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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述了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的发展状况、标准体系构建与未来微生物肥料的研究发展趋势。在介绍土
壤生物肥力的概念及其内涵基础上，阐述了微生物在土壤生物肥力形成和维系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以及微生物

肥料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不可替代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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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肥料又称生物肥料、菌肥、接种剂，是
一类以微生物生命活动及其产物导致农作物得到特
定肥料效应的微生物活体制品。由于微生物种类繁
多、功能多样，研究和应用的潜力巨大…。目前，

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展望了微生物肥料在我国农业
可持续发展中的良好应用前景。
１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发展现状

微生物肥料在培肥地力，提高化肥利用率，抑制农

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经过了６０余年的发展历

作物对硝态氮、重金属、农药的吸收，净化和修复

程，尤其是近十多年的稳定快速发展阶段，目前已

土壤，降低农作物病害发生，促进农作物秸秆和城

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２’４，５ Ｊ。我国微生

市垃圾的腐熟利用，保护环境，以及提高农作物产

物肥料的行业发展现状概述如下：

品品质和食品安全等方面已表现出不可替代的作

（１）微生物肥料产业初具规模，已成为我国农

用【２Ｊ２。尤其是在人类面临能源危机、资源紧缺、环

业生物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现有微生物肥料

境污染等压力下，为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研

生产企业５００个以上，年产量约为５００万ｔ，在我

究和应用微生物肥料是一条必由之路，近１０年的

国肥料家族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应用面积累计

实践也已证明了这一观点。据２００４年的统计，生

近亿亩，目前已有４９８个（至２００６年５月）产品

物肥料在优质农产品的生产方面，如国家生态示范

取得农业部的登记证（临时或正式登记）。

区、绿色和有机农产品基地等已成为肥料的主力

（２）产品种类不断增加，使用菌种不断扩大。

军，其用量超过１５０万ｔ，约占我国生物肥料年产

目前在农业部登记的产品分为菌剂类和菌肥类二个

量的３０％，而这一数字还呈不断上升趋势。可以

大类，共有１１个品种。９个菌剂类品种分别是：

说，微生物肥料的研究和应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

根瘤菌剂、固氮菌剂、硅酸盐菌剂、溶磷菌剂、光

加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微

合菌剂、有机物料腐熟剂、产气菌剂、复合菌剂和

生物的作用和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将会

土壤修复菌剂；２个菌肥类产品是复合生物肥料和

更为突显【３ Ｊ。

生物有机肥。在已登记产品中，菌肥类产品数量占

本文在综合分析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发展状

登记总数的３０％左右，菌剂类产品占７０％。目前

况、标准体系及研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介绍了

在微生物肥料使用菌种方面，涉及细菌、放线菌、

土壤生物肥力、微生物在土壤生物肥力形成和维系

丝状真菌、酵母菌等１１０多个种，而且还在不断增
加。另外，用于减轻和克服作物连作障碍、农药降

收稿日期ｉ ２００５—０６—０６

解等微生物肥料新产品将陆续研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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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使用效果逐渐被使用者认可，应用范围不

员，主要从事农业微生物应用基础和微生物肥料标准与质检技

断拓宽。大量的试验表明，微生物肥料的应用效果

术研究。

不仅表明在作物产量增加上，而且表现在农产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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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改善、提高化肥利用率、改良或修复土壤、降

