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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包膜材料使用安全风险评价和控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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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近年来，我国缓释肥料产量和消费量跃居世界前列，包膜材料的安全风险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介绍了包

膜材料的使用现状，分析了各类包膜材料安全性、人工合成高分子材料降解性以及膜材残留积累对土壤生态环境
影响的安全风险；系统研究了包膜材料的生物分解能力、生态毒性等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及标准指标；提出了包膜
材料使用的安全风险划分等级，以期为科学评价包膜材料和合理使用包膜缓释肥料提供技术手段，降低包膜材料
对农产品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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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膜缓释肥料是将现代植物营养、施肥理论与
控制释放技术相结合，通过添加特殊材料，经特殊
工艺制成的特种肥料。2009 年我国缓释肥料产量
［1］

1

包膜材料使用现状
国内外研究和应用的包膜材料主要包括无机材

，2019 年产量达

料、有机聚合物材料两大类，有机聚合物材料又分

全球总产量的 1/2。在玉米、水稻等作物上广泛应

为天然高分子、人工合成高分子和半合成高分子材

约 70 万 t，消费量占全球的 1/3

［2-3］

用，具有促进生长、提高产量等效果
少肥料用量，提高肥料利用率

，还可减

料（表 1）。

［4-6］

。

随着包膜缓释肥料的发展和应用范围的扩大，
原料、工艺、产品性能多样化及高风险性增加，安
全风险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主要涉及包膜材料本身

表1
包膜材料
类型
无机材料

研究和应用的主要包膜材料

分类型

主要材料

—

硫磺、沸石粉、硅藻土、黏土、石

是否安全、树脂类材料能否降解、膜壳残留积累是

膏、磷酸盐等

否对土壤 - 作物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等。本文对肥料

有机聚合

包膜材料的使用现状进行了梳理，重点分析了人工

物材料

天然高分子

海藻酸钠、壳聚糖等

合成高分子包膜材料的安全风险；系统研究了国内

人工合成高

外塑料、地膜等相关行业评价材料降解性和生态毒

分子

的安全风险划分等级，给出了肥料生产、使用、监
管等环节的风险控制建议，旨在从源头防控安全隐
患，以有效降低包膜材料对农产品和生态环境的影
响风险。

聚氨酯、醇酸树脂、环氧树脂等热固
性树脂
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聚丙烯

性的标准指标与试验方法，为评价包膜材料的土壤
环境影响提供研究思路；最后提出了包膜材料使用

淀粉、纤维素、木质素、天然橡胶、

酰胺等热塑性聚烯烃

半合成高分子

纤维素的衍生物等

无机材料通常成本较低，与有机聚合物材料相
比，存在弹性差、质脆等缺点，其养分释放机制为
“破裂机制”，包膜破裂后养分迅速释放，一般情
况下包膜量偏大［7］，且控释效果不理想［8］。
在有机聚合物材料中，天然高分子材料来源广
泛、成膜性能好、成本低且对环境友好，但在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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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热固性树脂和热塑性聚烯烃类，其养分释放机
制大多为“扩散机制”，肥料中的养分在浓度或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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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梯度的推动下通过扩散的方式释放［10］，释放曲

