，在设施地蓝莓栽培中进行基质调控应用研

究。结果表明：木醋酸性栽培基质 2（MW2）和

泥炭基质（MP）处理对设施蓝莓调控效果显著，

使蓝莓在生长状况、抗病性及果实产量品质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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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均好于其他基质，二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来源：

2013（1）：13 ～ 21]
65. 腐植酸水溶肥对小麦产量及抗逆性的影

响效应

通过喷施不同浓度腐植酸水溶肥，在不同水

分、不同小麦品种的条件下，分析各个处理的叶片

光合速率、电导率、叶绿素相对含量、千粒重和产

量等指标。结果表明：腐植酸水溶肥在小麦生育后

期应用的适宜浓度为 600 ～ 800 倍稀释液，以在灌

浆前期喷施 2 次（间隔 5 ～ 7 天）为好。[ 来源：

2013（4）：18 ～ 22]
66. 水溶性叶面肥对豇豆产量的影响

使用 8 个不同配方叶面肥在豇豆营养生长阶

段喷施 3 次，调查叶面肥对豇豆产量的影响。结果

表明：与对照相比，喷施 4.3% 黄腐酸叶面肥处理

增产 67.0%；8% 黄腐酸 + 氮磷钾增产 57.1%；大

量元素 + 微量元素 [（N+P2O5+K2O=9 ∶ 6 ∶ 8）+
（Fe+B+Zn≥1%）] 增产 48.2%；4% 腐植酸钾 + 大

量元素 + 微量元素 [（N+P2O5+K2O=9 ∶ 6 ∶ 8）+
（Fe+B+Zn≥1%）] 增产 43.2%（添加腐植酸钾不

利于提高产量）；3% 腐植酸钾 + 维生素 + 尿素 +
硫酸钾 ≥7% 增产 40.8%；大量元素 + 微量元素

[（N+P2O5+K2O=12 ∶ 10 ∶ 13）+（Fe+B+Zn≥
0.6%）] 增产 39.5%；3% 腐植酸钾 + 大量元素 +
微量元素 [（N+P2O5+K2O=12 ∶ 10 ∶ 13）+（Fe+B+ 
Zn≥0.6%）] 增产 33.7%；4% 腐植酸钾增产 15.9%。

黄腐酸增产效果最明显，微量元素增产效果比大

量元素明显，腐植酸钾增产幅度较低，腐植酸钾 +
大量元素 + 微量元素处理的增产效果低于大量元

素 + 微量元素处理。[ 来源：2013（6）：27 ～ 29]
67. 腐植酸钠与保水剂配施对生菜生长和品

质的影响

用腐植酸钠与保水剂以不同比例配施，在生

菜生产中进行了应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

相比，同时施用腐植酸钠和保水剂均表现出对生菜

的生长有促进作用，T1、T2、T3 的株高分别增加

了 20.63%、46.87%、58.75%，产量增加 38.4% ～

61.3%，达显著水平；在品质方面，T1、T2 和 T3
生菜的 Vc 含量分别比对照增加 17.25%、28.60%、

46.54%，粗蛋白含量分别增加 16.25%、36.46%、

48.01%。硝酸盐含量分别减少 19.68%、28.37%、

33.62%。在等氮、磷、钾养分条件下，腐植酸钠

和保水剂的比例以 7 ∶ 3 的配比效果最佳。[ 来源：

2014（1）：19 ～ 22]
68. 含腐植酸“喷施宝”有机水溶肥料降低

芥蓝菜吡虫啉农药残留量研究

含腐植酸“喷施宝”有机水溶肥料对降低芥蓝

菜中吡虫啉农药残留量的降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同时还能提高芥蓝菜中保护酶过氧化酶（POD）的

活性。每 666.7 m2 添加含腐植酸喷“施宝”有机水

溶肥料 20 ～ 30 mL，喷药后 3、7 天采集芥蓝菜样

品检测芥蓝菜中的吡虫啉农药残留量降低 20.5% ～

69.6%；提高 POD 活性 17.1% ～ 51.8%。检测结

果经 t 测验，其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来源：

2014（1）：23 ～ 25]
69. 腐植酸缓释肥料对不同地区花生生长及

产量的影响 
在山东潍坊、烟台、临沂 3 个地区同步开展腐

植酸缓释肥在花生上的肥效试验，研究了不同地区

活性腐植酸缓释肥对花生生长和产量的影响。结果

表明：各地区花生农艺性状、经济性状和产量均以

高施肥量的腐植酸缓释肥处理表现最好，肥效随施

肥量的增加呈现上升趋势。同等施肥量条件下，腐

植酸缓释肥料优于普通掺混肥料。[ 来源：2014
（2）：25 ～ 28]

70. 放线菌剂与腐植酸钾对魔芋抗病促生效

果研究

分别以不施菌剂、不施腐植酸钾为对照，采用小

区试验，探讨生防放线菌剂与腐植酸钾配施条件下二

者对魔芋的防病促生作用。结果表明：当腐植酸钾与

3 号放线菌配施时，具有较强的防病促生作用。30、
60、90 克 / 株腐植酸钾分别配施 3 号菌剂时，与不施

腐植酸钾对照相比，魔芋病害相对防效、增产率及

增长系数分别提高了 9.8% ～ 41.6%、17.1% ～ 76.3%
和 20.1% ～ 64.2%。其中，60 克 / 株腐植酸钾配施

3号菌剂时效果最明显。当放线菌剂与腐植酸钾配施

时，具有较强的防病促生作用。1、2、3 号放线菌

剂与 60克 /株腐植酸钾配施，与不施菌剂对照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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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芋病害相对防效、增产率及增长系数分别提高

了 11.7% ～ 89.7%、33.3% ～ 150.9% 和 38.5% ～

175.0%。其中 2、3 号放线菌剂与 60 克 / 株腐植酸

钾配施处理效果较好。研究表明，腐植酸钾与放线

菌剂配施能促进魔芋生长，提高魔芋产量，降低发

病率。[ 来源：2014（4）：45 ～ 49]
71. 叶面喷施水溶性生物腐植酸有机肥对马铃

薯产量的影响

通过设置不同追肥用量，研究了追施水溶性生

物腐植酸有机肥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

施用水溶性生物腐植酸有机肥后，与对照相比，马

铃薯均有不同程度的增产，增幅范围为 4.02% ～

43.51%，单株结薯数增加了 0.1 ～ 1.0 个 / 株，单

株块茎重增加了 0.007 ～ 0.080 千克 / 株。叶面喷

施水溶性生物腐植酸有机肥的增产效果随着用量

的减少而减弱。当追肥用量为 50.01 L/hm2 时，

为最佳经济用量，其产投比达 9.95，比对照提高

12.91%；继续增加用量，经济效益反而有所下降。

在马铃薯现蕾期后，连续喷施水溶性生物腐植酸有

机肥能起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来源：2014（5）：

10 ～ 14]
72. 腐植酸水溶肥在大棚芹菜上的肥效试验

为了研究济农腐植酸水溶肥在大棚芹菜上的

肥效试验，采用不同稀释倍数（800、1000、1200 倍）

的济农腐植酸水溶肥对大棚芹菜进行叶面喷施，以

磷酸二氢钾与尿素混合水溶液及清水喷施做对照，

观察不同处理对大棚芹菜生物性状的影响。结果表

明：与对照相比，济农腐植酸水溶肥可以明显改善

作物性状，提高作物的产量和经济效益。其中，以

叶面喷施 800 和 1000 倍液济农腐植酸水溶肥两组

处理效果最为明显，株高增加 0.8 ～ 2 cm，茎粗增

加 0.2 ～ 1.0 cm，单株重增加 0.01 ～ 0.03 kg，小区

产量提高 8.99% ～ 10.89%，经济效益显著。因此，

济农腐植酸水溶肥在芹菜上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

景。[ 来源：2014（6）：24 ～ 27]
73. 腐植酸水溶肥料对盐胁迫下燕麦阳离子

含量及产量的影响

本试验为探讨燕麦抗盐机制和适应盐胁迫能

力， 研 究 了 0、50、100、150、200 mmol/L 5 个

盐浓度胁迫下，喷施腐植酸水溶肥料对燕麦叶片

中 Na+、K+、Ca2+、Mg2+ 含量及燕麦产量和产量构

成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盐胁迫下，与喷施

清水相比，喷施腐植酸水溶肥料能降低燕麦叶片

中 Na+ 含量，增加 K+、Ca2+、Mg2+ 含量。在灌浆

期 150 mmol/L 盐浓度胁迫下，与喷施清水相比，

喷施腐植酸水溶肥料燕麦叶片中 Na+、K+、Ca2+、

Mg2+ 含量和 Na+/K+、Na+/Ca2+、Na+/Mg2+ 值基本保

持不变。在灌浆期 200 mmol/L 盐浓度胁迫下，与

喷施清水相比，喷施腐植酸水溶肥料燕麦叶片中

Na+/K+、Na+/Ca2+、Na+/Mg2+ 分别降低了 49.61%、

56.40%、39.00%，产量提高了 28.52%。在盐胁迫

下，喷施腐植酸水溶肥料通过降低燕麦叶片中 Na+/
K+、Na+/Ca2+、Na+/Mg2+ 值，提高单株穗粒数，使

燕麦保持较高产量。[ 来源：2015（4）：15 ～ 20]
74. 煤基黄腐酸在黄秋葵上的应用研究

在露地栽培条件下，以黄秋葵为试验材料，研

究其叶面喷施不同浓度的煤基黄腐酸的施用效果。

结果表明：喷施煤基黄腐酸的黄秋葵植株生长速度

加快，叶绿素含量增加，光合速率提高，抗旱性能

增强，产量为 3525.7 ～ 3931.5 kg/667 m2，增产率

为 7.29% ～ 19.64%。黄秋葵品质也得到改善，单

荚果重增加，Vc、可溶性固形物、可溶性蛋白质

含量均增加，荚果外形美观。在本试验条件下，煤

基黄腐酸稀释 500 倍效果最好。从成本和效果综合

考虑，建议生产应用上稀释 500 ～ 800 倍液进行叶

面喷施。[ 来源：2016（1）：16 ～ 19]
75. 腐植酸复混肥对甘薯产量及钾肥利用率

的影响

以“济徐 23”甘薯为试验材料，设置空白对

照、腐植酸复混肥、等量无机养分、活化风化煤（等

量腐植酸）4 个处理，通过大田试验，研究腐植酸

复混肥对甘薯产量、产量构成因素及钾肥利用率的

影响。结果表明：施用腐植酸复混肥可促进块根膨

大，甘薯产量高达 50.39 t/hm2，与空白对照相比增产

26.07%；施用腐植酸复混肥显著提高了钾素产块根

效率、钾素收获指数、钾肥农学利用率和钾肥偏生

产力，降低了生育期甘薯 T/R 比值（茎叶鲜重与块

根鲜重的比值）。[ 来源：2016（2）：15 ～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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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腐植酸尿素对冬小麦增产效果及氮肥利

用率的影响

以冬小麦为试验材料，研究腐植酸尿素对其产

量构成因素、产量及氮肥利用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腐植酸尿素能显著提高冬小麦产量、千粒重及氮肥

利用率。施用腐植酸尿素 I 型和腐植酸尿素 II 型与

农民习惯施肥相比，冬小麦产量分别增加 753.2、
756.9 kg/hm2，千粒重分别提高 1.3、1.4 g，氮肥利用

率分别提高 11.97、11.60 个百分点；与普通 BB 肥

相比，冬小麦产量分别增加 897.7、894.0 kg/hm2，

千粒重分别提高 0.5、0.6 g，氮肥利用率分别提高

10.11、9.74 个百分点。[ 来源：2016（3）：18 ～ 21]
77. 黄腐酸钾在结球生菜上的应用效果研究

在露地栽培条件下，进行结球生菜叶面喷施

黄腐酸钾效果试验。结果表明：叶面喷施黄腐酸

钾后，结球生菜功能叶中叶绿素含量显著增加，

叶片含水率提高；生长速度加快，开展度明显增

大，株高、单球重增加，净菜率提高，增产率为

19.00% ～ 25.66%；叶球紧实，Vc 和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提高，口感改善；结球生菜的采后贮存期

