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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生产资料，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

农民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

业。

一、发展现状

（一）取得的成绩

我国是化肥生产和消费大国。经过多年努力，尿素、磷铵等

主要化肥产品从大量依赖进口到自给有余，钾肥国内保障能力不

断增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产业规模持续增长

据初步统计，2010年我国化肥产量6620万吨（折纯，下同），

“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5.0%。主要产品产量均保持较快增长，

尿素、磷铵、氯化钾产量年均增长分别达到4.7%、16.7%和 6.3%。

2010年进口化肥386万吨，出口化肥733万吨，表观消费量约6273

万吨，较好地保障了农业生产的需要。

表1 “十一五”期间我国主要化肥品种产量 单位：万吨

种种种种 类类类类 2005200520052005年产量年产量年产量年产量 2010201020102010年产量年产量年产量年产量 年均增长率年均增长率年均增长率年均增长率(%)

合成氨 4597 4963 1.5

化肥总计（折纯） 5178 6620 5.0

氮肥（折氮N） 3809 4521 3.5

尿素（折氮N） 1995 2516 4.7

磷肥（折五氧化二磷P2O5） 1206 1701 7.1

磷铵（折五氧化二磷P2O5） 488 1057 16.7

钾肥（折氧化钾K2O） 159 397 20.1

氯化钾（折氧化钾K2O） 176 239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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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品种结构得到改善。高浓度化肥比重日益提高，整体达80%。

钾肥国内保障能力由2005 年的 24%提高到 2010 年的 56%。复混

（合）肥、掺混肥、缓控释肥等专用肥料得到快速发展。

表2 2010年我国化肥供需平衡情况 单位：万吨

企业大型化进程加快。“十一五”末已形成24个百万吨级大

型化肥生产企业，其中3家企业产能达 500万吨级，大中型化肥

企业产量占总产量的70%以上。氮肥行业形成20个尿素产能超过

百万吨的大型企业集团，占总产能的68%。磷肥行业形成2 个磷

铵产能超过200万吨的大型企业集团。钾肥行业形成2个百万吨

级大型企业集团。

产业布局逐步合理。原料本地化的合成氨产能比例达到53%。

磷肥生产主要集中在湖北、云南、贵州、四川等磷资源丰富的地

区。青海盐湖、新疆罗布泊钾肥规模逐步扩大。化肥产业布局正

逐步形成基础肥料向资源地、专用肥料向用肥市场调整的格局。

3.循环经济初见成效

氮肥企业的废气、废渣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高，约50%的企

业建设了综合利用的热电联产装置，二氧化硫回收利用，冷却水 、

种种种种 类类类类 产产产产 量量量量 进口量进口量进口量进口量 出口量出口量出口量出口量 表观消费量表观消费量表观消费量表观消费量 国内保障能力国内保障能力国内保障能力国内保障能力（%）

化肥总计（折纯） 6620 386 733 6273 106

氮肥（折N） 4522 26 462 4086 111

磷肥（折P2O5） 1701 39 265 1475 115

钾肥（折K2O） 397 321 6 71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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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循环利用等逐步得到推广。湿法磷酸精制、硫酸低温位热能

回收、磷石膏制石膏板、制砖等大规模综合利用技术取得突破。

钾盐伴生资源综合利用水平逐步提高。

4.技术装备取得突破

具有知识产权的水煤浆、粉煤加压气化等先进煤气化技术与

装备已成功应用于氮肥行业，30万吨/年合成氨、大颗粒尿素已

实现自主化。30 万吨/年磷酸、60 万吨/年磷酸二铵、80 万吨/

年硫磺制硫酸、40万吨/年硫铁矿制硫酸装置的设计、制造、安

装均基本实现自主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钾肥生产工艺技术取

得重大突破，百万吨钾肥工艺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二）存在问题

能源资源约束大，生产成本较高。2010年氮肥行业消耗煤炭

资源约 8500万吨、天然气 100 亿立方米。随着能源价格的大幅

上涨，氮肥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大部分企业一直处于亏损边缘。

磷肥生产所需硫资源对外依存度超过60%。我国磷矿资源丰而不

富，平均品位仅17%，富矿只占6.6%，且胶磷矿多，采选成本高 。

我国钾资源相对贫乏，对外依存度近半，国际市场钾肥价格波动

不定，影响农业生产。

产业集中度不高，落后产能依然较大。我国合成氨企业472

家，平均规模仅14 万吨，小于 8 万吨的企业仍有 249 家。有磷

酸装置的磷肥企业90多家（其中磷铵企业80家），80%的磷酸生

产企业规模不到10万吨。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复混肥生产企业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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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平均规模不足5万吨。中小氮肥厂技术装备相对落后，能

