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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检验方法

础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现状，肥料登记管理将

含腐植酸水溶肥料进入市场已有２０多年

以“生化黄腐酸”为腐植酸原料的产品归类为

的历史，但是其检测方法一直存在较多争议。

。有机可溶肥料”进行统一管理，以规范生产

长期以来，采用定碳的方法进行检测，尽管在

和市场。

登记管理中也尝试同时进行远红外定性，但未

３．２提高企业工艺水平．狠抓产品质量

能起到去伪存真的作用效果。通过大量的方法
研究，农业行业标准ＮＹ

随着登记管理制度法制化进程的加快，

１０６—２００６《含腐植

国家对肥料产品技术进步和质量监督管理的

酸水溶肥料》标准中确立了腐植酸含量的测定

要求也在逐步提高。因此，缺乏必要的工艺设

方法——酸沉淀后氧化还原滴定法。至此，该

备和基本质量保证的企业将逐步被淘汰。同

类肥料登记检验规则得以确立。

时，较高的工艺水平，优良的产品质量也是企

ｌ

业的立足之本。

３相关建议
参考文献
３，＇加强生化黄腐酸的相关研究
目前肥料登记管理检验规则中的检验方

【１ｐ际准：含腐植酸水溶肥料，ＮＹ

法不适用于。生化黄腐酸”。而对“生化黄腐

１

１０６—２００６，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酸”而言，最为突出而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分析

【２】曾完成．中国腐植酸叶面肥行业调查报告．腐植
酸，２００４，（３），ｌ～５，２９

方法。而且再细究其本质是否黄腐酸在学术界
尚存在争议…。因此，无论从技术还是管理层

１３】标准：水溶肥料汞．砷。镉。铅。铬的限量及其含

面，都急切需要科学的“生化黄腐酸”检测方

量测定，ＮＹ １１１０－２００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法和其与黄腐酸关系的理论界定，以利于科学

【４］李善祥．对肥料中腐植酸的测定方法及标准制定

管理该类肥料。目前，鉴于“生化黄腐酸”基

的几点意见．腐植酸，２００４，（２），１２～１５，２８

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葛诚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北京１ ０００８１）
１

我国微生物肥料发展的几个阶段和特点

大豆、花生、紫云英根瘤菌。东北地区的以中
国科学院沈阳林土所张宪武先生为代表，产品

我国微生物肥料的生产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

为大豆根瘤菌；华北地区以中国农科院胡济生

代初，至今有７０余年历史，中间经历了几个

先生为代表，产品为花生根瘤菌，华中地区以

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特点，简介如下。

华中农学院陈华癸先生为代表，产品为紫云英

１．１第一阶段

根瘤菌。在这些地区的试验，示范均取得较好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为第一阶段，其主要

的效果。

特点如下。

（２）没有较正规的生产企业。产品生产主

（１）生产的产品以根瘤菌接种剂为主，如

要以小型企业，实验室为主。
４

第六届全国绿色环保肥料新技术、新产品交流会

（３）应用面积不大。
（４）持续时间短。
１．２第二阶段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为第二阶段，其主要特
点如下。

８０年代一９０年代中期：无序发展时期。
主要特点如下。
（１）无标准、无行业管理，市场混乱；
（２）产品种类多，企业素质参差不齐，数
量发展较快。

（１）微生物肥料的研究、生产和应用正式

（３）宣传夸大，甚至误导、欺诈。如有的

列入国家１２年农业发展纲要，其中一章为“发

产品宣称可以取代化肥，每亩地仅用５００ ｇ即

展细菌肥料”。

可满足作物对氮、磷、钾及微量元素的需求·

（２）以土法生产，群众运动为主。

有的产品宣称是新一代的“基因工程”微生物

（３）产品除根瘤菌接种剂以外，还有其它

肥料，产品中的微生物经××处理，有２１个

的细菌和放线菌制剂。诸如自生固氮菌剂，解

ＮｉｆＨＤＫ基因，１７个解磷基因、１９个解钾基

磷（巨大芽孢）细菌制剂，５４０６放线菌制剂等。

因、１５个煤矸石分解基因起作用。有的产品号

（４）企业数量扩张很快，有的县、公社（乡）
大队均有生产厂，全国约有数千家生产厂。
（５）生产设备落后，许多企业无基本生产
条件，产品质量难以控制。
（６）持续时间很短。
（７）无行业管理。院校和科研单位深感无
标准，生产问题很多。１９５９年由中国农科院士

称要“问鼎诺贝尔奖”，这些产品拿不出证明
其高科技的证据，“坑农”事件时有发生。
（４）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企业使用极
不科学的设备，对外宣传却声称经过自然淘汰
后，留下的都是优秀的微生物。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为有序发展阶段，主要特点
如下。