收累积，对土壤动物和微生物代谢活性具有抑制作

线较平滑。因此，人工合成高分子材料包膜量少、

用［22-24］。

缓释效果好，但成本较高，生产工艺条件相对复

2.2

［11］

杂

人工合成高分子材料降解性

，条件要求较高，生物降解性较差。半合成

人工合成高分子材料具有优良的机械性能，但

高分子材料由天然的与化学改性的高分子接枝或共

由于其化学结构稳定，在自然条件下很难分解。因

聚形成，特点是粘度大、成膜性良好、易水解，具

此，用于制备包膜缓释肥料时，应针对包膜材料的

［12］

有更好的控释效果和生物降解性

。

降解性能进行工艺设计。

相比无机材料，有机聚合物材料因具有良好的

部分热固性树脂本身具有降解结构，引入可降

养分控释性能和耐磨损能力，成为发展最快、用量

解的物质（或促进降解的物质）后，在光、氧、热

最大的包膜材料。农业农村部肥料行政审批数据显

等环境下可达到降解作用。比如，聚氨酯在吸收一

示，至 2019 年 7 月，超过 50% 的包膜缓释肥料使

定波长（290 ～ 400 nm）的光后可引起老化降解，

用人工合成高分子材料聚氨酯类包膜，其次是聚乙

材料中分子链断裂，物理性能被破坏［25］。在环氧

烯、硫磺、聚丙烯、醇酸树脂等。

树脂中引入酯、醚等结构官能团，可使相应的环氧

2

固化物在高温条件下发生热氧降解，而在环氧树脂

使用安全风险分析

2.1

中引入羰基型感光基团或添加光敏剂，也可使其发
生光降解［26］。

包膜材料安全性分析
各类包膜材料中，无机材料主要为无机矿物

热塑性聚烯烃类的降解性则不如热固性树脂，

质，在控制肥料养分释放的同时，能够为作物提供

国内外较多相关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杨惠娣等［27］

多种盐基离子，具有较高的环境安全性。天然高分

研究认为，聚乙烯并不能被普遍存在于土壤中的细

子材料一般来自自然界中动、植物以及微生物资

菌分解，即使分子量低于 500 的也需要特定菌种才

源，自然条件下易分解为水、二氧化碳和无机小分

能分解，因此认定聚乙烯几乎不具有降解性，同

子，具有良好的降解性、透气性、安全性，属于

样聚氯乙烯、聚苯乙烯等乙烯基聚合物也不易被

。半合成高分子材料虽具有优良

微生物分解。翁云宣等［28］的研究表明，在可控堆

的缓释效果及可生物降解性，但目前多处于研究阶

肥、水性培养液等条件下，人工合成聚乙烯的生物

［13］

环境友好材料
［14］

段

，实际应用较少。农业应用较多的人工合成

高分子材料，其改性降解已成为研究热点

［15］

，但

材料本身的安全性也应引起重视。

降解率仅 0.2% ～ 0.3%，几乎没有发生生物降解。
Bonhomme 等［29］ 认为聚乙烯可生物降解，但需采
用热处理（60℃）后引起材料热氧化，而在室温下

我国包膜缓释肥料发展初期，为降低产品价

聚乙烯分子并未发生变化。李东坡等［30］利用红外

格，研制和筛选出高效、廉价的包膜材料，曾以

光谱分析了丙烯酸树脂包膜尿素的膜降解特征，经

废旧回收塑料进行肥料包膜

［16-17］

。废旧塑料回收

虽有利于废物资源利用，但若使用不当会存在很
大安全隐患。据报道

［18］

，聚乙烯、聚丙烯、聚氯

乙烯等材料本身一般无毒，但其游离出来的单体、

310 d 降解后，树脂膜仍大量存在，其主要官能团
或分子结构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2.3

包膜残留积累对土壤生态环境的影响
通常认为包膜材料用量较少，容易忽视其对

裂解物以及聚合物中的低聚物残留等多数具有一

土壤及生态环境的影响。目前研究和应用的包膜

定毒性。塑料生产过程中通常添加增塑剂、着色

缓释肥料的包膜量大概为 4% ～ 9%［31-33］，如以每

剂等，其中最常用的邻苯二甲酸酯类（PAEs）增

年施用 300 kg/hm2 包膜缓释肥料计算，每年施入土

塑剂经研究已确证其具有致畸、致癌和致突变作

壤的膜材约为 12 ～ 27 kg/hm2。对比发现，这一膜

用，我国已于 2005 年将其列为全国土壤污染现状

材残留量几乎与我国部分省份的地膜残留量达同

［19］

。PAEs 接触油脂、水

一水平，比如新疆石河子棉区、内蒙古、辽宁以

， 经 淋 溶、 挥 发、 沉 降 等

及山东等地膜使用强度较大的省份或地区，土壤

过程在土壤、水和大气中迁移，最终在土壤中累

中地膜平均残留量分别为 301、84、24 ～ 31、24

调查专项的必检项目之一
［20］

等物质时极易溶出

。农田系统中 PAEs 的环境影响和生态效应

kg/hm2［34-37］。若连年使用包膜缓释肥料且膜材难

已倍受关注，国内有研究表明，PAEs 易被植物吸

以分解，在土壤中的累积量则不容小觑。包膜残留

［21］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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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影响土壤性状，还可能存在土壤微塑料污染风

