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农字〔2022〕28 号

阳城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阳城县2022年主要作物科学施肥

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惊蛰过后，春耕备肥逐渐展开。为确保春播期间全县人

民科学施肥，加强我县主要作物科学施肥技术指导，深入推

进测土配方施肥工作，扩大配方肥推广应用，促进作物增产、

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我局组织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专家组在总结近年全县测土配方施肥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我

县各类作物需肥特点和土壤养分供应状况及肥效反应，研究

制定了《阳城县2022年主要作物科学施肥指导意见》，现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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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发布。

各乡（镇）人民政府要认真组织，进一步加强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推广力度，因地制宜制定面向农民、具有较强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的科学施肥技术方案，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帮助农民选好肥，施好肥。

附件：阳城县2022年主要作物科学施肥指导意见

阳城县农业农村局

2022 年 3 月 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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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阳城县2022年主要作物科学施肥
指导意见

为全面推进我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普及行动，强化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指导与服务，帮助农民选好肥、配好肥、施好

肥，努力提高肥料利用效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确保农业

增产增收，结合我县生态条件及农业生产现实状况，特制定

我县主要作物施肥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

农民选好肥、配好肥、施好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 “增

产施肥、经济施肥和环保施肥”有机统一；坚持采用科学施

肥方法、提高肥料利用率；坚持施肥与培肥地力相结合、鼓

励多施有机肥料，倡导秸秆还田，改良土壤，提高土壤综合

产出能力；坚持有针对性合理调控水肥管理，以肥促水，提

高作物抗旱能力。狠抓指导服务、展示示范、配方肥推广、

肥料监管，扎实推进测土配方施肥进村、入户、到田，努力

提高技术到位率、覆盖率，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业

增效。

二、科学施肥建议

（一）春玉米施肥建议



- 4 -

1.基追结合施肥方案

推荐肥料配方：N-P2O5-K2O:20-14-6 或相近配方。

施肥建议：

（1）产量水平 400～500 公斤/亩的地块，底施配方肥

推荐用量 30～40 公斤/亩，拔节至大喇叭口期结合降水或灌

溉追施尿素 5 公斤/亩。

（2）产量水平 500～650 公斤/亩的地块，底施配方肥

推荐用量 40～50 公斤/亩，拔节至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 5-10

公斤/亩。

（3）产量水平 650 公斤/亩以上的地块，底施配方肥推

荐用量 50～60 公斤/亩，拔节至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 10-15

公斤/亩。

2.一次性施肥方案

推荐肥料配方：N-P2O5-K2O:25-14-6 或相近配方。

施肥建议：

（1）产量水平 400～500 公斤/亩的地块，配方肥推荐

用量 40-50 公斤/亩，作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2）产量水平 500～650 公斤/亩的地块，建议有 30%～

40%

释放期为 50～60 天的缓控释氮素，配方肥推荐用量 50～60

公斤/亩，作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3）产量水平 650 公斤/亩以上的地块，建议有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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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期为 50～60 天的缓控释氮素，配方肥推荐用量 60～70

公斤/亩，作为基肥或苗期追肥一次性施用。

注意事项：建议采用基追结合施肥方案，在地膜覆盖或

地膜秸秆二元双覆盖区域可以采取一次性施肥方案。有条件

的地方每亩施用 1200-2500 公斤充分腐熟的有机肥，全部做

基肥。增施有机肥的地块可酌情减少化肥用量。缺锌地块每

亩基施硫酸锌 1～2 公斤。基肥、追肥施肥深度要分别达到

15-20cm、5-10cm。提倡进行秸秆还田，秸秆还田的地块增

施 10-15%的氮肥，促进秸秆腐解。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植

株长势，通过及时追肥确保玉米吐丝授粉、灌浆等关键阶段

不脱肥。

（二）马铃薯施肥建议

推荐肥料配方：N-P2O5-K2O:18-12-10 或相近配方（硫酸

钾型）。

施肥建议：

（1）产量水平 1500 公斤/亩以下的地块，在每亩基施

充分腐熟的有机肥 1500--2000 公斤的基础上，亩施配方肥

40 公斤做基肥施用。

（2）产量水平 1500～2000 公斤/亩的地块，在每亩基

施充分腐熟的有机肥 2000--3000 公斤的基础上，亩施配方

肥 40-50 公斤做基肥施用。

（3）产量水平 2000 公斤/亩以上的地块，在每亩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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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腐熟的有机肥 2000--3000 公斤或精制有机肥 200--300

公斤的基础上，亩施配方肥 50-70 公斤做基肥施用。

注意事项：对于缺硼或缺锌的地块，可每亩基施硼砂 1

公斤或硫酸锌 1～2 公斤。忌施含氯肥料。要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和植株长势，马铃薯追肥一般在开花以前进行，早熟品

