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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微生物肥料作为新型肥料中的一员，不仅能够活化土壤养分、改善土壤理化性质、防治土壤有害微生物、

提高肥料利用效率，而且具有促进作物生长、协助植物吸收养分、增加作物抗逆性、改善作物品质等作用，在化
肥零增长行动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微生物肥料生产、产品应用、行业管理等方面，总结梳理了近年来我国微
生物肥料行业发展现状，从产品品质、产品使用及农民接受程度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发展面临的
问题，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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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作为粮食的“粮食”，对国家粮食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

［1］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资料显示，化
［2］

活化土壤养分、改善土壤理化性质、防治土壤有害
微生物、提高肥料利用效率，而且能够促进作物生

。中

长、协助植物吸收养分、增加作物的抗逆性、改善

国粮食产量的增加与化肥的施用密切相关，我国粮

作物品质［4］，为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食产量从 1978 年的 3 亿 t 提高至 2013 年的 6 亿 t，

新的思路与技术。

肥对全球粮食产量的贡献率达 40% ～ 60%

其中化肥的贡献率曾高达 56.81%

［3］

。但化肥的大

量使用在带来粮食增产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问题。

1

微生物肥料国内外研究进展

生物肥料作为新型肥料中的一员，在化肥零增长行

微生物肥料是含有特定微生物活体的制品，应
用于农业生产，通过其中所含微生物的生命活动，
增加植物养分的供应量或促进植物生长，提高产量，
改善农产品品质及农业生态环境［5］。目前微生物肥
料包括微生物菌剂、生物有机肥和复合微生物肥料。
1.1 微生物菌剂
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德国就研制了名为
“Nitragin”的根瘤菌接种剂，是世界上最早的微生
物菌剂［6］。20 世纪 30 ～ 40 年代，美国、澳大利
亚等国家先后发展了根瘤菌接种剂产业。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微生物菌剂已在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得
到了开发和应用，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微生物肥料
的使用占肥料投入总量的 20% 以上。
20 世纪 30 年代，我国土壤微生物学专家张宪
武教授对大豆根瘤菌的相关研究打开了微生物菌剂
研究的大门。50 年代微生物菌剂的生产和应用初

动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微生物肥料不仅能够

具规模，大豆根瘤菌剂接种技术在东北地区大面积

长期不合理、不科学地施用化肥，不仅增加农业生
产成本、浪费资源，也造成耕地板结、土壤酸化等
问题。同时，由于不合理地施用化肥，影响作物养
分吸收，造成肥料利用效率低下。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
出，“转方式、调结构”的需求日趋紧迫。2015 年
我国开展化肥零增长行动，着力解决亩均施用量偏
高、有机肥资源利用率低、施肥结构不平衡等问
题，通过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有
机肥替代化肥、机械施肥、水肥一体化、新型肥
料等技术模式，使得化肥的不合理施用得到有效
控制。2017 年我国化肥施用量为 5 859.4 万 t，与
2015 年相比减少了 162.7 万 t，实现了化肥使用负
增长。同时，2017 年三大粮食作物的肥料利用率
达 37.8%，与 2012 年相比提高了 4.6 个百分点。微

收稿日期：2019-10-23；录用日期：2020-02-05

推广应用，平均增产 10% 以上［7］。1958 年我国农
业发展纲要把细菌肥料列为一项重要的农业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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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微生物肥料的研究与应用。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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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应用的热潮。固氮蓝绿藻肥、“5406”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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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肥、VA 菌根肥、生物钾肥等微生物肥料得到大

外 15 家），企业遍布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面积推广应用。80 年代后期，为了适应农业发展