肥料养分全部释放后包膜碎片残留并暴露在土壤

险。

环境中，受风吹日晒和农事活动影响膜壳颗粒逐

2.3.1

包膜残留积累对土壤性状的影响风险

渐变小，但材料不能完全降解或被作物利用，包

包膜残留对土壤性状的影响与包膜材料使用量

膜碎片长期累积，也存在一定的土壤微塑料污染

关系密切。有研究认为，在一定含量范围内，残留

风险。此外，若土壤中残膜量过多，会使土壤的

［38］

在土壤中的包膜碎片可改善土壤结构

。但也有

研究表明，长期施用使土壤中残膜积累，则会影响
土壤酸碱平衡，影响土壤容重、通气性、透水性
等。张昌爱等［39］ 在酸性（pH 5.5）棕壤上进行的

外观有很多侵入体，因此也应尽量降低包膜材料
残留。

3

使用安全风险评价

土柱淋溶模拟试验结果显示，尿素及硫都会造成

包膜材料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安全风险，不同材

土壤淋溶液 pH 的下降，且硫磺的作用更显著，研

料对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存在不同的影响。因此，研

究预测长期大量施用硫包膜尿素后，硫壳的积累

究提出对包膜材料的降解性和生态毒性进行科学

［40］

将会对土壤酸碱平衡带来冲击。戴九兰等

研

评价，应是选择包膜材料进行肥料安全生产的前

究了缓释肥料残膜对土壤性质的影响，结果表明，

提。综合分析我国地膜、塑料等行业标准对材料降

1 kg 土壤中残膜含量在 8 g 以内可明显降低土壤透

解性能的指标要求，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水性，提高土壤田间持水量，但当残膜含量增加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EN）、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

到 10 g 时，土壤的田间持水量明显降低，透水加

（ASTM）、日本工业标准（JIS）等机构评价塑料降

快，土壤保水性也随之降低；且残膜加入量过大会

解性和生态毒性的标准指标和测试方法，研究提出

导致土壤过于疏松，不利于作物生长发育。刘双

了包膜材料的安全风险评价方法，包括生物分解能

［41］

等

研究发现，施用以硫和树脂包膜的缓释肥

力评价和生态毒性评价。

料，引起土壤 pH 降低 0.01 ～ 0.23，电导率提高，

3.1

而施用树脂膜壳的土壤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分别降

3.1.1

低 13.8% ～ 39.0% 和 3.5% ～ 20.4%。李亚星等

［42］

生物分解能力评价及相关标准
评价指标要求
降解性能是影响包膜材料使用和安全风险控制

考察了添加光降解剂的聚乙烯残膜对土壤、植物的

的关键指标，我国农业行业标准《缓释肥料通用要

影响，结果表明土壤中残膜含量在 0.1% ～ 0.2% 范

求》（NY/T 2267-2016）［48］已对有机聚合物包膜材

围内，对作物生长没有负面影响，但随着土壤中残

料的生物分解率提出了明确要求，标准规定“聚合

膜量的增加，对土壤外观也有一定的影响。

物树脂类包膜材料的生物分解率应不小于 15%”。

2.3.2

纵观农用地膜、塑料、食品包装等相关行业领域，

包膜残留积累增加土壤微塑料污染风险
近 几 年， 微 塑 料（ 通 常 指 直 径 小 于 5 mm 的
［43］

碎片、纤维、薄膜和颗粒）

的环境污染问题被

也对材料的生物降解指标提出要求（表 2）
。其中
环境行业标准《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49］

塑料包装

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除海洋、河湖等水域生态

制品》（HJ 209-2017）

系统，土壤生态系统特别是农用地，也已受到微

塑料包装提出了新要求，既提高了可降解类塑料包

塑料污染的严重威胁。由于微塑料颗粒小、分布

装的生物分解率（由≥ 15% 调整为≥ 60%），又对

广、比表面积大，具有吸附性，进入土壤后不仅可

不可降解类产品的生物基材料含量提出要求（生物

以富集有机污染物

［44］

，还可作为重金属载体，提

［45］

高重金属的生物活性

。土壤中的微塑料累积还

会对蚯蚓等土壤生物产生毒害作用，微塑料颗粒

在 2017 年修订时，又对

碳含量应大于 20%），目的是减少塑料包装制品对
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
与国家标准、环境行业标准要求相比，农业行

被表层土壤的蚯蚓食入后随之进入土壤内部，并

业标准对膜材生物分解率的要求处于低位（表 2）。

通过食物链传递和扩散［46］。而土壤微塑料的主要

因此，在进行包膜工艺设计和肥料生产过程中，应

［47］

来源之一就包括农用地膜残留分解

。包膜缓释

肥料通常在玉米、水稻等大田作物上一次性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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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膜材降解性能，研发具有更高环境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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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标准中材料生物分解率的要求