肥所牵头，邀请数十位专家座谈，会后首次提

（１）鉴于市场混乱、宣传误导和安全隐患

出关于微生物肥料产品质量标准的意见，但并

等问题，农业部于１９９６年正式将微生物肥料

未制定出标准。

纳入生产资料登记管理。

１．３第三阶段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为
第三阶段，其主要特点如下。
（１）仍然以土法生产、群众运动为主。

（２）１９９７年颁发第１批微生物肥料登记证
（８个），至今已有５１１个产品获临时登记，其
中约１／２的产品获得正式登记。
（３）１９９４年正式颁布第一个微生物肥料标

（２）企业数量扩张很快，很少由正规发酵

准（ＮＹ２２７－－１９９４），到现在已颁布１７个标准，

设备的企业。

其中有３个国家标准，１４个行业标准（颁布的

（３）产品种类不少，质量不高。甚至因为

标准见表１）。

使用的菌种是病原菌而导致安全问题。

（４）２０００年农业部发布第３２号部长令，

（４）无标准、无行业管理。

颁布《肥料登记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肥料

（５）持续时间不长。

登记管理，兼顾了微生物肥料的特殊性。

（６）逐步有一些与微生物肥料有关的应用

由于国家对标准制定的支持，微生物肥料

基础研究，如“全国自生固氮菌生产应用协作

标准的制定取得了空前的进展，初步形成了标

组”，对自生固氮菌制剂生产和应用组织垒国

准体系，对引导和规范行业发展起了巨大的作

有关单位进行合作研究和交流。

用。除了已经正式颁布的以外，还有微生物肥

１．４第四阶段

料田间试验技术规程、微生物肥料使用准则等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现在为第四阶段，其发
展大致由３个时期。

一批标准正在起草或报批中。
（５）产品种类发展较快，质量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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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企业状况虽然仍参差不齐，但行业内

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采用了先进的设备、工艺。

部分企业获得国家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

和科学。

（７）微生物肥料的应用效果逐步得到农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预计进入行业的创新发展

认可，对微生物肥料效果的评介逐渐迈向客观

时期。

表１微生物肥料标准一览表

２我国微生物肥料生产应用中的问题和

备。但放线菌，真菌类产品的生产则存在不少

发展趋势

难点有待突破。生物有机（无机）复合肥的固体
发酵和复合设备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我国微生物肥料的发展虽然已有数十年

（２）产品重数量、轻质量的状况尚未得到

的历史，但由于科研滞后和企业自身在设备、

根本的改善。由于现行标准产品质量技术指标

工艺、素质和人员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了

主要还是有效活菌含量，企业对质量内涵和要

所谓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并且对于其

求，甚至包括有效活菌在产品中的持久、进入

他的一些涉农行业呈现相对弱势，面临许多问

土壤后的定殖和持久则很少考虑，在今后一个

题，需要正视和逐步解决。

阶段，要使全行业都来重视和解决。

２．１微生物肥料生产的一些问题

（３）后处理的工艺和设备。当前在一些产

（１）菌剂类产品，尤其是细菌类产品的工

品生产中载体、添加物未解决好灭菌问题之

艺设备发展较快，一些企业为了摸索发酵工

前，工艺路线的合理、有效和科学至关重要。

艺，购置了先进的带有多个传感器和分析软件

后处理的设备主要的构件还是非标设备，虽然

的台式发酵装置，还有一些企业在生产工艺中

某些设备制造商声称自己可以生产微生物肥

采用了膜浓缩技术、絮凝技术，使得活菌含量

料的成套设备，由于和行业结合不够紧密，还

大幅度提高－液体制剂也采取了较新的罐装设

有许多改进之处。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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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载体和添加物的选择，尤其是资源、

个企业决不能多少年一贯制，产品不变，低水

安全和实用方面。

平质量不变（或者满足干应付抽查监督）。这样
的企业少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好成绩。

（５）液体剂型稳定剂的选择。
（６）包装和材料。

（２）专用产品的研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
间里这将是一个重要方向。中国不仅面积大，

２．２微生物肥料应用环节方面的问题
（１）专用产品的研发处于初级阶段。所谓

气候类型多，土壤类型多，种植模式多，作物

的专用产品应该有几个层面的含义。例如，针

种类和品种多，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这里并

对不同土壤类型和肥力水平的产品，针对不同

非要求企业盲目去变．农业种植模式中的主要

地区和种植模式的专用产品、针对一些特指的

差异要明确，去研发相应的产品。其实，这中

作物的专用产品。虽有企业生产了一些“专用”

间的商机很大，企业可傲的工作和市场也很广

产品，但专一性不强，有的则不能称为“专用”

