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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黄淮海是我国夏玉米主产区，传统的以基肥为主、追肥为辅的施肥方式已无法满足夏玉米栽培“高

产、 增 效、 轻 简、 环 保 ” 的 新 要 求。 包 膜 控 释 肥 一 次 性 施 肥 技 术 具 有 养 分 高 效利 用、 产 量 增 加、N 2O 排 放
降低、硝酸盐淋溶减少等优势。为推动其在夏玉米生产中的规模化应用，实现肥料减量提效，在概述包膜
控释肥种类及特点的基础上，对其在夏玉米生产中的应用现状进行对比分析，并对影响其应用效果的因素
进行系统总结。与普通复合肥、控失复合肥、有机无机复合肥和聚谷氨酸肥 / 腐植酸肥等相比，包膜控释肥
在夏玉米生产中具有更优的综合应用效果；控释肥的养分释放特征、比例、施用量、水分、施肥和耕作方
式等因素会直接影响其应用效果。最后阐述了包膜控释肥在现实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发展进行了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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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广泛。

提出的新要求。包膜控释肥一次性施肥技术具有养

按播种季节分为春玉米、夏玉米和秋玉米。黄淮海

分高效利用、产量增加、N2O 排放降低、硝酸盐淋

是我国夏玉米主产区，种植面积占全国的 35% 以

溶减少等优势［7-12］，是满足新要求的有效措施和发

上［1］。夏玉米的生育期在 100 d 左右，对氮的需求

展方向之一。

最多，钾次之，磷最少。养分吸收的总趋势是：苗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包膜控释肥的高成本是

期吸收量少，拔节后逐步加快，抽丝前后出现高

制约其在大田作物上推广应用的主要因素。国内以

峰，之后逐渐减少

［2］

。传统施肥模式是播种前基施

金正大公司、山东农业大学为代表的企业和科研

一次底肥，在拔节期或大喇叭口期于土壤表面撒施

单位在控释肥的产品研发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13］。

1 次尿素。这种“基肥为主，追肥为辅”的方式不

加之控释肥与速效肥配合的施肥方案探索促使控释

仅会增加劳动力的投入，而且在追肥时植株高大、

肥在大田作物上的推广应用成为现实，即根据当地

［3-4］

。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减

农业技术部门提供的施肥配方，选用养分释放率和

少，栽培成本增加。另外，为了提高产量，农民往

释放期稳定的包膜控释肥与速效肥按比例掺混得到

往过量施用化肥。夏玉米生育期正值雨季，施用的

控释掺混专用肥，基肥一次施用不追肥［14］。通过

化肥快速转化导致肥料当季利用率低，氮素利用率

标 题、 关 键 词“controlled release fertilizer/controlled

叶片多，人工操作困难

仅在 26% 左右，极易造成面源污染

［5-6］

。因此，夏

release urea/coated fertilizer/coated urea” 和“maize/

玉米栽培实现“高产、增效、轻简、环保”是时代

summer maize”检索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以及“控
释肥 / 控释尿素 / 包膜肥 / 包膜尿素”和“玉米 / 夏
玉米”检索知网发现，自 2005 年以来国内学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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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法［20］。包膜控释肥通过渗透和扩散作用进行
养分释放，目前公认的释放机制是破裂机制和扩
散机制［21］。前者是指水汽透过膜后凝结在核上并
溶解部分肥料引起内部压力累积，这时如果内部
压力超过膜的承受力使包膜破裂，颗粒内全部养
分迅速释放出来；该机制适合于包膜脆而无弹性
的肥料，如硫包膜肥料。后者是指养分在浓度梯
度或压力梯度的作用下通过扩散而释放出来；该
机制适合于有机聚合物包膜肥料。包膜肥料在土
壤中的释放速率取决于膜材结构及其厚度、肥料
粒径及其溶解性、土壤温度、含水量及其微生物
活 性 等， 这 直 接 影 响 其 与 作 物 吸 收 养 分 的 一 致
性［22-23］。

