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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养分专家系统（中国版本）是基于计算机的决策支持系统，可以帮助当地科研人员/

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针对中国大豆的生长环境快速做出施肥决策。大豆养分专家系统通过确

定当地的目标产量以及为达到这个目标产量提供合理的施肥管理措施，从而能够帮助农民

提高产量和经济效益。该软件仅需要农民或当地的科研人员提供一些简单的信息。通过回

答一系列简单的问题，用户就可以得到基于当地特点（例如：大豆生长环境）以及当地可

利用的肥料资源的施肥指导。该系统还可以通过比较农民习惯施肥和推荐施肥措施的成本

和收益，提供简单的经济效益分析。另外，大豆养分专家系统提供了快捷帮助、即时的图

表概要，加上软件中一些模块增加了导航的适用性，使该软件在设计上成为一种易学的工

具。 

 

大豆养分专家系统提供的施肥指导原则与实地养分管理技术（SSNM）相一致，并且基于

SSNM 以下目标： 

o 充分利用土壤基础养分供应 

o 提供充足的 N、P 和 K 及其它肥料养分，使养分胁迫降到最低并获得高产 

o 在短、中期内获得高的效益 

o 避免作物养分的奢侈吸收 

o 保持土壤肥力 

 

大豆养分专家系统可以帮助您： 

 评估农户当前养分管理措施 

 基于可获得产量确定一个有意义的目标产量 

 给出选定目标产量下的 N、P 和 K 施肥量 

 将 N、P 和 K 施肥量转换为肥料实物量 

 确定适用的施肥措施（合适的用量，合适的肥料种类、合适的位置，合适的施用时

间） 

 比较当前农民和推荐施肥两种措施下预期的经济效益。 

 

假设与条件： 

大豆养分专家系统的指导原则是基于以下条件提出来的： 

o 整个生育期没有严重的水分限制（如干旱等） 

o 酸性和（或）微量元素的任何问题均得到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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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使用的是当地适宜的大豆品种 

o 生育期没有严重的病虫害 

o 肥料施在了正确的位置 

 

疑问与软件更新 

想了解该软件更多信息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IPNI）中国项目部,  Email：phe@ipni.net 

 

关于该软件的最新版本以及更新，请访问： 

http://software.ipni.net/article/nutrient-expert  或者 

http://china-zh.ipni.net/topic/nutrient-expert-software  

 

参考文献： 

Pampolino MF, Witt C, Pasuquin JM, Johnston A, Fisher MJ. 2012. Development approach 

and evaluation of the Nutrient Expert software for nutrient management in cereal crops.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 88:103-110. 

何萍, 金继运, Pampolino MF, Johnston AM. 2012. 基于作物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推荐施肥

方法.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18(2): 499-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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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大基本模块 

 

每个模块至少包含两个问题，用户在一系列供选答案中选择和（或）在设计的文本框中输

入数值就可以回答这些问题。每个模块都提供可被打印或保存的文档（PDF）。用户可以

在不同模块间进行切换和修改，但用户必须认识到在某个模块中的修改会影响到其它模块

（模块间数据是共享的）。 

当前农民养分管理措施及产量 

该模块提供了当前农民养分管理措施及可获得产量的总体概况。该模块的输出报告是一个

包括肥料施用时间、肥料施用量以及肥料 N、P2O5 和 K2O 用量的概要性表格。 

养分优化管理施肥量 

该模块在预估的产量反应和基于 SSNM 养分管理原则基础上，推荐出一定目标产量下的

N、P 和 K 肥料需要量；也可通过已有信息对某个新地区可获得产量和产量反应进行预估

进而推荐施肥。其它影响养分供应的因素或措施——如有机肥的投入（粪便）、作物残茬

管理、上季作物管理等——都需要考虑，从而调整 N、P 和 K 肥料的施用量。 

肥料种类及分次施用 

该模块帮助用户将推荐的 N、P 和 K 养分用量转换为当地已有的单质或复合肥料用量，并

符合 SSNM 优化施肥原则。该模块的输出报告是一个针对特定生长环境的最佳养分指导

原则，即包括选择合适的肥料种类、确定合适的施肥量以及合适的施肥时间。 

效益分析 

该模块比较了当前农民施肥措施及推荐施肥措施两种方式下预估经济效益或实际经济效

益。它展示了一定目标产量下推荐施肥管理措施带来的预期收益变化。经济效益分析需要

用户定义农产品和种子价格，肥料投入成本是根据“设置”页面中用户所定义的试验地点的

肥料价格来计算。输出报告显示了一个简单的利润分析，包括收入、化肥和种子成本，预

期效益以及采用优化施肥带来的效益的变化。 

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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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页可以作为用户对当地具体信息的自定义数据库，如：田块面积单位及产量（地点描

