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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棉花生产简况 
 



世界和中国的棉花生产 

• 棉花(Cotton)，锦葵科棉属Gossypium L.植物，是唯一由种子生产

纤维的经济作物。棉纤维是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棉籽是食品工业的

原料。 

• 棉属有4个栽培种：草棉、亚洲棉、陆地棉和海岛棉。陆地棉占世界

棉花总量的90%，海岛棉占5-8%，亚洲棉占2-5%。 

• 全世界47°N-32°S的地区70多个国家均有棉花种植，年产皮棉百万吨

以上的有中国（596万吨）、美国、俄罗斯和印度，世界棉花总面积

稳定在3,200万公顷。 

• 目前中国棉花种植面积约500万公顷，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面积

39.7%，总产31.4%，单产1,070公斤/公顷，山东、河北、河南）、长

江流域（面积27.9%，总产24.4%，单产1,146公斤/公顷，湖北、安徽

、江苏、湖南）和新疆（面积30.1%，总产41.6%，单产1,697公斤/公

顷）。 





棉花的生长习性 

棉花生育时期一般130-175天。共经历五个生育期： 1、播种

出苗期（10-15天）； 2．苗期 （40-45天 ）；3．蕾期 （

25-30天 ）；4．花铃期（50-60天 ）； 5．吐絮期 （30-70

天）。 

棉花喜温（最适宜温度25-30℃）好光（每日最佳光照12小时

）。 

 
适宜土壤条件：温度18-25℃，

土壤 水分为田间持水量的60-

70％，土壤pH值6.5-8.5，土层

深厚，土壤肥沃、质地疏松。  



2. 棉花的需肥特性与施肥原则 



棉花的需肥规律和施肥原则 

  棉花需肥量大，生育期长，施肥次数多
。要想科学、经济施肥，在肥料的搭配上
应掌握以基肥为主，追肥为辅；有机肥为
主，化学肥料为辅；氮磷钾肥配合的原则
。在施肥时期上，要施足基肥(一般约占
总施肥量的60％)，根据棉花不同生育时
期的需肥特点，掌握“轻施苗肥，稳施蕾
肥，重施花铃肥，补施盖顶肥，适时喷施
叶面肥”的原则。 

棉花产量不同，需要的氮、磷、钾数量也不同。一般每生产100 kg皮棉，
约需吸收纯N 12-18 kg，P2O5 4-6 kg，K2O 12-16 kg ，N:P2O5:K2O 

≈1:0.33:1。随产量的提高，需肥量有减少的趋势。因此，提高产量

不是单纯依靠肥料因素，而是各项栽培措施综合作用的结果。 

 