延长 1.5 天以上。[ 来源：2016（4）：26 ～ 29]
78. 腐植酸万寿菊专用肥氮磷钾适宜配比试

验研究

为了筛选腐植酸万寿菊专用肥氮磷钾适宜配

比，研究了不同氮磷钾配比的腐植酸肥料对万寿菊

生长发育、叶黄素含量、鲜花产量的影响。结果表

明：与对照相比，适宜氮磷钾配比的腐植酸肥料可

促进万寿菊生长发育；增加万寿菊叶黄素含量和鲜

花产量。对万寿菊叶黄素含量及鲜花产量进行综

合评定表明：腐植酸万寿菊专用肥氮磷钾适宜配

比为 N ∶ P2O5 ∶ K2O=1 ∶（1.2 ～ 2）∶（0.6 ～

1.25）。[ 来源：2016（5）：28 ～ 33]
79. 腐植酸生物有机肥在大白菜上的应用研究

在田间自然的土壤气候下，进行大白菜施用

腐植酸生物有机肥效果试验。结果表明：与 CK
相比，施用腐植酸生物有机肥，大白菜叶绿素 a
含量增加 0.02 ～ 0.05 mg/g·FW，叶绿素 b 含量增

加 0.06 mg/g·FW，抗病性提高；大白菜单株重增

加 0.13 ～ 0.75 kg，净菜率提高 5.3% ～ 12.1%，最

高增产率为 26.27%；其品质和口感有所改善，Vc
含量提高 16.3 ～ 33.2 mg/kg，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提高 0.7% ～ 1.1%。[ 来源：2017（2）：31 ～ 36]
80. 不同浓度腐植酸叶面肥对甘蓝产量与品

质的影响

为了解腐植酸叶面肥在生产中对甘蓝产量和品

质的作用效果以及适宜喷施浓度，在甘蓝上进行了

腐植酸叶面肥不同喷施浓度对比试验。结果表明：

喷施腐植酸叶面肥可增加甘蓝单球重、提高商品率、

提高 Vc 含量、增加可溶性糖含量、增加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降低硝酸盐含量等，从而改善甘蓝品质，

提高甘蓝产量，与对照比，增产 5.15% ～ 13.48%，

其中腐植酸叶面肥 600 倍增产效果极显著，达

13.48%；增加经济收入，与对照比，增收 4.93% ～
13.34%，其中腐植酸叶面肥 600 倍增收效果最明显，

为 13.34%。[ 来源：2017（2）：37 ～ 40]
81. 腐植酸尿素对水稻产量和氮肥利用率的影响

为了验证腐植酸尿素产品的应用效果，在广

东惠州开展了水稻田间效果验证试验。结果表明：

腐植酸尿素较普通尿素平均增产 10.4%；在施纯氮

75 和 112.5 kg/hm2 水平下，腐植酸尿素可显著提

高水稻产量；在施纯氮 75、112.5、150 kg/hm2 水

平下，腐植酸氮肥表观利用率和氮肥农学效率分别

提高了 3.7、8.2、5.8 个百分点和 45.1%、34.3%、

78.0%。[ 来源：2017（3）：40 ～ 43]
82. 含腐植酸风化煤对镉污染土壤理化性质

及小白菜生理指标的研究

采用盆栽试验，研究含腐植酸风化煤对镉（Cd）
污染土壤蔬菜系统，土壤理化性质以及小白菜生理

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含腐植酸风化煤对 Cd 污

染土壤中全氮含量影响不明显；但可以增加速效磷

含量和根系阳离子交换量。活化的含腐植酸风化煤

可以增加速效钾含量；更有利于增大叶绿素相对含

量。因此含腐植酸风化煤能改善 Cd 污染土壤理化

性质，促进植株健康生长，以活化含腐植酸风化煤

为佳。[ 来源：2017（5）：26 ～ 34]
83.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对大蒜生长发育、产

量以及经济效益的影响

通过研究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对大蒜农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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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以及经济效益的影响。结果表明：相比常规施

肥，增施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后大蒜的株高、假茎

高和假茎粗分别增加 10.96%、7.53% 和 12.02%，

其中，大蒜的蒜头和蒜薹产量分别增加 10.36% 和

9.14%，增产效果显著。增施含腐植酸水溶肥料

后肥料投入增加 472 元 / 公顷，大蒜总产值增加

11179 元 / 公顷。[ 来源：2018（1）：26 ～ 29]
84. 腐植酸生物有机肥对设施葡萄生长发育、

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在设施栽培条件下，以 8 年生“藤稔”葡萄为

试材，研究腐植酸生物有机肥对其生长发育、产量

和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施用腐植酸生物有机肥

同常规栽培比较，葡萄萌芽期、始花期、着色期和

成熟期提前；萌芽期、始花期，5 ～ 20 cm 土层地

温均有不同程度升高；葡萄增产显著，增产率达到

36.47% ～ 42.40%；葡萄单穗重、单粒重、果实硬

度、可溶性固形物、还原糖含量均有所提高，可滴

定酸含量降低，色泽、风味改善，品质提高；葡萄

的净产值最高，经济效益最好。[ 来源：2018（3）：

68 ～ 73]
85. 黄腐酸对苜蓿固氮效率及产量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苜蓿进行喷施黄腐酸或接种根瘤菌

（Sinorhizobium meliloti CCBAU01290）处理，比

较不同处理对苜蓿固氮效率及其生长的影响。结

果发现：喷施黄腐酸或接种根瘤菌显著增加了苜

蓿的根瘤数、根瘤鲜重及固氮酶活性；喷施黄腐

酸使 2 年年产量分别增加了 29.57% 和 20.35%，接

种根瘤菌则分别增加了 10.27% 和 29.34%。[ 来源：

2018（4）：33 ～ 36，51]
86. 腐植酸液体肥料与化肥配施对设施栽培

西瓜的影响

为探究腐植酸液体肥料与化肥配施对西瓜的

肥效，以常规施肥作对照，研究了腐植酸液体肥料

与化肥配施对西瓜生长性能、产量和甜度的影响。

结果表明：腐植酸液体肥料与化肥配施可促进西瓜

的生长发育，保证西瓜增产、稳产，改善西瓜甜度

品质。腐植酸液体肥料与常规施肥配施效果最好，

增产率为 24.94%；在化肥减量 30%、50% 的条件

下，腐植酸液体肥料与化肥配施增产、稳产效果明

显，增产率分别为 13.96%、3.49%，节肥效果明显。

[ 来源：2018（5）：29 ～ 33]
87. 腐植酸蔬菜专用肥对蒲公英生长发育、品

质产量及经济效益的影响

通过研究腐植酸蔬菜专用肥对蒲公英生长发

育、产量、品质和经济效益的影响。结果表明：施

用腐植酸蔬菜专用肥能促进蒲公英的生长发育、

产量提高和品质改善，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与

对照相比，施用腐植酸蔬菜专用肥增产 4.89% ～

6.89%，增收 4.36% ～ 6.23%；与 NPK 复合肥相比，

施用腐植酸蔬菜专用肥增产 2.16% ～ 4.10%，增收

2.09% ～ 3.92%。综合考虑，本试验中蒲公英施用

腐植酸蔬菜专用肥的适宜用量为 50 ～ 60 千克 / 亩。

[ 来源：2018（5）：34 ～ 40]
88. 生物黄腐酸水溶肥料在红枣上的应用研究

以红枣为供试作物，研究生物黄腐酸水溶肥料

对红枣的影响。结果表明：冲施生物黄腐酸水溶肥

料的处理红枣一级果着色比例占 90.94%，较其他

处理有显著差异，且增产增收明显；较农民习惯施

肥处理增产 3.5 千克 / 株，增收 17 元 / 株；较农民

常规施肥 + 等量清水处理增产 2.9 千克 / 株，增收

14 元 / 株。[ 来源：2018（5）：41 ～ 43]
89. 腐植酸马铃薯专用肥应用效果研究

通过试验研究了不同用量腐植酸马铃薯专用

肥对马铃薯农艺性状、光合作用、品质、产量和经

济效益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本试验条件下，施用

腐植酸马铃薯专用肥和复合肥均能不同程度增强马

铃薯叶片光合作用，改善马铃薯农艺性状、品质，

提高马铃薯产量和经济效益，但是施用腐植酸马

铃薯专用肥效果更佳。施用腐植酸马铃薯专用肥

马铃薯产量比对照增产 11.21% ～ 14.70%，增收

5.41% ～ 5.99%；比复合肥增产 3.19% ～ 6.42%，增

收 2.56% ～ 3.09%。[ 来源：2019（1）：37 ～ 4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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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田间试验研究了不同配方腐植酸型土壤

调理剂对滨海盐碱地土壤性质和小麦产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3 种配方腐植酸型土壤调理剂均能改善

土壤理化性状，不同程度地降低盐碱地土壤容重和



腐植酸2022 年第 3 期

129

腐植酸文摘

电导率；提高土壤碱性磷酸酶活性，降低土壤多

酚氧化酶活性，有助于土壤中有机磷向无机磷转

化；显著促进小麦生长，增加小麦产量，增产率

19.06% ～ 37.37%。可见，腐植酸型土壤调理剂对

盐碱障碍土壤修复和小麦增产有效，3 种配方中以

腐植酸 + 糠醛渣 + 硫酸铝 + 硫酸镁（T4）处理效

果最佳，可在北方盐碱障碍土壤上进一步试验示范。

[ 来源：2019（5）：52 ～ 57] 
91. 腐植酸蔬菜专用肥对大叶芹光合色素含

量、品质、产量及经济效益的影响

通过开展腐植酸蔬菜专用肥在大叶芹上不同

用量试验，研究腐植酸蔬菜专用肥对大叶芹光合

色素含量、品质、产量及经济效益的影响，为腐

植酸蔬菜专用肥在山野菜上的推广应用提供试验依

据。结果表明：施用腐植酸蔬菜专用肥能增加大叶

芹产量，在本试验条件下，比对照增产 16.79% ～

24.81%，比 NPK 复合肥增产 6.99% ～ 14.34%，

增产效果极显著；能增加经济收入，比对照增收

16.71% ～ 24.68%，比 NPK 复合肥增收 6.97% ～

14.29%，增收效果极显著；能增加 Vc、可溶性糖、

可溶性蛋白含量；能增加叶绿素 a、叶绿素 b 和类

胡萝卜素含量。综合考虑，本试验中大叶芹施用腐

植酸蔬菜专用肥的适宜用量为 60 kg/667 m2。[ 来
源：2019（5）：61 ～ 65]

