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６５．０８０
犌２１

! " # $ % & ' ' ( ) *
犌犅／犜２１６３３—２０２０
!"ＧＢ／Ｔ２１６３３—２００８

!"#$（犅犅#）

犅狌犾犽犫犾犲狀犱犻狀犵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

２０２０１１１９%& ２０２１０６０１'(

' ( + , - . / 0 1 2
' ( ) * 3 / 0 4 5 6 % &



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２１６３３—２００８《掺混肥料（ＢＢ肥）》，与ＧＢ／Ｔ２１６３３—２００８相比，除编辑性改动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１章）；

———增加了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５和３．６）；

———调整了粒径范围，提高了粒度指标（见表１，２００８年版的表１）；细化了标明含氯产品的氯离子

含量要求及检测方法（见表１、６．６，２００８年版的表１、５．７）；调整了中量元素单一养分的质量分

数指标及检测方法（见表１、６．７，２００８年版的表１、５．８）；

———增加了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见４．３）；

———修改要素“采样方案”为“取样”（见第５章，２００８年版的６．３和６．４）；

———增加了养分含量测定方法供选择（见第６章）；

———调整了型式检验项目和出厂检验项目（见７．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６．１）；

———细化了产品标识的规定（见第７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７章）。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磷复肥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０５／ＳＣ３）

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五洲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美盛农资（北京）有限公司、

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化工院检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商照聪、王学江、滕国清、冯军强、赵淑婷、章志涛、谭占鳌、顾晓青、李峰、宋吉利、

黄富林。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２１６３３—２００８、ＧＢ／Ｔ２１６３３—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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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混肥料（犅犅肥）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掺混肥料（ＢＢ肥）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取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和质量证

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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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混肥料（ＢＢ肥），

适用于缓释型、控释型的掺混肥料；本标准也适用于干混补氮和（或）磷和（或）钾肥料颗粒的复合肥料。

本标准不适用于在复合肥料基础上仅干混有机颗粒和（或）生物制剂颗粒和（或）中微量元素颗粒的

产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６６７９—２００３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Ｔ８５６９　固体化学肥料包装

ＧＢ／Ｔ８５７２　复混肥料中总氮含量的测定　蒸馏后滴定法

ＧＢ／Ｔ８５７３　复混肥料中有效磷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８５７４　复混肥料中钾含量的测定　四苯硼酸钾重量法

ＧＢ／Ｔ８５７６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真空烘箱法

ＧＢ／Ｔ８５７７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卡尔·费休法

ＧＢ／Ｔ１４５４０　复混肥料中铜、铁、锰、锌、硼、钼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１５０６３—２０２０　复合肥料

ＧＢ１８３８２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

ＧＢ／Ｔ１８８７７—２０２０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ＧＢ／Ｔ１９２０３—２００３　复混肥料中钙、镁、硫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２２９２３　肥料中氮、磷、钾的自动分析仪测定法

ＧＢ／Ｔ２４８９０　复混肥料中氯离子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２４８９１　复混肥料粒度的测定

ＧＢ／Ｔ３４７６４　肥料中铜、铁、锰、锌、硼、钼含量的测定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ＧＢ３８４００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ＮＹ／Ｔ１１１７—２０１０　水溶肥料　钙、镁、硫、氯含量的测定

ＮＹ／Ｔ２５４０—２０１４　肥料　钾含量的测定

ＮＹ／Ｔ２５４２—２０１４　肥料　总氮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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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掺混肥料　犫狌犾犽犫犾犲狀犱犻狀犵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

犅犅肥　犫狌犾犽犫犾犲狀犱犻狀犵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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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状肥料。

３．２

总养分　狋狅狋犪犾狆狉犻犿犪狉狔狀狌狋狉犻犲狀狋

总氮、有效五氧化二磷和氧化钾含量之和，以质量分数计。

３．３

标明量　犱犲犮犾犪狉犪犫犾犲犮狅狀狋犲狀狋

标明值　犱犲犮犾犪狉犪犫犾犲犮狅狀狋犲狀狋

在肥料包装、标签或质量证明书上标明的养分含量。

３．４

配合式　犳狅狉犿狌犾犪

按ＮＰ２Ｏ５Ｋ２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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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混肥料中所占