2

不同类型肥料在夏玉米上的应用
不同类型肥料在夏玉米上的增产提效潜力不

等。表 1 总结了几种常用肥料及其特点。相比表 1
中提及的肥料，控释肥在增产、提高养分利用率
图1

1

方面有明显优势。孟凡胜等［24］比较等养分量的玉

试验点主要覆盖区域

米专用配方肥、普通肥和控释肥的效果时发现，控
释肥能显著提高夏玉米的产量。较普通肥料的产量

包膜控释肥概述

增幅达 8.8%。其他文献也有类似报道，等养分量

控释是指以各种调控机制使养分释放按照设

的控释肥较普通肥料的产量增幅在 3% ～ 16% 之

定的模式（养分释放率和释放期）与作物吸收养

间［25-27］。王小明等［28］ 通过连续 2 年的试验比较

分的规律相一致［15］。包膜控释肥是一类采用合适

了等养分量的有机无机、控释、控失等 3 种复合

材料在速效肥外表进行包膜而成的肥料。根据膜

肥对小麦玉米轮作下作物产量的影响。控释复合

材的不同分为有机聚合物（天然和人工合成 2 类）

肥处理最优，较常规施肥夏玉米增产 17.8%。牟小

［16-18］

。主导产品有硫包

翎等［29］以优化施肥作对比，比较了聚谷氨酸类肥

膜、硫加树脂包膜、溶剂型热塑性树脂包膜、水

料、海藻酸类肥料和控释肥对夏玉米产量、土壤养

包膜肥料和无机包膜肥料

基树脂包膜和无溶剂热固性树脂包膜控释肥

［19］

。

分和肥料利用率的影响。施用两类肥料后土壤碱解

其中，热塑性树脂以聚烯烃类为主，热固性树脂

氮含量分别增加 3.44% 和 4.01%，而控释肥对籽粒

以醇酸树脂、聚氨酯、环氧树脂最为常见。水浸

产量和氮素利用率提高明显，增幅分别为 3.79% 和

泡法是国内外评价包膜控释肥养分释放模式的常

41.20%。

表1

不同类型肥料及其特点

肥料名称

组成

施用方法

作用机理

参考文献

普通肥料

尿素、过磷酸钙 / 钙镁磷肥 / 重过磷酸钙、氯化

基肥 + 追肥

物理

［23-29］

钾 / 硫酸钾
配方肥 / 复合肥

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

基肥 / 基肥 + 追肥

物理 / 化学

［24］

控失肥

肥料 + 遇水形成网状结构的控失因子

基肥

物理

［28］

有机无机复合肥

有机质 + 化肥

基肥

物理

［28］

聚谷氨酸肥 / 腐植酸肥

肥料 + 聚谷氨酸 / 腐植酸

基肥

物理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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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对不同种类的包膜控释肥在夏玉米上