92. 腐植酸生物有机肥在盆栽香葱上的试验

研究

利用褐煤等经过复合微生物高温堆腐发酵后

添加特定功能菌制备成腐植酸生物有机肥，并将该

肥用于盆栽香葱试验。结果表明：腐植酸生物有机

肥使香葱株高、分蘖数、丛株重增加，使根系发达、

根系活力增强、叶绿素含量增加，还能优化土壤微

生物群落，为香葱生长发育奠定基础。施用腐植酸

生物有机肥能使产量在化肥减量 20% 情况下，不

降反增。[ 来源：2019（5）：66 ～ 69]
93. FA、HIDS 对 CaCl2 缓解低温弱光下

西葫芦幼苗伤害的影响

以低温敏感型西葫芦为试验材料，研究低温弱

光下叶面喷施 CaCl2（T1）、CaCl2+ 脲基二琥珀酸

四钠（T2）、CaCl2+ 黄腐酸（T3）对西葫芦幼苗生

长的影响，以喷施清水为对照（CK）。结果表明：

与 CK 相比，T1、T2、T3 处理降低西葫芦幼苗中过

氧化氢、超氧阴离子自由基、丙二醛含量，提高抗

氧化酶活性、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和脯氨酸含量。

其中 T3 处理效果最好，茎粗、株高和叶面积分别

比 CK 显著增加 26.55%、14.13%、24.08%，地上部

及地下部干重、全株干重、壮苗指数、根冠比分别

比 CK 显著增加 5.02%、69.23%、12.44%、63.11%、

60.31%，过氧化氢、超氧阴离子自由基、丙二醛含

量分别比 CK 显著降低 26.13%、37.27%、47.57%，

过氧化物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分

别比 CK 显著增加 18.33%、2.42% 和 43.90%，脯氨

酸、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含量分别比 CK 显著增

加 75.88%、4.64% 和 7.61%。综上，CaCl2 与黄腐酸

协同处理对缓解低温弱光下西葫芦幼苗伤害效果最

佳。[ 来源：2020（6）：32 ～ 37，60]
94. 纳米碳增效生物有机肥对三峡库区榨菜、

脐橙、蜜桔和茶叶增产效果研究

三峡库区农业面临化肥过量施用引起的生态

问题和农民增产增收的双重压力。选取榨菜、脐

橙、蜜桔和茶叶 4 种典型库区农作物进行纳米碳增

效生物有机肥减肥增产大田示范试验。以常规施肥

量的生物有机肥为对照，纳米碳增效生物有机肥分

别采用常规施肥量的 100%、90%、70% 和 50%，

研究和分析对作物生物性状和产量的影响。结果

表明：该纳米碳增效生物有机肥的减肥增产效果显

著。在采用常规施肥量 70% 的情况下，榨菜、脐

橙、蜜桔和茶叶分别增产 67.4%、44.4%、9.1% 和

23.5%。该纳米碳增效生物有机肥的施用和推广对

减少因肥料流失引起的水库面源污染和增加种植经

济效益潜力巨大。[ 来源：2020（6）：44 ～ 50]
95. 不同分子量腐植酸组分对小麦幼苗和油

菜生长的影响

为了解不同分子量腐植酸组分的功能特性及

其对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选用褐煤粉，经氧化浸

提离心后获得腐植酸，用不同极径的超滤膜通过流

动分析将腐植酸进行分离，获得分子量 <1000 Da、
1000 ～ 5000 Da、5000 ～ 10000 Da、10000 ～

30000 Da、30000 ～ 50000 Da、>50000 Da 的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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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组分，通过小麦幼苗试验和油菜盆栽试验，

对不同分子量腐植酸组分进行效果验证。结果表明：

分子量在 30000 Da 以下的腐植酸组分对小麦幼苗

的促生效果更显著，分子量在 10000 Da 以下的腐

植酸组分对盆栽油菜具有明显的增产作用。[ 来源：

2020（6）：51 ～ 55]
96. 腐植酸肥料对苦瓜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

以苦瓜为试验材料，采用田间试验方法，研究

腐植酸肥料对苦瓜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结果表

明：与施用普通复合肥相比较，在苗期，施用腐植

酸肥料处理的苦瓜生长更快，株高、茎粗增长显著；

在花期，施用腐植酸肥料处理的苦瓜坐果数显著增

多；在结果期，施用腐植酸肥料处理的苦瓜果长、

果径、单果重、产量显著增加，增产率达 6.67%。

从经济效益上分析，施用腐植酸肥料成本节约了

4.97%，而产生经济效益提高了 6.67%。[ 来源：

2021（1）：35 ～ 38]
97. 影响赤芍产量及芍药苷含量的营养因素

探索

为了达到规模化高产优质种植赤芍，从营养角

度入手，通过单因素盆栽试验，确定影响赤芍产量

和品质（芍药苷含量）的营养因素。结果表明：

氮、磷、钾、有机质处理对赤芍产量的影响均呈

先增加后降低趋势，氮 2.0 g/kg、磷 0.24 g/kg、钾

0.6 g/kg 及有机质 15 g/kg 土时分别达到高产量水

平，影响效果大小依次为有机质 > 氮 > 磷 > 钾；

干物质是产量形成的基础，有机质、氮、磷、钾对

赤芍根干物质含量的影响呈线性正相关，系数分别

为 0.9690、0.9123、0.9020、0.7409；对芍药苷含

量影响差别较大，趋势也不尽相同，影响效果大小

依次为磷 > 有机质 > 氮 > 钾。综上所述，对赤芍

产量和品质影响的关键养分因子为有机质、氮和磷。

[ 来源：2021（2）：34 ～ 37，58]
98. 滴灌条件下腐植酸复合肥对山地烤烟生

长和产质量的影响

针对广西百色烟区长期干旱的情况，通过滴灌

条件下混施腐植酸复合肥，探究 5 种不同施肥方式

对烤烟产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采用滴灌技术配

合施用腐植酸复合肥的方式能够增加烟叶的叶长、

叶宽，增加烤烟的茎围，提高产质量。其中滴灌 +
施用腐植酸复合肥 200 kg/hm2 处理的烤烟农艺性

状和经济性状最高。施用腐植酸复合肥能改善烟叶

品质，协调烟叶化学成分，综合评价好，提高上等

烟、中上等烟比例。因此，建议百色烟区采用滴灌

技术配合施用腐植酸复合肥用量 200 kg/hm2 为优。

[ 来源：2021（2）：38 ～ 43]
99. 壳聚糖 - 改性腐植酸复合材料对锰渣中

Mn 的固化作用及其对黑麦草生长效应

针对电解锰渣堆放过程中释放大量 Mn 产生的

水环境污染问题，利用改性腐植酸与壳聚糖制备了

壳聚糖 - 改性腐植酸复合材料，探究该复合材料对

锰渣中 Mn 的固化效应及其对黑麦草生长的影响。

结果表明：壳聚糖 - 改性腐植酸复合材料对锰渣中

Mn 的固化效率达到 47.6% ～ 79.6%，添加这种复合

材料的锰渣 - 土壤混合基质对黑麦草生长有显著促

进作用，黑麦草种植近一个月后的株高、生物量比

对照平均增加了 56.7%、175.6%；而且锰渣 - 土壤混

合基质渗滤液中 Mn 的浓度降低了 67.4% ～ 83.7%。

壳聚糖 - 改性腐植酸复合材料可以应用于锰渣堆场

的生态修复工程。[ 来源：2021（4）：20 ～ 26]
100. 不同调酸型土壤调理剂在萝卜 - 芹菜轮

作上的改良效果

在酸性土壤上，研究了不同调酸型土壤调理剂

对萝卜 - 芹菜轮作农艺性状和化学性质的影响。设

4 个处理：CK、石灰 + 风化煤（I）、氢氧化钾 +
风化煤（II）、硅钙钾镁（III）。结果表明：在萝

卜产量提升上，石灰 + 风化煤和硅钙钾镁分别使萝

卜增产 10.3% 和 12.6%，而氢氧化钾 + 风化煤萝卜

增产效果不明显。从芹菜的叶绿素、株高、茎粗及

产量来看，石灰 + 风化煤在芹菜的生长上表现最优，

其次是硅钙钾镁，再次是氢氧化钾 + 风化煤，对照

基本绝产。萝卜 - 芹菜轮作后，在改良土壤的 pH
值和交换性酸上，与对照比，石灰 + 风化煤、硅钙

钾镁可使土壤 pH 值提高 0.42、0.11 个单位，而氢

氧化钾 + 风化煤施用后土壤出现了一定的复酸化现

象；在土壤养分上，与对照比，施用土壤调理剂的

各处理均提高了酸性土壤的硝态氮、有效磷、速效

钾和有机质含量。[ 来源：2021（4）：32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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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度（2021—2022）十则腐植酸、腐植酸肥料
小麦试验效果显著

小麦是全球分布最为广泛的粮食作物，世界上

有超过 40% 的人口以小麦为主食，小麦占世界粮

食贸易总量的50%，在世界粮食贸易中占重要地位。

目前，全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导致部分

小麦主产国产量受损、质量下降，直接影响到了全

球小麦进出口形势，并波及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粮食安全。腐植酸、腐植酸肥料在促进小麦生长

发育、增强小麦抗逆能力、防止小麦早衰、提高小

麦产量等方面均具有调控作用。现摘编十则最新案

例于后，与大家分享。

一、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翟文晰等为解决陕西塿土地区自然侵蚀严重、

土壤肥力有限、水分短缺等问题，以“开麦 18”
为研究对象，设置 5 个不同施用水平腐植酸固体

肥处理，研究不同施肥水平对土壤理化性状和小

麦生长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施用腐植酸固体

肥对塿土土壤物理和化学特性具有明显的改善作

用，土壤速效磷、速效钾、土壤容重、田间持水

量和孔隙度等指标均表现出随着腐植酸固体肥施

用量的增加而改善。1200、1600 kg/hm2 水平下，

腐植酸固体肥可以显著提高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

比对照分别提高了 1.72、2.05 g/kg；800、1200、
1600 kg/hm2 水平下，腐植酸固体肥对土壤速效磷、

速效钾均有显著提高，对土壤 pH 值有显著的降低

效果，与对照比，pH 值降幅为 0.13 ～ 0.19。施用

腐植酸固体肥对小麦生长指标（穗数、穗粒数、

千粒重、穗长、株高、产量）均有显著提高，通

过对腐植酸固体肥施用浓度与生长指标的回归方

程求解，得出在 667 ～ 1122 kg/hm2 施肥区间使用

腐植酸固体肥可获得最佳产量。[ 来源：《水土保

持研究》，2021，28（3）：25 ～ 29]
二、提高氮肥利用

杨柳等以“济麦22”为材料，设置了空白（CK）、

磷钾肥对照（CK1）、常规复混肥料（CF）和腐

植酸增效复混肥料（HF）处理，在轻度、中度、

重度 3 种盐渍化程度土壤上，连续 2 年进行了小麦

的田间试验，以探究腐植酸增效复混肥料对小麦产

量、氮肥吸收利用及小麦全生育期土壤硝态氮和铵

态氮动态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常规复混肥料

相比，施用腐植酸增效复混肥料有效提高小麦产量，

平均提高幅度为 25.26%（2018 年）和 19.17%
（2019 年），不同盐渍化程度土壤上小麦的穗数、

穗粒数和千粒重均有所增加；促进小麦对氮素的吸

收，氮素总累积量增加幅度为 11.25 ～ 36.75 kg/hm2 

（2018 年）和 9.90 ～ 49.80 kg/hm2（2019 年），

在轻度、中度、重度盐碱土壤上，施用腐植酸增

效复混肥料增产幅度分别为 31.68%、20.53%、

23.56%（2018 年）和 33.28%、18.86%、5.36%（2019
年）；氮肥利用率提高幅度分别为 6.29 ～ 16.73 个

百分点（2018 年）和 5.47 ～ 27.69 个百分点（2019
年）；明显增加 0 ～ 20 cm 土层土壤硝态氮含量，

土壤铵态氮含量则下降。土壤盐渍化程度直接影响

小麦产量、氮素吸收等，施用腐植酸增效复混肥料

较常规复混肥料促进植株氮素吸收，小麦产量及氮

肥利用率随土壤盐渍化程度降低而提高，建议轻度、

中度盐渍化土壤上施用腐植酸增效复混肥料。[ 来
源：《中国土壤与肥料》，2021，（2）：123 ～

132]
三、促进根系伸长

秦成以“山农 20”为材料，采用裂区试验设计，

主区为 3 个施氮量处理，分别为 240 kg/hm2（N1）、

180 kg/hm2（N2）、120 kg/hm2（N3），副区为

5个不同形式碳投入的处理，分别为秸秆移除（SR）、

秸秆还田（ST）、秸秆还田 + 微生物菌剂（MA）、

商品有机肥（COF）、腐植酸钾（HA-K）。每个

处理设 3 次重复，重点研究不同施氮量与碳投入形

式对土壤养分及冬小麦根系生长分布的影响。结果

表明：（1）在 5 种不同形式的碳投入处理中，最

高产量为施用腐植酸钾的处理，其在 N2 施氮量处

理下达到最大值，为 8707.96 kg/hm2。（2）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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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茎鞘与叶片的氮素积累对 N1 处理的响应更加显