种在苗期追肥，中晚熟品种在现蕾前追肥，一般每亩追施尿

素 5-8 公斤。使用喷灌、滴灌的地块可以通过水肥一体化进

行追肥。

（三）谷子施肥建议

推荐配方：N-P2O5-K2O：20-15-5 或相近配方。

施肥建议：

（1）产量水平 200 公斤/亩以下的地块，配方肥推荐用

量 30-40 公斤/亩，作为基肥一次性施用。

（2）产量水平 200-300 公斤/亩的地块，配方肥推荐用

量 40-50 公斤/亩，拔节后期结合降水追施尿素 5 公斤/亩。

（3）产量水平 300 公斤/亩以上的地块，配方肥推荐用

量 50-60 公斤/亩，拔节后期结合降水追施尿素 5-8 公斤/亩。

注意事项：有条件的地方每亩施用 1000-2500 公斤充分

腐熟的有机肥，全部做基肥。对于缺硼或缺锌的地块，可每

亩基施硼砂 1 公斤或硫酸锌 1～2 公斤。有条件的地方在谷

子灌浆期每亩用 0.25-0.5 公斤硼砂和 0.25-0.5 公斤磷酸二

氢钾、0.5-1 公斤尿素兑水 50 公斤，进行叶面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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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豆施肥建议

推荐施肥配方:（N-P2O5-K2O）：13-18-7 或相近配方。

施肥建议：

（1）亩产 100 公斤以下的地块，亩施配方肥 15-20 公

斤。

（2）亩产 100--150 公斤的地块，亩施配方肥 20-30 公

斤。

（3）亩产 150-200 公斤的地块，亩施配方肥 30-40 公

斤。

（4）亩产 200 公斤以上的地块，亩施配方肥 40 公斤。

注意事项：推荐使用钼酸铵和根瘤菌剂拌种。有条件的

地方每亩施用 1000-2000 公斤充分腐熟的有机肥，全部做基

肥。推荐采用侧深施肥，即：施肥位置在大豆种子侧下方 5-8

厘米处。

（五）冬小麦施肥建议

1.一次性施肥方案

推荐施肥配方:25-14-6（N-P2O5-K2O）或相近配方。

施肥建议：

（1）产量水平 200 公斤/亩以下的地块，配方肥推荐用

量 15-22 公斤/亩。

（2）产量水平 200-300 公斤/亩的地块，配方肥推荐用

量 22-35 公斤/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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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量水平 300-400 公斤/亩的地块，配方肥推荐用

量 35-45 公斤/亩。

（4）产量水平 400 公斤/亩以上的地块，配方肥推荐用

量 45-55 公斤/亩。

每亩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 1000-1500 公斤。有机肥和

配方肥均作为基肥一次性施用。

2.基追结合施肥方案

推荐施肥配方：19-15-6（N-P2O5-K2O）或相近配方。

施肥建议：

（1）产量水平 250 公斤/亩以下的地块，基施配方肥

28-30 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降水或灌溉追施尿素 5

公斤/亩。

（2）产量水平 250-350 公斤/亩的地块，基施配方肥

30-35 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降水或灌溉追施尿素

5-8 公斤/亩。

（3）产量水平 350-450 公斤/亩的地块，基施配方肥

35-40 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降水或灌溉追施尿素

8-10 公斤/亩。

（4）产量水平在 450 公斤/亩以上的地块，基施配方肥

40-50 公斤/亩，起身期到拔节期结合降水或灌溉追施尿素

10-12 公斤/亩。

每亩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 1000-150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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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缺锌地块基施硫酸锌 1.0-1.5 公斤/亩、缺

锰地块基施硫酸锰 0.75-1.0 公斤/亩、缺硼地块基施硼砂

0.5-0.75 公斤/亩。有条件的地方，在小麦灌浆期每亩用磷

酸二氢钾 150-200 克和尿素 0.5-1 公斤兑水 50 公斤进行叶

面喷施。提倡进行秸秆还田，秸秆还田的地块增施 10-15%

的氮肥，促进秸秆腐解。

（六）红薯施肥建议

施肥原则：

（1）增施有机肥，有机无机相结合，以有机肥为主，

化肥为辅。

（2）重施基肥，基肥为主，追肥为辅。

（3）合理施用氮磷肥，适当增施钾肥。

（4）肥料施用应与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

施肥建议：

（1）亩产 2000-2500 公斤的地块，每亩基施充分发酵

腐熟的农家肥 2500-3500 公斤，同时配施尿素 15-20 公斤，

过磷酸钙 40-50 公斤，硫酸钾 20-25 公斤。

（2）亩产 2500 公斤以上的地块，每亩基施充分发酵腐

熟的农家肥 3500 公斤以上，同时配施尿素 20-25 公斤，过

磷酸钙 50 公斤，硫酸钾 25-30 公斤。

施肥方法：

氮肥的 70%、全部的有机肥和磷钾肥做基肥，基肥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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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上在深耕时施入底层，其余基肥可在起垄时集中施在垄

底或在栽插时进行穴施。氮肥的 30%可在苗期或团棵期追施，

茎叶盛长期、茎叶衰退期（裂痕期）可分别叶面喷施 0.3%

磷酸二氢钾 1-2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