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0 年普洱市思茅区主要作物化肥减量施肥

指导意见

根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 2019 年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

长工作方案的通知》（云农种植〔2019〕4 号）及《普洱市农业局关

于印发 2019 年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工作方案的通知》（普农〔2019〕

33 号）、《思茅区 2019 年化肥使用量负增长》工作方案的要求，贯

彻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理念，推进全区化肥使用量负增长。

目的意义：推动科学施肥技术进村入户，推进化肥减量增效，引

导农民科学、合理施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确保农业增产增收。

总体思路：以绿色发展为向导，以控制化肥施用总量、优化施肥

结构、改进施肥方法、提高肥料利用率为着力点，以“精、调、改、

替、提”为路径，突出生态优先、综合治理，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产

业，依托新型经营主体和专业化农化服务组织，通过政策引领、科技

进步、机制创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开展化肥减量增效行动，走

资源节约、利用高效、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之路，促进节本增收、提

质增效、生态改善。

一、总体施肥原则

1、坚持无机肥与有机肥相结合。遵循用养结合、循环利用，积

造腐熟农家肥，使用商品有机肥，提高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充

分发挥肥料效益。

2、坚持大量元素与中微量元素相结合。按照作物需肥特点，氮

肥、磷肥、钾肥配合施用，针对性补充中量元素或微量元素肥料，提

升农产品产量和品质。

3、坚持基肥与追肥相结合。根据作物不同生育期的养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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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追施肥料，采用少量多餐、适时加餐的方式，补充基肥养分的不

足。

4、坚持农机与农艺相结合。农机和农艺配合使用，鼓励在化肥

使用量较大的果蔬茶等经济作物推广使用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技术，

提高肥料利用率。

二、几种主要作物施肥原则及科学减量施肥指导意见

一、水稻科学减量施肥指导意见

1.施肥问题及施肥原则

存在问题：思茅区早稻施肥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氮肥用量偏高，肥

料用量坝区与山区差异大，有机肥施用少，微量元素锌和硅缺乏时有

发生。基于以上问题，提出以下施肥原则：

（1）适当降低氮肥总用量，氮肥分期施用，适当减少基蘖肥的

施用比例、增加穗肥施用比例。

（2）基肥深施。增施有机肥料，提倡秸秆还田。

（3）依据土壤钾素状况，高效施用钾肥；在冷浸田增施锌肥，

推广施用硅肥。

（4）肥料施用应与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

2.坝区水稻施肥建议

（1）产量水平 600 公斤/亩以上，高肥力田块：氮肥（N）11 公

斤/亩，磷肥（P2O5）5 公斤/亩，钾肥（K2O）5 公斤/亩；农家肥或有

机肥 800 公斤。

（2）产量水平 500-600 公斤/亩，中等肥力田块：氮肥（N）10

公斤/亩，磷肥（P2O5）4.5 公斤/亩，钾肥（K2O）4公斤/亩，农家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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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公斤