微 生 物 肥 料 企 业 产 能 从 1994 年 的 40 万 t 增 长 到

需求，微生物肥料的研究从单一的固氮菌剂逐步向

2018 年的 3 000 万 t，产业规模达 400 亿元。
表 1 为我国微生物肥料企业数量及分布情况，

复合多功能菌剂、菌肥发展，衍生出生物有机肥、
复合微生物肥料等。

在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河北等 4 个省

1.2

生物有机肥

企业数量均超过 200 家，企业总数占全国微生物

生物有机肥兼具微生物菌剂和传统有机肥的双

肥料企业总数的 47.9%，其中河南省的企业数量

重优势，除含有较高的有机质外还含有具有特定功

最多，为 354 家；企业数量在 50 ～ 200 家之间的

能的微生物。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

有 1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湖北省、广

日本等发达国家就开始注重生物有机肥的研究与应

东省和陕西省的企业数量均超过 100 家；而企业数

用，其原料主要为畜禽粪便、城市生活垃圾，同时

少于 50 家的有 1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虽然

添加如秸秆、甘蔗渣等农副产品。随着日本卧式转

近年来我国微生物肥料企业数量增长迅速，但部分

筒式和立式多层式畜禽粪便堆肥装置的研制，美国

企业生产规模小，产品种类单一，大型企业数量较

由大型旋转生物反应器组成的高温堆肥系统和由密

少。2008 ～ 2018 年肥料登记数量≥10 个的企业数

闭大型发酵组成的动态高温堆肥系统的开发，以及

量为 65 家，而肥料登记数量为 1 个的肥料企业达

微生物除臭技术的进步，生物有机肥的研究与应用

704 家。

逐步朝着系统化、标准化、无害化方向发展。近年

表1

来随着我国秸秆、畜禽粪污等农业固体有机废弃物
的不断增加和耕地质量不断降低，资源和环境保护

2008 ～ 2018 年微生物肥料企业数量及分布情况

省（区、市）

企业数量

省（区、市）

企业数量

北京

73

湖北

104

压力日益增大，我国先后实施了测土配方施肥、秸

天津

10

湖南

14

秆还田、有机质提升、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果菜

河北

267

广东

105

茶有机肥替代化肥等行动，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生物
有机肥的发展。
1.3

复合微生物肥料
复合微生物肥料集微生物、有机养分和无机养

分于一体，不仅克服了传统微生物肥料养分低、见
效慢等问题，而且符合农业绿色发展的需求，能达

山西

67

广西

91

内蒙古

52

海南

18

辽宁

97

重庆

7

吉林

20

四川

39

黑龙江

214

贵州

4

上海

25

云南

29

江苏

68

西藏

0

到减少化肥用量、增产提质等目的。如何将无机养

浙江

10

陕西

151

分与特定的活的微生物组配在一起，是复合微生物

安徽

14

甘肃

26

肥料生产的关键。无机养分是多种盐类，浓度过高

福建

29

青海

10

会抑制微生物生长。通过选育抗逆性强的芽孢杆

江西

16

宁夏

16

菌，配合适当的生产工艺，使微生物在复配前保持

山东

249

新疆

62

休眠状态，或将有机物料与微生物一起造粒，无机

河南

354

其他

20

养分单独造粒，造粒同时均覆膜，最大程度减少不

注：根据农业农村部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菌种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

良条件对微生物的影响。

心《登记产品》整理。下同。

2

2.2

微生物肥料行业发展现状

微生物肥料产品数量及剂型
自 1989 年肥料登记管理制度实施以来，我国

我国微生物肥料企业数量及分布

微生物肥料产业发展得到逐步规范，微生物肥料产

我国微生物肥料产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发

品的登记数量显著增加。表 2 为微生物肥料产品登

展迅速，微生物肥料生产从小作坊、土办法逐步向

记数量情况，2008 ～ 2018 年我国共登记微生物肥

正规企业、先进设备转化，肥料生产的工业化和

料产品 5 550 个。在登记的肥料产品中，微生物菌

2.1

［8］

。微生物肥料企业数量从

剂占主要地位，2008 ～ 2018 年微生物菌剂产品数

1994 年的 120 家增长 至 2018 年 的 2 261 家（含境

量为 2 725 个，占产品总数的 49.1%；同时，我国

商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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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对秸秆、畜禽粪污等农业有机废弃物资

