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复 混 肥 料 复 合 肥 料

发布 实施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发 布



前 言

本标准第 章 第 章 第 章和第 章中 条为强制性条款 其余为推荐性条款

本标准是对 复混肥料 进行的修订

本标准增加了术语和定义 进一步明确了适用范围 严格了有关包装标识的规定 同时提高了高浓

度产品的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指标和二元低浓度产品的总养分指标

本标准增加了氯离子含量的指标及其分析方法 取消了颗粒平均抗压碎力指标及测定方法 采用了

新的有效磷含量测定方法 使本标准更适合于目前市场发展的要求 也使分析方法更加简便 易于执行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 同时代替

本标准由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并负责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 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上海 中国 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刘刚 杜显兰 张小沁 章明洪 朱涛

本标准于 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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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复混肥料的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 标识 包装 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复混肥料 包括各种专用肥料以及冠以各种名称的以氮 磷 钾为基础养分的三元或

二元固体肥料 已有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复合肥料如磷酸一铵 磷酸二铵 硝酸磷肥 磷酸二氢钾 钙镁磷

钾肥等应执行相应的产品标准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

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固体化学肥料包装

复混肥料中总氮含量测定 蒸馏后滴定法

复混肥料中有效磷含量测定

复混肥料中钾含量测定 四苯基合硼酸钾重量法

和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测定 真空烘箱法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测定 卡尔 费休法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

化肥产品 化学分析中常用标准滴定溶液 标准溶液 试剂溶液和指示剂溶液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复混肥料

氮 磷 钾三种养分中 至少有两种养分标明量的由化学方法和 或 掺混方法制成的肥料

复合肥料

氮 磷 钾三种养分中 至少有两种养分标明量的仅由化学方法制成的肥料 是复混肥料的一种

掺合肥料

氮 磷 钾三种养分中 至少有两种养分标明量的由干混方法制成的肥料 是复混肥料的一种

有机 无机复混肥料



含有一定量有机质的复混肥料

大量元素 主要养分

对元素氮 磷 钾的通称

中量元素 次要养分

对元素钙 镁 硫等的通称

微量元素 微量养分

植物生长所必需的 但相对来说是少量的元素 例如硼 锰 铁 锌 铜 钼或钴等

总养分

总氮 有效五氧化二磷和氧化钾含量之和 以质量百分数计

标明量

在肥料或土壤调理剂标签或质量证明书上标明的元素 或氧化物 含量

标识

用于识别肥料产品及其质量 数量 特征 特性和使用方法所做的各种表示的统称 标识可用文字

符号 图案以及其他说明物等表示

标签

供识别肥料和了解其主要性能而附以必要资料的纸片 塑料片或者包装袋等容器的印刷部分

配合式

按 总氮 有效五氧化二磷 氧化钾 顺序 用阿拉伯数字分别表示其在复混肥料中所占

百分比含量的一种方式

注 表示肥料中不含该元素

技术要求

外观 粒状 条状或片状产品 无机械杂质

复混肥料 复合肥料 应符合表 要求

表

项 目
指 标

高 浓 度 中 浓 度 低 浓 度

总养分

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

水分

粒度 或

氯离子

注

组成产品的单一养分含量不得低于 且单一养分测定值与标明值负偏差的绝对值不得大于

以钙镁磷肥等枸溶性磷肥为基础磷肥并在包装容器上注明为 枸溶性磷 可不控制 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

率 指标 若为氮 钾二元肥料 也不控制 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 指标

如产品氯离子含量大于 并在包装容器上标明 含氯 可不检验该项目 包装容器未标明 含氯 时 必

须检验氯离子含量

试验方法

本标准中所用试剂 水和溶液的配制 在未注明规格和配制方法时 均应符合 之规定



外观

目视法测定

总氮含量测定 蒸馏后滴定法

按 规定进行

有效磷含量的测定及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的计算

按 规定进行

钾含量的测定 四苯基合硼酸钾重量法

按 规定进行 取消其中 中加甲醛步骤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数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允许差

平行测定的绝对差值应符合表 要求

表

钾

绝对差值

不同实验室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符合表 要求

表

钾

绝对差值

水分测定

卡尔 费休法 仲裁法

按 规定进行

真空烘箱法

按 规定进行

粒度测定 筛分法

方法提要

用一定规格试验筛 将实验室样品分成不同粒径的颗粒 称量 计算百分率

仪器

通常实验室用仪器

试验筛 系列 孔径为 或 的筛子

附盖和底盘

天平 感量为

振筛机

分析步骤

根据产品颗粒的大小 将筛子按 或 依次叠好装上底盘 称

取 中经格槽缩分器缩分的试样约 精确至 分别置于 或 筛子上 盖

上筛盖 置于振筛机上 夹紧筛盖 振荡 或进行人工筛分 称量 或

之间的试料 精确至 夹在筛孔中的试料作不通过此筛处理

分析结果表述

粒度 以 或 试料质量占整个试料质量的百分数

表示 按式 计算



式中 或 之间的试料质量

试料的质量

所得结果应表示至一位小数

氯离子含量测定

方法提要

试料在微酸性溶液中 加入过量的硝酸银溶液 使氯离子转化成为氯化银沉淀 用邻苯二甲酸二丁

酯包裹沉淀 以硫酸铁铵为指示剂 用硫氰酸铵标准滴定溶液滴定剩余的硝酸银

试剂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硝酸溶液

硝酸银溶液 称取 硝酸银 溶解于水中 稀释至 储

存于棕色瓶中

氯离子标准溶液 准确称取 经 烘干至恒重的基准氯化钠

于烧杯中 用水溶解后 移入 量瓶中 稀释至刻度 混匀 储存于塑料瓶中 此溶液 含

氯离子

硫酸铁铵指示液 溶解 硫酸铁铵于 水中 过滤 加几滴硫酸 使棕色消

失 稀释至

硫氰酸铵标准滴定溶液 称取 硫氰酸铵溶解于水中 稀释

至

标定方法如下 准确吸取 氯标准溶液于 锥形瓶中 加入 硝酸溶液和

硝酸银溶液 摇动至沉淀分层 加入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摇动片刻 加入水 使溶液总体积