５个层面１９个标准组成的我国微生物肥料标准体

低病虫害的发生、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在

系框架。具体的标准名录见表１。微生物肥料标准

应用对象范围上，不仅蔬菜、粮油作物上微生物肥

体系框架的构建，实现了标准内涵从数量评价为主

料大量应用且反应良好，近几年在果树和中草药种

到质量、数量兼顾的转变，将菌种的功能性指标、

植中微生物肥料应用发展极为迅速，并在改善品质

酶活性指标和内源活性物质指标等纳入到标准中；

上效果非常显著，形成了新的热点。

确定了微生物肥料使用菌种和产品安全性评价的主

（４）微生物肥料产品进出口日趋活跃，已步人

要技术参数及指标，安全分级目录收录的菌种从

世界经济全球化轨道。目前有２０余个境外产品进

４０种增加至１１０多种。其应用将促进产品质量安

入我国市场，并在国内进行了试验，已有１０个产

全的提高，更好地推动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的快速

品获得登记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将有

健康发展旧＇５Ｊ。

更多的外国产品进人中国的农资市场。同时，我国

另外，国家产业政策对微生物肥料行业发展给

也有１０个产品出口至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匈

予的重视和支持稳步加大，在科研资金支持力度和

牙利、波兰、泰国等国家和地区。

产业化示范项目建设上的立项都是空前的，也是促

（５）微生物肥料标准体系建设基本建成，产品

进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的生产应用及其质量监督有据可依。在各方面的支

按现在的发展势头，今后５年我国的微生物肥

持下，经过近１０年的工作，我国的微生物肥料标

料总产量可望达到８００万～１０００万ｔ，成为肥料家族

准框架基本建成。其标志是构建了由通用标准、使

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可以预料，我国微生物肥料产

用菌种安全标准、产品标准、方法标准和技术规程

业在新形势下，将会在农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表１微生物肥料行业标准

２微生物肥料研究和发展趋势

等方面，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研制开发具有广阔
前景【６，７ｊ。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在微生物肥料研究

我国的微生物肥料行业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

方面缺乏投入，使得我国的生物肥料产业依然存在

品种种类多、应用范围广的特点，尤其是在研制开

整体水平不高、技术创新不足、产品质量与应用效

发及应用功能微生物与有机营养物质、微生物与无

果表现欠稳定，这些都是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急需

机营养物质复合而成的新产品方面，处于领先地

解决的问题，也是行业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的难

位。这些产品目前在我国已形成较大生产规模，在

题汜Ｊ。分析我国微生物肥料产业发展历程，结合我

提高化肥利用率、降低化肥使用量和减少环境污染

国和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以下４个方面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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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下一阶段研究和应用的重点。

药降解等）、根瘤菌剂和生物有机肥。研制开发防

２．１选育性能优良菌株是微生物肥料功效的核心

治连作障碍产品应针对我国目前农业生产中蔬菜、

环节

中药材连作及保护地耕作下广泛存在病害发生、品
采用现代高通量和常规菌种筛选技术，并结合

质下降等问题，采用分子生态学方法分析评价连续

现代基因工程技术手段，筛选培育具有营养促生、

耕作、保护地耕作下的作物根际微环境，找出障碍

腐熟转化、降解修复等功能的优良菌株，是研制一

因子；通过筛选利用能够改善根际微域的微生物组

批有节肥增产、降耗培肥、改良土壤和提高品质等

成，达到促进作物对营养物质的吸收与利用，控制

高效多功能、安全实用的微生物肥料产品的基础和

病虫害的发生，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腐熟菌剂和

关键。重点是筛选可提供作物固氮（根瘤菌）、解

生物有机肥的研究对于我国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磷（ＡＭ真菌等）、解钾功能的微生物菌种，减轻

具有重大的意义，以秸秆和畜禽粪便快速腐熟为目

和克服作物病害与连作障碍的新资源，以及修复土

标，构建快速分解秸秆、畜禽粪便等有机物料的分

壤和分解腐熟有机物料的功能菌群。具体内容包括

解复合菌系，完成秸秆、畜禽粪便等有机物料的快

开展分离、筛选的优良菌种的分类、培养特性、有

速腐熟和无害化处理。在根瘤菌产品研究和应用方

效性指标、代谢产物，以及菌种对于土壤、作物品

面，应针对我国高效共生固氮菌剂产品种类相对单

种的适应能力或要求等研究【７．８Ｊ。

一，存在应用效果不甚明显、稳定性不能满足实际

２．２功能菌株菌群的组合是微生物肥料功效的保

需要的问题，以在中西部具有良好应用前景和效果

证

的豆科牧草、豆科中药材，以及我国主要的豆科作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微生物肥料的研究与

应用有向多菌株复合方向发展的趋势，不同功能的
多菌株组合、功能互补的复合微生物肥料已成为研
究和应用的主要发展方向。这需要研究者在深入了
解有关微生物特性的基础上，采用新的技术手段，

