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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2019年全国放心农资
下乡进村宣传周现场咨询活动在寿
光市拉开帷幕。记者在开幕式现场
了解到，植保无人机市场迅速发
展，智能化成行业发展新趋势。

智能化是无人机今后发展趋势

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参会
的植保机器生产企业有近20家，其
中植保无人机生产企业占了五分之
一。

记者了解到，植保无人机在效
率、安全、环保、防治效果、成本
等方面都明显优于人工喷洒。相较
人工每小时可完成2亩农药喷洒的
作业效率，现阶段市场上使用的无
人机每分钟可完成1-2亩的农药喷
洒作业，是人工喷洒的30-60倍。

大疆农业鲁西南负责人王宪斌
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规模化种
植引发的市场新需求，植保无人机

市场渐入佳境，行业已经基本度过
市场教育阶段。

市场需求带动产业升级换代，
无人机市场也从最初的专人操作逐
渐向“傻瓜机”方向发展。

“去年，大疆农业发布了最新
T16植保无人机，该机进行模块化
设计，可以事先设计飞行路线，同
时将AI智能引擎应用于无人机上，
让其可以自动辨别粮食作物或果
树，进而实现跟踪植保。”王宪斌
认为，未来智能化是植保无人机的
发展方向。

极飞农业参会代表杨玉星认可
王宪斌的看法，他表示，植保无人
机行业发展受人力限制，不可能培
训出成千上万个遥控型的飞手去喷
洒农药。所以植保无人机发展要智
能化，更要接地气，适于新农人操
作。

杨玉星介绍，在植保无人机的

智能化发展上，极飞农业也给出了
自己的方案：植保无人机系统通过
对地理地形识别规划相应喷洒农药
的路径，飞手在智能手持终端上，
将无人机拖拽到相应的航线，即可
执行飞行作业，一个飞手可以同时
操控两台机器以上，这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不必要的人力投入。

有数据显示，我国农业植保仍
以人工加手动、电动喷雾机这样的
半 机 械 化 装 备 为 主 ， 占 比 超 过
90%。2015年，全国植保无人机保有
量仅有2400架，到2018年，全国植
保无人机数量达到8500架，较2015

年增加了6100架。
不过，有业内专家表示，农业

植保受季节限制严重，很容易造成
专业植保服务团队人员和设备闲
置，也不利于留住专业的飞手。因
此，如何建立有效、完善的植保市
场，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

平台共享模式助力发展

目前，国内植保行业拥有丰富
的厂家数量，虽然行业发展没有明
晰的路径，但是面对巨大的市场前
景，植保企业和无人机生产企业都
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争夺市场的
打法与商业模式大相径庭。

“现阶段，我们针对一家一户
或是农业新型主体，推出的模式是
订单式消费，消费者可以在我们的
平台下单，享受上门服务。”桓台
县供销联华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董事
长赵发洲说。

据介绍，该企业依托农技中
心，整合供销行业资源，建立共享
APP平台。平台根据消费者的实际
需求，在保证快速响应的同时，以
面积大小、地理位置等多维度参考
指标进行派单，最大程度发挥植保
无人机的优势。

同时，平台还可以根据耕地实
际测量情况，向服务队提供专业的
药剂配方和喷洒计划，帮助消费者
实现大幅降低化肥、农药的施用
量，节约成本。

和植保企业不同，生产企业多
是以区域划分对接植保团队或是大
型新型农业主体。不过，这种模式
并不是直接向用户销售产品，而是
主打服务，用服务贴近。“我们在
村镇一级建立服务站，通过服务站
来向客户推广农业无人机使用技
术。”山东领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李明玉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由于无人
机植保市场还在形成阶段，没有一
家企业占有绝对的市场份额，格局
争夺仍在进行中。不管是植保企
业，还是无人机生产企业都希望通
过政府合作，结成产业联盟，共同
引导农民更快接受这种模式。

智能化将成植保无人机市场发展新趋势
如何建立有效、完善的植保市场，将是未来行业发展的关键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农村大众报潍坊讯 (记者张超
通讯员刘佳)5月22日，国家小麦

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2018—2019

年度黄淮麦区北片优质强筋小麦品
种展示会，在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
召开。会议旨在展示优质强筋小麦
攻关最新成果，交流优质小麦品种
研发进展，推进小麦良种联合攻关
高质量发展。