著，籽粒对N2的响应更加显著。与N1处理相比较，

N2 处理氮素利用效率平均提高了 18.39%，N3 处

理氮素利用效率平均提高了 11.23%。（3）在不同

的施氮量条件下，0 ～ 60 cm 土层中土壤有机碳与

全氮含量对不同形式碳投入的响应极为显著，而

且变化趋势一致，施氮处理表现为 N2>N1>N3。
土壤硝态氮的含量与施氮量成正比，且对 N1 的响

应更加显著。（4）在 40 ～ 100 cm 土层中，除秸

秆还田处理外，其他碳投入形式均显著影响冬小

麦的根长密度，与 N1 处理相比较，N2 处理冬小

麦根长密度提高了 50.04%，这说明适量减氮可显

著促进冬小麦根系在深层土壤中的伸长，优化其

生长及空间分布。综合产量、土壤肥力与根系在

土壤中的分布，在本研究区域，推荐 180 kg/hm2

的氮肥施用量配施腐植酸钾的绿色增产高效施肥

模式。[ 来源：《山东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1]
四、调控生长发育

赵晓燕等以“济麦 22”为材料，采用土壤施

肥和叶面喷施 2 种方法进行大田试验，研究腐植

酸（土壤施肥：腐植酸钠、含腐植酸的氮钾肥；叶

面喷施：黄腐酸钾、含黄腐酸叶面肥）对小麦生

长发育的调控作用。结果表明：土壤施肥中单施腐

植酸处理的小麦株高显著提高了 4.64%，灌浆期旗

叶叶面积提高了 11.74%；小麦的有效穗数、理论

产量、蛋白质相对含量、淀粉相对含量以及穗、茎、

旗叶的全氮含量分别提高了 13.39%、12.69%、

12.79%、2.24%、9.39%、17.55%、10.62%。土壤

施肥中腐植酸配施常规肥处理的小麦光合速率、

蒸腾速率显著提高了 15.66% 和 11.79%；其蛋白

质和淀粉相对含量也提高了 2.92%、2.17%。叶面

施肥中单施腐植酸处理的小麦蒸腾速率显著提高

15.16%、气孔导度提高 22.05%、灌浆期旗叶叶面

积提高 11.65%、蛋白质相对含量提高 7.61%。此外，

腐植酸还可以增加生长素积累，促进细胞伸长和

细胞数目增加。基因表达谱分析表明，腐植酸的

施加可能通过调控生长素合成、光合作用等相关

基因的表达来促进小麦的生长发育。[ 来源：《山

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53（2）：

197 ～ 208]
五、调节叶片光合作用

王彩虹等在 2018—2020 年连续 3 年设置常规

化肥（S1）、未接菌复合肥（S2）、普通复合肥（S3）、

腐植酸复合微生物肥（S4）和不施肥（CK）处理，

研究长期施用腐植酸复合微生物肥对小麦“泰农

18”生长及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2018—2020
年小麦叶片长度、叶片数目、基茎、分蘖数随着年

份的增加而增加；相同年份小麦叶片长度、叶片数

目、基茎、分蘖数均表现为 S4>S3>S1>S2>CK，

不同施肥处理均显著高于 CK。小麦叶面积指数和

比叶质量呈一致的变化趋势，随着年份的增加而

增加；相同年份小麦叶面积、叶面积指数、比叶

质量均表现为 S4>S3>S1>S2>CK，不同施肥处理

均显著高于 CK；小麦叶隙分数、叶片透光率均表

现为 S4<S3<S2<S1<CK。小麦气孔导度、净光合

速率和胞间 CO2 浓度呈一致的趋势，随着年份的

增加而增加；相同年份小麦气孔导度、净光合速

率和胞间 CO2 浓度均表现为 S4>S3>S1>S2>CK，

不同施肥处理均显著高于 CK。小麦产量和结

实率呈一致的变化趋势，随着年份的增加而增

加；相同年份小麦产量和结实率大体表现为

S4>S3>S1>S2>CK，不同施肥处理均显著高于

CK。综合分析表明，腐植酸复合微生物肥对小麦

产量和结实率的影响最大，具体表现为促进小麦

产量的增加。[ 来源：《江苏农业科学》，2022，
50（7）：100 ～ 105]

六、延缓叶片衰老

胡娜等研究了腐植酸与氮肥配施对冬小麦“百

农矮抗 58”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的影响。结果表

明：单施腐植酸不利于提高冬小麦叶片叶绿素相对

含量，腐植酸与氮肥配施处理优于常规施肥处理，

常规施肥处理优于不施氮肥处理。其中，以常规施

肥减氮 15% 配施腐植酸处理最佳，能有效延缓冬

小麦叶片衰老，促进冬小麦后期生长。[ 来源：《河

南农业》，2021（13）：17]
七、提高防病虫害能力

刘晓明等结合春小麦“新春 44 号”的生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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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冲乎尔镇气候、土壤

特性，在施入腐熟有机粪肥的基础上，加施腐植酸

改良土壤的方法，有效地提高了土壤肥力，调节了

土壤酸碱度，使土壤理化性状更适宜春小麦的生长

发育，提高了春小麦品质和产量；在施入腐熟有机

粪肥和腐植酸的基础上，施用有益微生物菌剂，提

高了春小麦对病虫害的防治，更大幅度地提高了

小麦的品质和产量。[ 来源：《新疆农业科技》，

2021（4）：1 ～ 4]
八、提高抗干热风能力

张玉凤等以“济麦 22”为材料，采用盆栽试

验，通过模拟干热风胁迫，研究了叶面肥、木醋液、

木醋液 + 含海藻酸水溶肥（木 + 海肥）、木醋液 +
含腐植酸水溶肥（木 + 腐肥）对小麦产量、叶绿

素、养分、抗氧化酶等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与

清水处理相比，叶面肥、木醋液、木 + 海肥、木 + 
腐肥处理的小麦产量、穗粒数、千粒重分别增加

1.15% ～ 26.57%、5.36% ～ 23.00%、0.88% ～

7.99%；木醋液、木 + 腐肥处理的秸秆重分别增加

7.43% 和 14.76%；木醋液、木 + 腐肥处理的根重

分别增加 27.26% 和 13.89%；木 + 腐肥处理的叶绿

素含量最高，增幅为 0.88% ～ 3.94%；木醋液处理

的秸秆氮、磷含量分别增加 9.20% 和 11.11%；叶

面肥、木醋液、木 + 海肥、木 + 腐肥处理的籽粒氮、

磷、钾含量增幅分别为 2.19% ～ 6.57%、13.04% ～

23.91%、9.68% ～ 12.90%， 超 氧 化 物 歧 化 酶、

过氧化物酶活性增幅分别为 9.09% ～ 18.15%、

1.08% ～ 15.30%， 丙二醛含量降低 0.94% ～

11.69%。说明木醋液与有机水溶肥协同能够提高

小麦抗干热风的能力，主要表现在提高小麦产量、

生物量及氮磷钾向籽粒转移的能力，提高超氧化物

歧化酶、过氧化物酶活性，降低丙二醛含量。在小

麦产量、生物量、叶绿素、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

化物酶、丙二醛方面，木醋液 + 含腐植酸水溶肥

效果最好。[ 来源：《中国土壤与肥料》，2021（4）：
234 ～ 240]

九、降低籽粒镉吸收

上官宇先等通过田间试验揭示不同钝化剂处

理（海泡石、秸秆生物炭、石灰、石灰 + 腐植酸、

石灰 + 海泡石、石灰 + 偏硅酸钠 + 硫酸镁）对土

壤镉及小麦“川麦 104”吸收镉的影响，并比较钝

化剂对降低小麦镉污染风险效果的差异。结果表

明：石灰 + 腐植酸（施用质量比为 2 ∶ 1）能使小

麦田土壤 pH 值提升 16.8%，单施石灰使水稻田土

壤 pH 值提升 3.7%；石灰 + 偏硅酸钠 + 硫酸镁（施

用质量比为 20 ∶ 4 ∶ 1）使小麦籽粒镉含量降低

25.8%；单施秸秆生物炭能够使小麦秸秆镉含量降

低 18.3%。从不同钝化材料对小麦镉转移系数的影

响来看，石灰 + 腐植酸能够降低小麦对镉的转移

系数，降幅为 39.7%，是降低镉转移系数最佳的钝

化材料。选用适当的钝化材料并进行适当处理能够

有效降低小麦籽粒中的镉含量，降低污染风险，同

时还可以改善土壤理化性状，起到修复受污染土壤

的作用。[ 来源：《生态环境学报》，2022，31（2）：

370 ～ 379]
十、省工节本增产

赵凤丽等以“扬麦 23”为材料，研究了在小

麦齐穗扬花初期“药肥混喷”[ 每 667 m2 喷施含腐

植酸水溶肥（30、50、80、120 mL）+48% 氰烯菌

酯·戊唑醇（50 mL）]，能够改善小麦的生物学性

状，主要表现为增加小麦千粒重、实粒数、结实率，

提高小麦产量，每 667 m2 用量 80 ～ 120 mL，与

单用药剂，即每 667 m2 喷施 48% 氰烯菌酯·戊唑

醇 50 mL（CK1）相比可增产 9.10% ～ 12.26%，

增收 85.48 ～ 93.08 元；与喷施等量清水（CK2）
相 比 可 增 产 14.26% ～ 17.56%， 增 收 98.64 ～

106.24 元；小麦穗期“药肥混喷”，省工节本、

防病增产效果十分明显。[ 来源：《农业装备技术》，

2021，47（3）：36 ～ 38]
还有大量研究表明，腐植酸、腐植酸肥料在

小麦促弱转壮、抗旱、抗寒、抗倒伏、抗病虫害

等方面效果显著，予小麦稳产增产、提质增效、

生态环境安全一举多得。一场疫情加之国际形势，

让我们明白了：家中有粮，心中不慌；麦粒虽小，

可兴国安邦。开发腐植酸小麦专用肥系列产品，

让腐植酸从土壤中来到土壤中去，助力小麦稳产

增产，予我国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本编辑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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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名称