物如花生、大豆为应用对象，研制抗逆性强、固氮
性能高的根瘤菌剂产品【１０＿ｌ ２｜。
３微生物肥料在恢复与维持土壤肥力中的不可替
代作用

根据用途把几种所用菌种进行科学、合理组合，使

３．１生物肥力概念的提出丰富了微生物肥料的理

某种或几种性能的菌种组合后微生物肥料功效明显

论内涵

提高，发挥复合或联合菌群的互惠、协同、共生等

随着世界各国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Ｅｌ益重视，

作用，排除相互拮抗的发生【８，９Ｊ。

对土壤生产能力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

２．３微生物肥料生产工艺和设备的改进是产品质

别在我国人口多、耕地少、面临粮食安全的严峻形

量提高和效果稳定的基础

势下，如何保障土壤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尤为重要。

我国微生物肥料质量的提升和应用效果的稳

近几年科学研究发现，土壤生物在土壤肥力和农业

定，需要全行业采用现代发酵工程和自动控制技

生产能力上的重要性不可或缺，提出了土壤生物肥

术，以提高产品中功能微生物密度；采用保护剂和

力（ｓｏｉｌ

包装新材料，延长菌剂的货价期；使生产设备逐渐

系【１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的概念和相关的评价体

走向自动化，工艺流程趋于合理，能准确确定运行

土壤生物肥力是指生活在土壤中的微生物、动

参数的量化指标；同时降低生产成本。重点以根瘤

物、植物根系等有机体为植物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

菌、胶胨样芽胞杆菌及其他应用性良好的芽孢杆菌

和理化条件做出的贡献。同时，生物过程对土壤的

菌株为代表，研究其菌体和芽孢高密度形成的条件

物理、化学特性起到良好的促进和维持作用。它与

和障碍因子，通过代谢调控等手段，实现菌体数量

物理肥力、化学肥力共同构成土壤肥力３个不可或

（或芽孢成率）以及其他功能性物质的提高，并完

缺的组分。

成其放大和产业化【１０，１１ Ｊ。

土壤生物肥力与物理肥力、化学肥力相比，其

２．４功能产品研究和应用是微生物行业发展的推

显著特征是：（１）生物种群的多样性，表现在土壤

动力

生物肥力形成和作用过程是由多种生物参与的综合
目前研发的热点产品主要是有机物料腐熟菌剂

结果。（２）动态性，即其测定值随着时间而变化，

（也称发酵菌剂）、土壤修复菌剂（重茬、解毒、农

目前测定生物过程对植物生长作用经常是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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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准确测定它对作物产量的贡献还存在技术上的

物，对于土壤中有机物分解、养分转化和循环具有

困难。

不可替代的作用。通常用土壤中的微生物活性评价

微生物是生物肥力的核心，是共同构成土壤肥

有机物质的分解，被认为是最直接的参数。有机物

力３个不可或缺的核心组分。土壤生物过程在分析

的分解由异养微生物主导进行，通过分解释放养

评价各种土壤类型和环境中非常重要，不可缺少，

分，维持营养物质的循环，最典型的是氮、磷和硫

而且过程是多种生物参与的综合结果。人工接种微

素的循环。微生物也可通过自身细胞固定碳素和其

生物，即施用微生物肥料，是维持和提高土壤肥力

它营养物质。活的微生物总量，也称微生物生物

的有效手段，在我国现有栽培与管理（如不合理或

量，是土壤中能量和营养转化的主要推动者，也称

过多使用化肥、复种指数高、不合理使用农药等）

之为原动力，它还是土壤中物质循环和养分的主要

下是必不可少的【１４，１５ Ｊ。

调控者［１５，１６ Ｊ。

３．２生物肥力是土壤肥力的重要组分

微生物种群的广泛多样性以及其分解物质的能

生物肥力与物理肥力、化学肥力共同构成土壤

力，是实现以下各种功能的基础。微生物在土壤物

肥力３个不可或缺的组分。土壤生物过程在分析评

质循环和养分转化的主要功能表现在：（１）分解有

价各种土壤类型和环境中非常重要，其过程由多种

机物和动植物残体，释放养分；（２）转化复合物的

生物参与，并最终形成特定的功能。如果不对生物

化学形态，改变这些物质的有效性；（３）分解杀虫

肥力这一土壤肥力中的重要组成足够重视，开展相

剂和除草剂等复合物；（４）产生抗生素或其他拮抗

关研究，那么就会忽视土壤生物过程，而仅认为土

特性，维持生态平衡或抵抗土传病害；（５）产生黏

壤生物是土壤物理和化学肥力之问的一个媒介，而

合物质利于土壤胶体和团粒结构形成；（６）通过共

不是一个与之同等重要的方面【１ ３｜。

生作用，如根瘤菌共生固氮和菌根真菌，为植物提

有关土壤生物肥力、土壤化学肥力（ｓｏｉｌ ｔｈｅｍ—
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和土壤物理肥力（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的定义比较列于表２。虽然目前对于土壤生物肥力
尚无一个简明、定量的描述，但“土壤生物肥力”
已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１３］。
表２土壤肥力及其３个组分的定义
土壤肥力及