标准

材料

QB/T 2461-1999 包 装 用 降 解 聚 乙 烯

指标

生物降解包装用聚乙烯薄膜

需氧生物降解率（30 d）应≥ 20% 或生物降解后质量失重率

薄膜

（28 d）应≥ 10%

GB/T 20197-2006 降解塑料的定义、分

生物分解塑料

单一聚合物：生物分解率应≥ 60%；混合物：有机成分应≥

类、标志和降解性能要求

51%，生物分解率≥ 60%

GB/T 21661-2008 塑料购物袋

降解塑料购物袋

单一聚合物：生物分解率应≥ 60%；混合物：有机成分应≥
51%，生物分解率≥ 60%

GB/T 28018-2011 生物分解塑料垃圾袋

生物分解塑料垃圾袋

单一组分的聚合物：生物分解率应≥ 60%；多种组分的混合
物：有机成分应≥ 51%，生物分解率≥ 60%

GB/T 35795-2017 全生物降解农用地面

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薄膜

有机成分应≥ 51%，相对生物分解率≥ 90%

可降解类塑料包装

应符合 GB/T 20197 中降解性能的要求

不可降解类塑料包装

生物碳含量应 >20%

覆盖薄膜
HJ 209-2017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塑
料包装制品

3.1.2

评价试验方法

实验室条件下二氧化碳的释放量》（GB/T 19277.22013）［52］、《水性培养液中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

国际上塑料生物分解试验技术和标准体系比较
全面，主要采取模拟自然条件的方式，测试方法包

能力的测定采用测定密闭呼吸计中需氧量的方法》

括堆肥试验法、活性污泥试验法、土埋试验法、特

（GB/T 19276.1-2003）［53］、《水性培养液中材料最

定酶降解试验法等［50］。我国生物分解塑料的测试

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采用测定释放的二氧化

标准主要是对国际标准的转化，较为常用的国家标

碳的方法》（GB/T 19276.2-2003）［54］以及《土壤中

准《受控堆肥条件下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

塑料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采用测定密

测定采用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法第 1 部分：通

闭呼吸计中需氧量或测定释放的二氧化碳的方法》

［51］

、《受控堆肥条

（GB/T 22047-2008）等［55］ 均是对 ISO 标准的等同

件下材料最终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测定采用测定释

采用。表 3 列出了国内外常用塑料生物分解能力测

放的二氧化碳的方法第 2 部分：用重量分析法测定

试标准及测试方法和条件［50］。

用方法》（GB/T 19277.1-2011）

表3
标准

ASTM D 5338；ISO 14855；JIS K 6953；GB/T

塑料生物分解能力测试标准
测试方法

测试条件与指标

堆肥试验法

受控堆肥条件下，通过测定释放的 CO2 量来评价生物降解

19277.1；GB/T 19277.2
ASTM D 5210；ISO 14851；ISO 14852；JIS K 6950；

程度
活性污泥试验法

活性污泥（水性培养液）中，通过测定需氧量或释放的 CO2

JIS K 6951；GB/T 19276.1；GB/T 19276.2
ASTM D 5988；ISO 17556；GB/T 22047

量来评价生物降解程度
土埋试验法

土埋条件下，通过测定需氧量或释放的 CO2 量来评价生物降
解程度

ASTM D 6691；ISO 846；GB/T 19275

特定酶降解试验法

特定微生物或酶条件下，以失重、机械强度损失及分子量分布
变化来评价生物降解性

包膜材料的生物分解能力评价可参考使用塑料

是 国 内 外 普 遍 使 用 的 试 验 方 法［56］。 且 有 研 究 认

评价方法，尤其是堆肥试验法，具有降解周期短、

为［57］，通常在模拟堆肥的实验室条件中能表现

重现性好、试验设备相对简单等优点，能较为真实

出较好生物降解性的材料，在真实土壤堆肥条件

地模拟材料在自然废弃物堆肥环境下的降解情况，

下也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能力。活性污泥法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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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 材 料 在 水 性 环 境 中 的 分 解 情 况， 但 由 于 使 用
的 密 闭 呼 吸 装 置 较 为 复 杂， 目 前 在 我 国 较 少 使
［58］