1 644 个，占产品登记总数的 29.6%；复合微生物

源的再利用，相关补贴政策的实施，有效带动了

肥料产品登记数量为 1 181 个，占产品登记总数的

生物有机肥的发展，生物有机肥产品登记数量达

21.3%。

表2

2008 ～ 2018 年微生物肥料产品登记情况

产品类型

登记数量（个）

占比（%）

产品剂型

登记数量（个）

占比（%）

微生物菌剂

2 725

49.1

颗粒

1 760

31.7

复合微生物肥料

1 181

21.3

粉剂

2 676

48.2

生物有机肥

1 644

29.6

液体

1 114

20.1

合计

5 550

100

合计

5 550

100

随着农业微生物菌剂的后处理工艺由吸附向

线菌、根瘤菌、食用菌、植物病原菌等微生物资

干燥等技术手段过渡，产品剂型也呈现多样化。

源，占国内主要农业优势微生物资源总量的 35%

微生物肥料的剂型主要分为液体和固体两种。液

左右，涵盖微生物肥料、饲料、生物防治、污染降

体剂型主要是由发酵液制成并以矿油封面；固体

解等各类功能微生物菌株；中国农业大学根瘤菌研

剂型可以草炭或蛭石为吸附载体制成颗粒和粉剂

究中心，保藏根瘤菌 9 000 多株，是国际上数量最

两种；此外还有由发酵液直接冻干浓缩的冻干剂

多和多样性最丰富的根瘤菌资源库；福建芽孢杆菌

型［9］。在登记的肥料产品中，粉剂仍然是微生物肥

资源保存中心，保藏芽孢杆菌菌株 3.6 万株，是国

料产品的主要剂型，占产品总数的 48.2%，颗粒剂

内规模最大的芽孢杆菌资源库，这些农业微生物资

型和液体剂型分别占微生物肥料产品总数的 31.7%

源保藏库的建立为微生物肥料菌种组合使用提供了

和 20.1%。

丰富的选择和有效的技术支撑。

2.3

微生物肥料产品中功能菌的应用

目前，我国微生物肥料产品菌种的使用正逐渐

微生物肥料产品中功能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

由单一菌种向复合菌种转化，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

通过活化土壤中营养元素，增加土壤对植物的养分

复合转化，由功能模糊型向功能明确型转化。我国

供应，从而促进增产，如根瘤菌通过与豆科植物形

登记的肥料产品中所使用的菌种达 170 多种，菌种

成共生体，将大气中的分子态氮转化为可供植物利
用的铵态氮，为宿主植物提供 50% ～ 100% 的所

功能已从最初的共生固氮向促生拮抗发展，菌种类
型也正从细菌向真菌拓展［10］。2008 ～ 2018 年，使

需氮素营养；巨大芽孢杆菌通过分泌有机酸促进土

用复合菌种的微生物肥料产品数量逐年增加，占总

壤磷的释放。另一类除了可以活化土壤中营养元素

登记产品数量的 46.8%；菌种组合类型不断丰富，

外，还可产生次级代谢产物，在促进植物对营养元

如“固氮菌 + 根际促生菌”、“根瘤菌 + 根际促生

素吸收的同时还可拮抗土传病原菌，从而减轻病

菌”、“根际促生菌 + 生防真菌”等菌种的复合使

害、增加作物产量，如解淀粉芽孢杆菌、胶冻样芽

用得到广泛应用。
随着我国科研投入增加，企业生产设备优化，

孢杆菌和环状芽孢杆菌可在植物根际大量定殖占据
空间生态位，通过分解土壤中难溶的磷、钾，产生

微生物发酵工艺逾见成熟。这得益于功能菌株的高

激素类物质促进植物生长，同时抑制土传病原菌对

密度液体发酵技术在农业微生物制剂生产过程中的

植物的入侵。此外，还有用于土壤修复菌剂的有机

应用，我国登记的微生物菌剂产品的有效活菌数从

污染降解微生物和农药降解微生物，如白腐真菌、

1.0 亿/g 上升至 6 000.0 亿/g，极大地提高了微生物

假单胞菌、棒状杆菌等；用于有机物料腐熟剂的有

肥料产品品质。与此同时，新型固体发酵设备的研

机废弃物降解微生物，如链霉菌属、小单孢菌属、

发与初步应用，正在逐渐解决固体发酵模式占据空

纤维单胞菌属、木霉属等。

间大、易污染等问题。

为更好地研究利用和保藏农业微生物资源，我

2.4

微生物肥料的应用

国各级科研机构、高校先后建立了各具特色和规模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农业

的农业微生物资源保藏中心，如 1979 年成立的中

绿色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化，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迎