棉花对氮素的需求 

•棉花种子含N2.8-3.5%，纤维含N0.28-0.33%，茎秆含

N1.2-1.8%，是含氮较高的作物。研究结果表明，皮棉产量

水平为940-1,421 kg/ha时，棉株出苗至现蕾期积累的N约

占总累积量的4.5%，现蕾期至开花期约占27.8-30.4%，开

花期至吐絮期约占59.8-62.4%，吐絮期至收获约占2.7-

7.8%。棉花积累氮最多的时期为开花至吐絮期，成熟棉花

植物体各器官氮的分布是生殖器官高于营养器官。 

•棉花缺氮时先是下部老叶变黄，然后蔓延全株，叶色转红

棕并干枯，植株矮小，枝条稀弱，减产严重。但氮肥施用

过多也会引起棉花徒长，贪青晚熟，加重病虫害发生，影

响产量和品质，降低肥效并增加面源污染风险。 



棉花对磷素的需求 

•棉株吸收积累的磷，出苗至先蕾期约占总积累量的3-3.4%

，现蕾期至开花期约占25.3-28.7%，开花期至吐絮期约占

64.4-67.1%，吐絮期至收获约占1.1-6.9%。 

•棉花幼苗期2-3片真叶前后对磷素敏感，幼苗缺磷时植株矮

小，叶片小，叶色暗绿，叶柄含P一般小于50 mg/kg。现

蕾期棉花功能叶含磷低于2.8 g/kg（干重）为缺乏，大于3 

g/kg为正常。 

•棉花对磷的吸收高峰在开花期，花铃期棉株叶柄含P小于50 

mg/kg时表示缺磷。磷肥施用时最好是与氮钾肥和有机肥

配合集中深施，主要用于基肥。 



棉花对钾素的需求 

•棉花需钾量大，但钾利用率偏低，植株出苗至现蕾期吸收

的钾占总吸钾量的3.7-4%，现蕾期至开花期占28.3-31.6%

，开花期至吐絮期占61.6-63.2%，吐絮期至收获期占1.2-

6.3%。 

•棉花缺钾时生长显著延迟，叶缘卷起，叶脉间出现红褐色

斑点，叶尖发黄变褐，焦枯脱落，抗性降低，不仅严重减

产，而且棉纤维品质明显下降。 

•现蕾期上部新展开的功能叶K含量低于16 g/kg（干重）为

缺乏，初花期低于14 g/kg为缺乏，花铃期低于6 g/kg为缺

乏。一般长江流域棉区土壤速效钾含量低于100 mg/kg时

就需要施用钾素肥料，钾肥的施用以集中早施、基施为宜

，在质地较轻的土壤可以分2-3次施用。 



根据目标产量确定的施肥量 

 

肥力等级 

 

目标产量(kg/ha) 

推荐施肥量(kg/ha) 

N P2O5 K2O 

长江流域棉区 

低肥力 1200 240 75 135 

中肥力 1500 285 90 180 

高肥力 1800 315 105 225 

西北棉区 

低肥力 1800 210 135 30 

中肥力 2250 270 180 45 

高肥力 2700 330 225 60 

鲁剑巍，2010 



长江流域棉区根据土壤测定值的磷钾
肥推荐施用量及施用方法 

鲁剑巍，2010 

速效P 

(mg/kg) 

P2O5用量 

(kg/ha) 

 

施肥方法 

速效K 

(mg/kg) 

K2O 用量 

(kg/ha) 

 

施肥方法 

<10 105-135 基肥花铃

肥各半 

<50 135-180 基肥花铃

肥各半 

10-20 75-105 基肥花铃

肥各半 

50-100 90-135 基肥花铃

肥各半 

20-30 45-75 基肥 100-150 60-90 基肥 

>30 15-30 基肥 >150 15-45 基肥 



棉花对微量元素的需求 

•微量元素在棉株生长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一般B、Zn

各占棉株干重的0.003%，Mg占0.005%，Cu占0.001%，

Fe占0.03%。如果每公顷产皮棉1,110 kg以上，B的吸收量

为5.955 kg，Zn的吸收量为3.075 kg，正常棉株含B量为

19.6 mg/kg，正常棉花幼苗的含Zn量为26.71 mg/kg。 

当土壤有效B低于0.4 mg/kg时，每公顷可苗期追施施用

硼砂6-12kg，或在蕾期、初花期和花铃期连续喷施3次，

每次以2%浓度加水900 kg。当土壤有效Zn低于0.7 mg/kg

时，每公顷可基施硫酸锌15-30 kg。或在苗期至花铃期连

续喷施2-3次，每次浓度0.2%的水溶液900 kg。 



棉田土壤有效硼、有效锌含量分级指标 

鲁剑巍，2010 

微量元素(mg/kg) 含量等级 

低 中 高 

有效B <0.4 0.4-0.8 >0.8 

有效Zn <0.7 0.7-1.5 >1.5 



棉花叶面肥的施用 
苗期喷肥 苗期叶部喷肥，能促使棉苗早发，促使弱苗转化为壮苗，并能控制株高，防止徒长
。一般每公顷选喷1%的尿素和1%～2%的过磷酸钙浸泡过滤液混合液750～1125kg。   

蕾期喷肥 生长正常的棉田，可用磷酸二氢钾300～500倍液加适量锌肥喷施；棉株增长高峰出
现在开花前，营养生长过快，会提早封行，增加中下部的蕾铃脱落，这类棉田需要喷施抑
制剂，控制棉株主茎和果枝顶端生长。即在棉花蕾期，每公顷用缩节胺或调节胺22.5g，兑
水750kg喷洒。   

