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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东南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近10年来（2001—2010年）的田间试验、示范、

调查和中国农业年鉴的统计数据对该地区水稻和油菜2种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及产品价格变化情况、商

品肥料价格变化情况、水稻和油菜种植的纯收益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10年间水稻和

油菜产量上升了 9.2%~31%，产品价格上升了 80%~90.9%，同时商品 NPK 肥料价格上升了 48.1%~

236.8%，纯收益上升了42%~412.3%。在此基础上对将来肥料和产品价格的变化进行了估算和预测，结

果表明产品价格对水稻和油菜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最显著，与之相比，肥料价格变化的影响要小得多。

因此，建议在肥料使用中更要关注如何进行合理配方，科学施用，提高施肥效益，不必过于在乎肥料价格

的高低。

关键词：水稻；油菜；产量；肥料；价格；效益

中图分类号：S1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2013-3123

Yield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zers Application for Rice and Rapeseed in SE Reg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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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field experiments, demonstration plots and investigations that supported by
IPNI China program in southeast region of China and data from the year book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during 2001-2010, the authors investigated the changes of rice and rapeseed yields and prices, commercial
fertilizer prices and the net benefits of rice and rapeseed plant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ithin the 10
years, the yields of rice and rapeseed increased 9.2%- 31% , product prices increased 80%- 90.9% , NPK
commercial fertilizer prices increased 48.1%-236.8%, while net benefit increased 42%-412.3% respectively.
The authors also estimated the changes of net benefits from rice and rapeseed planting with the changes of
products and fertilizer pric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roduct pric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ing
crop planting net benefit, while commercial fertilizer price showed much less effect on crop planting net benefit
compared with product price. Therefore, the authors suggested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rational and scientific
fertilization and increasing fertilizing efficiency in agriculture, with no need to be bothered about the fertilizer
price in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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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水稻和油菜是中国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的主要

大田作物，也是商品化肥使用量较多的农作物[1-2]。近

年来，由于国家对粮食安全和油料生产需求的不断上

升，在单位面积上的作物产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虽然

目前南方地区在水稻和油菜上的肥料施用量已经达到

N 150 kg/hm2、P2O5 90 kg/hm2和K2O 90 kg/hm2以上[3-4]，

但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内这 2种主要作物的肥料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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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平还可能有所上升。

根据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东南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近10年来的田间试验、示范、调查[5-8]和中国农业年鉴[9]的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在中国南方地区早稻产量一般可以

达到6500 kg/hm2，晚稻产量一般可以达到7000 kg/hm2，

中稻（一季晚稻）产量一般可以达到9000 kg/hm2，油菜

产量一般可以达到2000 kg/hm2。与此同时，这几种作物

的相应的大量元素施肥量一般为，早稻：N 150 kg/hm2、

P2O5 90 kg/hm2、K2O 90 kg/hm2；晚稻：N 180 kg/hm2、

P2O5 90 kg/hm2、K2O 105 kg/hm2；中稻：N 225 kg/hm2、

P2O5 95 kg/hm2、K2O 120 kg/hm2；油菜：N 180 kg/hm2、

P2O5 90 kg/hm2、K2O 120 kg/hm2。

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生产的目的首先是获得经

济效益，其具体形式是单位面积作物种植所获得的纯

收入。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农产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

（种子、肥料、农药等）、农业机械和劳动力价格等，其中

农产品价格和肥料价格对纯收入的影响最大，需给予

特别关注。近年来化肥价格上涨很快，特别是钾肥的

价格上涨幅度很大，与此同时，亦有许多关于肥料使用

不合理而导致种植效益下降、肥料利用率低并影响环

境的报道[10-14]。因此，为了进一步明确化肥价格变化对

特定区域作物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以及肥料价格与农

产品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笔者以国际植物营养研究

所中国项目 2001—2010年在中国东南地区 8个省市

（安徽、福建、湖北、湖南、江苏、江西、上海、浙江）实施

的比较规范的46个水稻和93个油菜田间试验结果为

基础，参考与这些试验相配套的大量田间试验示范区

结果[15-20]和国家农业统计年鉴的资料，将 10年中肥料

与作物产品价格变化对水稻和油菜经济效益的影响进

行了初步分析，以期阐明农产品价格与商品肥料价格

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施肥决策、提高施

肥效益和农民收益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水稻和油菜田间试验是按照统一的试验方案进行