的百分含量。

　　注：“０”表示肥料中不含该养分。

３．５

中量元素　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犲犾犲犿犲狀狋

对元素钙、镁、硫等的统称。

３．６

微量元素　狋狉犪犮犲犲犾犲犿犲狀狋

植物生长所必需的、但相对来说是少量的元素。

　　注：微量元素包括硼、锰、铁、锌、铜、钼等。

４　技术要求

４．１　外观

颗粒状，无机械杂质。

４．２　技术指标

产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要求，同时应符合包装容器上的标明值。

４．３　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包装容器或使用说明中标明适用于种肥同播的产品缩二脲含量应不大于０．８％，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的限量要求执行ＧＢ３８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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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掺混肥料（犅犅肥）的技术指标要求

项　　目 指　标

总养分ａ（Ｎ＋Ｐ２Ｏ５＋Ｋ２Ｏ）／％ ≥ ３５．０

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的百分率ｂ／％ ≥ ６０

水分（Ｈ２Ｏ）／％ ≤ ２．０

粒度（２．００ｍｍ～４．７５ｍｍ）／％ ≥ ９０

氯离子ｃ／％

未标“含氯”产品 ≤ ３．０

标识“含氯（低氯）”产品 ≤ １５．０

标识“含氯（中氯）”产品 ≤ ３０．０

单一中量元素ｄ（以单质计）／％

有效钙（Ｃａ） ≥ １．０

有效镁（Ｍｇ） ≥ １．０

总硫（Ｓ） ≥ ２．０

单一微量元素ｅ（以单质计）／％ ≥ ０．０２

　　
ａ 组成产品的单一养分含量不应小于４．０％，且单一养分测定值与标明值负偏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１．５％。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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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项目

不做检验和判定。若为氮、钾二元肥料，“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项目不做检验和判定。

ｃ 氯离子的质量分数大于３０．０％的产品，应在包装袋上标明“含氯（高氯）”，标明“含氯（高氯）”的产品氯离子的质

量分数可不做检测和判定。

ｄ 包装容器上标明含有钙、镁、硫时检测本项目。

ｅ 包装容上器标明含有铜、铁、锰、锌、硼、钼时检测本项目，钼元素的质量分数不高于０．５％。

５　取样

５．１　合并样品的采取

５．１．１　袋装产品

５．１．１．１　每批产品总袋数不超过５１２袋时，按表２确定取样袋数；超过５１２袋时，按式（１）计算结果取

样，计算结果如遇小数时，则进为整数。

表２　最少取样袋数的确定

每批产品总袋数 最少取样袋数 每批产品总袋数 最少取样袋数

１～１０ 全部 １８２～２１６ １８

１１～４９ １１ ２１７～２５４ １９

５０～６４ １２ ２５５～２９６ ２０

６５～８１ １３ ２９７～３４３ ２１

８２～１０１ １４ ３４４～３９４ ２２

１０２～１２５ １５ ３９５～４５０ ２３

１２６～１５１ １６ ４５１～５１２ ２４

１５２～１８１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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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３×
３

槡犖 …………………………（１）

　　式中：

狀 ———最少取样袋数；

犖 ———每批产品总袋数。

５．１．１．２　按表２或式（１）计算结果，随机抽取一定袋数，取样前上下颠倒４～５次，用按照图１样式制作

的取样探子取样，取样时，先转动内管，使标记螺孔旋至外管凹槽的右边，使槽子关闭，用取样探子从包

装袋的最长对角线插入至袋的二分之一处，转动内管，使槽子打开，样品进入内管，然后关闭槽子，再抽

出取样探子，将样品倒入样品袋中。用取样探子，依次从每袋的四个角处，按上述取样方式采集样品，每

袋取出不少于２００ｇ样品，每批产品采取的总样品量不得少于４ｋｇ。

单位为毫米

图１　取样探子

５．１．２　散装产品

按ＧＢ／Ｔ６６７９规定进行取样。

５．２　样品缩分

５．２．１　将采取的样品迅速混匀，用ＧＢ／Ｔ６６７９—２００３的附录Ｄ规定的格槽式缩分器混合、缩分采取的

样品，注意每次上料时用长方形接受器的短边出料，并且以短边与缩分器中轴线平行的方式出料，沿缩

分器中轴线往复移动接受器以使样品物料均匀平铺于缩分器内；下料时用长方形接受器的长边接料。

样品用缩分器缩分成两份后再全部倒入缩分器，经３～４次再缩分，全部倒入缩分器，这样才能得到混合

均匀的两份样品，这种操作称为混合缩分法。

５．２．２　用接受器取出１０００ｇ～１５００ｇ采取的样品，经缩分器混合缩分后得到两份混合均匀的样品，保

留其中一份。

５．２．３　按以上步骤处理剩余的采取样品，最后将每次处理得到的保留样品混合，再按相同方式混合缩

分，直至保留样品约１０００ｇ，再次经混合缩分得到两份各约５００ｇ样品，分装于两个洁净、干燥的聚乙

烯瓶或具有磨口塞的广口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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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瓶做产品质量分析，另一瓶保存两个月，以备查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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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试验方法