国农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保藏有细菌、放

来了发展的春天。近年来，微生物肥料产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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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种类不断丰富，推广应用范围也在不断

改善土壤结构，还能改变微生物群落结构和组成，

扩大。我国微生物肥料产品多达 170 多种，产品种

提高土壤微生物丰度和多样性。张绪美等［18］发现

类已从固氮菌菌剂（包括自生固氮菌和联合固氮

在次生盐渍化土壤施用微生物肥料可有效改善土壤

菌）、根瘤菌菌剂、溶磷微生物菌剂向光合细菌菌

质量和 pH，提高土壤微生物量和养分含量，降低

剂、硅酸盐细菌菌剂、菌根真菌菌剂、根际促生菌

土壤含盐量和 Cd 含量，对缓解土壤次生盐渍化具

菌剂、有机物料腐熟剂、土壤修复菌剂、微生物微

有良好效果。

量元素复合生物肥料、联合固氮菌复合生物肥料、

2.5

多菌株多营养生物复合肥、有机 - 无机复合生物肥

2.5.1

微生物肥料行业管理
肥料登记制度的建立

料和固氮菌、根瘤菌、磷细菌和钾细菌复合生物肥

为了加强肥料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料等多菌种、多养分、多功能产品拓展。微生物肥

业法》，我国于 1989 年首次出台了肥料登记管理

料所应用的作物已从最初的豆科、油料和纤维类作

办法，办法中明确规定了企业需要对微生物肥料产

物，扩展到了粮食、糖料、蔬菜、水果、烟草、中

品进行产品登记，履行产品检验、田间试验和审批

草药和观赏花卉等 119 种作物。此外，有机物料腐

等程序。农业农村部 2017 年第 8 号令对办法进行

熟剂和土壤修复菌剂在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腐熟

了修订，取消了肥料临时登记事项，放宽了肥料田

和酸性土壤、盐碱土、次生盐渍化土壤改良等方面

间示范试验承担单位范围，同时不再征收肥料登记

也得到了较好的应用。随着我国测土配方施肥、土

费，此次修订依法保障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壤有机质提升、化肥减量增效、果菜茶有机肥替代

化了服务改革措施落实。

化肥等项目的实施，促进了我国微生物肥料的推广

2.5.2

目前我国已制定通用标准、使用菌种和产品安

应用。截至 2018 年，我国微生物肥料累计推广应
2

用面积已超过 0.13 亿 hm 。

标准体系的建立

全标准、产品标准、方法标准、技术规程和标签

微生物肥料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效果十分显
［11］

著：（1） 促 进 作 物 增 产 增 效。 刘 燕

标识等标准共 26 个（表 3），微生物肥料的标准

试验证明

表3

微生物肥料行业相关标准

施用复合微生物肥料可促进水稻生长，提高水稻

序号

产 量， 增 产 率 可 达 9.9%。 在 玉 米 上 施 用 微 生 物

1

NY-410-2000

根瘤菌肥料

菌剂可促进作物根系生长，提高玉米籽粒饱满度

2

NY-411-2000

固氮菌肥料

和成熟度，增加单株穗长及百粒重等，增产率达

3

NY-412-2000

磷细菌肥料

3.69% ～ 8.65%［12］；（2）提高作物品质。靳亚忠

4

NY-413-2000

硅酸盐细菌肥料

5

NY 527-2002

光合细菌菌剂

6

NY 882-2004

硅酸盐细菌菌种

等［13］研究表明，微生物肥料和有机肥配合施用不
仅可显著提高蔬菜产量，还可有效降低蔬菜中硝酸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7