阔。目前行业的专用产品还比较少，值得关注。

产品。

（３）生产菌种的优化。生产菌种是一个产

（２）正确的使用剂量、时间、方法和技术。

品的根本，做好菌种的优化是产品质量和应用

微生物肥料产品与其他肥料有其不同的特点，

效果稳定的基础。这里所说的优化包括多方面

在使用时应有其自身的特点，不能一概而论。

内容，诸如生产菌种的“菌株化”，注意它的

需要进行试验去探索，切忌短期行为。

适应性、定殖性、持久性和抗逆性。企业的生

（３）科学、正确的田间试验设计和对产品

产菌种单一肯定是不行的，随着可持续农业的

的正确评价。有关内容在后面已有叙述，不再

发展，市场竞争的激烈，该问题日益突出。
（４）多菌种组配的选择。联合菌群的效果

重复。
（４）做好科学、合理、实事求是的科普宣

一般比单一菌株的效果好，但联合菌群的组配

传，及时反馈农民用户对应用的意见和建议。

并非易事，也不是组配的种类越多越好，要科

科普宣传在很多行业中均存在短视、不科学甚

学、合理、适度。虽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已有多

至有欺诈内容的问题，对微生物肥料生产企

年，但联合菌群的组配在产品中解决的不理

业、经销商、科技推广部门而言，一定要摒弃

想，仍需要企业、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

夸大，误导的做法，本着为农民用户着想，为

长期努力研究，试验。

农民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去教给农民如何

（５）生产工艺的科学化。生产工艺涵盖了

正确使用。宣传中尤其不能将不同的肥料种类

产品生产过程的方方面面，需要不断完善、不

对立起来，无限夸大自己的产品，极端的贬斥

断创新。例如培养基原料的选择、合理配方、

另外的产品，欺骗农民的后果是被农民唾弃，

发酵温度及调控、发酵过程条件的调控、通气

过去已有沉重的教训值得汲取。反馈农民用户

的条件和指标、种子的制备，后处理的环节、

的意见和要求对于改进产品十分有益，企业不

包装材料和过程等等，这是企业生产的核心，

应忽视。

永远不能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５）其他问题。

（６）产品创新、技术创新。

２．３微生物肥料的发展趋势

（７）生产设备的科学化、实用化及其发展。

（１）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许多企业并不
满足已颁布的产品标准的要求，而是积极采用

３微生物肥料使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最近几年同类产品
不同企业间的质量差异越来越大，产品质量的

由于多种原因，微生物肥料使用中存在许

优劣与应用效果的好坏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

多问题，既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使用技术、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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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宣传，售后服务等方面的问题，仅就几个

微生物肥料行业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至今

方面略加说明。

已有近６０年的历史，发展到现在已经初步形

（１）从认识上着手。对微生物肥料的特性，

成了行业。据了解，目前行业内有超过５００家

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统一到实事求

企业，总产量超过５００万吨，产品种类达１４

是与科学的基础上来。既反对无限夸大，将其

种，使用的菌种超过百种，行业内已有若干企

作用吹到天上，也反对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

业组建了自己的工程技术中心，或与高等院

这两种看法都不科学，都不利于行业的发展。

校，科研单位联合，形成产、学、研机构，有

（２）认真做好科普宣传。微生物肥料与化

一部分企业争取到国家的产业化示范项目，垒

肥、有机肥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在使用上也有

行业已经初步建立了标准体系和质检体系，产

自己的要求，要因地，因作物制宜，要根据当

品质量状况逐步得到改善，应用效果得到农民

地施肥习惯总结出一套科学合理的施肥措施。

认可。与过去的发展阶段相比整体面貌有了很

企业应积极做好技术培训和细致的售后服务。

大的改观，可以认为行业已经开始走上了健康

（３）坚持试验一示范一推广的正确道路，

发展的轨道。虽然如此，微生物肥料行业与化

尤其是在一个开始施用微生物肥料的地方更

肥行业相比，与其他发展较好的行业相比，依

需要如此，切忌短期行为或行政命令。

然有许多瓶颈，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仍有

（４）积极融入和配合国家推行的测土配方

较大差距。

施肥工作。测土配方施肥是根据当地土壤养分

有人曾对一些行业的创新情况做调查，结

平衡状况，有针对性的合理、平衡施肥。但是

果不能令人满意。一些行业约２／３的企业无创

也不应仅以矿质养分的亏缺为依据。土壤的肥

新的机制或人员、条件，约３／４的企业无创新

力不仅包括化学肥力、物理肥力，还有生物肥

经费，微生物肥料行业也未能免俗。过去曾对

力，施肥的种类不仅包括化肥，还应包括有机

造成行业发展障碍的几个主要原因进行了归

肥料和生物肥料。

纳，发现①科研滞后是行业发展的一大主因。

（５）企业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经销商应

一个行业的发展缺乏强大的科技支撑则缺乏

该及时将农民消费者在施肥过程中遇到的问

发展动力。有关微生物肥料的基础研究、应用

题和对产品的希望、意见反馈回来，作为产品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一直是薄弱环节。②企业