1. 矿物源腐植酸测定方法

2. 腐植酸水溶硅肥

二、2 项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1. 矿物源腐植酸测定方法

（1）腐植酸类物质来源复杂，如土壤来源、

矿物来源、生物质来源等；

（2）腐植酸类物质形态多样，如腐植酸本身

及其内含物（如黄腐酸、棕腐酸、黑腐酸等）、腐

植酸与碱性物质发生复分解反应形成的各种盐（如

腐植酸钾、腐植酸钠、腐植酸钙镁等）、腐植酸与

强酸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形成的产物（如硝基腐植酸、

磺化腐植酸等）、腐植酸与相关物质复配形成的各

种应用产品（如腐植酸类肥料、腐植酸类土壤调理

剂、腐植酸类吸附材料等）；

（3）同类腐植酸产品也会因功能作用、应用

领域、使用原料、制备工艺、质量要求等的不同而

在产品结构、组成上有差异，有的甚至差异很大；

（4）腐植酸产品中腐植酸含量的测定与产品组

成、其中发挥有效作用的腐植酸的存在形式密切相关；

（5）腐植酸产品组成决定了样品前处理方式，

腐植酸产品中腐植酸的具体形态决定了腐植酸被提

取、检测和计算方法；

（6）腐植酸测定通用方法有重量法和容量法，

其中重量法准确但耗时耗力，容量法便捷但可能会

出现较大误差；

（7）现有腐植酸技术和产品标准中，相关腐

植酸测定方法或于标准正文中出现或以附录形式出

现，既存在有些内容重复、查阅不便的问题，又存

在有些内容概念不清晰、方法不统一、测定结果准

确性低、操作过程复杂、检测周期长等问题；

（8）矿物源腐植酸是宝贵的天然资源，其特

有的属性、应用优势和发展前景在此已不用再赘述，

制定系统、独立、完善、便捷、共性的矿物源腐植

酸检测方法是对腐植酸宝贵资源及其制品的“身份

认证”，是保证腐植酸产品质量的关键基础；

（9）本矿物源腐植酸测定方法，规范了概念、

简化了过程、加快了检测速度、降低了系统误差、

统一了共性的检测方法内容，其中重量法作为仲裁

法，容量法作为快速测定方法为企业品质内控和行

业、市场监管部门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10）结合《腐植酸碳系数测定方法》（T/
CHAIA 6-2019）团体标准，容量法测定腐植酸的

准确度会更高。 
2. 腐植酸水溶硅肥

（1）硅是植物体组成的重要营养元素，被国

际土壤界列为继氮、磷、钾之后的第四大元素；

（2）硅在提高植物对非生物和生物逆境抗性

中的作用很大，如硅可以提高植物对干旱、盐胁迫、

紫外辐射以及病虫害等的抗性；

（3）硅肥属于一种中量元素肥料；

（4）硅肥是植物调节性肥料，能很好地调节

作物对氮磷钾、钙镁等不同养分的平衡吸收；

（5）硅肥是保健肥料，能活化有益微生物，

改良土壤，调节土壤酸度，促进有机肥分解，抑制

土壤病菌、抗重茬及减轻重金属污染；

（6）硅肥是品质肥料，可明显改善农产品品

质，有效预防裂果、缩果和畸形果，增加果实的硬

度，令果形端正、着色好、口味佳，商品性好，耐

储运，延长保鲜期；

（7）水溶性硅肥是指溶于水可以被植物直接

吸收的硅肥，农作物对其吸收利用率较高，常用作

叶面喷施、冲施和滴灌，也可进行基施和追施，具

体用量可根据作物品种喜硅情况、当地土壤的缺硅

情况以及硅肥的具体含量而定；

（8）水稻是喜硅作物，硅可以提高水稻对稻

纵卷叶螟的抗性，施用硅后水稻对害虫取食的防御

反应迅速提高；

（9）硅能增加秸秆的强度和韧性，使水稻抗

倒伏，是增产稳产的保障；

（10）我国是世界上主要产稻国家之一，但我

国的大部分产稻地区土壤的有效硅含量不足，试验

证明硅肥在水稻上的增产率为 10% ～ 20%，如果

我国 3333 多万公顷常年种植水稻的面积全部施用

2 项协会团体标准函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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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肥，按增产 10% 计，每年可增产 100 万吨稻谷，

社会和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11）腐植酸水溶硅肥是腐植酸 + 化肥、以

有补无、以无补有的具体案例，将发挥腐植酸和水

溶性硅肥的协同作用，无疑成为腐植酸类肥料体系

中最佳“伴侣”之一；

（12）目前涉及行业以上硅肥标准只有《硅肥》

（NY/T 797-2004）。

三、标准制定流程

1. 2015 年 8 月 13 日，协会发布“中国腐植酸

工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构成的通知”（中

腐协〔2015〕24 号文件），委员共计 49 名，涵盖

表 1 2 项团体标准送审稿投票结果

 投票结果

标准名称
赞成

赞成，但有

建议或意见

不赞成，如采纳建议

或意见改为赞成
弃权 不赞成

回函率

（%）

赞成率

（%）
结果

矿物源腐植酸测定方法

（送审稿）

27 12 1 3 0 97.7 92.8 通过

腐植酸水溶硅肥

（送审稿）

27 13 1 2 0 97.7 95.2 通过

了腐植酸行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的

中坚力量。几年来，因身体情况、岗位调换、评审

表现等原因，目前具有委员资格的共计 43 名。

2. 2021 年 12 月 20 日起，2 项团体标准通过协

会自媒体广泛征求业界同仁意见和建议。

3. 2022 年 2 月 25 日，中腐协标委会秘书处将

2 项团体标准送审材料通过邮件和微信方式发送

43 名委员函审。

4. 2022 年 3 月 24 日投票截止日期前，42 名委

员陆续反馈函审意见。

四、函审结果

投票结果见表 1。

五、函审结论

根据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规定，函审时回

函率应不低于三分之二，必须有四分之三的回函

同意为通过。为此，根据表 1 统计结果，2 项团体

标准送审稿采纳相关意见，修改完善后可以进入

报批稿阶段。

六、函审意见和建议采纳与否列举说明

1. 矿物源腐植酸测定方法

（1）术语和定义中，增加了矿物源腐植酸，

活性腐植酸已被替换为水溶性腐植酸盐。

（2）重量法测定总腐植酸含量时，试样用盐

酸溶液进行前处理以洗脱干扰的金属离子，洗脱效

率已达到 99%，接下来碱液提取腐植酸，收集的

是溶液部分，残留的金属离子进一步被碱液沉淀通

过离心随沉淀去除，不影响测定结果。

（3）相对相差表示相同条件两次测定的精密

度，相对误差指的是测量所造成的绝对误差与多次

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之比乘以 100% 所得的数值。

（4）黄腐酸检测会制定独立的标准。

2. 腐植酸水溶硅肥

（1）本标准名称已改为腐植酸水溶硅钾肥。

（2）术语和定义中，腐植酸已被替换为矿

物源腐植酸，活性腐植酸已被替换为水溶性腐植

酸盐，腐植酸水溶硅肥已被替换为腐植酸水溶硅

钾肥。

（3）硅含量的测定是综合很多标准和方法、

经多次验证和修正所得。本标准产品为高纯度液体

原料制造，现有的很多方法不适用。

（4）现行标准都是以二氧化硅含量为计算单

位。硅酸盐不同模量的产品固含相同但硅含量不一

定相同。

（5）钠离子来源广泛，对于喜钠作物可以用

多种方法补充。腐植酸硅钾肥是通用肥料，以适应

大多数作物为原则。

其他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已体现在 2 项标准报批

稿中。                        （中腐协标委会秘书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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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低碳肥料的“加减法”走进华北理工大学

2022 年 5 月 30 日晚上 19：30，应华北理工大

学化学工程学院邀请，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名誉会

长、法人代表、《腐植酸》杂志主编曾宪成，在线

上为化学工程学院 190 多名研究生和教师做了《黑

色腐植酸、腐植酸低碳肥料与土壤（种植业）储碳

控碳》的专题讲座。

曾会长主要从①腐植酸与土壤储碳控碳②科

学认识腐植酸低碳肥料③腐植酸低碳肥料“加减

法”④反哺黑色腐植酸、腐植酸低碳肥料的重要作

用（十大作为）等 4 个方面，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黑

色腐植酸、腐植酸低碳肥料与土壤（种植业）储碳

控碳的密切关系，以及在土壤（种植业）储碳控碳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同学们打开了一扇认识“腐

植酸与土壤储碳控碳”新领域的崭新世界，引起了

同学们的极大兴趣。

曾会长对同学们提出了殷切希望，希望同学们

能够珍惜校园生活，抓紧时间学习，掌握丰富的专

业知识，早日投身到碳达峰、碳中和这项艰巨而伟

大的事业中来，争做推动和服务我国乃至全球绿色

低碳产业发展的弄潮儿。最后，曾会长贺诗《者大

补》（见本期第 142 页），以激励同学们向着青春

的无限美好迈进！        （收稿日期：2022-05-31）

关于召开“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第六届
第十一次常务理事会”通讯会议的通知

当前，新冠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协会决定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30 日，召开第六届第十一次常

务理事会通讯会议。

现就通讯会议内容通知如下。

一、会议议题

1．认真学习中腐协〔2022〕13 号文件——《关

于纪念“中国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发展 65 年暨中

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成立 35 周年”发布重要工作成

果的通知》。通过总结给予更大的力量，以加快推

进腐植酸普利惠民事业更加美好的未来。

2．2022 年上半年协会秘书处主要工作简报。

3．《矿物源腐植酸检测方法》《腐植酸水溶

硅钾肥》2 项协会团体标准制定工作简报。

4．其他。

二、会议方式

会议以通讯会议形式召开，通过电子邮件、微

信、QQ 等方式发送会议材料、反馈会议意见，最

后形成会议纪要。

三、会议时间

1．2022 年 6 月 22 日起，6 月 30 日止。

2．2022 年 6月 22 日发送电子版会议材料；

6 月 29 日前表决会议议题。

3．2022 年 6 月 30 日，秘书处发布会议纪要。

四、联系方式

邮箱：chaia@126.com；

QQ：542166899；
电话：010-82781799，13910102133（微信同号）；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36 号凯旋大厦

B 座 1513；
联系人：秦秀芝。

各位常务理事，特殊时期、特殊作为，是腐植

酸人坚韧不拔的精神所在。希望各位常务理事坚持

协会“两以方针”，充分发挥行业带头人的作用，

下大力气、合力推进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特别是

腐植酸低碳肥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特此通知。

附件：第六届第十一次常务理事会通讯会议表

决回执 （请登录中国腐植酸网下载）。        
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

2022 年 6 月 15 日

   （摘自中腐协〔2022〕14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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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天  话金丹
——热烈祝贺“农大腐植酸广告语征集大赛”圆满成功！

2022 年 6 月 7 日 14：00—16：00，山东电视

台、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大

肥业”）联合主办的“农大腐植酸广告语征集大赛”

在山东电视台演播厅进行。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名

誉会长、法人代表曾宪成应邀线上致辞，并担任专

家评委打分。

曾会长对本次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该活动在

全行业尚属首次，充分说明“农大肥业”对三农工

作的高度责任心。腐植酸是土壤的魂，是种植业的

根，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农大肥业”

通过此次活动，引导更多的人关注腐植酸、关注“农

大肥业”，关注农业可持续发展，值得称道！

本次活动吸引了3287人线上关注、互动、评论，

点赞数量超过 3.4 万人次，最终评选出二等奖 5 名，

三等奖 5 名，一等奖空缺。

最后，曾会长贺上《致金丹》三联（见本期第

143 页），热烈祝贺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收稿日期：2022-06-08）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出台
有待第三方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出手

2022年 4月 28日，生态环境部、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等 14 家单位联合印发《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管理规定》。该《规定》明确生态环境损

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

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

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以及上述要素构

成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并明确了损害赔偿范围。

腐植酸是生态环境建设的天然使者，在土壤、

大气、水体等生态环境修复不同领域均可发挥重要

作用。《规定》的出台无疑为腐植酸生态修复企业

打开了市场。希望腐植酸生态修复企业抓住机遇，

积极争取第三方生态修复工程，全面投入到生态环

境建设之中，以不负国家赋予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

的重要使命。                （收稿日期：2022-05-20）

贵州第一张林业碳票，腐植酸环境治理企业应身在即

据 2022 年 4 月 27 日人民网报道，贵州省在黔

西市颁发的全省第一张林业碳票成功变现。该碳票

由黔西市毕绿生态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毕绿公司”）申请，涉及面积 2203 公顷，碳汇