NY 609-2002

有机物料腐熟剂

盐含量，提高蔬菜品质。王彦飞等［14］ 试验证明，

8

NY/T 883-2004

农用微生物菌剂生产技术规程

与常规施肥相比，施用微生物菌剂的辣椒，维生素

9

NY/T 885-2004

农用微生物产品标识要求

C 和辣椒素含量分别提高了 12.8% 和 2.3%。在重茬

10

GB/T 19524.1-2004

肥料中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11

GB/T 19524.2-2004

肥料中蛔虫卵死亡率的测定

12

NY/T 1113-2006

微生物肥料术语

13

NY/T 1114-2006

微生物肥料实验用培养基技术条件

14

GB/T 20287-2006

农用微生物菌剂
肥料合理施用准则微生物肥料

地建果园时施用微生物菌肥，不仅可以提高果实产
（3）增
量，而且能够增加果实着色度和含糖量［15］；
强作物抗病和抗逆能力。秦海林等［16］对施用微生
物菌肥的树体进行营养状况分析，发现施用微生物

15

NY/T 1535-2007

肥料可显著改善植株树体和根系生长状况。钟书

16

NY/T 1536-2007

［17］

堂等

连续两年在香蕉连作土壤上施用生物有机

肥，有效降低香蕉枯萎病发病率，防控率达 42%。
菌根真菌能与植物共生，通过扩大植物根系吸收范
围，使植物能够吸收更多的水分与营养，从而增强

17

NY/T 1736-2009

微生物肥料菌种鉴定技术规范

18

NY/T 1847-2010

微生物肥料生产菌株质量评价通用
技术要求

19

NY/T 2066-2011

植物抗盐碱性；（4）改良土壤。长期施用微生物肥
料不仅可以增加土壤孔隙度、降低土壤容重，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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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田间试验技术规程及肥效评
价指南

微生物肥料生产菌株的鉴别聚合酶
链反应（PCR）法

20

NY/T 884-2012

生物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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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名称

微生物肥料产品同质化严重，主要体现在菌种类型
单一、组合重复等方面，而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作

序号

标准编号

21

NY/T 2321-2013

微生物肥料产品检验规程

物的功能性产品缺乏。

22

NY/T-798-2015

复合微生物肥料

23

NY/T 2722-2015

秸秆腐熟菌剂腐解效果评价技术

3.2

规程

产品使用技术不完善
微生物肥料可通过沟施、穴施、撒施、拌土、

24

NY/T 1109-2017

微生物肥料安全通用技术准则

拌肥、蘸根、浸种和灌根等方式作为种肥、基肥和

25

NY/T 3083-2017

农用微生物浓缩制剂

追肥进行施用。其应用效果受土壤条件、环境气

26

NY/T 3264-2018

农用微生物菌剂中芽孢杆菌的测定

候、施用方法及作物种类等多种因素影响，要获得
理想的施肥效果，需要在深入了解肥料产品特点、

体系已初步构建起来。从微生物肥料生产技术流

功能的基础上，配合各项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的使

程、产品定义、分类、技术指标、无害化指标、产

用。但目前与微生物肥料配套的技术模式、土壤改

品检验操作步骤、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标

良技术等尚未建立，技术的整合与协调作用并未充

识、运输贮存、田间试验、效果评价等方面为规范

分发挥。例如生物有机肥由于养分含量低，施用量

微生物肥料生产提供了依据。同时，地方结合自身

大，施用过程费时费工，加之农村城镇化加剧，劳

特点，在相关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制定地方标准，

动力外流，缺少专业施用机械，都制约了生物有机

为发挥地区优势、提高地方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更

肥的大面积推广应用。同时，虽然随着科学家们研

好贯彻执行标准提供支撑。

究的深入，微生物肥料的作用逐渐得到了认可，但

3

仍然缺乏实用有效的评价体系对微生物肥料的应用

微生物肥料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虽然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经过不断发展，已经