述）、当地已有的肥料种类、养分含量及价格（无机肥料、有机肥料）。输入的数据或信

息都会在关闭页面后自动保存。 

 

1. 软件安装 

目前，该软件有多种版本方便大家在不同设备上安装使用（见下图）。我们推荐您使用兼

容性最好的 Web 电脑版，只需电脑上安装上适配的 Java 插件即可。 

 

Java 插件下载地址：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index.html，点击 JRE 下载

按钮，点击同意许可证协议按钮，Windows 32-位操作系统下载安装 jre-windows-

i586.exe；Windows 64-位操作系统下载安装 jre-windows-x64.exe；苹果系统下载安装

jre-macosx-x64。 

 

2. 使用和操作软件步骤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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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 NE Soybean Web App.jar 来启动该软件。 

（2） 在【主页】，点击【设置】（在主页的右上方）。 

a. 点击【地点描述】、【无机肥料】和【有机肥料】，查看或补充地点信息以及

肥料品种、养分含量和价格信息。 

b. 点击【关闭】返回【主页】。输入或选择的数据将会保存以备四个模块调

用。现在就可以准备运行不同的模块了。 

（3） 在【主页】，点击代表 4 个模块的 4 个按钮中的任何一个。在所选模块（如当

前农民养分管理措施），依次回答屏幕上连续显示每一个问题。 

（4） 点击页面右下角的【下一步】进入下一个模块。也可以通过点击模块标签切换

到其它任意模块（如养分优化管理施肥量）。 

 

 

 

（5） 你可以在任何时间通过点击【返回】或模块标签切换返回到前一个模块。 

（6） 如果要打印某个模块的报告或输出结果，可以点击页面左下角的【报告】按

钮。 

（7） 点击【重置】按钮将会清除当前模块所有已输入的数据或回答的问题，点击

【关闭】按钮会关闭当前模块并返回到【主页】。一旦返回【主页】或切换到其

它模块，该模块所有已输入数据会自动保存。 

（8） 要关闭并退出软件，点击【主页】和【退出】即可。 

注意：问题后面的 按钮可以链接到对该问题的解释或简短的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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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置界面 

 

输入信息： 

o 当地面积单位和产量单位，标准单位为“公顷”和“公斤” 

o 标明有效N、 P2O5和K2O养分含量的当地化肥种类以及每公斤化肥的价格 

o 标明有效N、P2O5和K2O养分含量的当地有机肥或有机物料种类以及每公斤有机肥

的价格 

输出信息：这些信息用于软件不同的模块和函数调用 

 

大豆养分专家系统能够储存或保存当地具体信息，如当地计量单位、可用肥料种类以及价

格。当首次使用或在新的区域使用该软件时，用户首先需要进入“设置”窗口进行设置。再

次使用已知地点信息，用户仅需要选择地点和编辑已有的信息。 

 

1. 地点描述 

用户可以选择区域、省份和生长季节，选择或添加一个地名。当地面积单位、籽粒产量单

位与标准单位的转换（如公顷、公斤）已经在本页输入，当需要时，可以在软件的其它模

块调用。 

如果输入了几个位置信息，要确认一定在地点信息旁边激活（使已输入地点信息处于“打

钩”状态）以确保输入的地点信息处于“激活”状态。 

 

2. 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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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通过选择已有的肥料清单或/和添加新的肥料种类，确认化肥信息齐全。其中，

化肥信息包括：肥料养分含量（%N、% P2O5和%K2O）以及每公斤的肥料价格。 

注意：对于每一个地点，肥料的种类、养分含量以及价格信息必须齐全。点击下图中最下

面一行按钮可添加、编辑、修改和输入肥料信息，输入“数值”后，点击“保存”按钮。 

 

 

 

3. 有机肥 

用户可以通过选择已有的有机肥清单或/和添加新的有机肥种类，确认有机肥料信息齐

全。有机肥信息包括：养分含量（%N、 %P2O5和%K2O）以及有机肥料的价格。 



 8 

 

 

三、当前农民养分管理措施 

输入信息： 

o 当前农民典型气候条件下该季作物的产量 

o 当前农民养分管理措施—肥料用量（无机肥料、有机肥料）、施肥时间 

输出信息： 

o 当前农民养分管理措施的概要表格（每次 N、P2O5 和 K2O 的施用量） 

o 无机肥料和有机肥料 N、P2O5 和 K2O 的总施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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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民养分管理措施及产量是指农民在作物生长季节肥料投入情况。它包括大豆不同生