（3）产量水平 500 公斤/亩以下，低等肥力田块：氮肥（N）9

公斤/亩，磷肥（P2O5）4 公斤/亩，钾肥（K2O）3 公斤/亩，农家肥 1000

公斤。

氮肥的 45%作为基肥，45%作为蘖肥，10%作为穗肥；磷肥全部作

基肥；钾肥的 80%作为基肥，20%作为穗肥。在缺锌或缺硼的地区，

每亩基施硫酸锌或硼肥 1公斤，在土壤酸性较强的田块每亩基肥施生

石灰 30-50 公斤。

施用有机肥或种植绿肥翻压的田块，基肥用量可适当减少。

3 山区水稻施肥建议

（1）产量水平 500 公斤/亩以上，高肥力田块：氮肥（N）12 公

斤/亩，磷肥（P2O5）5 公斤/亩，钾肥（K2O）5 公斤/亩。农家肥 1000

公斤。

（2）产量水平 400-500 公斤/亩，中肥力田块：氮肥（N）11 公

斤/亩，磷肥（P2O5）4.5 公斤/亩，钾肥（K2O）4 公斤/亩。农家肥 1100

公斤。

（3）产量水平 400 公斤/亩以下，低肥力田块：氮肥（N）10 公

斤/亩，磷肥（P2O5）4 公斤/亩，钾肥（K2O）3 公斤/亩。农家肥 1200

公斤。

磷肥全部作基肥；钾肥的 80%作为基肥，20%作为穗肥。氮肥总

量的 40%作基肥，50%作分蘖肥，10%作穗肥施用，在常年秸秆还田的

稻田，可适当减少钾肥用量,种植冬季蔬菜田块应减少化肥用量。

二、玉米科学减量施肥指导意见



4

1.施肥问题及施肥原则

存在问题：针对思茅区玉米地大多为山地和半山地，夏玉米氮肥

用量普遍偏高，肥料表施、浅施，流失严重，氮肥一次性施肥现象比

较普遍，土壤耕层过浅，影响根系发育，易倒伏，抗旱能力差。而有

机肥施用不足，缺乏微量元素锌等时有发生等问题，后期玉米大、小

斑病严重。提出以下施肥原则：控氮、控磷、补钾，增施有机肥。

（1）基肥、（种）肥、追肥配合施用；

（2）氮肥分次施用，适当降低基肥比例，磷肥集中施用，有条

件的地方钾肥可分基肥、追肥两次施用；

（3）高产地块和缺锌及 pH值高的土壤注意施用锌肥；

（4）增加有机肥用量，加大秸秆还田力度；

（5）推广应用高产耐密品种，合理增加种植密度，提高玉米产

量，充分发挥肥料效应；

（6）深松、深翻，打破犁底层，促进根系发育，提高水肥利用

效率。

2.山区玉米施肥建议

增施有机肥；增加追肥比例和次数，适时追肥；针对性地施用锌

肥。氮肥一般分基肥、提苗肥和攻苞肥，按 2：3：5的比例施用，磷

肥作基肥一次施入，钾肥基肥和提苗肥各 50%。在土壤缺锌区域基肥

施用硫酸锌 1 公斤/亩。若基肥施用了有机肥，可酌情减少化肥用量。

种植烤烟的地块，酌情减少化肥用量或不施化肥。氮肥总量的 20%作

基肥，30%苗期追肥，50%作为大喇叭口期追肥。磷肥和钾肥全部做基

肥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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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量水平 500 公斤/亩以上：氮肥（N）14 公斤/亩，磷肥

（P2O5）6 公斤/亩，钾肥（K2O）5 公斤/亩，农家肥 1000 公斤。

（2）产量水平 450-500 公斤/亩：氮肥（N）13 公斤/亩，磷肥

（P2O5）5 公斤/亩，钾肥（K2O）4 公斤 /亩，农家肥 1100 公斤/亩。

（3）产量水平 400 公斤/亩以下：氮肥（N）12 公斤/亩，磷肥

（P2O5）4 公斤/亩，钾肥（K2O）3 公斤 /亩。农家肥 1200 公斤/亩。

3.半山区玉米施肥建议

增施有机肥,增加追肥比例和次数，适时追肥,氮肥总量的 20%作

基肥，与磷肥和钾肥全部做基肥施用。氮肥总量 30%苗期追肥，50%

作为大喇叭口期追肥。

（1）产量水平 550 公斤/亩以上，高肥力田块：氮肥（N）15 公

斤/亩，磷肥（P2O5）5公斤/亩，钾肥（K2O）5公斤/亩，农家肥 800

公斤。

（2）产量水平 450-550 公斤/亩，中肥力田块：氮肥（N）14 亩，

磷肥（P2O5）4 公斤/亩，钾肥（K2O）4 公斤 /亩，农家肥 900 公斤/

亩。

（3）产量水平 400 公斤/亩以下，低肥力田块：氮肥（N）13 公

斤/亩，磷肥（P2O5）3.5 公斤/亩，钾肥（K2O）3 公斤 /亩。农家肥

1000 公斤/亩。

三、小麦科学减量施肥指导意见

1.施肥问题及施肥原则

存在问题：氮肥用量偏高，有机肥施用量少；忽视磷、钾和微量

元素肥料施用。磷肥、钾肥、锌、硼等微量元素不足，施肥以追氮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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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养分不平衡。