花铃期喷肥 棉花花铃期需肥量大，是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植株矮小，根系不发达，叶色暗
中有紫的棉田，每公顷喷2%的过磷酸钙或0.2%～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900kg，能减少蕾铃
脱落和壮桃促绒的作用。生长不旺，叶色淡黄时，可喷洒1%的尿素溶液750kg。   

吐絮期喷肥 棉花吐絮期，营养生长几乎停止，叶片逐渐衰老，根部吸收肥水的能力减弱。脱
肥早衰的棉花，每公顷可喷洒1%～1.5%的尿素溶液 900～1125kg；生长正常或长势偏旺的
棉田，喷施2%～3%的过磷酸钙浸出液900～1125kg，既防早衰，又促早熟。贪青晚熟的棉花
，开始采收时，用40%的乙烯利1500～2250g，兑水450kg喷洒，以促进棉花早熟，提高棉花
的等级。  

棉花后期管理:整个9月份，上部棉铃都还在继续生长充实，到10月下旬采收完毕，还有50多
天的时间，如放松了管理，仍可能遭受重大损夫。对于因缺钾造成的早衰棉田，如果上部
还有挺立的绿叶或还有部分早衰程度轻的棉株，可再喷一次2%的硫酸钾肥溶液。   

 



3. 部分棉花养分缺素症状 

 



棉花缺氮先是下部老叶变黄，然后蔓延全株，叶色转红棕并干枯，
植株矮小，枝条稀弱，减产严重。但氮肥施用过多也会引起棉花徒长，贪青晚
熟，加重病虫害发生，影响产量和品质，降低肥效并增加面源污染风险。 



缺镁一般发生在花铃期
以后，从老叶开始叶脉间失
绿，呈红叶绿脉状。 

缺磷植株矮小，叶片

小，叶色暗绿带紫，蕾、

铃易脱落，产量低。 



棉花缺钾生长显著延迟，叶缘卷起，叶脉间出现红褐色
斑点，叶尖发黄变褐，焦枯脱落，抗性降低，不仅严重减产，而且
棉纤维品质明显下降。 



棉花缺锌导致生长迟缓，节间短、叶片小、增厚发脆、呈小
叶粗沙状，脉间失绿，边缘卷曲，有坏死小点。 



棉花缺N, P, K, Mg, Fe症状 



4. 中国棉花生产中养分管理的主要问题 



棉花养分管理主要问题-1 

•我国棉花种植中的养分管理问题与其他作物类似，既有许

多共同之处，也有自身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     氮肥和磷肥的施用量和施用比例偏高，而钾肥、微量元

素肥料（如硼肥和锌肥）、有机肥用量偏少甚至完全不施

。经常可以看见由于缺钾引起的落花落铃和叶缘卷曲，由

于缺硼引起的落花落果和叶柄环带，由于缺铁、缺锌引起

的黄叶病和小叶病。 

•     追肥方式不合理，肥料撒施多，特别是在浇水和下雨前

撒施，容易造成肥料流失，利用效率低。 

•     种植模式多年不变，连作障碍明显，有些传统棉区的连

作病害如枯黄萎病等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大，棉花产量和品

质均受影响。 



棉花养分管理主要问题-2 

•深耕和冬耕减少。小农户经营为主，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棉

田翻耕深度一般为12-15 cm，导致耕层变浅，土壤板结。有研

究结果表明，深耕至25-30 cm后，当季皮棉产量可提高6.5-

18.3%。冬耕可以消灭部分病菌和虫蛹，减轻土传病虫害。 

•棉花新型肥料及其配套施用技术应用少。虽然已普遍推广施用

棉花专用复混肥、配方肥，但是一些新型商品肥料如缓控释肥

、水溶性肥、尿素硝铵液体肥(UAN)和生物肥等应用面积还很

小。要实现棉花栽培中的水肥一体化，大幅度提高水分和肥料

资源的利用效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棉花生产的机械化进程

中，与机械操作相配套的肥料产品和施肥技术也缺乏相应研究

和示范。 

•信息化管理和农化服务水平低，体系不健全。棉农往往在最需

要的时候得不到技术咨询、买不到需要的肥料，造成肥料的施

用不当和浪费，甚至污染环境。 



5. 棉花平衡施肥效果与养分管理策略 



棉花平衡施肥试验效果(n=90) 