核算期为5年（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碳减排量 13.573 万吨。今年 3 月，贵州银行毕节分

行通过“林业碳票质押 + 保证”的“混合型”方式

为黔西市“毕绿公司”下游劳务承包方毕节市农投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授信 500 万元贷款额度，首次放

款 200 万元到账，为碳票流通融资进行积极的实践。

第二张碳票将于近期在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发行。

林业碳票是林地林木碳减排量收益权的凭证，

相当于将一片森林的固碳释氧功能作为资产交易的

“身份证”。腐植酸是地球碳循环的重要一环，构

筑“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腐植酸美丽因

子一刻也不能少。腐植酸本身就是林业的储碳器。

借鉴贵州碳票流通融资创新做法，腐植酸环境治理

企业、低碳肥料生产企业一方面要创新生产经营模

式，应势成立服务双碳林业、农业减排的专业化公

司，走上碳票（汇）经济发展之路；另一方面要积

极投身到国家和地方林业、农业减排工程项目之中，

充分发挥腐植酸美丽因子稳碳固碳、节能减排的功

能性作用，进一步助力我国林业、农业碳减排取得

更大成效。                    （收稿日期：202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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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率先出台碳排放减量替代办法
腐植酸减量增效化肥是好办法

2022 年 5 月 10 日，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山东省高耗能高排放

建设项目碳排放减量替代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办法》），重点明确了实施范围、替代源及要求、

核算方法、管理要求、施行日期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办法》从“两高”行业源头控制入手严把新

上项目的碳排放关，倒逼“两高”行业企业转型升

级。实施范围主要包括炼化、焦化、煤制液体燃料、

基础化学原料、化肥、轮胎、水泥、石灰、沥青防

水材料、平板玻璃、陶瓷、钢铁、铁合金、有色、

铸造、煤电等 16 个行业。

腐植酸是土肥的命根子，土壤储碳控碳、化肥

减量增效离不开黑色腐植酸、腐植酸本色肥料。希

望腐植酸、腐植酸肥料生产企业，在《办法》施行

期（2022 年 4 月 29 日—2024 年 4 月 28 日）内做

化肥节能减排的表率，助力山东省减排取得更大成

效，为黑色腐植酸、腐植酸本色肥料进入碳交易市

场打好基础。                （收稿日期：2022-05-16）

农业碳汇全国推开在即  腐肥企业未雨绸缪占先

2022 年 5 月 5 日，全国首个农业碳汇交易平

台落地福建省厦门市。当天，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

军营村与白交祠村村民领到了农业碳票，并完成了

7755 亩生态农业茶园 3357 吨（两年期）农业碳汇

交易项目的签约。厦门银鹭食品集团购买了该笔碳

汇，以此抵消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部分碳

排放。

农业碳汇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通过农业种

植、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

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农业碳票则是对权属清晰的农作物，经第三方机构

监测评估，出具报告，以一定范围统计农业碳汇量

而制发的凭证。

厦门生态农业茶园农业碳汇交易的成功，预

示着农业碳汇交易在全国推开为期不远。腐植酸

联土联肥联生态，发展碳汇农业，腐植酸肥料企

业自当抢占先机。希望各企业未雨绸缪，充分发

挥腐植酸肥料在土壤稳碳固碳、肥料节能减排、

作物增绿储碳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寻找碳汇市场

着力处，建立符合各地实际“反哺腐植酸低碳肥

料——促进农业低碳化生产——获取农业碳票——

促进农民绿色增收”的个性化服务新模式，以抢占

农业碳汇、碳交易市场制高点。   
    （收稿日期：2022-05-07）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法》

2022 年 5 月 11 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联合

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法》。防治资金主

要支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含兵团）涉重金属

历史遗留固体废物、重金属减排等土壤重金属污染

源头治理，以及事关农产品、人居环境安全的农用

地、建设用地风险管控或修复等工作。

具体支持范围包括：（1）土壤污染源头防控；

（2）土壤污染风险管控；（3）土壤污染修复治理；

（4）土壤污染状况监测、评估、调查；（5）土壤

污染防治管理改革创新；（6）其他与土壤环境质

量改善密切相关的支出。

腐植酸是土壤的核心物质，土壤修复就是腐植

酸哺土产业的主战场。希望腐植酸土壤修复产品生

产企业，积极参与到各类污染土壤治理行动之中，

争取专项资金支持，让腐植酸在土壤修复主战场上

发挥更大作用。           （收稿日期：202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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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零碳负碳农产品认证，反哺腐植酸低碳肥料势在必行

据报道，受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委托，由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有机食

品发展研究中心组建专家团队研究制定的《零碳负

碳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评价技术规范》已发布，并

已开始试点认证。零碳负碳农产品是指农业生产过

程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小于或等于零的农产品。零

碳负碳农产品生产以减少碳排放、增加碳汇和适应

气候变化技术为手段，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土

壤有机质等农业生产方式，从而实现高效率、低能

耗、低排放和高碳汇，可以有效推进区域农业温室

气体减排和农田土壤固碳，提升生态农业土壤碳汇。

开展零碳负碳农产品认证，离不开土壤和肥

料。黑色腐植酸既是土壤的核心物质，又是土壤的

“储碳器”。大力反哺腐植酸低碳肥料具有 3 大

优势：（1）直接作用于土壤有机质提升、养分高

效利用、作物品质提高；（2）其生态性在于调节

土壤系统、生物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

能量转换和信息传递，以维护土壤健康为目的；

（3）在于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节能减排、提高肥料

利用率、稳碳固碳、调节土壤碳库。统筹考虑土

壤固碳能力和碳汇水平、土壤改良、化肥减施等

多个目标，开展零碳负碳农产品认证，反哺腐植

酸低碳肥料势在必行。

           （收稿日期：2022-06-02）

200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用腐植酸提升品质会更好

2022 年 5 月 30 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关

于做好 2022 年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实施工作

的通知》，决定于 2022 年在全国范围内重点支持

200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对支持产品全面推进

“六个一”建设标准，即“培优一个区域特色品

种”“建设一个核心生产基地”“建立一套品质

指标”“集成一套全产业链标准”“叫响一个区

域特色品牌”“建立一套质量管控机制”。

腐植酸、腐植酸肥料及其衍生产品可从源头上

保障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安全，提升地理标志农产

品的品质。希望腐植酸涉农产品生产企业，从提升

地理标志农产品质量入手，强化产品质量控制和特

色品质保持，让腐植酸助力地力标志农产品的品牌

更响亮。                      （收稿日期：2022-06-06）

欢迎订阅 2022 年《腐植酸》杂志

《腐植酸》杂志创刊于 1979 年，由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主办，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唯一

的腐植酸类专业科技期刊、世界唯一的腐植酸类综合性刊物。

本刊为双月刊，国际标准大 16 开，逢双月 20 日出版。国际刊号：ISSN 1671-9212；国内刊号：

CN 11-4736/TQ。每期定价 60.00 元，全年 360.00 元（含邮资费）。热诚欢迎各位新老读者订阅！ 

一、订购汇款方式

1. 银行汇款

账号：0200 0223 0901 4405 144

开户名：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六铺炕支行

2. 支付宝付款

二、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36 号德胜凯

旋大厦 B 座 1513 室

邮编：100120

电话：010-82784950

E-mail：chaia@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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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贵粮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

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

主要装中国粮”。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百年变局和新

冠肺炎疫情交织叠加，抓好春管春耕和夺取夏粮丰

收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尤为重要。腐植酸联土联肥

联生态。守好土、供好肥、安好粮，腐植酸人必须

筑牢这个“主阵地”，投身一线“主战场”，从源

头上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现将协会名誉会长曾宪成

2022年4月中旬以来纪行诗11组42首、对联12组14副
集结如下，与大家分享。

（一）

2022年4月15日，今年第2期《腐植酸》杂志

（总第205期）文件定版交付印厂，曾会长即兴赋

诗《着金甲》。

着金甲

——祝贺《腐植酸》杂志第205期发刊！

春上一枝花，独步漫山崖；

既得非凡种，行香到万家。

（二）

春末夏初，北京人定湖野鸭成群、蓝鹭成

趣，槐花、月季、芍药、睡莲次第开放。曾会长

日日欣赏人定湖的景色变化，相继于4月25日、

26日、28日，5月1日—3日、5日、6日、11日—13
日、17日、24日—26日、29日，6月6日赋诗《野鸭

子》《白花花》《槐花季》等19首。

（1）野鸭子

——朝野难辨怎么的

一对懒鸭子，离岸卧草地；

以往曲水行，不见野性子。

（2）白花花

——少忆儿时常采食

客串洋槐花，花花扬尾巴；

食具甘甜味，顺手捋一把。

（3）槐花季

——槐树宽广抗逆强

槐花儿舒朗，成串串节光；

性情白澄澄，华树满庭芳。

（4）花儿贤

——向劳动者致敬！

洋槐花儿多，树上满梭梭；

香风甜兹兹，养心又养颜。

（5）一举红

——为理想揭竿起义

动感月季花，顶子红出身；

生性带刺长，举凡玫瑰香。

（6）轻安许

——难得疫情独赏景

背上日光浴，督脉从长计；

铭恩自然界，尽享花家地。

（7）识水系

——母子情深意长

一窝麻鸭子，全凭母亲带；

熟谙本水域，不离也不弃。

（8）二日夏

——新风新雨新夏天

夏开清河面，片雨丈新天；

一夜暖风过，万物并育欢。

（9）释金粉

——去时牡丹今时芍药

芍药放晴天，一扫几层寒；

新夏彻风雨，玄五成热点。

（10）大满贯

——信守承诺二季开

香粉爆头开，成心放大彩；

满脸憋足劲，尽兴耍一回。

（11）带风情

——万种风情八夏才出[1]

风香湖洞明，一派好光景；

花色热身秀，开始夏津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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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越千言[2]

——礼赞人定湖

一出光明地，平湖充满爱；

日乘诸般景，见处铭恩义。

（13）兹蓝萍

——共一色身又同城

野趣不相闻，城中难得见；

蓝鹭从何来，苇子做靠山。

（14）存美照

——白炽炽遍彻内外

白莲静悄悄，相安大家好；

一样澹风水，诸君快瞧瞧。

（15）挂空中

——明净之云明净之天犹如明净之你我

下了一场云，入场热播中；

白练如水洗，将身挂半空。

（16）一根筋

——一心一意干鱼事

蓝鹭干等等，耸立一个劲；

直视乖鱼儿，尽此无别想。

（17）三两朵[3]

——观风观雨乘天气

风行雨洗过，凭空捉云朵；

飘然不知去，化境意趣多。

（18）野路子

——千差万别一心现

是什么夜鹭，白天也偷鱼；

赶上繁衍季，时常破规矩。

（19）多景明

——芒种忙忙种 积温积养分

一日一个景，操底揭蓝影；

万类极尽美，贵贱信中行。

（三）

2022年4月27日晚，北京下了一夜雨，对小麦生长

十分有利。曾会长有感于小麦物候赋诗《恰时分》。

恰时分

——北路麦身甘露雨

一宿清新雨，干叶当水分；

珠圆方身过，复阳又一重。

（四）

2022年5月4日，曾会长品读了民国才子苏曼

殊的留世遗言，感慨他满腹才情奉献革命的大无畏

精神，赋诗《乱红间》。

乱红间

——坐享青天云卷云舒

人面两分说，其念多重合；

承情苏曼殊，弥留八字绝。[4]