约为 加入 硫酸铁铵指示液 用硫氰酸铵标准滴定溶液滴定剩余的硝酸银 至出现浅橙红

色或浅砖红色为止 同时进行空白试验

硫氰酸铵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 按式 计算

式中 空白试验 硝酸银溶液 所消耗硫氰酸铵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

滴定剩余的硝酸银所消耗硫氰酸铵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

所取氯离子标准溶液中氯离子的质量

与 硝酸银溶液 相当的以克表示的氯离子质量

操作步骤

称取试样约 至 精确至 称样范围见表 于 烧杯中 加 水 缓慢

加热至沸 继续微沸 冷却至室温 溶液转移到 量瓶中 稀释至刻度 混匀 干过滤 弃去

最初的部分滤液

表

氯离子

称样量

准确吸取一定量的滤液 含氯离子约 于 锥形瓶中 加入 硝酸溶液 加入

硝酸银溶液 摇动至沉淀分层 加入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摇动片刻



加入水 使溶液总体积约为 加入 硫酸铁铵指示液 用硫氰酸铵标准溶液滴定剩余的

硝酸银 至出现浅橙红色或浅砖红色为止 同时进行空白试验

分析结果的表述

氯离子 的质量分数 按式 计算

式中 空白试验 硝酸银溶液 所消耗硫氰酸铵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

滴定试液时所消耗硫氰酸铵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

硫氰酸铵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

试料的质量

测定时吸取试液体积与试液的总体积之比

与 硝酸银溶液 相当的以克表示的氯离子质量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允许差

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 应符合表 要求

表

氯离子

绝对差值

不同实验室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 应符合表 要求

表

氯离子

绝对差值

检验规则

本标准中产品质量指标合格判断 采用 中 修约值比较法

产品应由生产企业质量监督部门进行检验 生产企业应保证所有出厂的产品均符合本标准的要

求 每批出厂的产品应附有质量证明书 其内容包括 生产企业名称 地址 产品名称 批号或生产日期

产品等级 产品净含量 总养分含量以及分别标明氮 磷 钾含量 氯离子含量 生产许可证号 及本标准

编号 以钙镁磷肥等枸溶性磷肥为基础磷肥的产品应注明为 枸溶性磷

用户有权按本标准规定的检验规则和试验方法对所收到的产品进行检验 检验其质量指标是否符

合本标准要求

氯离子含量为型式检验项目 下列情况时 应检测氯离子含量

正式生产时 原料 工艺发生变化

正式生产时 定期或积累到一定量后 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如果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 应重新自二倍量的包装袋中采取样品进行检

验 重新检验结果中 即使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 则整批产品不能验收

产品按批检验 以一天或两天的产量为一批 最大批量为

袋装产品 按表 采样 超过 袋时 按式 计算结果采样 计算结果如遇小数 则进为整数



表

总 袋 数 最少采样袋数

全部袋数

总 袋 数 最少采样袋数

超过 袋时 按式 计算结果采样

采样袋数

式中 每批产品总袋数

按表 或式 计算结果 随机抽取一定袋数 用采样器从每袋最长对角线插入至袋的四分之三处

取出不少于 样品 每批采取总样品量不得少于

散装产品 按 规定进行采样

样品缩分 将采取的样品迅速混匀 用缩分器或四分法将样品缩分至约 分装于两个洁净

干燥的 具有磨口塞的广口瓶或聚乙烯瓶中 密封 贴上标签 注明生产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批

号 取样日期 取样人姓名 一瓶作产品质量分析 一瓶保存二个月 以备查用

试样制备 由 中所取一瓶 缩分样品 经多次缩分后取出约 样品 迅速研磨至全部

通过 孔径筛 如样品潮湿 可通过 筛子 混合均匀 置于洁净 干燥瓶中 作成分分

析 余下实验室样品供粒度测定

当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异议需仲裁时 应按 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和产品质量鉴定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执行

标识

产品如含硝态氮 应在包装容器上标明 含硝态氮 以钙镁磷肥等枸溶性磷肥为基础磷肥的产品应

在包装容器上标明为 枸溶性磷 如产品中氯离子的质量分数大于 应在包装容器上标明 含

氯 其余执行

包装 运输和贮存

产品用编织袋内衬聚乙烯薄膜袋或内涂膜聚丙烯编织袋包装 应按 规定执行 每袋净含

量 每批产品平均每袋净含量不得低于

在规定每袋净含量范围内的产品中有添加物时 必须与原物料混合均匀 不得以小包装形式放入

包装袋中

产品应贮存于阴凉干燥处 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潮 防晒 防破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