长阶段施用的肥料种类及用量。用户需要提供肥料的施用量（以 kg 表示）以及施用时间

或以播种后天数表示（DAP）。该模块的输出是包含了每次施用的肥料种类和 N、P2O5 和

K2O 肥料施用量的概要表格（如表 1a），也分别列出了来自无机肥料和有机肥料的 N、

P2O5 和 K2O 的施用量（如表 1b）。 

大豆养分专家系统需要提供代表性气候条件下过去 3~5 年可获得的产量（不包括飘忽不

定的气候条件下异常季节的产量）。如果籽粒含水量未知，则软件将按照 13.5%的标准

含水量将其转化为标准产量数值。 

在【效益分析】模块预估效益时需调用当前农民养分管理措施下的产量，同时，当可获得

的产量（目标产量）未知时，可以参考农民养分管理下的产量预估可获得产量。当前养分

管理措施还可以用于计算肥料投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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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a 每次施肥时的无机肥料施用量 

 

 

表 1b 大豆季总的无机和有机肥料施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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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养分优化管理施肥量 

输入信息： 

o 估计可获得产量：如果知道可以直接填入数值；否则可以通过一些可选项进行估

算，包括作物生长环境描述（如灌溉或雨养，旱涝发生频率，除氮磷钾外的其他土

壤障碍因子） 

o 估计作物对氮磷钾肥的产量反应：如果知道可以直接填入数值；否则可以通过一些

可选项进行估算，包括土壤肥力指标如土壤质地和颜色，有机肥施用情况，上季作

物信息（产量，施肥量和秸秆还田情况） 

o 作物秸秆处理方式，有机肥施用和上季作物养分带入情况 

输出信息： 

o 根据可获得目标产量和产量反应给出的氮磷钾需要量 

o 养分平衡或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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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养分优化管理 N、P 和 K 施肥量 

养分优化管理施肥量模块根据目标产量和产量反应确定 N、P2O5 和 K2O 用量，符合实地

养分管理原则。 

在大豆养分专家系统中，氮肥用量（FN）根据产量反应（目标产量与不施氮小区的产量

差）和氮肥的农学效率（AEN）确定（表 1）。磷肥用量（FP）根据磷肥产量反应（如 1

吨产量反应需 33 kg P2O5）和维持土壤磷素平衡两部分组成，维持土壤磷素平衡部分相当

于需要归还一定目标产量下籽粒 P 养分移走量。同样，钾肥用量（FK）根据钾肥产量反

应（如 1 吨产量反应需 20 kg K2O）和维持土壤钾素平衡两部分组成，维持土壤钾素平衡

部分相当于需要归还一定目标产量下籽粒钾养分移走量 100%的养分量以及最高可达

70%的秸秆 K 养分移走量，具体比例取决于作物残茬还田比例。 

表 1 基于氮肥产量反应和氮素农学效率的中国大豆氮肥需求量 

施氮产量反应 (t/ha) 施氮量 (kg N/ha) 氮农学效率(kg/kg) 

0.1 20 5.0  

0.2 33 6.1  

0.3 43 7.0  

0.4 50 8.0  

0.5 56 8.9  

0.6 60 10.0  

0.7 64 10.9  

0.8 67 11.9  

0.9 69 13.0  

1.0 71 14.1  

1.1 73 15.1  

1.2 75 16.0  

 

目标产量是特定生长季节采用最佳养分管理措施能够获得的产量。可获得产量和产量反应

可结合缺素小区确定。可获得产量是田间最佳管理措施且没有任何养分限制条件下的平均

产量。 

在缺素小区试验资料缺乏时，如未做过缺素试验新的大豆产区，大豆养分专家系统可根据

作物生长条件（如气候）和土壤肥力状况对可获得产量和 N、P 和 K 肥的产量反应进行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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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该软件将通过预估 N、P 和 K 肥的产量反应对未做过减素试验的新的大豆产区进行养

分推荐，这种情况下需要进行田间验证。 

 

在“预估可获得产量”和“预估产量反应”部分，在回答一系列问题后点击“预估”按

钮可得到相应参数。 

  

2. 可获得产量和目标产量的范围 

本软件中设定的可获得产量范围为 1-3.5 t/ha，可获得产量也可以由用户确定或进行预

估。 

o 如果可获得产量已知，用户可以在第一个问题的文本框中直接输入。用户自定义的

可获得产量的范围应该在 1 t/ha 与当地当季大豆最大可获得产量两者数值之间。 

o 如果用户或农民对当地当季大豆最佳可获得产量没有把握，用户可以通过点击问题

1 后面的 [预估可获得的产量] 按钮链接到“预估可获得产量”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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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P、K 用量表格查询 