耗高。小型磷肥厂技术水平落后，资源利用水平低，磷石膏无序

堆放对环境影响大。复混肥企业点多面广，产品质量难以保障。

企业农化服务水平低，行业发展模式尚需完善。我国化肥企

业在产业链中仍局限于生产制造领域，主要依赖资源投入、产能

扩张带动发展，生产企业农化服务发展滞后，不适应现代农业测

土配方、精准施肥发展的需要，造成施肥不科学、肥效利用率低 ，

面源污染严重。

二、发展趋势和需求预测

（一）发展趋势

我国人多地少，通过化肥实现农业稳产、增产是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要举措，化肥的刚性需求依然存在。随着我国农业现

代化步伐加快，以及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要求日趋严格，科学施

肥，提高化肥利用效率，减少化肥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将成为未来

农化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目前化肥企业仍享受部分优惠

政策（包括享受天然气、用电和铁路运输等优惠价格及免征增值

税）， 随着化肥价格形成机制不断完善，优惠政策将逐步取消，

化肥企业经营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二）需求预测

我国化肥消费 90%用于农业，10%用于工业。2010 年我国化

肥表观消费量为6273 万吨，其中农用化肥氮、磷、钾施用比例

为 1∶0.36∶0.18。根据“十二五”期间农业生产的品质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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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发展等因素预测，2015年农用化肥氮、磷、钾施用比例按

1∶0.38∶0.25考虑，兼顾工业需求，预计2015年我国化肥需求

总量及结构见表3。

表3 化肥需求预测 单位：万吨

三、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以转

变化肥工业发展方式为主线，加快调整产业组织结构，控制氮肥 、

磷肥产能过快增长，增加钾肥供应和资源保障能力，推进循环经

济，发展农化服务业，培育品牌和营销网络，提高化肥利用效率 ，

保护环境，促进化肥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发展目标

总量目标。“十二五”期间，化肥工业在满足农业、工业基

本需求和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产量整体自给有余，

其中氮肥、磷肥完全自给并有少量出口，钾肥国内保障能力达到

60%以上，基本满足科学施肥的需要。

产业集中度。到2015 年，氮肥、磷肥和复混肥企业数量大

幅减少，大中型氮肥企业产能比重达到80%以上。大型磷肥企业

种种种种 类类类类 2020202010101010年年年年消费量消费量消费量消费量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需求量需求量需求量需求量

化肥总计（折纯） 6273 6610

其中：氮肥（折N） 4086 4350

磷肥（折P2O5） 1475 1490

钾肥（折K2O） 712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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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比重达到70%以上。2家大型钾肥企业集团规模进一步壮大。

产品结构。到2015年，尿素占氮肥的比重达到70%左右，磷

铵占磷肥的比重达到70%左右，无氯钾肥满足国内需求，单质肥

复合化率、大颗粒尿素比重逐步提高。

表4 2015年化肥生产目标 单位：万吨

技术进步。积极推广先进煤气化和煤基多联产技术，先进煤

气化技术的氮肥产能比例提高到30%，年产 45 万吨合成氨和80

万吨尿素装置（或以上规模）实现自主化。不断提高中低品位磷

矿石和磷石膏的利用效率和水平。氯化钾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盐

湖卤水制取硫酸钾技术进一步完善。掺混肥料技术和装备实现产

业化。进一步提高农用化肥的质量标准和技术水平。研究制定尿

素、磷酸二铵的粒径标准。

节能减排。合成氨综合能耗降至1350千克标准煤/吨，其中

以天然气和焦炉气、无烟块煤、非无烟煤为原料的合成氨单位产

品综合能耗分别降至 1150千克标准煤/吨、1300 千克标准煤/吨

及 1650 千克标准煤/吨以下；磷石膏综合利用率提高到40%。

种种种种 类类类类 产产产产 能能能能 产产产产 量量量量

化肥总计（折纯） 7760 6910

氮肥（折N） 5110 4600

尿素（折N） 3600 3220

磷肥（折P2O5） 2150 1860

磷铵（折P2O5） 1600 1320

钾肥（折K2O） 500 450

氯化钾（折K2O） 380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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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任务

（一）加快结构调整

优化品种结构。按照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环境友好的要求，

改进提升尿素、磷铵、氯化钾和硫酸钾（镁）等基础肥料，适度

发展硝基肥料、熔融磷钾肥料、液体肥料等多元肥料，鼓励发展

按配方施肥要求的复混肥和专用肥，重视发展中、微量元素肥料 、

缓控释肥料。

加快兼并重组。抓住化肥流通体制改革契机，加快促进基础

肥料生产向优势企业集中，逐步形成以大型化肥企业为主导的生

产经营格局。鼓励大型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淘汰落后及建设化肥

基地，进一步壮大经营规模和实力。引导大型能源企业与氮肥企

业联合重组，实现优势互补，提高竞争力。

提升农化服务。鼓励大型化肥企业以生产为基础，以质量为

保证，加强质量专业人员培养，着力培育品牌和营销网络，加快

建立高效的供销和服务体系，扩大农化服务业务，减少流通环节 ，

降低化肥流通成本。推动地方开展测土配方，实现精准施肥，防

止和减少过量施肥，提高肥效，降低面源污染。

（二）优化产业布局

促进基础肥料向资源产地和优势企业集中。结合兼并重组、

原料结构调整和上大压小，支持企业在能源产地和有条件的粮棉

主产区建设大型尿素生产基地。在云、贵、鄂、川等磷资源产地 ，

依托现有企业完善大型磷肥基地建设。重点依托青海和新疆钾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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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优势建设大型钾肥基地，青海基地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新