在位于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
一孔桥村1800亩的优质小麦示范区
内，集中展示了黄淮麦区北片具有
代表性的12个优质强筋小麦品种师
栾02-1、济南17、济麦229、济麦44、山
农25、泰科麦33、山农111、石优4366、
科农2009、藁优2018、藁优5766、晋麦
95，选用目前生产上的第一大品种济
麦22作为农艺性状对照品种，同时还

展示了黄淮麦区27个优质强筋种质
资源和济麦44千亩示范方。

观摩现场，小麦良种重大科研
联合攻关组和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
系专家，省内外种子经销商、面粉
加工企业代表，对参展强筋品种的
田间长相进行观摩和点评，其中
2018年刚刚通过审定的济麦44受到
广泛关注。

据品种育成人、山东省农科院
作物所副研究员曹新有介绍，该品
种优质、抗病、抗倒、早熟，在多
年多点示范中产量与济麦22相当，
2017、2018连续两年达到国标强筋
小麦标准和郑商所一等强筋小麦标
准，2015、2016、2017连续3年经南
顺集团品质测定均达到企业标准。

“观摩会上展示的济麦44完全

具备了替代进口强筋小麦的条件。我
们需要用产业的理念来发展优质强筋
小麦品种，要注重布局的区域化、生产
的专业化、金融的规模化、发展的产业
化，以求打造完整的强筋小麦产业链
条。”国家小麦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
首席专家许为钢表示。

会上，山东农科院作物所、山
东鲁研农业良种有限公司和山东鲁
粮集团进行了优质小麦产业战略合
作签约，鲁研公司和南顺集团、临
邑富民小麦专业种植合作社分别签
订优质小麦订单收购和种植协议。

自去年以来，我国化肥行业保
持稳中向好的运行态势：供需基本
稳定，价格高位运行。但值得关注的
是，下游需求低迷、出口形势严峻等
仍困扰行业发展。此外，安全环保政
策趋严也将给行业带来极大挑战。

化肥需求低迷

从需求侧看，化肥消费量受农
作物总量减少影响，呈下降趋势。
山东省化肥和煤化工行业协会高级
顾问杨春升表示，为保护土地，国
家在逐步推行耕地修复、实行休耕
轮作，鼓励施用有机肥取代化肥，
推广应用各种功能性新型肥料和有
机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努力提
高化肥利用率，这些措施都导致化
肥施用量减少。

据统计，2016年，全国农用化
肥使用量5984万吨(折纯)，比2015年

减少41 . 5万吨，这是自1974年以来
首次出现负增长。2017年，国内化
肥消费量进一步下降至5 8 5 9 . 4万
吨；2 0 1 8年，国内化肥消费量在
5100万吨左右，表观消费总量降幅
为4 . 9%。杨春升指出，农业种植结
构及农业补贴政策的调整，也直接
影响着化肥使用量。三大主粮播种
面积减少，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化
肥需求。据介绍，2018年我国耕地
轮作休耕试点面积比上年翻一番，
扩大到2400万亩。三大主粮中玉米
播种面积下降0 . 6%，小麦播种面积
下降1%，稻谷播种面积下降1 . 8%。

化肥出口受限

从国际市场看，2016年以来，
国外化肥新增产能进入释放期，其
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化肥与国内以煤
为原料的化肥相比，价格优势不断

扩大，致使我国化肥出口困难。以
尿素为例，我国2014年和2015年连
续两年出口量都超过1300万吨，出
口规模占全球尿素贸易总量的30%

左右。2016年我国尿素出口887 . 07

万吨，同比下降35 . 6%；2017年出口
465 . 6万吨，同比下降47 . 5%；2018

年 出 口 2 4 4 . 7 万 吨 ， 同 比 下 降
47 . 5%。国内产能对尿素出口的依
赖度也从2015年的20%多，降至2018

年的5%左右，预计今年尿素出口量
仍将下降。“2018年我国出现以整
船方式进口尿素的情况，这是12年
来的第一次。如果今年国内外尿素
价差进一步扩大，进口有利可图，
国内仍会进口大量尿素，给国内市
场带来压力。”杨春升分析。

安全环保政策趋严

除了下游需求下降、出口形势

严峻外，化肥行业还将面临安全环
保政策趋严的挑战。杨春升指出，
当前安全、环保工作压力持续加
码。由于压缩产能、危化品搬迁、
环保要求升级等多重因素交互作
用，化肥行业生产的被动局面仍未
得到根本改善。加之国际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全球经济格局重组步伐
加快，以及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
性、不稳定性，这都给国内化肥市
场运行带来隐忧。