下面表格给出的是大豆基于目标产量和产量反应的推荐 N、P、K 用量的范例。 

目标产量: 3.25 t/ha，N 产量反应：0.5 t/ha，P 产量反应：0.4 t/ha，K 产量反应：0.5 

t/ha，考虑上季作物后效，接种根瘤菌（推荐施氮量减少 10 kg N/ha），考虑磷钾平衡。

推荐 N 用量为 46 kg N/ha，P 用量为 66 kg P2O5/ha，K 用量为 81 kg K2O/ha。 

 

 

4. 依据有机肥养分施用以及上季作物养分带入的养分计算养分盈亏平衡 

P 和 K 养分盈亏平衡主要通过考虑作物秸秆处理方式、有机肥施入以及上季作物养分带入

量来确定 P 和 K 养分平衡。与大豆总氮需求量相比，有机肥的氮素含量认为可以忽略不

计，因此不考虑有机肥的氮素后效。然而，如果上季作物氮肥用量很高，则需要考虑氮素

后效。考虑上季作物养分残效时，最终的施肥量应是不考虑上季养分残效时的施肥量，减

去应该考虑的养分残效。为减小减肥的减产风险，在不熟悉地块养分状况和施肥历史的情

况下，不建议使用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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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肥料种类及分次施用 

输入信息： 

o 可为当地使用的无机肥料（单质肥料和复合肥料）—已经在设置中确认 

输出信息： 

o 将推荐的氮磷钾肥用量转化为可为当地使用的单质或复合肥料用量 

o 根据作物生长环境提出包括合适的肥料种类、合理的肥料用量和合适的施肥时间的

施肥指南。 

 

 

肥料种类及分次施用模块提供了将推荐的氮磷钾用量转化为可为当地使用的物化的单质肥

料或复合肥料用量。需要注意的是，那些复合肥料中，只有能满足优化分次施用指导方法

的复合肥料才可以在这里使用。推荐的 N，P2O5 和 K2O 用量会自动从[养分优化管理施肥

量]模块复制过来，用户也可以自己修改这些数值。 

这个模块的输出结果（点击上图左下角的“报告”）是一个针对作物特定生长环境确定的

合适肥料种类、合理的肥料用量和合适的施肥时间的施肥指南。施肥指南以两种方式表

达：1）一是推荐必须在作物关键生育期分次施用的包含肥料种类和肥料用量的汇总表

格，2）一页纸的推荐，不仅包括肥料管理指南，还包括其他相关信息（如秸秆还田，有

机肥施用），并推荐施用石灰（如果土壤 pH<5.3）以及其它中微量元素的施肥指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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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缺乏）。同时包括一个指示大豆关键生育期的时间表。肥料用量根据地块面积确定，以

多少公斤肥料表示。 

 
 

如何确定作物生育期施肥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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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农民的喜好和土壤肥力水平，用户可选择一次或两次施用氮肥。当推荐 N 用量小

于 60 kg N/ha 时，系统推荐氮肥一次施用；当推荐 N 用量大于等于 60 kg N/ha 时，用户

可以选择氮肥一次或分两次施用。 

 

氮肥分次施用的注意事项 

o 第一次施肥的实际施用比例可能根据选择的肥料种类（单质或复合肥）不同而较原

选定施肥比例略有变化，采用单质肥料较易实现选定施肥比例，而施用复合肥料较

难一些。 

o 第一次施肥选用复合肥时，首先以磷肥用量来计算（磷肥用量决定着复合肥的用

量），这就意味着氮肥用量可能较原计划用量增加或降低。 

o 第二肥料用量（尿素）由第一次施肥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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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济效益分析 

输入信息： 

o 大豆销售价格 

o 种子价格 

o 化肥价格(从设置栏中用户定义的已有肥料价格估算) 

 

输出信息：比较农民习惯施肥措施与推荐施肥措施的预计成本和收益 

 

 

 

效益分析模块比较了农民当前施肥措施和推荐施肥措施预计投入和收益。该分析模块需要

用户提供大豆销售价格和种子价格。通常情况下，推荐的大豆播种量为 150 kg/ha。用户

可以适当修改播种量，在对应的数据框中输入数值即可。 

所有推荐施肥措施成本和收益都是预期的，该值取决于用户定义的肥料、种子和产品价

格，并假定目标产量能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