效果进行评价。
3.3

社会认知和农民接受度低

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

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起步晚，虽然近年来得到

贡献，但仍要看到目前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存在的

了国家的大力扶持，行业发展取得了一定进步。但

问题。

与化肥相比，微生物肥料的市场价值和应用潜力，

3.1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还未得到科研机构、企业及推广部门的充分认识。

2016 年 第 2 季 度， 山 东 省 对 24 家 企 业 生 产

无论是在产品研发生产，还是在效果宣传推广等方

的 30 批次微生物肥料产品商品质量进行抽查检验，

面，都呈现明显弱势。受微生物特性影响，微生物

合格率为 90%。2017 年第 4 季度，山东省对全省

肥料生产、运输、储存所需成本较高，同时由于微

38 家新型肥料生产企业的 60 批次产品质量进行抽

生物在土壤和根际的生长、定殖需要一定周期，与

查检验，合格率为 96%。在抽查过程中微生物菌

速效肥料相比，微生物肥料施入土壤后见效慢。以

剂、生物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料等产品存在杂菌

上因素限制了企业对微生物肥料生产和研发的积极

数、水分、有效活菌数、pH 值、总养分、有机质

性。受试验示范展示不足、技术培训不到位、宣传

指标不合格、包装标识不合格等问题。这是由于部

引导不充分等因素影响，广大农户对微生物肥料存

分微生物肥料企业生产规模小、设备配套性差、生

在认识有限或不信任等问题。

产工艺落后、运输条件不规范，造成产品质量没有

4

保障，不同批次和时间肥料产品稳定性不一致。
我国微生物肥料企业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菌

4.1

推进微生物肥料行业发展的建议
提高产品质量

剂类企业年产量多在百吨级别，超过千吨的企业数

加强新型功能菌株的筛选，采用现代高通量筛

量较少；而复合微生物肥料和生物有机肥类企业

选技术，结合现代基因工程技术等手段，筛选培育

年产量多集中于 0.5 万～ 1 万 t 左右，部分企业年

具有固氮、解磷、解钾、土壤修复、分解腐熟有机

产量能达到 4 万～ 5 万 t，只有个别企业年产量能

物料等功能的优良菌株，从整体上改变技术支撑不

达 10 万 t 以上规模，单体量最大的企业规模在 20

足的格局［19］。加快企业对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

万～ 30 万 t。由于我国微生物肥料企业规模较小，

注重个性化产品的开发和品牌的培育，发展适应于

集中度低，领军企业少，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导致

不同区域、不同作物和不同肥力水平的专用微生物
297

中国土壤与肥料 2020 （6）
肥料，倡导生产菌种的“菌株化”，同时培育一批
质量有保障、施用效果好的名牌产品。将行业的技
术和产品发展作为一项长期工作。不断规范行业管
理，根据微生物肥料产业发展不断完善相关标准体
系，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强化市场监管，保
障产品质量，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为微生物肥料产
业创造规范有序的营商环境。
4.2 完善使用技术
与普通化肥不同，微生物肥料的核心是有效的
活菌，如何维持肥料产品在土壤中的有效活菌数，
是保障微生物肥料使用效果的关键。根据产品功
能、菌种生物学特性等特点，建立配套的运输、储
存技术，结合使用区域环境气候特点、作物种类和
土壤类型等因素，进一步完善施用技术，并与各项
农业生产技术有机结合，建立相应的技术模式。同
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方法和体系，对微生
物肥料产品的使用效果进行客观评价，为微生物肥
料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4.3 加大微生物肥料的宣传培训
各级政府通过项目实施、政策补贴等方式，加
大对微生物肥料的推广应用。加强与企业、农业新
型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合作，通过建立示
范区，展示微生物肥料产品、使用技术及应用效果
等，引领带动广大农民使用微生物肥料。同时，基
层农技推广部门要采取技术培训、现场观摩、活动
交流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培训措施，加大
对广大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训，提高其对
微生物肥料的认识，增长肥料使用技术。此外，还
应发挥好媒体的宣传作用，通过对微生物肥料产
品、技术的宣传，扩大社会影响力，为微生物肥料
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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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development of the microbial fertilizer industry in China
ZHOU Xuan，SHEN Xin，XIN Jing-shu（National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and Service Center，Beijing 100125）
Abstract：As a new kind of fertilizers，microbial fertiliz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ction of reducing fertilizer use and
improving fertilizer utilization efficiency．Microbial fertilizer can activate the soil nutrients，improve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antagonize soil-borne pathogens，increase fertilizer utilization efficiency，as well as promoting plant growth and
synergistic nutrient absorption，increasing the resistance ability of plants，improving quality of products．Current domestic
situation of microbial fertilizer industry was introduced from the aspects of microbial fertilizer production，application
and industry management in this paper．Issu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roducts quality，
appli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congnition.
Key words：microbial fertilizer；current situation；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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