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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钾肥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我国钾肥行业辉煌成就

钾是农作物生长必需的三大营养元素之一，被誉为“粮食的粮食”。

1949-2019年，经过70年的艰苦奋斗，我国钾肥工业不断壮大，取得了巨大成

就：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盐湖资源从单一钾开发到镁、锂、钾等资源综合开发

循环利用。目前我国拥有资源型钾肥生产企业23家，年产百万吨级大企业有3家，

产量居世界第4位，生产技术和单套生产能力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成就1——实现零的突破，自给能力超50%

我国钾肥由完全依赖进口到目前自给率超50%，大大提升了在国

际钾肥市场的话语权，保障了我国粮食生产安全。

1981-2018年我国钾肥供需关系 来源：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中国海关



成就2——形成两大生产基地，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

2015年之前我国资源型钾肥产能产量增长快速，近年来基本保持稳定。2018年产能约719万吨，产量

545万吨，产能利用率约76%。目前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

青海察尔汗——
我国最大的钾肥
生产基地

新疆罗布泊——
世界最大的单体
硫酸钾生产基地



成就3——着力突破关键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增强

技术创新确保钾肥可持续发展

 国投罗钾研发的“含钾硫酸镁亚型卤水制取硫酸钾”工

艺 ，使我国拥有了世界领先的利用硫酸盐型卤水制取硫

酸钾的技术和产能世界第一的硫酸钾大型装置。

 盐湖股份公司自主研发的光卤石水采船、反浮选冷结晶

、固体溶解转化等颠覆性技术，创立钾资源“固液转化

、驱动开采、贫富兼采、循环回收”的独特开发模式，

资源保障由年产100万吨、服务30年提高到年产500万吨

服务50年。



成就4——开启循环经济，绿色体系相对完善

 盐湖股份从一滴卤水，衍生出融合钾、镁、锂、碱、氯的多产业链循环经济，在盐湖地区

构筑完整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实现盐化工、煤基化工、天然气化工、有色冶金多产业间融

合发展。

 发展绿色循环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截至2018年，我国钾盐绿色矿山入库企业5

家，占本行业企业数的2.2%。



钾盐资源现状

2018年全球探明钾盐储量58亿吨（K2O），俄、加、白
俄合计占68%。中国占6%，居第四位。泰国、老挝、哈

萨克斯坦、刚果（布）等国钾盐资源十分丰富，但勘探
开发程度较低，未统计入内。世界钾盐资源总量达2500
亿吨，供应保障程度超200年。

2018年世界钾盐储量国家分布
（数据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

全球钾盐资源丰富，分布高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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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盐资源现状 我国可溶性钾盐资源短缺，分布高度集中

钾
盐
资
源

可溶性

难溶性

包括含钾卤水和可溶性固体钾盐如氯化钾、光卤石等。2018年查明资源储量10.16
亿吨（KCl），基础储量5.11亿吨（KCl），集中分布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和新疆罗
布泊盐湖，合计占98.7%。

