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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腐植酸是一种天然的有机大分子化合物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在大自然中广泛存在,基于其生
理特性,在改良土壤条件、提高肥效,帮助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近些年
来腐植酸复合肥在农业生产当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围绕腐植酸复合肥在水稻、小麦以及玉米
上的应用效果展开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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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ic acid is a mixture of natural organic macromolecular compounds. This mixture widely exists in
nature. Based on its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soil conditions,
improving fertilizer efficiency, helping crops grow healthily and increasing yield. Therefore, in recent years,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 has also been widely us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umic acid compound fertilizer on rice, wheat and 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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