升级或创新工作的依据。农民消费者也应与科

整体素质不高。中小企业过多，生产设备和工

研单位、高等院校、生产企业和农业推广部门

艺落后。⑦产品质量不高，缺少规范行业发展

密切联系、咨询使用技术，反映应用效果，提

的标准体系。④宣传夸大，甚至有的宣传带有

出改进意见，改变过去“你卖我买”的关系。

明显的欺诈。⑤缺少相应的管理。行业缺乏自

（６）农民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肥料时，要

律，基本处于混乱和无序状态。这几个方面存

认准产品是否获得登记？包装、标识是否规

在的问题导致行业发展不快。经过２０多年的

范？贮存条件是否合理？明确用法、用量。随

发展，微生物肥料行业的一些方面获得长足进

着生产的发展和企业品牌意识的增强，农资市

步，但是仍有一些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场上已有一批知名品牌。如果遇到假冒伪劣产

值得关注的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现代生

品要向有关管理部门举报、投诉，以保护自己

物技术产业正在进入大规模的产业化阶段，生

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物科技的重大突破孕育新的产业革命，生物产
业开始成为当今最活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微

４我国微生物肥料产业化及创新的几个

生物肥料行业作为农业领域中生物产业的一

问题

个方面，同样面临着新的产业革命，面临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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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赋予的重大使命、挑战和机遇，除了需要国

要的支持。

家的强有力支持，体制适应性变化、产业政策

４．１，２可持续发展中的农业微生物学问题
（１）不同模式下的农业微生物区系以及它

甚至包括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以及高素质人才
的培养外，解决好科学和技术的两个层面的问

们的组成分析。
（２）不同类型的连作种植及农业微生物类

题是必不可少的。
４．１长远的．战略性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群（包括土壤动物）的变化和防治策略。