指富钾硅酸盐矿物如钾长石等，资源丰富、分布广泛。据估算，难溶性钾盐资源
储量在100亿吨（K2O）以上。

可溶性钾盐资源分布

杂卤石
富含K、Ca、Mg、S等多元素的难溶性钾盐矿物，可作为可溶性钾盐资源有效补

充和替代资源，主要分布在四川、湖北等省的海相沉积盆地深部，开采潜力大。
据估算，仅川东杂卤石资源折合K2O储量百亿吨以上。

钾长石杂卤石



我国钾盐钾肥主要产品生产情况——产能

 近年来我国资源型钾肥产能逐渐增加，2018年达718.9万吨。

 加工型钾肥产能2017年之前逐渐增加，2018年301.7万吨，同比下降12.1%。



资源型钾肥产量2016年之前逐渐增加，2016年产量最高，

达578万吨，2018年产量545.2万吨，同比减少1.5%。

我国钾盐钾肥主要产品生产情况——产量

加工型钾肥产量2015年最高，达162.9万

吨，后缓慢减少，2018年143.4万吨，同

比较少3.7%。目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硫

酸钾生产国，允许少量出口。



我国钾肥主要生产企业——资源型23家

年产
百万
吨级
大企
业 3
家



我国资源型钾肥生产企业基本全部

分布在青海和新疆，产量分别占

84%和16%。

2018年我国各省区钾肥产量分布

产能（万吨） 产量（万吨）

实物量 折K2O 实物量 折K2O

青海 1125 631.26 782.4 459.2

新疆 181 87.64 172 86

全国合计 1306 718.9 954.4 545.2

青海
84%

新疆
16%



 协会统计目前境外钾盐投资项目约24个，分布在7个国家（加拿大6个、老挝9个、泰国3个、
刚果（布）3个、哈萨克斯坦、埃塞俄比亚和阿根廷各1个）。除在老挝实际生产的60万吨氯
化钾产能外，其余基本处于勘探阶段或建设准备期。

 2018年，国投矿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持有股权方式收购了约旦阿拉伯钾肥公司（世界第8大
钾肥生产商，2018年钾肥产量230万吨）28%股权，成为第一大持股方，通过占股控制海外钾
盐资源，是钾盐资源国际合作开发的一种新模式。

开发进度加载中••••••

我国企业境外钾肥开发现状



我国钾肥消费情况

我国钾盐消费结构中，农业用钾肥约占90%。1981年以来我国钾肥表观消费量快速增加，

2004年突破500万吨（K2O，下同），成为全球第一消费大国。“十三五”期间，在化肥零

增长的情况下，钾肥需求仍保持小幅增长态势。2018年表观消费量约为1018.9万吨，同比增

长0.93%，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27.4%。



我国钾肥进出口情况

 我国一直是钾肥净进口国，以氯化钾为主。2018年进口氯化钾745.6万吨，近三年来进口
数量稳定在680-750万吨。

 我国钾肥进口来源国前三名为加、俄和白俄。三大国进口量合计占比由2014年70.7%增加
到2018年79.9%。2018年，加拿大为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分别为第二、
第三大进口来源国。



我国钾肥价格

 受国际钾肥价格影响，我国钾肥进口价格波动较大，2012-2018进口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
2018年平均247.9美元/吨，2019年9月294.7美元/吨、1-9月平均292.8美元/吨。

 2009年国内氯化钾和硫酸钾价格历史最高，分别为5000元/吨和6800元/吨，后迅速回落，
2018年均价分别为2296元/吨和2883元/吨。2019年9月价格分别为2200元/吨、2840元/吨，1-9
月分别为2329元/吨、2873元/吨。

2001-2018年我国氯化钾进口量价统计 2001-2018年国内钾肥价格与钾肥消费量变化



钾肥行业的形势1——世界钾肥生产高度集中

目前世界钾肥生产能力5990万吨，产量4340万吨。钾肥市场高度集中，约92%产能集

中在加拿大、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以色列、约旦和中国这7个国家的10家企业，

7国钾肥产量占世界总产量90%以上，加、俄和白俄3国钾肥产量占60%以上。



钾肥行业的形势2——世界钾盐供过于求

据 IFA 全球钾盐产能调查，2018-2022年全球大约 15个钾盐扩能项目即将建成投产，其中包括5座

新建装置。预计全球钾盐产能5年间将增长10%，而需求年均增长2%。预计到2022年，产能达

6460万吨、需求4620万吨K2O、开工率71.5%。钾盐需求温和增长将导致潜在不平衡性趋于扩大。



钾肥行业的形势3——消费还有增长空间

2018年粮食总产量6.58亿吨，连续4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根据我国未来10年粮食产量展

