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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通过对中国和英国个代表性的农业生态系统的对比研究，我们量化了氮和磷的存
储与流动方式。
尽管个农业生态系统并不完全一致，但我们发现养分的输入远远大于农产品所
需。
过量的养分输入增加了个农业生态系统的环境风险，无论是土壤、空气还是水。
由于养分过量输入土壤积累了过量的养分，现有的土壤养分可以为今后农产品生
产提供养分支持。
在中国种植业与养殖业未能协调发展。有机肥往往仅被用于经济作物，如蔬菜、
水果，而且往往未能对有机肥的养分充分使用。
我们认为提高养分利用效率的方法包括：
o 减少过量的肥料使用，尤其是经济作物的肥料；
o 全方面的使用各种养分，而不是单纯依赖化肥，应该推广有机肥、绿肥、
生物肥，充分考虑大气氮沉降、生物固氮和土壤已有的养分；
o 提高养分管理措施，包括提高效率、控制施肥时机、选择合适养分投入，
同时更应该合理规划农业发展；
o 重新整合养殖业与种植业，使养殖废弃物得到资源化利用，形成循环农业
发展模式；
o 优化灌溉技术，减少养分流失、保护地下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本政策简报基于中英可持续集约化农业养分管理和水资源保护项目取得的成果编制。本项目由
中国农业部、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共同资助，是中英可持续农业创新协作网的组成部分
(参见 www.sainoline.org)。我们十分感谢项目开展地的相关人员与单位提供的帮助。

研究的重要性
化肥过量施用已经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同时全球化肥的价格以及有效性也
十分需要关注。从 1978 年到 2012 年，中国化肥的使用量翻了四番，远超过其他任何一
个国家 (FAOSTAT, 20141) 。同时，增加的化肥和其他投入品也显著提高了中国的粮食产
量 (Carter et al., 20122; FORHEAD, 20143) 。但是，随着化肥的持续高投入，中国集约化
农区的粮食产量并未随之大幅增加。减少化肥的投入不仅仅可以解决中国面临的水资源
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还可以减少农民的资金投入。同时，作为磷肥净出口国，
有研究预测从 2020 年起中国的高品质磷矿石产量将会减少。而随着国内磷矿资源开采
殆尽，中国在国际肥料市场的地位将会发生显著变化，将逐渐从肥料净出口国向肥料进
口国转变。因此，无论从增加农业投入回报率角度还是减少环境压力角度，中国都有必
要改变目前农业生产过分依赖化肥的现状，这也适用于英国。
本政策简报使用了系统流动分析模型(SFAs, 图 1)用于分析 5 个中英农业生态系统
中养分存储与流动途径。系统流动分析模型可以揭示养分管理效率不足可能对农业生态
系统环境，包括大气、地表水和地下水，可能带来的风险。同时，系统流动分析模型比
其他类似模型更加简单，需要的输入数据量更少，因此可以更好的与农民、当地政府官
员等利益相关人员交流。

图 1:本政策简报使用系统流动分析模型开展农业生态系统养分管理分析的模型

1 FAOSTAT, 2014. Statistics Division of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STAT Database.
http://faostat3.fao.org/faostat-gateway/go/to/browse/R/RF/E, accessed 27th June 2014.
2 Carter, C., Zhong, F., Zhu, J., 2012. Advances in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its global implications. Applied Econo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34, 1-36.
3 FORHEAD, 2014. Food Safety in China: A Mapping of Problems, Governance and Research. Forum on Health,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FORHEAD), Working
Group on Food Safety.