４．１．１生物肥力概念及与此有关的几个研究

（３）不良模式条件下农业微生物种群的改
变及对生产的影响。

问题

２００３年澳大利亚学者Ａｂｂｏｔｔ

（４）其他需要研究的问题。

Ｌ．

ＫＭｕｒｐｈｙ Ｄ．Ｖ联合出了一本书Ⅸ土壤生物肥

４．１．３生物固氮领域的应用基础问题

力》，参与编写的有２６人之多。学者们通过观

（１）障碍共生固氮体系作用的大生态环境

察和研究发现，维持土壤肥力的主要方面不仅

条件的研究。这些大生态条件包括土壤类型，

仅是土壤的化学肥力和物理肥力两个方面，过

肥力水平，尤其是氨素水平，宿主基因型及品

去在这两方面已经有许多研究和积累，并有十

种更迭的影响，同类和异类微生物种类的类

分重要的实践，现在看来还是不够的。因此，

型、数量对侵染结瘤或结瘤竞争的影响等等。

他们提出构成土壤肥力的还应该包括土壤生

（２）生物固氮种群（包括外源的）分子生态

物肥力，也就是应该把土壤看作一个活体，生

学及其与固氮的关系。

活在土壤中的微生物，土壤动物等活的生物

（３）固氮微生物抗氨、泌氨的分子生物学。

体，在土壤中物质的转化、利用，循环为维持

（４）联合固氮关系的紧密化和有效化。

植物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和理化条件作出贡

（５）其他需要研究的问题。
４．１．４群体微生物学的应用基础

献（不同的角色）。虽然，过去对这部分有一
定程度的了解，但限于研究手段，许多方面依

（１）不同应用目的的群体微生物组成，演
变的基本认识和规律的探询。

然知之甚少。例如，我们目前对自然界的微生
物种群，尤其是土壤微生物资源以及它们的作

（２）不同应用目的的群体微生物组合的模

用就了解的很不够，有人认为１ ｇ土壤中可能

式、作用。

含有１００００种微生物，而我们从自然环境中分

（３）群体微生物的其他问题。

离研究的仅为１％左右。一些所谓的“贫营养

４

１．５商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基础
（１）高新技术在微生物肥料生产和应用领

性”微生物或“难培养”微生物，我们还基本

域的应用。

不了解。虽然近年新建立的用１６ＳｒＤＮＡ技术
评估环境中的微生物种群结构使得我们的认

（２）高新技术手段与常规技术的结合。

识前进了一步，但毕竟有关的研究还处在起步

（３）高新技术手段的标准化。

阶段。事实上，这些微生物在整个生态体系的

（４）高新技术在行业中的推进。
４．２微生物肥料生产．应用创新的若干问题

平衡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在自
然界（包括土壤）的物质与元素循环上的作用有

（１）创新机构的建立、人员培养、条件建

不可或缺的地位，而且也对整个地球的生态与

设及经费的筹集，尽快完善企业和行业的创新

环境的稳定有重要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

机构。

加强对土壤生物肥力的研究是一件不应回避

（２）新技术、新方法，新成果的引进和融

的课题，应该包括土壤生物肥力的概念、内容、

合。

维持的条件等方面，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给予必

（３）新产品、新剂型、新工艺的研制。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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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使用菌种的筛选、鉴定、配比、复合。

缺少自己的企业标准、检验规程，工艺流程等，

（５）专用微生物肥料产品的研发。这里所

一些产品标准与另一些产品标准之间有矛盾，

说的专用包括对特定地区、特定种植模式、特

需要解决。还有品牌的建设，特别是名牌建设。

定作物的微生物肥料产品。

不少企业注意到自己产品的品牌建设，但是由

（６）产品从重数量到数量、质量并重。

于行业中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产量不大，

（７）产品进入土壤后其适应性、存活性、

市场上缺少知名度很高的产品，尤其缺少市场

持久性和有效性的发挥和措施。

占有率较大的名牌建设，这样难以适应产业化
的要求。

（８）使用技术的创新和高新质检技术的建
立。

（３）企业高新技术化。
对微生物肥料生产企业和行业来说，产品

微生物肥料产业不应该被神秘化，生产微

质量应该是第一位的，在产品质量获得全面提

生物肥料确实需要技术，需要新技术，而且需

升后，创新就成为关键。任何一个行业如果没

要高科技。从长远看，生产微生物肥料不仅仅

有强大的科技支撑，没有创新机构就不会有希

是发酵工程，其上游从生产菌种的选育，复壮，

望。当前，微生物肥料行业已经进入创新阶段，

更新甚至基因重组和菌种的合理、有效的组

企业应该对创新的意义有明确的认识，有条件

合，需要高科技，生产过程中生产工艺路线和

的应建立自己的创新体系，条件尚不足的也可

优化组合，生产设备的选型等等也需要高科

以采取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密切的关

技。它的中游则是目的微生物的作用实质，影

系，组成联合创新体系，就创新的轻重缓急设

响其作用的各种条件的认识和了解，重要的是

定近、中、远期目标。

目的微生物与作物品种、土壤肥力、种植模式、

４．３微生物肥料产业化的几个问题

土壤类型等方面的关系需要明确。它的下游主

我国微生物肥料的生产应用从２０世纪８０

要是产品，尤其是产品中的微生物进入土壤后

年代到现在，已有３０多年的历史，初具规模，

的踪迹，包括是否能定殖、存活，是否持久？

并且实现了初步产业化，但距离真正的产业化

生产菌株原来的生活环境与适应性等，无一不

还有一定的差距，需要继续解决好一些问题。

需要高新技术。此处的高新技术既包含了企业

（１）尽快建立微生物肥料行业协会。

的硬件，即生产设备、技术和工艺，也包含企

经过近３０年的发展，企业的数量，生产

业的生产负责人和技术人员的高技术水准，缺

的规模已经初步形成微生物肥料行业，但统领

一不可。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企业的技术储备，

行业发展的行业协会尚未建立。对于带领全行

一个好的微生物肥料生产企业应该有足够的

业的技术、发展、创新、规范行业和建立行业

技术储备，有近期的生产品种，中期的试验、

自律的要求，搭建与政府沟通和对话、反映行

示范产品和远期的研究产品。

业发展的困难和问题，建立行业间及行业与技

（４）产业化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

术支撑之间的联系等方面不能不说是不足的。

微生物肥料产业化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

虽然有关议题讨论过几次，但缺乏全行业的共

几个问题以外，市场的培育、用户的培训和科

识，协会的筹备工作进展不快，需要加快工作

学、实事求是的宣传也是十分重要的。经过几

进程。

十年的培育，广大的农民消费者对化肥的种

（２）解决好微生物肥料市场机制的若干

类、性质和特点、使用等方面都比较了解，但

问题。

对微生物肥料的生产应用却不太清楚，加上过

例如，产品标准化。现在已初步形成了本

去一段时间，伪劣的产品、夸大的宣传，造成

行业的标准体系建设，但是一些企业在生产时

了误导。应该加强使用技术培训和售前售后服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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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要杜绝科普工作中的欺骗，过去的经验和