赵洪猛等［36］ 和 Chen 等［37］ 探究了聚氨酯包膜磷

的应用也进行了评价。表 2 归纳了包膜控释肥及其

酸二铵配施植物诱抗剂以及单施对盐化潮土夏玉米

特点。硫加树脂和回收热塑性树脂包膜控释肥可

产量及磷素利用率的影响。不论是单施还是配施均可

。谷佳林

通过改善土壤磷素供应强度提高产量。江丽华等［38］

等［32］研究发现，硫包膜尿素可降低土壤硝态氮的

选取山东、河南、河北 3 个玉米种植大省的 4 个定

实现夏玉米增产并提高氮素利用率
累积和迁移。Zheng 等

［33］

［30-31］

在比较硫包膜尿素、树

位试验点，研究了包括水基树脂包膜尿素、环氧树

脂包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对玉米产量、氮素

脂包膜控释肥、聚氨酯包膜尿素在内的 10 种缓控

利用率、土壤养分和土壤酶活性的影响时发现，硫

释肥的一次性施用对夏玉米产量、产量可持续性指

加树脂包膜尿素施用效果最佳。与普通尿素处理相

数（SYI）的影响。结果表明，控释肥的施用既起

比，常量施用下增产 13%。随着聚氨酯包膜控释

到了增产的效果，也达到了好的可持续性，SYI 在

肥在市场上的占比越来越大，应用评价也逐步开

0.65 ～ 0.70 之间。总的来讲，通过扩散和破裂机制

［34］

始

［35］

。揣峻峰等

研究了其对夏玉米产量的影

释放养分的包膜控释肥均适用于夏玉米一次性施肥

响。与常规肥料相比，等养分条件下增产 15.53%。
表2

3

技术。

控释肥及其特点

种类

控释机制

特点

参考文献

硫加树脂包膜

扩散

兼顾两者特性

［30］

溶剂型树脂包膜

扩散

工艺不环保

［31］

硫包膜

破裂

便宜，但释放可控性差、膜层厚

［32］

无溶剂型树脂包膜

扩散

工艺环保、易连续

［34-35，38］

水基树脂包膜

扩散

工艺环保，但水蒸发慢、养分渗透性大

［38］

米中。综合玉米生长、根系分布、产量和氮素淋失

包膜控释肥应用效果的影响因素

风险，减氮 1/3 的控释肥处理的效果最佳。夏玉米

施用包膜控释肥不仅有助于夏玉米干物质积

上施用的包膜控释肥的释放期多数是 2 或 3 个月。

累，提高穗粒数、容重和千粒重，而且有助于改善

郑文魁［51］将释放期为 3 个月的硫加树脂包膜尿素

玉米品质［39-40］；不仅可以减少氮向土壤深层淋溶，

和树脂包膜尿素与尿素按 3.5 ∶ 3.5 ∶ 3（玉米季）

［41-43］

而且还可以降低氮向大气挥发的环境风险

。

的质量比复配后应用于小麦玉米轮作中。8 年的连

应用效果的好坏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续定位试验结果表明，与相同施氮量的常规尿素分

3.1

养分释放特征

次施肥相比，包膜尿素处理玉米增产 6.8% ～ 9.8%，

养分释放率和释放期是衡量包膜控释肥养分释

氮素利用率提高 13.2% ～ 14.3%。张玉凤等［52］ 研

放特征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应用效果的重要因

究发现释放期为 2 个月的包膜尿素在水和土壤中的

素。包膜控释肥田间养分的供给量与夏玉米对养分

氮素释放规律相差较大，尤其是前 1 个月。提出增

的吸收动态一致可满足全生育期的生长需要，在有

加开花期后的释放量可以更好发挥控释肥的应用效

效避免养分流失的同时，防止因施肥不及时造成的

果。另外，从施用时期的改变也可说明包膜控释肥

生长中后期出现脱肥。徐秋明等［44］曾发现肥料前

的养分释放特征对应用效果的影响。孙旭东等［53］

期养分释放过快会影响产量及氮素利用率。其他研

将基施释放期为 3 个月的树脂包膜控释肥改为拔

究也表明，养分释放特征存在的差异会使产量的增

节期施用，得出与基施包膜尿素处理相比，郑单

［45-49］

幅不等，增产可高达 15.95%

。延迟释放型包

958 和登海 605 的拔节期施包膜尿素处理分别增产

膜控释肥的释放过程由溶出抑制期、溶出期和衰减

2.10% 和 10.13% 的结果。王建斌［54］也曾研究得出

期 3 部分组成。杨俊刚等［50］将不同抑制期和释放

在玉米 3 ～ 4 叶苗期一次性施用控释肥可替代分次

期的 3 种延迟释放型包膜控释肥混配后施用于夏玉

习惯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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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比例