用

3.2

生态毒性评价及相关标准
国内外塑料降解生态毒性评价主要从植物和

。土埋试验法包括自然土埋法和实验室土埋

土壤动物方面入手，指标包括作物出苗率、生物

法，虽然试验周期较长、重现性差，但是所反映

量、蚯蚓死亡率、重金属限值等［59-60］
（表 4）。参

的材料分解情况更接近真实土壤环境，对直接施

考塑料降解生态毒性的评价方法，可对有机聚合物

用于土壤的包膜缓释肥料安全性能评价更具现实

包膜材料及其降解代谢产物的相关毒性进行全面

意义。

评估。
表4

塑料降解生态毒性评价指标与标准
标准

评价指标

ISO 11269；EN 13432；OECD Guideline 208；ASTM D 6400；AS 4736；JIS K 6950

出苗率 >90%

ISO 11268；OECD Guideline 207；ASTM E 1676；AS 4736；JIS K 6950；GB/T 21809

蚯蚓死亡率 <10%

EN 13432；DIN V 54900-1；AS 4736；JIS K 6950

重金属限值

通过植物生态毒性试验，可以考察包膜材料对

要求的包膜缓释肥料是安全风险控制的关键。根据

植物的短期或长期影响。短期影响的测试方法包括

不同材料的降解特性，本研究将包膜材料使用的安

根伸长试验、种子发芽试验和植物幼苗生长试验，

全风险划分为“零级风险”、“高级风险”和“控

其中根伸长和种子发芽试验主要考察受试物对植物

制风险”3 个等级。

胚胎发育的影响，而植物幼苗生长试验以繁殖为测
试终点，结果更为可靠和全面

［61］

“零级风险”是高安全性等级。对于具有良好

。长期影响的测

降解性的天然高分子材料（如淀粉、纤维素、天然

试方法可参照我国农业行业标准《缓释肥料效果试

橡胶、壳聚糖等）以及经证明在生态链中无毒无

［62］

验和评价要求》（NY/T 2274-2012）

，进行小区

害的从植物、动物或矿物中提取的有机或无机材

或盆栽试验，评价包膜缓释肥料在田间施用期间的

料（如硫磺、石膏、磷酸盐等），通常不会对生态

生态影响，以未包膜的肥料为对照，等养分量的包

环境和食物链造成危害性影响。这类材料可视为低

膜缓释肥料为处理，在植物出苗、生长过程或收获

风险或无风险，纳入到“零级风险”，可用于肥料

期，通过对照空白与处理的产量或品质指标的变

生产。

化，来评价所添加包膜材料及添加量存在的生物学
风险。

“高级风险”是高风险性等级。对于经证明或
已公布的具有急性毒性、致畸性或致癌性以及危

另外，还可通过蚯蚓毒性试验反映包膜材料降

害农田生态环境的填料、降解剂、添加剂等（如

解对土壤的影响和污染程度。蚯蚓作为代表性的土

PAEs）以及在降解过程中对土壤生物和生态环境有

壤栖息生物，以土壤为食而且对毒物非常敏感，国

危害的材料，应纳入“高级风险”
。这类材料对生

际上通常被用作指示土壤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毒性。

态环境和食物链存在直接或间接影响，应严格限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化学品测试准则中即有

其进入农田。肥料生产方不应选择具有高风险等级

蚯蚓急性毒性试验方法《Test No.207：Earthworm，

的包膜材料，即使是这种材料具有较高的包膜工艺

Acute Toxicity Tests》，我国也将该方法等同采用转

技术参数，亦不应以忽视生态环境和农产品安全为

化为国家标准《化学品

代价。

蚯蚓急性毒性试验》
（GB/

［63］

T 21809-2008）

，试验中将蚯蚓在短时间内暴露

“控制风险”是将既非零级风险亦非高级风险

于高浓度的测试物质中，一定时间后计数蚯蚓存活

包膜材料划分其中。对于具有降解结构或可降解物

百分率。

质的热固性树脂（如聚氨酯、环氧树脂等）以及添

4

加了可降解物质的热塑性树脂（如淀粉 / 聚乙烯共

安全风险控制

混物等），可纳入到“控制风险”。这类材料通常

综上分析认为，既能选择出符合安全风险指标

具有良好的缓释性能，其降解性能如能达到一定要

要求的包膜材料，又能生产出满足养分释放率指标

求，且能证明降解产物在生态链中安全无害，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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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肥料生产，反之则应限制使用。
肥料包膜材料的使用风险控制要靠肥料生产
方、使用方以及质量监督、行政管理等相关部门各
司其职，共同维护。本研究提出的包膜材料风险等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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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afety risk evaluation and control of using coating materials of fertilizers
LIN Yin，LIU Hong-fang，BAO Wan-kui，WANG Xu*（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
Abstract：It is widely concerned in terms of the safety risk of using coating materials of slow-release fertilizers because China
has leapt to the world’s forefront for the output and consumption in recent years．By introducing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coating materials and analyzing their safety risks including the safety of materials，the degradability of synthetic polymers and
the impact of coating materials residue and accumulation on the soil ecological environment，the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evaluation methods and standard indexes of the biodegradability and the eco-toxicity for
coated materials．And the grade classification of safety risk for coating materials is proposed，in order to provide technical
methods for the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coating materials and rational use of slow-release fertilizers，and to reduce the impact
and risk of using coating materials on food and eco-environment.
Key words：fertilizers；coating materials；safety risk；evaluation；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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