阜口
疋ｘ

其组成成分
土壤肥力

土壤生物肥力

供营养。在土壤养分转化和循环过程中的重要微生
物过程见表３。
表３土壤养分转化和循环过程中的重要微生物过程
微生物过程

异养型微生物（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ｏｐｉｃ

矿物质的溶解

青霉（Ｐｅｎ／ｃ／／／／ｕｍ ｓｐ．），假单胞菌（Ｐｓｅｕ—
ｄｏｍｏｎａｓ

ｓｐ．），芽孢杆菌（Ｂａｃ／／／ｕｓ ｓｐ．）

营养的转化和合成：

甲基球菌（＾Ｍ咖∞Ⅲｓｐ．），甲基杆菌

甲烷氧化

（胍柏弛妇ｓｐ．）

面的能力。

硝化

亚硝化螺菌（Ｎｉｔｒｏｓｏｓｐｉｒａ ｓｐ．），亚硝化单胞菌

生活在土壤中的微生物、动物、植物根系等有机

（Ｎｉｔｒｏｓｏｍｏｎａｓ

体为植物生长发育所需营养的贡献。同时，生

８ｐ．）
非共生固氮

土壤为植物生长发育提供所需的化学养分、条

共生固氮

以及养分循环具有促进作用。

硫氧化

侵蚀和流失的能力，并对土壤生物和化学过程
起到促进作用。

ｓｐ．）

硫杆菌（１ｈｉｏｂａｃｉＵｕｓ

ｓｐ．），异养型微生物

（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ｍａｓ）

土壤为植物生长发育提供所需的物理条件的能
力。同时它具有维持土壤结构不被破坏、不被

ｓｐ．），固氮菌（ｄ姗

ｓｐ．）

根瘤菌（Ｒｈｉｚｏｂｉｕｍ ｓｐ．），鱼腥蓝细菌（加．
ａｂｅａｎａ

件的能力。同时它应对土壤物理和生物过程，

ｓｐ．），硝化杆菌（Ｎ／ｔｒｏＮｗｔｅｒ

固氮螺菌（Ａｚｏｓｐｉｒｉｌｌｕｍ
ｂａｃｔｅｒ

进和维持作用。

土壤物理肥力

ｍｉⅢ０ｑ跚ｉｍ）

有机质的矿化

土壤为植物生长发育提供所需的物理、化学、生
物需求的能力。同时也包括土壤持续、安全方

物过程对土壤的物理、化学特性起到良好的促
土壤化学肥力

参与过程的一些微生物类群

养分供应：

营养流失：
产生ｃ０２
产生ＣＨ４

异养型微生物（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Ｄｐｉｃ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甲烷杆菌（Ｍｅｔｈ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８ｐ．），甲烷八叠

注：表中所给定义为总体的、概念性的，因为其不能用精确数量或

球菌（Ｍｅｔｈａｎｏｓａｒｃｉｎａ ｓｐ．）

特定单位来表达。对于一个特定地域来说，其土壤肥力及其组分的

反硝化（№，Ｎ２０）芽孢杆菌（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８ｐ．），假单胞菌（Ｐｓｅｕ—
ｄｏｍｏｎａｓ

量化指标取决于土壤的内在特性。

３．３微生物在生物肥力中的主导作用和不可替代
地位

Ｓ０４还原Ｈ２ｓ

ｓｐ．），土壤杆菌（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ｋｕｎ ｓｐ．）

脱硫弧菌（Ｄｅｓｕ／ｆｏｔｉｂｒ／ｏ ｓｐ．），脱硫单胞菌

（缝幽垒幽虫：２

人们采用的农业措施，对微生物种群结构及其
由细菌、真菌、放线菌、微藻类组成的微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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