发研究表明，控释肥处理氨挥发速率上升缓慢，最

包膜控释肥与速效肥混施既能在维持产量、提

大挥发高峰出现时间比常规施肥处理晚 7 d，土壤

高肥料利用率的基础上降低肥料成本，又能弥补

氨挥发量减少 51.34% ～ 91.34%。关于减产的风险

单一控释肥在部分区域夏玉米前期养分不足的问

评估，目前并无定论。许海涛等［68］研究氮肥减量

题［55］， 常 见 的 控 释 肥 比 例（ 即 控 氮 比 ） 可 低 至

10% ～ 30% 对农艺指标、产量及氮素利用率的影

详细研究了控氮比从

响时得出，减量 30% 已有减产可能。史桂芳等［69］

10% 增加到 68.75% 对产量及经济效益的影响。控

和 Shi 等［70］ 探讨减量施用控释肥对产量、经济效

氮比增加有利于增产增效，且随着控氮比的增加而

益及环境的影响时发现，除 60% 控释肥处理略有

10%，高达 70%。胡凤仙

递增。闫童等

［57］

［56］

研究了控氮比为 100%、70% 和

减产外，其余控释肥处理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增

50% 的处理对产量及氮素积累的影响。与尿素处理

产，增产率为 1.1% ～ 7.4%。孙克刚等［71］ 在中低

相比，控释肥处理能显著提高肥料表观利用率和农

肥力点开展的 2 年田间试验得出，即使减氮 20%

学效率，产量也显著提高，其中控氮比为 70% 全

处理低肥力点也存在减产风险。综上所述，为防止

量处理增产率最高，达到了 12.33%。除产量和肥

减产，控释肥的施用量需依据土壤肥力或者区域来

料利用率外，李伟等

［58］

考察了控氮比对 0 ～ 60 cm

定。通常，等氮量施用时大部分地区增产。控释

土层土壤硝态氮、铵态氮含量动态分布的影响。各

肥一次性施肥技术可以在减氮 25% 以内确保稳产，

生育期控氮比高的处理土壤铵态氮含量较高，不过

中高肥力点可适当增加减氮量到 40% 左右。

差异不显著。胡斌等

［59］

对控氮比与氮淋溶的关系

3.4

水分

也进行了研究。在玉米生长中后期的 0 ～ 20 cm 土

水分和氮素的耦合会对施肥效果产生影响。李

层中控释肥处理保持了较高的硝态氮含量，尤其在

广浩等［72］探讨了控释尿素水氮耦合对夏玉米产量

大口期以后高于常规施肥处理；20 cm 以下土层中，

和光合特性的影响。在提高光合特性方面具有显著

常规施肥处理的硝态氮含量在多个生育期显著高

的水氮耦合效应，水分为主效应，控释尿素为次效

于控释肥处理，控释肥有效控制了氮素淋溶。曹兵

应，合理的水氮运筹能够有效提高穗位叶的叶绿素

［60］

等

进一步研究了 2 个减氮水平（10% 和 20%）

含量，增强花后穗位叶的光合和荧光特性，促进光

下不同控氮比（30% 和 50%）的控释肥的影响。综

合产物向籽粒的运转与分配，进而提高产量。邵

合产量、氮肥利用率、施肥经济效益和土壤硝态氮

国庆等［73-74］ 在研究水分和控释肥对氮素利用、产

残留因素，控氮比为 30% 的施氮效果最好。综上，

量、品质、根冠生长影响时发现，灌浆水可以显著

以控氮比 30% ～ 70% 施用效果最佳，考虑到经济

提高控释肥的“前控后保”效果，有利于高产与优

效益，30% 和 40% 为控氮比的推荐值。

质同步。Li 等［75］研究了灌溉管理和氮素交互作用

3.3

对产量、氮素吸收和光合特性的影响。交互作用可

施用量
肥料施用量不足影响产量，而施用量过高，肥
［61-63］

料利用率降低，表观盈余量增加，产量也降低
［64］

鲁欣欣等

以延缓叶片衰老，提高叶绿素含量，改善灌浆期的

。

光合性能，从而有效缓解轻度干旱对夏玉米的不利

研究了控释肥用量（0 ～ 1364 kg/hm ）

影响。相比轻度水分胁迫，灌溉充足时可少施用

2

对夏玉米叶片含氮量时空分布的影响。玉米中位叶

氮 100 kg/hm2 控释肥。张婧等［76］ 考察了灌溉（或

叶片含氮量和产量呈显著正相关，施肥量为 1023

降雨）时控释肥对土壤 N2O 排放的影响。控释肥处

2

［65］

kg/hm 时达到最大值。李岚涛等

在中高产田区

理土壤 N2O 排放峰高值出现在基肥施用并伴随灌溉

开展了小麦玉米轮作下施氮模式对产量、氮素利用

（或降雨）后，一般持续时间为 7 ～ 10 d，后期降

率的影响研究。不论是产量、产量构成因子还是氮

雨会引起微弱的 N2O 排放峰。这样，优化施肥灌溉

素利用率，变化趋势为控释掺混肥等量施用 > 减

方案是控释肥应用效果提高的措施之一。

量施用 > 尿素分次施用 > 尿素一次施用 > 不施肥。

3.5

赵斌等

［66-67］

施肥和耕作方式

研究了氮肥减量 25% 和 50% 对花后

施肥和耕作方式也是影响控释肥应用效果的重

光合产物和氮素积累、分配及产量的影响。相比

要因素。在施肥的过程中，控释肥施用深度、位置

常规施肥，减量 25% 时控释肥处理增产 10%。减

在高产高效种植过程中非常关键。丁相鹏等［77］探

量 50% 时产量无明显变化。对田间土壤原位氨挥

究了控释尿素不同施用深度对氮素吸收与利用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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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施肥深度对产量呈先增后减的趋势。基施深度