望以及作物的养分需求，综合考虑土壤中养分流失数量、难溶钾溶出速度以及我国秸秆还

田比例等因素，我国钾肥需求潜力较大。



我国土地普遍严重缺钾，需要补

钾耕地占60%以上，根据作物需

钾潜力理论测算分析，我国钾肥

消费还有增长空间。根据养分平

衡法推荐平衡施肥指标测算，到

2025年，我国钾盐的需求量可达

1350万吨。

钾肥行业的形势3——消费还有增长空间



我国钾肥发展趋势1——科学有序开发，实现盐湖良性发展

在现有资源的情况下，合理控

制国产钾肥的产能产量，加强

低品位固转液技术的推广及应

用，力争实现稳产50年。

创造美好未来，善待盐湖资源



我国钾肥发展趋势2——发展循环经济产业链

卤水钾矿中通常共伴生有丰富的锂、镁、硼、

钠等资源，具有综合开发与利用价值。以资源

综合利用为核心，形成系列完整的产品与产业

链，实现钾盐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与智能

化发展，实现资源、经济、环境与社会效益的

协调统一。



我国钾肥发展趋势3

——发展水溶肥、缓释钾肥、新型复合钾等新型肥料

时代背景下，大力发展新型肥料是大

势所趋。发展水溶肥、缓释钾肥、新

型复合钾等新型肥料，实现对“肥料

-作物-土壤”的综合调控，提高肥料

利用率，实现肥料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助推农业绿色发展。



02 中微量元素肥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中微量元素肥概况

农作
物必
须的
营养
元素

 大量元素（6种）：碳氢氧氮磷钾，占植株干重的百分之几到千分之几

 中量元素（3种）：钙镁硫，占千分之几

 微量元素（7种）：铁锰锌铜硼氯钼，占万分之几到百万分之几，甚至更少

中微量元素是植物健康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若土壤中缺乏中微量元素或中微量

元素与大量元素间的平衡被打破，将限制作物产量和品质的提高。



 在高产种植的环境下，大量补
充氮磷钾，植物体为了平衡体
内需求，对中微量元素需求也
会增加，而且种植过程中都很
重视大量元素，导致土壤中微
量元素逐渐缺失。

 近年来因为中微量元素缺失造
成的问题越来越多。例如: 棉
花蕾而不花，油菜花而不实，
柑橘接出石头果、小硬果等。



 全世界缺乏微量元素的土壤达25亿hm2，我国缺少微量元素铁、铜、钼、硼、锰、锌的

耕地分别占总耕地面积的5.0%、6.9%、21.3%、 46.8%、34.5%和51.5%。

 研究表明增施中微量元素肥料的小麦、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及油菜、花生等经济作

物平均增产10%以上，且作物抗逆性和品质有明显改善。

 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等30多个国家都大规模生产和广泛应用微肥来补偿

种高产作物造成的土壤中微量元素养分的缺乏。



中微量元素肥料广泛用于水溶肥中。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世界水溶肥产能为

2750.0万t/a，产量大约1227.0万t， 2016-2020年间，水溶肥产能预计增至3800.0万吨，

年均增长率7.9%，水溶肥产量预计增至1900万吨，年均增长率8.8%。

国外生产情况



国外生产情况

主要企业 主要产品

智利SQM（智利化学矿业公司）  硝酸钾、优聪素、多聚硼、美钙镁、瑞恩系列等等、古米系列

以色列化工（ICL）
 世界最大的新型肥料制造商，世界园艺肥料、草坪肥料和高效
农业肥料的领导者。  新型肥料产品涵盖三大系列：控释肥料
（CRF）、全水溶性肥料（WSF）、缓释肥料（SRF）

德国康朴公司（COMPO EXPERT GmbH）德国康朴公司是一家主营叶面肥、控缓释肥和生长调节剂等新型
肥料的公司

以色列的海法(Haifa)化学工业公司
 钾宝，硝酸钾13-0-46 含磷钾宝，12-2-44 保力丰：含氮、磷、钾
及六种微量元素      魔力康：权脂包衣，无氮的氨磷钾缓释肥料
魔力威以及含镁钾宝（12-0-43+2MgO）、磷酸-（12-61-0）、磷
酸二氢钾（0-52-34）、硝酸镁、魔力生（魔力康+速效无氯肥料
等。