多工作有待去做，也不是一，两个企业就能办

教训值得汲取。

到，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做好。

微生物肥料的产业化才刚刚开始，还有许

关于腐植酸标准化工作若干问题的思考
李善祥
（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腐植酸质量检测中心太原０３０００１）
摘要：就我国腐植酸标准化发展概况及存在问题

的迅猛发展，给世界各国的发展带来了压力和

作了阐述，作者就加速发展我国腐植酸标准化进程

挑战，也把标准的竞争推向了国际市场竞争的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前沿。最近国家标准委主任刘平均指出：我国

关键词：腐植酸黄腐酸标准化

要用１０年左右的时间跨越我国与发达国家标
准化工作约３０年的差距。到２０１０年要使我国

有关腐植酸标准化方面问题，我已经是第

的标准化总体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四次撰文发表看法了［ｉ－３］。我之所以为此而不遗

大潮面前，我们怎么办？不是很值得我们关心

余力，归结起来可以用一句话表达：。没有腐

我国腐植酸事业发展的同仁们认真思考和回

植酸的标准化，就没有腐植酸的可持续发展”，

答吗？在此我就个人之见，发表几点看法，提

正像曾理事长说的：“没有标准，行业就没有

供有关方面参考。

希望”。近些年来标准化工作倍受党和政府的
重视，标准化工作发展迅速，成绩令人瞩目。

１

我国腐植酸标准化概况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发布我
国第一个国家标准《工程制图》以来，截止到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我国开展腐植酸生产

２００４年底．我国已有国家标准２１３４２项，行业

应用以来，有关产品的标准化问题就一直受到

标准３７８５０项，地方标准１５８０００项，企业标

各方面的关注。截止目前，我国腐植酸领域已

准１３２万项，这些标准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有的行业（专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统计结果见

起到了十分关键的技术保障作用。经济全球化

表１。

表１腐植酸类行业级国家标准统计
类别
原料

标准编号
ＧＢ／Ｔ１１９５７—２００１

标准名称
煤炭腐植酸产率测定方法

（代替ＧＢ／Ｔ１１９５７—１９８９）
通用产品

＠ＨＧ／Ｔ１１３９一１９７９
（被ＨＧ／Ｔ３２７８—１９８７替代）腐植酸钠统一分析方法
ｏＨＧ／Ｔ３２７８—１９８７

（代替ＺＢＧ－２１００５—１９８７）腐植酸钠
永质处理剂

饲料添加剂

西ＴＢ一１５９８—１９８５

机车锅炉用木质稳定剂腐植酸钠

ｏＴＢ一１５９９—１９８５

机车锅炉用水质稳定剂腐植酸钠分析方法

ＭＴ广ｒ７４５—１９９７

饲料添加剂用腐植酸钠技术条件

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作者：
作者单位：

葛诚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北京,100081

相似文献(10条)
1.会议论文 李俊.姜昕.李力.沈德龙 微生物肥料行业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2006
本文综述了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现状、标准体系建设状况、未来微生物肥料的研究与行业发展的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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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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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目前,微生物肥料在培肥地力,提高化肥利用率,抑制农作物对硝态氮、重金属、农药的吸收,净化和修复土壤,降低农作物病害发生,促进农作物秸秆
和城市垃圾的腐熟利用,保护环境,以及提高农作物产品品质和食品安全等方面表现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尤其是在人类面临能源危机、资源紧缺、环
境污染等压力下,为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应用微生物肥料是一条必由之路,近十年的实践也已证明了这一观点.据2004年的统计,生物肥料在优
质农产品的生产方面,如国家生态示范区、绿色和有机农产品基地等已成为肥料的主力军,其用量超过150万吨,约占我国生物肥料年产量的30％,而这一数
字还呈不断上升趋势.可以说,微生物肥料的研究和应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微生物的作用和在我国农业可
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将会更为突显[3].本文在综合分析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发展状况、标准体系及研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介绍了土壤生物肥力、微生物
在土壤生物肥力形成和维系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展望微生物肥料在我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中良好应用前景.

2.会议论文 左广胜 微生物肥料市场定位与推广实践 2006
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加之粮食连续较大幅度增产,特别是"无公害食品行动计
划"向纵深推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为微生物肥料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新的形势下,微生物肥料企业如何把握机会,走向市场,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微生物肥料行业每个从业者都在思考、探索和实践的重大课题.我们作为微生物肥料行业的新军,在向同行们学习的基础上,通过3年
多时间的实践探索,经历了许多挫折和教训,也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在这里作一介绍.