点可适当增加减氮量到 40% 左右，虽然包膜控释

控制在 10 ～ 15 cm 可显著提高夏玉米的氮素吸收

肥一次性施肥技术是提高肥料利用率、减轻环境污

［78］

积累量，增加氮素利用率。王务帅

进一步研究

了小麦玉米轮作下产量、土壤养分含量与施肥方式

染的一个有效措施和发展方向，但是目前仍存在一
些问题尚未解决：

的关系。控释尿素株间穴施较侧施和底施对玉米增

（1）包膜控释肥料的养分释放评价方法。水浸

产效果显著，种肥同播距离种子 3 ～ 5 cm 处侧施

泡法是目前评价包膜控释肥质量好坏的方法。然

［79］

为佳。王贺

认为相比侧施，种子正下方施用控

而，由于包膜材料、包膜工艺和控释机制的不同，

释肥能够促使养分扩散区域与玉米根系吸收区域耦

控释肥养分释放特征受环境因素影响的程度不一，

合。另外，分层施肥有利于减少径流挥发损失，提

评价方法也应不同。尤其是随着土壤微塑料污染的

［80-83］

高肥料利用率

［84］

。邹忠君等

考察了分层施用

关注日益增加，关于可生物降解包膜控释肥的研发

硫包衣尿素的效果，植株长势良好，比常规分期施

已受到重视，相关控释肥正逐步实现工业化。若把

肥增产 12.1%。随着种肥同播技术的推广，目前基

一种方法套用在所有包膜控释肥上，势必会影响对

施深度 10 ～ 15 cm、距离种子 3 ～ 5 cm 处侧施控

实际应用效果的判断。因此，考虑“肥、土壤、作

释肥的方式最为常见。

物”系统中土壤、作物对控释肥养分释放的影响，
［85］

在耕作方式方面，于青

比较了小麦玉米两

熟区立秆免耕、碎秆免耕和秸秆还田 + 旋耕下控

有必要建立适应不同类型控释材料和机制的养分释
放评价方法。

释肥的施用效果。等养分量下 3 种耕作方式的产量

（2）应用效果的评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是基

依次增加。高永祥等［86］开展的夏玉米田间长期定

于田块的肥料配方设计。然而，在目前评价包膜控

位试验也得出，秸秆还田配施控释掺混尿素可协同

释肥应用效果时，对照大多是农民习惯施肥，并不

增效，显著提高土壤肥力、产量、氮素利用率和净

总是与基于测土配方的优化施肥量进行比较，这势

收益。

必会影响对包膜控释肥一次性施肥技术应用效果的

4

科学评价。

结论与展望
包膜控释肥的膜材特性及厚度、肥料粒径及溶

解性、土壤温度、含水量及微生物活性等因素直接
影响其在土壤中的养分释放特征，也影响与作物吸
收养分规律的吻合度。在包膜控释肥的研发与产业
化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上，已将不同种类的包膜控
释肥如硫包膜、硫加树脂包膜、溶剂型热塑性树脂
包膜、水基树脂包膜和无溶剂热固性树脂包膜控释

（3）包膜控释肥的推广。加强政策引导，开展
配套技术指导服务，实现包膜控释肥在夏玉米上的
规模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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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tatus of controlled-release fertilizers in summer maize production
LI Li-xia1，2，ZHAO Xian-feng3，YI Wen-ping1，2，XIAO Qiang1，2，WANG Lei1，JIA Jing-li3，ZOU Guo-yuan1，2*
（1．Institute of Plant Nutri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Beij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
Beijing 100097；2．Research Center of Beijing Municipal Slow and Controlled Release Fertilizers Engineering Technology，
Beijing 100097；3．Baixia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Bureau，Xingtai Hebei 055450）
Abstract：Huang Huai Hai Plain is the main production area of summer maize in China．The traditional fertilization method
with basal fertilizer and top-dressing cannot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 of high yield，high efficiency，simplified culti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 summer maize production．The one-time fertilization technology of coated controlled-release
fertilizers has the advantages of improving nutrient use utilization，increasing yield，reducing N2O emission and nitrate
leaching．In order to promote its large-scale application in summer maize production and realize the amount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ncrea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coated controlled-release fertilizers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and the relate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pplication effect were summarized systematically．Compared with other
fertilizers，such as common compound fertilizer，loss-control fertilizer，organic-inorganic compound fertilizer，alginate/
humic fertilizer，coated controlled-release fertilizer had better combined effects in summer maize production．The factors
including nutrient release characteristics of fertilizers，controlled nitrogen ratio，application amount，water content，
fertilization method and cropping pattern directly affected the application effect．Finally，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coated
controlled-release fertilizers in practical production were explained，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was prospected.
Key words：controlled-release fertilizer；maize；yield；application effect；influenc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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