（五）

2022年5月8日，农历四月初八，是母亲节，

也是浴佛节。曾会长思念母亲特赋诗《恩亲荐》。

恩亲荐[5]

——纪念母亲节 相约玫瑰季

朝花雨水舔，嫌叶走珠圆；

丛台间色美，斗饮一半天。

（六）

自2022年4月22日起，北京疫情持续了一个多

月，核酸检测成为生活“常态”。曾会长有感于此

于5月14日赋诗《朝华英》《享乐天》，5月22日赋

诗《每天早》，6月2日赋诗《应早好》，6月5日赋

诗《明此见》。

（1）朝华英

——满树风光朝解时疫

风华绝代。因缘际会。

幸会幸会。时不我待。

（2）享乐天[6]

——日日核酸破门禁

怀抱一朵云，朗朗挂乾坤；

巡经新生活，扶摇万里琴。

（3）每天早[7]

——日日核酸人人张口

布控新四条，从严限社交；

彻查社会面，每日复核早。

（4）应早好

——西城区连续7日社会面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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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公园早，路上行人少；

彻查数个月，开始解封了。

（5）明此见

——测核酸，人类最大的公约数

隔日测核酸，严控社会面；[8]

社交第一务，扫码作礼见。

（七）

法国国际美术家协会主席、旅法书画家芬奇·张
先生利用近3年新冠疫情，在巴黎公寓，选择了

120首曾会长的腐植酸环境友好诗作，一门心思，

反复创作，书就心魂。曾会长礼赞张先生的精神，

于5月18日特赋诗《一大天》。

一大天[9]

——礼赞法国国际美术家协会主席

旅法书画家芬奇·张先生！

一百二十绝，首推五十八；

笔端走龙蛇，分分不一样。

（八）

2022年5月30日晚间19：30，曾会长应华北理

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邀请在线上为化学工程学院

190多名研究生和教师作专题讲座。最后贺诗《者

大补》，以激励同学们向着青春的无限美好迈进。

者大补

——向亲爱的同学们致敬！

同学壹百五，如今爱上土；

一声哇哇叫，同庆大地母。

强身碳作骨，暗香鸦反哺；

国宝大熊猫，将心用来补。

（九）

进入六月，夏花绚烂，又到了荷花盛开的季

节。曾会长于6月4日、5日、8日、11日—15日先后

赋诗《见天天》《花头巾》《三日闲》等10首，以

此赞誉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的最美腐植酸人。

（1）见天天

——小荷雨池塘边初叶团团

又见小荷尖尖，汲水汲到珠圆；

赶到端午时节，香泥一夜甘甜。

（2）花头巾

——小荷三日冒过头

一日一长进，时时换气新；

夏令热身报，华发少年心。

（3）三日闲

——生平一池水 岁岁惜香泥

日日应新景，最忆是少年；[10]

道品酥泥味，此计问老安。

（4）早上好

——朝华雨露一干景

初始一朵莲，生在小河边；

节风宿雨早，占尽华容道。

（5）爱切水

——一湾碧水红莲出袖

此莲秀出水，曲枝更菲菲；

不尽先前义，至亲又一回。

（6）足够彩

——并水莲莲 卿雨欢欢

和光一起来，咋看有修为；

赶到仲夏时，频出好色彩。

（7）朝华贵

——至性至情至美

谐美执莲台，至艳天辉辉；

色尽红黄间，不假从中来。

（8）醉入怀

——蜜蜂在花香处

醉卧莲台上，工蜂改信仰；[11]

汁蜜慈心大，酿就酿花香。

（9）一达说

——天朗气清 惠风和畅

这多荷说说，机缘相应和；

一批先贤种，集会大摩诃。

（10）志不移

——唐僧忘了老龟儿

是甚龟儿子，上水乞河堤；

扪心朝荷问，安得一法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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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2022年6月5日上午10点44分07秒，第十四号

神舟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曾会长为此特赋诗

《又空前》。

又空前

——热烈祝贺第14号神舟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

华族再登天，风轮九回转；

神龙一只箭，稽首天中天。

（十一）

2022年6月6日，曾会长3年前栽培的茉莉花

开，满屋飘香，特赋诗《三冠王》。

三冠王

——水乎土乎自性乎

相约三年，今朝花放。

洁白如洗，满屋飘香。

积叶繁茂，枝条修长。

高士茉莉，真不一样。

（五）暗行香

——恰清明 追思远

道一程亮光

瞻一回春秋

（六）哺土立身

——腐植酸是土壤最大的储碳库

农业碳汇交易厦门搭台

腐肥企业赋能坐地为王

（七）德艺双馨

——深切悼念“人民艺术家”秦怡逝世！

百岁秦怡艺德垂范

世纪美人品格高尚

（八）心志澄明

——深切悼念李发拥同志逝世！

发心腐植酸矢志不渝

拥抱新世界宽厚待人

（九）地力之光

——热烈祝贺“中国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发展65年
暨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成立35周年”！

大地活力全凭有机质所赐

田园风光尽显藏香王尊荣

（十）金色甘露

——纪念第51个世界环境日

一日心境一日环境

八音妙宣八音妙天[12]

（十一）活水来

——热烈祝贺2022年六五环境日

国家主场活动圆满成功！

抒发生态美

普洒甘露味

（十二）致金丹

——热烈祝贺“农大腐植酸广告语征集活动”

圆满成功！

（1）

农大腐植酸

活力第一天

（2）

农大活力丸

充满幸福田

（一）土贵粮丰

——粮为国本土为国基

国之大者以粮为本

肥之大者以土为基

（二）春风引

——阳春三月麦身起

花戴春风

绿饮田埂

（三）田园风光美

——希望全行业始终坚持“让黑色腐植酸、腐植酸

本色肥料从土壤中来到土壤去”的反哺路线不动摇

坚持本色肥料高质量发展

促进幸福田园生态化种植

（四）举窗宴雨

——两心别处是我乡

扬古风之沧浪

临月轮之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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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大桃花源

黄牛可耕田

注：

[1]八夏：立夏第8日。

[2]全诗：曾会长临湖八年，悉数端端。礼乐四季，朝

解大千。

[3]全诗：一连两天高温，今早大风过后小雨，天空如

洗，格外舒服。

[4]苏曼殊：民国才子，患暴食症，35岁卒。“一切有

情，都无挂碍”，遗言留世。

[5]全诗：5月8日小雨。玫瑰雨露，紫气蒸腾。丛叶伊

美，浅水吟诵。华母慧生，人母高天。遍计花露，遥祭萱

堂。“斗饮”作“遥祭”：花冠为杯，甘露为浆；“一半

天”作“萱堂”。

[6]全诗：北京市连续三天全员核酸检测，要求相关单

位居家办公。三日芬芳，坐享云天；接风观景，恪尽公园。

[7]全诗：北京日核酸检测量约2060万人，投入检测人

员约18万人，政府花费的社会成本相当大。仅核酸检测点

人员，每天早上7点就布设好了检测设施，那他们至少早上

6点就得起床，做到实在不容易。

[8]第1句：西城区核酸检测隔日一做。

[9]全诗：芬奇·张先生崇尚生态美好，自接触腐植酸

环境友好产业、特别是土壤污染防治以来，既学习腐植酸

相关知识，又出席腐植酸学术论坛，发心传播腐植酸环境

友好事业，决定充分发挥书画传情的优势，首先选择中国

传统书法，大书腐植酸环境友好诗章，力图让更多的人关

心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张先生选择的120首曾会长的腐

植酸环境友好诗作中，“一”字58个，“大”字36个，

“天”字31个，字字法古出新，一一不同，可喜可贺。

[10]第2句：曾会长少时爱习鸟叫，如今听着还有原

来味。

[11]全句：鼓楼工蜂在莲台上忘乎所以，索性仰天大

睡。知会一桩选官还是选佛的故事（丹霞天然、庞居士）。

[12]下联：纪念第43个世界环境日，曾会长所做报告

《让腐植酸水溶肥普惠全人类》中的“八个科学故事”定

格在联合国的舞台上。“腐植酸——金黄色的水，洒向地

球全是爱”。  （中腐协中华乌金文化传播中心 供稿）

（上接版权页科普视窗注释）

注释：“十五”系指中腐协〔2022〕13 号文件发布的

15项重要工作成果。“初心剑”系指协会“不忘两个出发点”：

即一个从生物圈中来，腐植酸是地球碳循环的重要一环；一

个从土壤中来，腐植酸是土壤的生命力所在。“两以”系指

协会“两以论”：以国泰论，腐植酸是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

设的“美丽因子”；以环宇论，腐植酸是积极维护地球碳循

环的“安全卫士”。“正论辨”系指正当辨证施治。最后一

句意指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随方就圆，时时刻刻以老百姓

为天。

在《腐植酸水溶肥结手“五更”

充满力量》文案创意 LOGO 图中，

蓝色五手代表“五更”( 更加高效、

更加长进、更加低碳、更加普惠、

更加团结 )，似大洋孕育生命无限。

在梦想的生命方舟上，紫色生命凝

视着暗色星球，似太极充满无限希
《结手五更 充满力量》图例

《腐植酸水溶肥结手“五更”充满力量》
文案创意 LOGO 图释义

比例放大或缩小。蓝色“五更”（五

手）的颜色由浅入深，渐变色值为 C：
75 ～ 95，M：0 ～ 80，Y：0， K：

0 ～ 100，意表孕育生命。梦想生命

方舟的紫色由浅到深，渐变色值为 C：
0 ～ 70，M：100， Y：0， K：0，意

表缔造生命。暗色星球的黑色（腐植

酸）色值为 C：0，M：0， Y：0， K：100，意表

腐植酸水溶肥普惠全人类。

（中腐协中华乌金文化传播中心 供稿）

望。有道是，水溶肥浪漾，腐植酸水溶肥更浪漾。

该 LOGO 图案由蓝色、紫色、黑色三色组成，

标准尺寸为 55 mm×50 mm，可在一定尺度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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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天香  福慧人间
——热烈祝贺中国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发展 65 年暨

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成立 35 周年！

彻见花中王，满院捧鼻香；

明辨国色味，道地广舌长。

（6）朝华堂[1]

——惜于花魁 感于英魂

（2016年4月18日）

毕竟花中王，一脸大气象；

香凝浩气正，深闻根道长。

（7）丹心赋

——道见无余遍处香！

（2016年4月20日）

朱家新气象，两两朝华堂；

丹霞燃身时，道见拾红光。

（8）希见黄[2]

——热烈祝贺“第十八届中国国际

花卉园艺展览会”圆满成功！

（2016年5月11日）

希见母芍药，怎么那么黄；

乍合促橙明，源于泥土香。

绵钵知性情，嫁与园艺上；

为了新生活，祈愿种光明。

（9）朱丹王

——广济寺牡丹炫里狂外

（2017年4月15日）

一组风华，瑞意其间。

广门神品，海内嘉行。

（10）大震旦

——一连狂泻五日

（2017年4月15日）

早兑十三名伶，朝解六十华旦；

一品满堂喝彩，任尔华姿妙曼。

（11）释金粉

——悉数六十多色殷鉴黄胎

（2017年4月15日）

座爱名苑独沾香，排光见晚并淌皇；

牡丹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唐代刘禹锡

曾夸赞“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

丹，没有一朵花为谁开，没有一片叶为谁展，只为

大气磅礴。腐植酸人恰如牡丹一样，哺育生态美，

奔放豪迈。65年来，一代代腐植酸人辛勤耕耘，镌

刻出一幅幅幸福团圆的美好画卷，足令世人感叹。

值此中国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发展65年暨中国腐植

酸工业协会成立35周年之际，选编曾宪成名誉会长

10年（2013—2022年）间赞美牡丹的诗37首，以此

礼赞65年来为之奋斗的最美腐植酸人！

（1）破花魁

——为学模国花题

（2013年4月4日）

是春国色醉，任尔破花魁；

之前凝思重，这才大释怀。

（2）尚国魂

——献给联合国全球契约办

中国首席代表刘萌女士！

（2014年6月7日）

阿萌多娇俏，勃兴似海涛；

国色添一枝，环球更妖娆。

（3）补题

——纪念文殊菩萨圣诞！

（2015年5月21日）

尤见芍药菲红，跻身丹园丛中；

不为国色天香，道是花容重重。

（4）揭华盖

——感谢演觉大和尚赞叹牡丹花仙子

（2016年4月15日）

独数花仙子，深居广济寺；

幸得好眼福，方道此花贵。

（5）朝华藏

——倾国倾城多豪放

（2016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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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闻玉盘确花醉，犹胜白日道粉肠。