3.会议论文 李俊.沈德龙.姜昕.葛诚 我国微生物肥料现状、管理及标准建设 2003
本文介绍了微生物肥料产品分类，分析了微生物肥料行业现状，阐述了微生物肥料的行业管理，浅谈了微生物肥料的标准建设。

4.会议论文 葛诚.李俊.沈德龙.姜昕 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生产应用技术发展的若干问题 2003
我国微生物肥料进入第4次发展己经20多年，从小有规模发展到现在，不仅有一定规模，而且形成了行业，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
益明显，尤其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方面更是如此本文介绍了我国微生物行业的基本情况，分析了行业技术发展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5.学位论文 易妍睿 湖北省肥料生产、应用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2004
本项研究主要通过对湖北省肥料生产、流通及应用情况的调查，初步了解湖北省肥料行业目前的发展现状，对肥料行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
，按照氮肥、磷肥、钾肥、复混肥料、有机肥料、新型叶面肥料、微生物肥料等不同种类，根据湖北省农作物布局、地形地貌、土壤类型、气候降水、
农业产值、农民收入等特点，结合国内外、省内外的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提出解决湖北省肥料生产、流通、应用方面问题的对策和策略。主要内容如
下：
1、我国是世界上肥料应用量最大的国家，肥料产量和使用量均居世界第一，肥料自及率达到80％左右。肥料施用技术日趋科学规范，但是目前关于
施肥技术的研究应用主要放在提高产品个体使用效率方面，缺乏一种宏观的、有机的、可持续性的施肥理念和操作机制。主要问题有(1)化肥产量和施用
量均居世界首位，但是生产、应用技术水平不高。(2)化肥生产中高浓度和复合化的品种及产量逐年上升，但是，工艺比较落后，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
远远不够。(3)国产化肥市场占有量基本稳定并略有增长，但是有些肥料品种依赖进口的局面不会根本改变。(4)企业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产业集
中度低。(5)肥料流通行业基本形成了肥料批发业务以供销社农资公司、农业“三站”和生产企业为主，肥料零售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的态势。(6)肥
料应用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合理使用化肥，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改善了作物品质。但是由于施肥方式的不当或施肥不合理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
浪费、食品品质、食物安全、土壤地力下降、水体污染、江河湖海的富营养化等问题也日趋严重。
2、湖北省肥料生产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和策略：
(1)湖北省肥料生产行业发展现状、问题：
湖北省肥料生产在全国居于中等以上水平。复混肥料生产发展较快，目前全省拥有200余家企业，年产量10万吨以上的仅占6％，年产量5万吨以上的
企业不足20％；新型肥料生产发展不平衡；有机肥料工厂化生产技术在全国处于前列，工厂化生产技术成熟；小磷肥、地产磷肥生产企业众多，工艺简
单，设备简陋，产品标准五花八门，质量参差不齐；高浓度磷肥、尿素生产国家投入足，生产设备完善，质量稳定，产量稳中有升；生物肥料生产和应
用推广起点较早，发展缓慢。
(2)解决对策：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复混肥料、配方肥料生产。加强宏观管理，严格控制肥料生产企业个数；发展起点高、设施完备、技术精良、可以大规模生产
的大型肥料生产企业；加快有机肥料生产基地建设，因地制宜，合理布局，。
3、肥料流通领域现状及主要问题：
(1)湖北省肥料流通领域流动性大，管理比较混乱。主要表现为：供销社系统的主体地位明显下降；肥料生产企业和农业“三站”的经营能力有所提
高；个体、私营肥料经营企业异军突起，其地位日益突出，灵活多样的经营形式为本省肥料流通领域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但是由于缺乏有力的市场准入
制度，由此带来的经营无序度增加，管理难度加大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2)解决对策及策略：
政府协助，在本省分区建立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大型肥料经营集散中心；生产企业将售后技术服务与产品“捆绑”销售，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借助于
技术服务部门，大力开展“技术部门测土——统一科学配方——统一组织生产——直接供肥到农户——售后田间指导农户施肥”的“配送式”一条龙服
务措施；建立规范的农资经营连锁销售网点，经营模式丰富多样；引导较大型的生产企业建立适合自身的营销方式。
4、湖北省肥料应用现状及问题：
(1)湖北省农户的化肥投入量总的来说与我国平均施肥水平相当，我省乃至我国农户施肥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农户施用肥料不合理，表现为重氮
、轻磷、极少施用钾，基本不用微量元素肥料。由此造成的肥效低、资源浪费现象严重；部分地区农户对肥料的投入占农资投入比重平均为38.50％，低
于通常肥料投入比重；由于施肥方式不当，部分地区农作物已经表现出严重的微量元素缺乏症状；农民施肥中，有机肥料与无机肥料比例失调，商品有
机肥料用量少，质量普遍较低。
(2)解决对策及策略：
总体思路：进行配方施肥-平衡施肥-精准施肥技术的实质性操作。
1)确定测土配方基本地块。
2)确定配方模式。
3)研制配方肥。
4)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作物、不同生产季节农户施肥情况的调查，掌握农户施肥情况，根据当地作物种类、耕地地力、土壤缺素状况、农产品市
场价格的因素，运用“平衡施肥计算机专家系统”综合处理，按照鄂北岗地、江汉平原、鄂西五陵源石狄岩地区、大别山及其以南不同作物的推荐施肥
量和最佳施肥方法，
5)健全并完善基层农业技术，特别是肥料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体系。