６．１　试样制备

取５．２．３中一瓶样品，按５．２．１中规定混合缩分成两份，其中一份供外观、粒度测定（如果量大可再

混合缩分一次）；另一份再混合缩分一至两次，得到约１００ｇ缩分样品，迅速研磨至全部通过０．５０ｍｍ孔

径筛（如样品潮湿，可通过１．００ｍｍ孔径筛），混合均匀，置于洁净、干燥的样品瓶中或自封袋内，供含量

测定用。

６．２　外观检验

使用未经研磨的样品，目测检验。

６．３　总养分含量的测定

６．３．１　总氮含量的测定

６．３．１．１　方法一　蒸馏后滴定法（仲裁法）

自６．１研磨后的样品中称取试样后，按 ＧＢ／Ｔ８５７２进行测定。

６．３．１．２　方法二　自动分析仪法

自６．１研磨后的样品中称取试样后，按 ＧＢ／Ｔ２２９２３进行测定。

６．３．１．３　方法三　杜马斯燃烧法

自６．１研磨后的样品中称取试样后，按 ＮＹ／Ｔ２５４２—２０１４的第５章进行测定。

６．３．２　有效磷含量的测定及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的计算

６．３．２．１　方法一　磷钼酸喹啉重量法（仲裁法）

自６．１研磨后的样品中称取试样后，按ＧＢ／Ｔ１５０６３—２０２０的附录Ａ进行测定。

６．３．２．２　方法二　磷钼酸喹啉重量法或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自６．１研磨后的样品中称取试样后，按 ＧＢ／Ｔ８５７３进行测定。

６．３．２．３　方法三　自动分析仪法

自６．１研磨后的样品中称取试样后，按 ＧＢ／Ｔ２２９２３进行测定。

６．３．３　钾含量的测定

６．３．３．１　方法一　四苯硼酸钾重量法（仲裁法）

自６．１研磨后的样品中称取试样后，按 ＧＢ／Ｔ８５７４进行测定。

６．３．３．２　方法二　自动分析仪法

自６．１研磨后的样品中称取试样后，按 ＧＢ／Ｔ２２９２３进行测定。

５

犌犅／犜２１６３３—２０２０



６．３．３．３　方法三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自６．１研磨后的样品中称取试样，按 ＮＹ／Ｔ２５４０—２０１４ 的 ４．３．２ 制备试样溶液，然后按

ＮＹ／Ｔ２５４０—２０１４的５．３测定。

６．３．４　总养分含量的计算

总养分含量为总氮、有效磷和钾含量之和。

６．４　水分的测定

６．４．１　方法一　卡尔·费休法（仲裁法）

自６．１研磨后的样品中称取试样后，按 ＧＢ／Ｔ８５７７进行测定。

６．４．２　方法二　真空烘箱法

自６．１研磨后的样品中称取试样后，按 ＧＢ／Ｔ８５７６进行测定。

６．５　粒度的测定

按ＧＢ／Ｔ２４８９１进行，选用孔径为２．００ｍｍ和４．７５ｍｍ的试验筛。

６．６　氯离子含量的测定

６．６．１　方法一　容量法（仲裁法）

自６．１研磨后的样品中称取试样后，按ＧＢ／Ｔ２４８９０进行测定。若滤液有颜色按ＧＢ／Ｔ１８８７７—

２０２０中６．１１．１．４脱色。

６．６．２　方法二　自动电位滴定法

自６．１研磨后的样品中称取试样后，按ＧＢ／Ｔ２４８９０进行试样溶液的制备，按 ＮＹ／Ｔ１１１７—２０１０

第６章进行测定。

６．７　中量元素含量的测定

６．７．１　有效钙、有效镁含量

６．７．１．１　方法一　容量法（仲裁法）

自６．１研磨后的样品中称取试样后，按ＧＢ／Ｔ１５０６３—２０２０附录Ｃ的Ｃ．５．１制备试样溶液，然后按

ＧＢ／Ｔ１９２０３—２００３的３．４测定。

６．７．１．２　方法二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自６．１研磨后的样品中称取试样后，按ＧＢ／Ｔ１５０６３—２０２０附录Ｃ进行。