（12）晚临丹

——燃尽丹心一抹红霞

（2017年4月17日）

夜过一时半，独享后花园；

风闻老和尚，到让牡丹怜。

（13）致当年

——贺广济寺纳新黄[3]

（2017年4月28日）

新品十五黄，步入广香堂；

非为皇家身，问道普贤王。

（14）占其黄

——前年供植15株姚黄经异花授粉色变紫金

（2018年4月19日）

姚黄姚不黄，异花授粉忙；

着色相因重，殉道了无恙。

（15）大富贵

——步入广济寺满园飘香

（2018年4月19日）

三月扎青早，独享牡丹开；

一院广济寺，秒秒占其祥。

（16）丹阳献瑞

——正是牡丹应季时

（2019年4月13日）

今日牡丹初放，优待广济和尚；

应受金文一拜，后院一再喷香。[4]

（17）丹心依旧

——满是蓬勃满是香

（2019年4月16日）

皇城跟前一院香，一往古寺占姚黄；

牡丹本是皇家种，几唤门庭几唤王。

（18）夜更香

——一花冠群芳

（2019年4月25日）

今日方姚黄，临了晚来香；

殷鉴国色美，胜传皇中皇。

（19）应天黄

——再抵五天

（2019年4月30日）

夜夜牡丹欢，还能放几天；

到了三月底，临夏子朝天。

（20）贴花语

——古寺满院花正浓

（2020年4月6日）

上午老和尚，下午小和尚；

乘愿揭花蜜，品茗两和尚。

（21）大气象[5] 

——浩气凛然一袭丹黄 
（2020年4月7日）

姚黄理由长，诠释藏香王； 
非为帝王家，古寺正镶黄。 

（22）转瞬间 

——是日春风扬万里 
（2020年4月13日）

燕传十三里，花信百余闲； 
和尚问询道，洗心当革面。[6] 

（23）俱欢颜 

——一片丹心气象万千

（2020年4月15日） 
一品尚百贤，七彩皆美艳； 
顾盼无彼此，养在法王殿。 

（24）开天脸 

——今日搬兵十六万

（2020年4月15日） 
时空划破脸，从容敬一丹； 
鹏举八万里，尽显法王面。

（25）临丹霞

——放飞新世界！

（2020年4月16日）

夜宿牡丹雨，从心揭花语。

一早叶气大，谛说新凤霞。

（26）朝华贵

——凝华怒放真豪气

（2021年4月19日）

花自牡丹肥，三月出头来。

朝令风色正，香气入满怀。

（27）大气象

——人生若只如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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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16日）

初始一枝丹，正当谷雨前；

朱子诤言竟，韶华易光年。

（28）大显王

——气态盈盈满庭芳

（2022年4月18日）

九殊牡丹王，各各独一坊；

色本空性显，无碍大气象。

（29）壮辽阔

——见日狂放见日亲

（2022年4月19日）

香魂收不住，见天放自由；

过去帝王种，落入百姓家。

（30）如梦令

——朝花逐放百般香

（2022年4月20日）

朱颜香茵正，满脸气象新；

衍生谷雨时，富贵已十分。

（31）廓清朗

——西域牡丹属旱香

（2022年4月21日）

旱作牡丹花，像似西北种；

绛紫红颜色，冠心皇上皇。

（32）转时轮

——从心不昧风嫌

（2022年4月22日）

哗哗七八级，大风采花衣；

见地丹王上，依土从根基。

（33）承天香

——最爱华贵皇中皇

（2022年4月24日）

七日逐丹皇，按揭心中王；

名贵甲天下，欣闻到底香。

（34）冲霄汉

——一品香艳百品居

（2022年4月25日）

炙粉揭花蜜，团团在底里；

承蒙天香居，品品养浩气。

（35）雨新新

——早上雨匆匆 行人缩衣身

（2022年4月27日）

朝贡雨燕新，乐水沾华英；

一时习风转，假夏不禁停。

（36）香华王

——春望丹心一片

（2022年4月29日）

末后一枝香，不过半月长；

大王占富贵，举止观气象。[7]

（37）举香托

——应供一期掌上绰

（2022年4月30日）

几剩一枝花，洋洋兀自脱；

风罄华轮转，朝解未尝说。

注：

[1]全诗：牡丹乃花中之王。2016年4月18 日，北京广

济寺牡丹已盛开七日，花将尽、浩气依然。究其原因，施

用腐植酸肥料后，达到提亮花色、延长花期的效果。

[2]全诗：母芍药系指以芍药为母本、牡丹为父本杂交

所得的黄色新品种。不论是牡丹还是芍药，黄色都是稀有品

种，二者杂交乍得此色组配，与泥炭基质富含腐植酸分不

开。绵钵系指由泥炭精制而成的营养钵，通过“泥炭+“缔

造新田园生产模式，既造福中国，又惠及世界。

[3]全句：通过第十八届中国国际花卉园艺展览会选出

的15株黄牡丹，2016年冬移栽至广济寺牡丹园，当年花开

烂漫。

[4]金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金滢坤教授，隋唐史

研究年轻学者（文元）。

[5]全诗：姚黄系指牡丹稀有品种。2015年，经园艺博

士李双委培成功后，移栽至广济寺。藏香王系指腐植酸，

乃土壤肥力之王。黑土地肥得流油说的就是腐植酸。清镶

黄旗乃三旗之首，旗内无王，由皇帝亲统。

[6]全句：2022年4月12日中午，普乐法师微信发来中

国佛教协会会长、广济寺方丈演觉大和尚拍摄的百余幅广

济寺牡丹照片。4月13日10：20，曾会长复大和尚电话道：

花信如潮，洗心革面。

[7]观气象：观性相，只此观自在。

（中腐协中华乌金文化传播中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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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六合亲，好时海口来。

产学研交汇，收获满堂彩。

曾师再豪迈，礼赞腐酸人。

大爱融一体，乌金大功臣。

（二）六合亲

——第六届全国腐植酸土肥和谐大会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学与环境学院教授 黄占斌

六组诗歌

万物并育大自然，和谐良序正归元。

但为科学传文脉，标立千秋腐植酸。

（一）七绝 • 贺中国腐植酸环境友好产业发展 65 年暨

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成立 35 周年致敬腐植酸同仁
羊城晚报出版社编委 朱复融

才食甜橙美，

又闻西瓜香。

万里极目庄稼好，

瘠土已改良。

（三）咏叹调

——腐植酸，唯美如斯夫！

宿州学院环境与测绘工程学院高级农艺师 卢维宏

（1）腐植酸赞歌

寒武纪的暖风，跨跃历史的长河，在沉默的大地悄然萌动

秦汉的礼乐在土壤中蠕动，勃发出黎明的曙光

唐宋诗词的韵律在空中飘荡，颂扬着滋润的大地

时间的印迹，把人类活动的浅薄阻挡在外

当一粒种子受到威胁，弱小而又强大的腐植酸在捍卫尊严

是时代的弄潮儿，在风起云涌的浪潮中，披荆斩棘

是辛勤耕耘的老农，在贫瘠的土壤中，挥洒汗水

（四）梦见腐植酸
广东拉多美化肥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刘会丽

问君有何妙招，

用了黑珍宝，

三年六茬转瞬间，

瘠土变了样。



乌金采风腐植酸2022 年第 3 期

149

（2）寄腐植酸

是怀仁识义的智者，在守望远古的情怀中，播撒希望

当汹涌的浪潮退去，金黄的麦浪开始翻滚，搁浅的年轮再次转动

你远离喧嚣的闹市，沉静在大地的慰藉中

然后在芬芳的泥土中，咀嚼着岁月的清香

轻轻的偎进时光深处，闭上疲倦的眼帘

（五）腐植酸探索
广东拉多美化肥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郑若菁

腐植酸

你从远古而来，延续了万亿年的血脉

我穿过远古的时空，与你相视

我看见

石岩纪的茂林在沉沦

我看见

侏罗纪的恐龙在跳跃

我看见

你被孤独的埋藏在漆黑的冰雪中

锐气的棱角被寒风打磨

在岁月的流逝中沉沦

我看见

你沉睡在冰冷的泥土中

在历史的长河中守望

倔强的等待着春天

我看见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洒过大地 
你用稚嫩的双手，幼小的身躯

将亿年的土壤细化松软

我看见

当夜幕的雨露滋润金黄的田野

你在乡间抓住季节的尾巴

在回望顾盼中消散在灯火璀璨的梦乡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来自一片漆黑之地

那里是未知的黑洞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周边的伙伴都在沉睡

我要怎样将它们唤醒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的身体被禁锢在一片方圆

我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我不知道我是谁

但我心中有一个信仰

它终会为我揭晓答案

在魂牵梦萦的等待中

我听到了一声声的呼喊

腐植酸

原来这是我的名字

我听从大地母亲的召唤

踏过荒芜的田野

轻抚脆弱的生灵

将掉落的白云，还给蓝天

将遗失的浪花，送给大海

将枯萎的绿叶，施上魔法

让泥土散出醇厚的气息

在金色的稻浪中

在潺潺的流水中

在紫藤花盛开的季节

伴着布谷鸟的窃窃私语

欢歌奔向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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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仙风化腐传

东城腐土千年尘，万古朽木立西村。

莫道百衰无一用，化腐为奇唯老君。

起炉布阵行八卦，拂尘移木注三魂。

二童风摇芭蕉扇，六丁神火绕祥云。

五行四柱紫烟腾，九九合一淬乌金。

颠倒阴阳灵药生，青丹妙音落玉盆。

蟠桃一季瑶池会，老君骑牛赴昆仑。

仙桃仙酒仙愈醉，道出道术道法门。

阶下青牛偶得闻，倒嚼经文背入心。

老君借醉放神兽，转蹄下界授世人。

凡人得修秘法术，炼就精品济世民。

止血止泻止腹痛，古医古法传至今。

胡言至此君莫喷，岂敢不敬太上神。

杜撰传说颂精妙，千古风云华夏魂。

 （2）科技助业篇

盛世绽放科技光，精炼提纯耀晶芒。

活性基团分子高，内表面积数丈量。

吸附交换能络合，各行各业用处广。

工业农业畜牧业，助业发展益无疆。

工业领域剂型多，农业成肥改土壤。

畜禽水产添加剂，活化吸收促营养。

细胞增殖代谢旺，蛋白同化调胃肠。

刺激腺体分泌素，抑制神经睡得香。

抗菌消炎能止血，促进激素易释放。

抑制活性转录酶，蛋白变性病毒荒。

去腐生肌促愈合，保护黏膜不溃疡。

巨噬细胞多又大，免疫功能更加强。

安全无毒能解毒，机体强壮更健康。

民生养殖计成本，坐把低廉天下享。

 （3）结语

人类发展食为天，肉蛋奶源重安全。

无毒无抗无激素，天赐神物腐植酸。

（六）赞腐植酸钠
辽宁威兰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毕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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