6.会议论文 葛诚.李俊.沈德龙.姜昕 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2006
本文论述了我国微生物肥料生产应用的发展阶段、我国微生物肥料面临的问题、从膳食纤维的研究看人类营养学的发展与进步、微生物肥料的创新
的几个问题以及微生物肥料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几个问题。

7.会议论文 李俊.沈德龙.姜昕.葛诚 微生物肥料质检中心10年工作回顾和展望 2006
2006年是农业部微生物肥料质检中心(2005年8月扩名为农业部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菌种质检中心)正式对外开展质量监督检测业务工作10周年,仅以
此文简略回顾质检中心过去10年工作,并谋划未来发展,并希望继续得到各兄弟单位、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同行与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共同促进中心
工作的提高,推动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的发展.本文论述了质检中心的发展历程、质检中心的十年工作简要总结以及今后工作的展望。

8.期刊论文 牛翠芳.Niu cuifang 我国微生物肥料行业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农业技术与装备2007(10)
通过对综述了我国微生物肥料的发展历史、微生物肥料行业现状、标准体系建设状况的综合论述,分析了目前我国微生物肥料存在的主要问题、微生
物肥料的发展前景、未来微生物肥料的研究与行业发展的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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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学位论文 邓祖科 阿姆斯生物有机肥料肥效及产业化发展规划研究 2005
本文基于阿姆斯公司微生物肥料进行田间试验研究，选择几种农作物和蔬菜作为实验对象，探讨阿姆斯微生物肥料对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以及土壤环
境等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根据产业化发展的区位理论和市场营销的深度分销理论，研究阿姆斯公司产业化发展的区域产业布局及其营销策略，为我国
微生物肥料行业实现产业化快速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产业发展模式。
通过阿姆斯微生物肥料田间试验，结果显示：复合肥配合施用生物有机肥作物产量有所提高，亩施100Kg复合肥和100Kg生物有机肥时的白菜产量最
高；生物有机肥能增强作物的抗逆性，特别是抗病性；生物有机肥可增加农产品的粗蛋白、钾、Vc和还原糖含量，提高糖酸比，降低总酸，尤其是降低
蔬菜体内亚硝酸盐的含量；施入生物有机肥后，土壤中除全钾略有降低外，全氮、全磷、碱解氮、有效磷、有效钾和有机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基于
产业化布局的区位理论和产业实践需求，本文提出了阿姆斯生物有机肥的产业化发展的六大区域总体布局和两个优先发展的区域布局，并制定了相应的
保障措施。最后，利用深度分销理论，通过对生物有机肥主板市场的分析，构建了生物有机肥品牌产品的营销组合、协调组织公司内外部资源以及营销
队伍的建设、培训、管理等营销策略；并且对阿姆斯有机肥品牌的主板市场进行了案例分析，论证了拓展一个区域销售市场的经济可行性，为微生物肥
料行业的市场营销提供了理论模式。

10.会议论文 姜昕.李俊.陈慧君.李力 微生物肥料的安全评价与监管 2006
微生物肥料的生产应用首先要确保其安全性,它包括使用菌种和产品两个方面的安全.菌种的安全性通过毒理学试验进行评价,分为4个安全等级并列
出了具体的菌种名录.产品安全性涉及其生产发酵过程的严格控制和载体与添加物质的加入,避免杂菌和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污染产品,影响其安全性.新
近颁布的标准<微生物肥料生物安全通用技术准则>(NY1109-2006)是进行微生物肥料的安全评价与监管的依据.微生物肥料生产需要使用菌种,菌种是微生
物肥料(微生物接种剂)的核心,近十年来由于微生物肥料新品种的不断扩大,生产用菌种也由原来的十几种增加到目前的一百多种,涉及细菌、放线菌、真
菌中的几十个属,随着微生物肥料行业的发展,生产用菌种的种类仍将不断增加.同时,作为吸附菌种用的载体种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多数载体为草炭
,而今随着产品种类的增多,诸如畜禽葺粪便、秸秆、甘蔗渣、棉籽壳、经过处理的城市垃圾、污水处理厂的污泥等等,也被企业用来进行生物有机肥的生
产.因此,微生物肥料的安全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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