施肥原则：

（1）依据土壤肥力条件，坚持“控氮、减磷、补钾、补微”的

施肥技术；

（2）增施有机肥，提倡秸杆还田，有机无机配合；

（3）有灌溉条件的田块，根据基肥施用情况、苗情和土壤墒情

确定追肥、灌水数量，因地因苗施肥灌水；

（4）氮肥因苗因时分期施用，前重后轻。

2.施肥建议

增施有机肥；施足基肥，合理施用种肥和追肥；重视磷、钾和微

肥的施用。

（1）产量水平 300 公斤/亩以上：氮肥(N)13 公斤/亩，磷肥(P2O5)5

公斤/亩，钾肥（K2O）6 公斤/亩，有机肥 1000 公斤/亩。

（2）产量水平 200—300 公斤/亩：氮肥(N)12 公斤/亩，磷肥(P2O5)4

公斤/亩，钾肥（K2O）5 公斤/亩，有机肥 1100 公斤/亩。

（3）产量水平 200 以下公斤/亩：氮肥(N)11 公斤/亩，磷肥(P2O5)4.5

公斤/亩，钾肥（K2O）4 公斤/亩，有机肥 1200 公斤/亩。

3.施肥技术与方法

有机肥和磷肥、钾肥作底肥一次施入，氮肥 30%作基肥， 30%作

苗期(二叶一心)追施，40%作拔节肥追施。

四、茶叶科学减量施肥指导意见

1.施肥问题和施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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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施用量较少；氮、磷、钾施用比例不合理，磷、钾肥施用

量偏少；氮肥撒施表施，追肥次数偏少；忽视中微量元素。

施肥原则：

（1）增施有机肥，提倡有机无机配合。

（2）依据土壤钾素状况，适当增施磷、钾肥。

（3）重视基肥，基肥与追肥结合。

（4）以根际施肥为主，根际施肥与根外追肥结合。

2、施肥建议

施肥比例（N：P2O5：K2O）：幼年茶园（1～3年生）1：1：1，

4～5年生茶园 2：1：1，5年以上正常投产茶园 3：1：2。

（1）成龄茶园

成龄投产茶园施有机肥 1500～2000公斤/亩。正常投产茶园一般

施氮（N）16～18公斤/亩、磷（P2O5）5～7公斤/亩、钾（K2O）8～

10公斤/亩。

（2）幼年茶园:

根据树势施有机肥 1000～1500 公斤/亩，一般施氮（N）7～7.5

公斤/亩、磷（P2O5）5～6公斤/亩、钾（K2O）7～8公斤/亩。

(2) 施肥时期

基肥在 11月中下旬-12月上旬施入，追肥第一次在 5月底前后进

行；第二次追肥在 7-8月。有机肥和磷肥全作基肥；钾肥 60%作底肥，

20 %作 5月追肥，20 %作 7-8月追肥；氮肥 40%作基肥，30%作 5月

追肥，30%作 7-8月追肥。氮肥的施用量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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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不同树龄和产量水平的氮肥追施量

茶园类型 树龄
纯 氮

（公斤/亩）
茶园类型

产量（干茶）

（公斤/亩）

纯 氮

（公斤/亩）

幼龄茶园 1~2 2.5~5.0 成龄茶园 25~50 7.5

成龄茶园 3~4 5.0~7.5 成龄茶园 50~100 7.5~12.5

成龄茶园 5~6 10 成龄茶园 100~150 12.5~15.5

成龄茶园 6~10 15 成龄茶园 150~200 15.5~16

成龄茶园
10 年

以上
18 成龄茶园 200 以上 16~18

五、咖啡科学减量施肥指导意见

1.施肥问题和施肥原则

施肥存在问题：有机肥施用量较少；氮、磷、钾施用比例不合理，

磷、钾肥施用量偏少；氮肥撒施表施，追肥次数偏少；中微量元素施

用少。

施肥原则：勤施薄肥，幼龄树以氮、磷为主，适当施钾肥；成龄

树以氮、钾为主，配合磷和其它元素的施用；花期以氮、磷为主，果

实生长期以氮、钾为主。

2.施肥建议

（1）幼龄咖啡树施肥

基肥：亩施有机肥 2000-3000 公斤,占全年施肥量的 100%，氮肥

（N）5-10 公斤,占全年施肥量的 50%；磷肥（P2O5）5-10 公斤,占全

年施肥量的 100%；钾肥(K2O)3-6 公斤,占全年施肥量的 100%。

追肥：以氮肥为主，每亩施氮肥（N）5-10 公斤，占全年施氮量

的 50%，分两次施用，第一次追肥在 6-7 月，第二次追肥在 9-10 月。

（2）成龄咖啡树施肥

基肥：亩施有机肥 3000-4000 公斤，占全年施肥量的 100%，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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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N）12-15 公斤，占全年施肥量的 50%；磷肥（P2O5）8-10 公斤,