项目 长江流域棉区 华北棉区 新疆棉区 平均 

N-P2O5-K2O kg/ha 281-128-225 240-45-139 235-147-77 252-107-147 

施N肥产量 kg/ha 4024 3762 4678 4155 

N 增产率 % 12.2 7.26 18.5 12.7 

农学效率 AEN 1.53 1.06 3.04 1.88 

施P肥产量 kg/ha 3918 3759 4490 4056 

P增产率 % 5.52 4.50 14.7 8.24 

农学效率 AEP 1.43 3.60 3.50 2.84 

施K肥产量 kg/ha 3920 3789 4504 4071 

K增产率 % 18.3 15.4 14.3 16.0 

农学效率 AEK 2.46 3.48 7.45 4.46 

IPNI中国项目部，1990-2015 



棉花平衡施肥结果(1990-2015) 

•三个棉产区中棉花推荐施肥量以长江流域最大，比华北棉

区和新疆棉区分别高49.3%和37.9%，但棉花单产则是新疆

棉区最高，比华北棉区和长江流域棉区分别高21.2%和

15.6%，区位优势明显。 

•三个棉区钾肥的增产效果和农学效率均最高，其次是磷肥

，氮肥最低，说明钾肥的施用必须引起重视，“控氮、稳磷

、增钾”的施肥策略对大部分棉区是适用的。 

•从各棉区目前具体肥料用量来看，长江流域棉区的钾肥用

量还可增加10%左右，华北棉区的磷肥用量还可增加10-

20%，新疆棉区的钾肥用量还可增加20%左右。 



棉花的推荐施肥 

推荐施肥区 习惯施肥区 



棉花养分管理策略 

资料收集 

数据库与网络 

取样与分析 

施肥推荐 大田/盆栽试验 

 

在4R理念 

的指导下 

提高生产 

效率 

 

改善棉田 

土壤肥力 

控制环境 

养分流失 

应用养分 

专家系统 

NE®提高 

施肥效益  

可推广应用的全国或地区高效管理模式 



中-加合作土壤植物测试实验室  



棉花专用复合肥 
 
N-P2O5-K2O 
 
= 20-8-20(1:0.4:1) 
 
按籽棉4500kg计， 
 
建议用量： 
 
900-1,050 kg/ha 
 



养分精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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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肥一体化管理可以在实现高

产优质的同时节约肥料资源、

水资源、劳动力资源、 降低

环境污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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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R养分管理 

 
4R养分管理是针对最佳施肥

管理措施而提出的一种新概

念和新方法，已被许多世界

知名肥料企业所 接受和采用。

该方法的核心是在充分考虑

社会、经济和环境诸因素的

基础上推荐选择正确的肥料

资源，采用正确的施肥量，

在正确的时间将肥料施在正

确的位点上。虽然概念并不

高深，但其实施需要有强大

的科学技术支撑。 
 



作物养分管理专家系统（NE®）在中国  

• 养分管理专家系统（Nutrient Expert®）是在遵循4R养分管理策略的

前提下，以经过实际验证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机程序为手段，以大量的

自然环境背景资料和当地作物种植的关键数据为基础，充分考虑和利

用土壤本身的肥力条件和养分资源、作物类型、轮作制度及肥料的种

类，在作物需要时给予施肥推荐的一种作物养分管理专家系统。 

• 该系统具有与

作物反应的相

关性好、操作

简便、及时，

价格低廉、可

利用网络进行

推荐施肥等优

点，已在世界

的许多国家和

我国许多地区

进行推广。 



感谢关注！ 

www.ipni.net 

http://ipni.caas.ac.cn 
 

http://www.ipni.net/
http://cclab.caas.ac.cn/
http://cclab.caas.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