“化肥价格的天花板是粮价，
粮食价格不升高，化肥价格也难有
上行空间。化肥价格的底板是能源
和磷矿价格，如果煤炭、天然气、
硫黄、磷矿等价格不降低，那么即
使肥企开工率再低，化肥价格也很
难降下来。现在是天花板低、底板
高，化肥市场可操作空间十分狭
窄。”杨春升分析说。 (中化)

黄淮麦区北片优质强筋小麦品种展示会在潍坊召开

2019年化肥行业绕不开三重困境

我们都知道在生物界有着相生
相克的规律。在各种肥料之间，也
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
比如多施磷肥，多余的有效磷与土
壤中的有效锌结合形成难溶性的磷
酸锌沉淀，从而引起土壤有效锌的
缺乏。不仅如此，多余的有效磷还
会抑制作物对氮的吸收，引起氮的
缺乏。又比如多施钾肥，多余的钾
会减少作物对氮、镁、钙、硼和锌
的吸收，引起农作物体内缺乏这些
营养元素。即使是有机肥也不可过
多施用。如果施用过多，土壤中微

生物与农作物会出现“争氮”“夺
氮”的矛盾，引起土壤一段时间内
暂时缺氮，而且多余的有机质与锌
形成络合物或螯合物，会降低锌的
有效性。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
方法应对肥料“相克”的现象呢？

一、尽可能做到平衡施肥。对
农作物偏施或多施单质肥料，不仅
浪费了肥料，增加了生产成本，而
且会导致其他某种或某些营养元素
的缺乏。施肥时，要根据农作物需
肥结构的不同和土壤的供肥能力，
做到量出为入，不偏不少，力求营

养元素之间的平衡，这样就可以相
安无事。

二、注意需求比例关系。要增
同增，要减同减。相对单质肥料而
言，复合肥或复混肥营养元素的比
例关系比较适当和协调。因此，施
肥时应以复合肥为主，以单质肥料
为辅，如对于以块茎、块根为收获
对象的蔬菜等需钾量大的农作物，
可在施用硫基复合肥的基础上，再
适当增加硫酸钾单质肥料作为补
充。

三、错开施用时期或施用部

位。锌肥和磷肥若混施，必然会产
生“相克”。因此，磷肥应作底肥
或基肥施用，锌肥应作追肥施用。
氮、磷、钾等大量元素肥料应以根
际追肥为主，微肥应采取叶面喷施
的方法。

四、缩小接触范围。氮、钾肥
可采用撒施的方法；磷肥可采用集
中施肥的方法；微肥可采用拌种、
浸种、蘸根等方法，使微量元素局
限在根部这一较小的范围内，尽量
不与大量元素接触。

(汪峰)

肥料“相生相克”，生产中如何应对

产品名称 厂家 价格（ 元/吨）

除
草
剂

草甘膦95%
原药

山东润丰
化工

停报
市场参考价
2.4万

草甘膦95%
原药

山东侨昌
科技

停报
市场参考价
2.4万

百草枯42%
母液

山东科信
生物化工

停报

百草枯42%
母液

山东绿霸
化工

停报

杀
虫
剂

吡虫啉95%
原药

山东联合
生物

停报，市场参考
价15.8万

啶虫脒97%
原药

山东联合
生物

停报,市场参考价
16.3万

哒螨灵95%
原药

山东联合
生物

11.5万

吡虫啉95%
原药
青岛海利尔药
业

15.8万

啶虫脒97%
原药

青岛海利尔
药业

16.3万

杀
菌
剂

丙环唑95%
原药

山东亿嘉
农化

11.8万

烯酰吗啉
95%原药

山东先达
化工

16.0万
市场参考价

醚菌酯97%
原药

山东京博
农化

32 . 0万

氟硅唑95%
原药

山东申达
化工

停报，市场参考价
42.0万

苯醚甲环唑
95%原药

山东东泰
农化

24.5万
期货排单

肥
料

尿素

临沂市场
1950-1960

接货价

菏泽市场
1930

接货价

出厂
1880-1970

成交参考价

复合肥45% 出厂
2100-2150

出厂报价

各地农药化肥价格

（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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