占全年施肥量的 100%；钾肥(K2O)9-12 公斤,占全年施肥量的 75%，硫

酸锌 2-3 公斤、硼砂 3-4 公斤。

追肥：以氮肥和钾肥为主，亩施氮肥（N）12-15 公斤，占全年

施肥量的 50%；钾肥（K2O）3-5 公斤，占全年施肥量的 25%，分两次

施用，第一次追肥在 6-7 月，第二次追肥在 9-10 月。

（3）施肥方法

沟施和兑水浇施，基肥于 12月至次年 1 月在植株树冠滴水处开

沟施肥，施肥沟宽 0.2 米，深 0.2-0.3 米，施肥后覆土。

六、青菜（叶用芥菜）科学减量施肥指导意见

（1）施肥存在的主要问题

种植粗放，有机肥用量少；农户用肥量和管理水平差异较大；氮、

磷、钾施肥比例不合理，重施氮磷肥，轻施钾和中微量元素。

（2）施肥原则：增施有机肥；优化氮磷钾肥合理施用量和时期，

重视生长早中期肥料的施用；适当补充中微量元素。

（3）施肥建议：氮肥 40%～50%作基肥，25%～30%提苗肥，

25%～30%莲座期后施入；有机肥与磷肥全部作基肥；钾肥 70%～80%

作基肥，20%～30%作返青肥。在采收前半个多月停止施肥。中微量

元素可采用根外追肥。若基肥施用了有机肥，可酌情减少化肥用量。

提倡施用配方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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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菜不同产量水平的施肥量

目标产量

（公斤/亩）

有机肥

（公斤/亩）

氮肥（N）
公斤/亩

磷肥（P2O5）

公斤/亩
钾肥（K2O）

公斤/亩

6000以上 2000～2200 14～16 4～5 7～8

5000～6000 1800～2000 13～15 3～4 6～7

4000～5000 1500～1800 11～13 2.5～3.5 5～6

4000以下 1200～1500 10～11 2～3 5～6

七、大白菜科学减量施肥指导意见

（1）施肥存在的主要问题

重化肥，轻有机肥，部分农户少施或不施有机肥；重大量元素，

轻微量元素；施肥数量、时间和方法等不恰当；撒施、表施化肥现象

普遍。

（2）施肥原则

以施用有机肥为主，合理配施氮、磷、钾肥，施基肥要做到化肥

与有机肥混合深施，追肥要“少量多次”，避免长期施用单一化肥；提

倡化肥深施或沟施覆土；酸性土壤要注重钙肥和硼肥的施用，中微量

元素肥料常用叶面喷施补充。

（3）施肥建议

有机肥和全部磷肥作底肥；氮（尿素）全作追肥，苗肥占10%～

15%，发棵肥占35%～40%，结球肥占50%；钾（硫酸钾）30%作底肥，

70%作追肥（其中，发棵肥占30%、结球肥占40%）。

1 施肥方法

重施基肥。每亩施用有机肥2000公斤，在耕地前先将有机肥或厩

肥和过磷酸钙、硫酸钾（或45%的复混肥料）等撒在地里深翻入土。

巧施提苗肥。子叶长出后，施少量的提苗肥，每亩约用尿素5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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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加腐熟清粪水500公斤。

施好发棵肥。在田间有少数植株开始团棵时施入，可结合粪水加

尿素、硫酸钾一起施用。直播白菜应在植株边沿开8～10厘米的小沟

内施入肥料，并回盖土或用追肥枪兑水追施于离根7～8厘米处。

施好结球肥。在包心前5～6天施用结球肥，硫酸钾和尿素配合施

用。应将肥料在小行间开8～10厘米深沟，条施或用追肥枪兑水追施

于离根7～8厘米处为宜。

根外追肥。在生长期喷施 0.3%的氯化钙溶液或 0.25%～0.5%的

硝酸钙溶液，可降低干烧心发病率；在生长期内喷施 0.05%～0.1%的

钼酸铵溶液 2 次，可缓解大白菜缺钼症状的发生；在结球初期施

0.5%～1.0%的尿素或 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可提高大白菜的商品

价值。叶面喷施一般应在清晨或傍晚进行。喷后 4小时内遇雨需补喷。

2 施肥量

大白菜不同产量水平的施肥量

目标产量

（公斤/亩）

有机肥

（公斤/亩）

氮肥（N）
公斤/亩

磷肥（P2O5）

公斤/亩
钾肥（K2O）

公斤/亩

10000以上 3000～3500 16～18 6～8 18～21

8000～10000 2500～3000 14～16 5～7 15～18

6000～8000 2000～2500 12～14 4～6 12～15

4000～6000 1500～2000 10～12 3～5 10～13

2000～4000 1000～1500 7～10 2～4 7～10

2000以下 500～1000 4～8 2～3 6～8

普洱市思茅区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20年 4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