方法与结果
使用系统流动分析模型对中英两国 5 个小流域研究点开展了对比研究（图 2）。在中国
分析了宏观的氮、磷养分情况，包括 1 年时间 2 季作物4。中国研究点的结果在图 3 至
图 6 展示。而英国研究点的结果在图 7 中展示。

图 2A:中国研究点的位置及农业模式；图 2B:英国 Morland 位于 Eden 河流域
中国太湖流域研究点——节约化养殖与种植



养殖业的饲料主要依靠购买
商品化饲料，种养分离。
过去养殖废弃物均未经处理
直接排放入水体，污染环境。
对养殖废弃物中致病菌的关
注也是阻碍废弃物在流域内循
环利用的因素之一。
养分在种植业和养殖业之间
未能形成循环，需要地方政府
合理规划农业发展模式，促进
种养一体化循环农业发展。



图：太湖流域研究点氮、磷(N/P)养分流动情况kg/ha/yr

4关于系统流动分析模型更多的信息可以在

Defra 的 2015 年内部报告中获得。

竹峪、杨凌流域研究点——经济作物果树种植





蔬菜和果树持续过量施用肥料，
包括化肥和有机肥。




高氮投入导致大量氮素排放入
大气，淋溶至地下水。



图：竹峪流域研究点氮、磷(N/P)养分流动情况kg/ha/yr


由于在温室大棚或者起陇种植，
径流并未造成养分流失。

超过量的施肥导致土壤中养分
积累极高






图：杨凌流域研究点氮、磷(N/P)养分流动情况kg/ha/yr

太湖、桓台、竹峪流域研究点——大田作物种植


化肥是主要使用的肥料，只有太湖流域使用了有机肥。
各农业生态系统中都开展了测土配方的工作，对于氮肥施用进行了优化，但往往忽略了生物固氮、大气氮
沉降等其他氮源。这些氮源也应在养分管理中得到重视。
随着养分在土壤中的积累，势必产生环境风险，可能将多余的养分释放到空气和水环境中。而桓台和竹峪
流域的钙质土对于磷有很好的吸附能力。因此，在土壤中已经存在过量的磷的情况下，但仍需在土壤表层
施用磷肥供作物吸收。所以，为了使肥料得到充分利用，需要改进现在的养分管理模式。
研究点大部分的氮肥都在播种时施用，但对于流动性强的氮肥最佳施用时机应该是作物需要氮的时候。
施肥后漫灌在大田耕作中仍被广泛使用。但这种灌溉方式极大地增加了氮淋溶的风险，对养分管理和水资
源保护都不利。












图：桓台流域研究点氮、磷(N/P)养分流动情况kg/ha/yr
英国 Morland 研究点——放牧
研究点主要的投入品是饲料，其次是肥料。因此，持续的改进饲料管理可以有效的提高养分利用。
由于土壤、作物和动物隔间形成了良好的耦合关系。如何使牲畜排泄物更加合理的还田也是提高养分利用
的关键因素。
由于投入的氮磷养分超过了被作物吸收和排放到环境中的部分，因此土壤中仍有大量氮磷累积。这种累积
对于今后的生产有利。但是越来越多的养分积累也会带来养分流失的风险。.














图：Morland 流域研究点氮、磷(N/P)养分流动情况kg/ha/yr

总结
系统流动分析模型为本政策简报的编制提供了基础，也为中英两国研究点今后在流
域尺度上合理开展养分管理提供了科技支撑。通过现有的数据，我们发现有很多方法可
以提高中国养分管理的效率，减少化肥的使用量，包括合理规划农业发展实现种养一体，
使用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等。从 20 世纪 40 年代起，英国由于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也曾
面临过与中国当下相似的情况。然而，通过法律法规的引导、合理的财政补贴、正确的
科技服务，英国最终寻找到了一条促进农业生产与保护自然资源和谐发展的出路。过去
的 30-40 年间，大量的试验数据表明在英国无论是农田还是草地施用化肥量都在减少，
以期达到一种新的平衡5。同时，为了应对过去英国过量施肥导致土壤氮磷超量积累，
英国正在寻找更加合理的养分管理模式，而中国目前正逐渐意识到过量施肥的威胁。如
何从英国的农业发展历史中汲取经验，是中国应对当下挑战的必须研究的课题。但是，
中英两国政府的能力、研究者的水平、技术推广的方式、农民生产模式以及土地所有制
都不尽相同，这些问题将在另一份政策简报中讨论。综合通过系统流动分析模型的分析
结果，以及中国农业生产现有政策、建议和补助措施，中国应该制定更多的有利于推广
可持续的养分管理措施的政策和办法。

5

Defra (2013). The British survey of fertiliser practice. Fertiliser use on farm crops for crop year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