国内生产情况

按照产品形态中微肥可划分为三类

无机盐类

包括易溶性无机盐和难溶性微肥，前者主要品种有

硫酸盐、硝酸盐、氯化物、硼酸、硼酸钠盐和钼酸

盐等，后者主要有磷酸盐、碳酸盐、氧化物、各种

含微量元素的矿物、矿渣以及通过高温熔融或烧结

含有微量元素的硅酸盐玻璃肥料等。

有机螯合微肥

主要是利用天然或人工合成的有机螯合剂与微量元

素螯合而成的一类肥料，如 EDTA-Zn、EDTA-Fe
、EDTA-Cu、EDTA-Mn、腐殖酸铁、尿素锌、尿

素铁等。

以氮、磷复合肥料为基础或在大量元素肥料中加入

一种或多种微量元素而制成的一类肥料，如磷酸铵

锰、磷酸铵铁、磷酸铵锌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经过特

殊工艺制成的多元复混微肥等。
复混态微肥



国内生产情况

随着科学施肥技术的普及，我国中微量元素肥料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中微量元素肥料登记产品以水溶肥为主，微量元素肥料以复合型为主。

但是还存在生产工艺简单、生产规模不大、技术含量不高等问题，产业

的发展还需从加强肥料施用的针对性、高效性、环境友好等方面入手，

加强中微量元素肥料新产品研发技术、施用技术、农化服务推广体系等

建设，促进中微量元素肥料产业及应用技术的发展。



国内中微量元素企业、产品登记概况

产品
登记产品

数量
企业数量 代表性企业

登记 水溶肥料 11194 2988

云天化，心连心，金正大，史丹利，山东农大肥业，芭田
进口产品：ICL,SQM,YARA 
专业公司：河北萌帮，芳甸，永通

登记 缓释肥料 29 23
安徽茂施，心连心，山东农大肥业，众德集团，中盐红四方，
金正大，史丹利

登记 生物有机肥 1649 420
根力多，山东泉林嘉有，广西丹宝利，河北绿天，武汉科诺

登记 土壤调理机 29 16
北京嘉博文，通辽梅花，广东大众，广东凯米瑞，山西富邦

登记
尿素硝酸铵溶
液

14 14
鲁西，泸天化，晋开丰喜，金象等

登记 肥料增效剂 7 7
SOLVAY, BASF，中航化肥,沈阳中科,浙江奥复托，美国陶氏

益农

登记 微生物菌剂 2325 1230
北京航天恒丰,江苏绿科生物，新疆丰宝生物，山东植丰农化



2018年，我国几种主要类型的新型化肥产能达到约5500万吨，产量约1956万吨，比2015年增

长了32.5%和9.95%。其中，

 缓控释肥的产量为1300—1500万吨/年，(其中主要是添加缓控释肥的复合肥，按照纯品来

计算，估计在360万吨-460万吨左右)；

 中国商品化有机肥料的产量为1400-1800万吨/年；

 中国微生物肥料的产量为1100-1300万吨/年，企业总数在1200个以上，年产值220亿元；

 中国水溶性肥料的产量为500-600万吨；

 中国新型功能性肥料的产量为100万吨。

国内新型肥料概况



第一是在复合肥料造粒过程加入中微量元素。酸性复
合肥料可促进微量元素有效性和增加作物对肥料养分吸收
和肥效。

第二是水溶肥。把微量元素肥和酸性NPK肥料掺入灌溉

水中，可促进微量元素肥均匀分布，均一混合，提高微量
元素养分在干旱土壤中的有效性和作物吸收。

第三是把微量养分肥料颗粒与NPK颗粒肥料混合。

第四是用液体或固体微量养分包衣NPK颗粒肥料颗肥料

中微量元素肥的四种使用方法



中微量元素肥的应用

 2006年，农业部发布农业行业标准NY/T 1112-2006《配方肥料》，第一次对铁、锰、

铜、锌、硼和钼微量元素“开禁”。该标准规定，铁、锰、铜、锌、硼含量不低于

0.2%和钼含量不低于0.01%可以在包装标识中标明。而此次发布的新标准规定，单一

中量元素不低于2.0%、单一微量元素不低于0.02%可以在包装标识中标明。目前中微