的，试验一般包含 5 个基本处理：①CK（对照，不施

肥），②NPK（施氮+磷+钾肥）③PK（施磷+钾肥，不施氮

肥），④NK（施氮+钾肥，不施磷肥），⑤NP（施氮+磷肥，

不施钾肥）。除这5个基本处理外，有部分试验还增加

了施用有机肥或氮磷钾肥不同用量等的处理。水稻施

肥时氮磷钾肥的用量一般为 N 150~225 kg/hm2、P2O5

90~95 kg/hm2、K2O 90~120 kg/hm2，油菜施肥时氮磷钾

肥的用量一般为 N 180 kg/hm2、P2O5 90 kg/hm2、K2O

120 kg/hm2。田间试验小区面积一般为 20~50 m2，3~4

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试验用的水稻与油菜品种均

为当地生产上的主栽品种，作物的栽培管理、生长状况

调查与产量收获等均按常规要求进行。氮磷钾肥料价

格和水稻、油菜价格均按照当年市场平均价格计算。

1.2 分析方法

采用Excel 2010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和统计

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水稻和油菜产量变化情况

由于高产品种的推广和种植技术水平的提高，

2001—2010年中国东南地区水稻和油菜平均产量均有

明显上升。其中早稻平均产量由2001年的6010 kg/hm2

上升到 2010年的 6990 kg/hm2，增加了 16.3%；中稻平

均产量由 2001 年的 8250 kg/hm2 上升到 2010 年的

9010 kg/hm2，增加了 9.2%；晚稻平均产量由 2001年的

6550 kg/hm2 上升到 2010 年的 7295 kg/hm2，增加了

11.4%；油菜平均产量由 2001年的 1646 kg/hm2上升到

2010年的 2156 kg/hm2，增加了 31%（表 1）。中稻的基

础产量较高，因此它的增产幅度相对较小，而油菜的基

础产量与水稻比相对较低，其增产幅度相对较大。

2.2 水稻和油菜产品价格变化情况

2001—2010年水稻和油菜的平均价格均大幅上

升，其中水稻平均价格由1.1元/kg上升到2.1元/kg，上

升了90.9%，油菜平均价格由2元/kg上升到3.6元/kg，

上升了80%（表2）。产品价格的上升不仅明显促进了

纯收益的增加，也提高了农民种植水稻和油菜的积极

性。10年间中国东南地区虽然同比耕地面积减少了

5.7%，但水稻种植面积却增加了 4.3%；虽然油菜种植

面积减少了 6.1%，但它与耕地面积的减少幅度相似，

可以认为其种植面积基本稳定。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早稻

6010

6185

6190

6209

6395

6415

6490

6583

6645

6990

中稻

8250

8280

8340

8455

8550

8635

8750

8845

8935

9010

晚稻

6550

6795

6934

7010

7159

7115

7160

7218

7240

7295

油菜

1646

1705

1758

1790

1885

1935

2030

2080

2125

2156

表1 10年间水稻和油菜产量变化情况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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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化肥产品价格变化情况