增 100 万吨钾肥产能（实物量），新疆基地力争新增170 万吨钾

肥产能（实物量）。同时加快境外钾肥基地建设步伐。复混肥和

掺混肥料主要在消费区域建立加工、集散、分销和使用服务体系 。

（三）推动技术进步

氮肥。开发和推广大型合成氨、尿素国产化技术及装备，研

发和推广低阶煤、高硫煤加压气化等新型煤气化技术，高效率、

大型化脱硫脱碳、变换、气体精制、氨合成和新型催化剂等先进

净化和合成技术，利用造气炉渣、煤末、吹风气等资源，采用循

环流化床锅炉，实现热电联产，鼓励提高锅炉压力等级，开展能

源梯级利用。

磷肥。重点开发和推广中低品位磷矿制酸及磷酸精制技术，

磷矿伴生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大型硫酸、磷酸、磷铵装置自主化

技术和装备，氟回收和高附加值氟产品生产技术，硫铁矿铁资源

回收利用技术，低浓度烟气回收制酸、煤化工硫回收等含硫废弃

物回收制酸技术，硫酸余热利用技术，磷石膏低能耗制硫酸联产

水泥、制硫酸钾副产氯化铵、制缓凝剂、化学法转化等磷石膏综

合利用技术。

钾肥。重点研发钾矿伴生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盐湖卤水直接

提取硫酸钾技术，难溶性钾资源利用技术，硝酸钾生产新技术，

海水提钾技术。

复混肥。重点开发、推广缓控释肥料和掺混肥料生产技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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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水溶性肥料、新型包裹材料和制剂生产技术，建立和完善

复混肥标准。

（四）提高资源保障能力

鼓励氮肥企业和煤炭企业联合建设化肥用煤生产基地，保障

化肥用煤稳定供应。根据国家天然气利用政策及天然气价格调

整，引导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化肥企业调整原料结构。

加强磷矿特别是中低品位磷矿采选能力建设，在云南、贵州

等地建成 1800万吨磷矿采选能力，新增200 万吨硫铁矿采选能

力，力争探明6-8亿吨磷矿和1亿吨硫铁矿资源储量。

加快国内钾矿资源勘探，开发利用难溶性钾矿资源，加快钾

肥工业“走出去”步伐，力争在境外建成200万吨氯化钾生产基

地。

（五）强化安全发展

加强化肥企业安全生产，对位于城区的老装置研究制定搬迁

规划，新建装置必须进入化工园区或集聚区，保证与周围居民区

的安全距离。加大安全投入，不断利用新工艺、新技术进行安全

改造，提高装置本质安全度。鼓励企业对新建的化肥装置进行危

险和可操作研究分析（HAZOP）和安全完整性评价（SIL）。 鼓励

化肥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加强污水处理及循环利用，积极倡导责

任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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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

（一）加大技术改造力度

继续开展化肥企业技术改造，重点支持氮肥原料和动力结构

调整、磷石膏综合利用、中低品位磷矿加工利用、钾肥工业发展 、

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和新品种产业化项目。支持化肥企业提高信

息化水平，促进两化融合。

（二）完善行业准入制度

制定合成氨、磷铵、复混肥行业准入条件，通过上优汰劣，

产能置换，优化产业结构，逐步建立落后产能退出机制。研究制

定化肥行业淘汰落后工艺技术装备目录及配套政策。

（三）鼓励科技创新

通过对国内各种煤气化示范技术进行评估，开展技术试点推

广应用，鼓励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高技术的稳定性和优越性，

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新型肥料的开发和应用。继续研究开

发化肥大型化技术及装备。

（四）完善化肥市场调控

以保障化肥行业平稳运行和供应为前提，适时调整化肥进出

口政策；完善化肥淡季商业储备制度，推进钾肥国有储备制度建

立。

（五）加强行业运行监测

密切跟踪化肥行业经济运行中遇到的问题，定期发布运行分

析报告，及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化肥行业出现供需失衡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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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大幅度波动等情况。

（六）发挥中介组织作用

大力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在信息统计、标准化管理、技

术交流、人才培训、企业维权等方面的作用，提高行业自律水平 ，

建立诚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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