量元素的检测方法按GB/T19203-2003、GB/T14540-2003标准执行。

 据2014年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最新估测，我国耕地土壤中微量元素在缺素临

界值以下的比例为: 钙63%，镁53%，硫40%，硼84%，铁31%，锌42%，锰48%，铜

25%，钼59%，与第二次土壤普查相比，微量元素缺乏的耕地面积增加近1倍。

在复
合肥
中的
应用



中微量元素肥的应用

 掺混肥料又称配方肥、BB肥，意是散装掺混肥料，是由两种及其以上粒径相近的单质肥

料或复合肥料为原料，按一定配方比例，通过简单机械掺混而成，为各种原料混合物。

掺混肥料有粉状和粒状两种形式。

 优点：具有配方灵活、养分全面、浓度高、加工简便、生产成本低、低污染等显著优点

在掺混
肥（BB
肥）中
的应用

 生产和应用掺混肥料较多的国家有美国、日本、加拿大和巴西。美国现有掺混肥料企业

8000余家，掺混肥料产量占化肥消耗量的70％～80％。掺混肥料生产主要有3种形式，分

别是地区性小型造粒生产、交通中心的大型造粒生产和单质肥料的简单掺混。



中微量元素肥发展趋势

发展新型肥料，尤其是中微量

营养元素肥料，保护生态环境，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市场机

会。我国新型肥料发展迅速，

未来发展前景较好。

序号 种类
潜在市场容量 潜在价值规模

吨 万元

1 铜 32542 13017 

2 铁 74059 7406 

3 锰 93725 37490 

4 锌 65359 26144 

5 硼 56349 25357 

6 钼 4379 43786 

326412 153199 



中微量元素肥发展方向

工信部转型升级指导意见：鼓励开发高效、环保新型肥料

• 重点产品：掺混肥、硝基复合肥、增效肥料、尿素硝酸铵溶液、缓（控）释肥、水溶肥、液
体肥、土壤调理剂

• 添加剂：腐植酸、海藻酸、氨基酸等增效剂，硝化抑制剂、脲酶抑制剂等稳定剂

• 优质原料：工业磷酸铵、聚磷酸铵、硝酸钾、磷酸二氢钾等

• 农业部要求：养分高效化 ，肥效长效化，配比科学化，作用功能化



中微量元素肥发展方向

通过“十三五”期间的发展，使行业发展进入国际先进水平行列；
加大化肥营销模式转型及推广力度，满足现代农业的需求。

通过提升技术水平、加强应研
究等工作，增强我国化肥产业
的竞争力；

通过提高农化服务水平，科学施肥，提升产业规模
和产品附加价值；加强对外交流，提高我国企业国
际化经营水平。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企
业精细管理水平，提高行业
整体效益；

三个方面



03 钾肥和中微量元素肥行业发展建议



1. 后备资源不足。我国可溶性钾盐资源短缺，分布极不均匀。至今尚未发现大型固体
钾盐矿床。多数专家认为，找到大型固体钾盐矿等资源不容易，中国找钾是一项长
期艰巨的任务。

2. 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我国已探明的可溶性钾盐资源以盐湖卤水矿为主，共（伴）生
组分多，盐湖资源综合利用与循环利用的配套产业链长，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严重影
响到盐湖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3. 境外钾资源开发推进速度较为缓慢。虽已在多国广泛展开，但除了老挝两个项目实
际生产外，多数还属于绿地项目。境外钾资源开发主要存在周期长、投资规模大、
政治因素不可控等问题。