2001—2010年肥料市场上商品化肥的平均价格

也有明显的上涨，以纯养分计算，其中N平均价格上升

了 48.1%，P2O5平均价格上升了 75%，K2O平均价格上

升了236.8%（表3），总的来看，肥料价格的上涨主要来

自钾肥价格的上涨。比较农产品与肥料的价格变化情

况可见，10年中肥料价格的上涨幅度大于水稻和油菜

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更是显著大于水稻和油菜产量

的增加幅度。但由于产品价格对种植业纯收益的影响

比较大，因此产品价格的大幅上升，在抵消了肥料价格

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后，仍然使同期水稻纯收益上

升了42%~249%，油菜纯收益上升了100%~412.3%，充

分显示了其主导地位。

2.4 价格变化对水稻和油菜种植纯收益的影响

在水稻中笔者选择中稻来与油菜来进行纯收益状

况的比较。从2010年单个养分的纯效益来看，中稻施

肥 是 N＞K2O＞P2O5，油 菜 施 肥 是 N＞P2O5＞K2O

（表4）。据计算，无论是水稻还是油菜，其产品价格每

上升一定幅度对纯效益增加的影响，是肥料价格上升

同样幅度对纯效益减少影响的2~6倍。也就是说肥料

价格上升对水稻和油菜种植纯效益的影响要比水稻和

油菜价格上升的影响要小得多。例如，表4结果表明，

2010年中稻施氮肥的纯收益是2783.9元/hm2，以此为基

础，如果氮肥价格上升50%，则纯收益为2223.9元/hm2，

下降了20.1%，但如果稻谷价格上升50%，则纯收益可

上升到4735.9元/hm2，上升70.1%，是肥料涨价影响的3.5

倍。又如，2010年油菜施钾肥的纯收益是168元/hm2，

以此为基础，如果钾肥价格上升 50%，则纯收益为负

216元/hm2，下降了 229%，但如果稻谷价格上升 50%，

则纯收益可上升到 636元/hm2，上升 279%，是肥料涨

价影响的3.9倍。在国内东南地区农业生产中，水稻和

油菜是主要农作物，其价格相对较低也较稳定，如果是

其他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其产品价格的变化对种植业

纯收益的影响会更显著，同时肥料价格变化对其经济

效益的影响也相对更小，这也是在高价值经济作物上

农民舍得大量施肥，甚至是盲目地大量施肥的主要

原因。

3 结论

作物种植的经济效益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通

过对中国东南地区水稻和油菜这2种主要作物的产量

和效益分析，笔者认为在这些因素中产品价格对经济

效益的影响最显著，与之相比，肥料价格变化的影响要

小得多。因此，如果生产者在实际生产中能依据当前

市场上农产品价格的变化来合理调整作物种类和面

积，其经济收益是有保障的。而在肥料使用时其价格

仅供参考，肥料价格变化对经济效益影响并没有通常

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不必过于纠缠肥料价格的高低。

在肥料使用中更要关注的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用合

理肥料配方，提高科学施肥水平，这样就能进一步减少

肥料价格变化对经济效益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获得最大的种植收益，保持农业生产可持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水稻

1.1

1.1

1.4

1.5

1.6

油菜

2.0

2.1

2.1

2.8

3.0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水稻

1.6

1.8

2.0

2.0

2.1

油菜

3.1

3.6

3.6

3.6

3.6

表2 水稻和油菜产品价格变化情况 元/kg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N

2.7

2.7

2.9

3.5

4.0

P2O5

2.4

2.6

2.4

2.5

2.8

K2O

1.9

2.7

2.7

4.8

4.8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N

3.9

3.8

4.8

4.2

4.0

P2O5

3.0

3.1

4.6

4.6

4.2

K2O

4.3

5.5

7.1

7.2

6.4

表3 肥料价格变化情况 元/kg

项目

2010年纯收益

假如肥价增50%

假如肥价增100%

假如肥价减50%

假如产品价增50%

假如产品价增100%

假如产品价减50%

中稻N

2783.9

2223.9

1663.9

3343.9

4735.9

6687.8

832.0

中稻P2O5

837.9

638.4

438.9

1037.4

1456.4

2074.8

219.5

中稻K2O

1392.9

1008.9

624.9

1776.9

2473.4

3553.8

312.5

油菜N

1486.8

1126.8

766.8

1846.8

2590.2

3693.6

383.4

油菜P2O5

1098.0

909.0

738.0

1287.0

1836.0

2574.0

360.0

油菜K2O

168.0

-216.0

-600.0

552.0

636.0

1108.0

-300.0

表4 肥料与产品价格变化对水稻和油菜种植纯收益的影响 元/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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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

4 讨论

满足国家对粮食安全的需要和提高农民种田的

经济效益一直是农业生产的2个主要目标。这2个目

标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是不一致的。在一致的情况

下，对国家和农民都有利，事情好办，皆大欢喜。而在

不一致的情况出现时仍然要满足国家对粮食安全的需

要就有较大难度，因为农民没有种粮的积极性，他们会

将有限的耕地用来种植收益更高的农作物。

提高农民种田的经济效益主要是通过提高农产品

价格和降低生产资料成本来实现，而种植业中生产资

料的成本主要来自商品肥料，因此，肥料价格的高低势

必影响农民种田经济效益的大小和种田积极性。然

而，在近年来的一些报道中人们往往只从肥料施用效

益的角度来讨论肥料利用率，放大了肥料价格对农作

物种植效益的影响力，加之进口钾肥在2007年以来的

非正常大幅涨价，加深了公众对商品肥料价格的关注

和敏感性，因此有人提出了“减肥增效”的主张，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肥料的正常使用。实践证明，所谓“减肥

增效”是个脱离实际、一相情愿的主张，国内许多地区

的作物施肥水平这些年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呈现继

续上升的趋势。2001—2010年全国耕地面积同比虽

然减少了6.4%，而氮磷钾商品肥料的用量（折纯）却增

加了30.4%；同期，东南地区在耕地面积减少5.7%的情

况下商品肥料用量亦增加了16.2%[9]就说明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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