我国钾盐开发存在问题



钾肥产业发展建议

1. 支持寻找钾盐资源的地质工作，认真落实“油钾兼探”政策，加强对现有盐湖后备
资源的寻找和勘探研究。

2. 建立以钾盐开发为龙头的循环经济和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基地，提高我国钾盐资源的
利用率。

3. 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统筹规划、有序引导中国企业整合已有的境外钾盐资
源，建立重点钾肥项目联合体。



中微量元素肥发展中存在问题

1. 生产规模小，技术水平不高，开工率不足50%，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需要增加技术投
资，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2. 由于新型化肥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肥料品种繁多，缺乏统一的产品标准、市场准入制
度和约束监管机制，肥料管理法律制度的建设明显滞后于肥料行业的发展。市场混乱、
缺乏监管、研发滞后、虚假宣传等，阻碍了中微量元素肥料行业的健康发展。

3. 农化服务落后，销售体系不精细不专业，生产企业对新型化肥的使用培训不到位。



中微量元素肥发展建议

1. 加强农化服务，实现绿色发展。加强化工产业与农业的融合，用先进的农技服务和适用
的农机设备等，助力绿色肥料和健康农业的发展，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做出贡献。

2. 加强中微量元素在农作物生长中作用机理的研究，深入理解作物需肥、吸肥特点，在肥
料生产中加强肥料浓度、剂型、复配等研究，在肥料使用过程加强分作物、分区域使用
方式和使用限量的研究，研制分作物品种、分区域土壤的专用型肥料，实现肥料高效、
准确的施用，提高产品竞争力，扩展应用范围。

3. 建议推动中微量元素专用肥料（比如硫酸钾钙镁）的登记。

4. 应该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建立标准化生产体系、建立健全生产和产品质量管理制度。采
用新工艺和新技术，不断改良产品，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加强副产物的加工和三废的重
复利用，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04
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及
2020年世界钾盐钾肥大会介绍



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China Inorganic Salts Industry Association，CISIA）是全国性、专

业性的社会团体组织，充分尊重会员意志，积极为企业服务，加强与政府部门沟通；发挥
桥梁、纽带的作用，协调各专业分会，凝聚行业整体力量。

行业协调者、组织者、推动者创新服务追求卓越 宗旨 目标

协会概况

无机盐工业是我国化学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生产的无机盐品种有22个系列、1500多
种，总生产能力超过1.2亿吨，总产量超过8800万吨。无机盐是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年均
约200多种产品、2000多万吨产品出口，出口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5个业务部门

19个分会，3个专业委员会

协会组织机构



行业
咨询

技术
交流

国际
合作

企业
调研

会刊
网站

标准
制定

核心
服务

开展行业咨询服务，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
提供依据，为企业经营决策服务。

举办行业技术交流会，参与重大技改项
目的可行性论证，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和
产品结构调整。

组织参加国际技术交流和考察，举办展
览，促进与国外同行间的交流与合作。

分析国内外无机盐产品发展动态，出
版会刊、建立网站、微信平台等。

参与技术标准制定、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和认证等服务。

实地走访企业，反映企业述求，积极向政
府部门反映行业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协会核心服务



行业咨询



技术交流

2018年世界钾肥大会

2019年钾盐钾肥国际论坛 2019年溴及化合物分会成立大会

2018年中国国际磷化工产业发展大会

2019年智能制造与高质量发展论坛



标准制定



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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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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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期刊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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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网站 http://www.cisia.org/



2020年世界钾盐钾肥大会暨格尔木盐湖论坛

时间：2020年8月19-21日
地点：格尔木市会展中心，青海

世界盐湖城 镁锂钾之都
国际钾肥盛会，期待您的光临 ！



谢 谢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