６．７．２　总硫含量的测定

自６．１研磨后的样品中称取试样后，按 ＧＢ／Ｔ１９２０３进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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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微量元素含量的测定

６．８．１　方法一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仲裁法）

自６．１研磨后的样品中称取试样后，按 ＧＢ／Ｔ３４７６４进行。

６．８．２　方法二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自６．１研磨后的样品中称取试样后，按 ＧＢ／Ｔ１４５４０进行。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类别及检验项目

产品检验包括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４．１和４．２中的项目为出厂检验项目，型式检验包括第４章的

全部项目。在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型式检验：

———正式生产后，如原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指标时；

———正常生产时，按周期进行型式检验，缩二脲含量每六个月至少检验一次，４．３中的其他有毒有

害物质含量每两年至少检验一次；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政府监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７．２　组批

产品按批检验，以一天或两天的产量为一批，最大批量为１０００ｔ。

７．３　结果判定

７．３．１　本标准中产品质量指标合格判定采用ＧＢ／Ｔ８１７０中的“修约值比较法”。

７．３．２　生产企业应按本标准要求进行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该批

产品合格。

７．３．３　生产企业进行的出厂检验或型式检验结果中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重新自同批

次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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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判

该批产品不合格。

８　标识和质量证明书

８．１　产品名称应标注“掺混肥料”或“掺混肥料（ＢＢ 肥）”。配合式中的数值之和应与总养分标明量

相等。

８．２　氯离子的质量分数大于３．０％的产品，应按４．２中的“氯离子的质量分数”，在包装容器的显著位置

用汉字明确标注“含氯（低氯）”“含氯（中氯）”或“含氯（高氯）”，而不是“氯”“含Ｃｌ”或“Ｃｌ”等。标明“含

氯”的产品，包装容器上不应有对氯敏感作物的图片，也不应有“硫酸钾（型）”“硝酸钾（型）”“硫基”“硝硫

基”等容易导致用户误认为产品不含氯的标识。有“含氯（高氯）”标识的产品应在包装容器上标明“氯含

量较高，使用不当会对作物和土壤造成伤害”的警示语。

８．３　包装容器上标有缓释、控释字样或标称缓释、控释、缓控释掺混肥料（ＢＢ肥）时，应同时执行标明的

缓释、控释肥料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８．４　产品使用说明书应印刷在包装容器上，或放在包装容器内，或通过扫描二维码、条形码阅读，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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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产品名称、总养分含量、配合式、使用方法、贮存及使用注意事项等。

８．５　使用硝酸铵产品为原料时，应在产品包装袋正面标注硝酸铵在产品中所占质量分数，应在包装容

器适当位置标注贮运及使用安全注意事项，并应同时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标准中关于安全性能方面的

要求。

８．６　若加入中量元素和（或）微量元素，可按中量元素和（或）微量元素（均以元素单质计）分别标明各单

一元素含量，不应将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含量计入总养分。单一中量元素中有效钙、有效镁含量低于

１．０％、总硫含量低于２．０％、单一微量元素含量低于０．０２％的不应标注。

８．７　每袋净含量应标注单一数值，如５０ｋｇ。

８．８　若在产品包装容器上标明本标准要求之外的肥料添加物可在包装容器上标明添加物名称、作用、

含量及相应的检验方法标准。

８．９　可使用易于识别的二维码或条形码标注部分产品信息。

８．１０　养分含量应以总物料为基础标注，不得将包装容器内的物料拆分分别标注。

８．１１　每批检验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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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净含量、总养分含量、配合式、氯离子含量、生产许可证号及本标准编号。非出厂检验

项目标注最近一次型式检验时的检测结果。

８．１２　其余应符合 ＧＢ１８３８２。

９　包装、运输和贮存

９．１　产品用符合ＧＢ／Ｔ８５６９规定的材料进行包装，包装规格为１０００ｋｇ、５０ｋｇ、４０ｋｇ、２５ｋｇ，每袋净含

量允许范围分别为（１０００±１０）ｋｇ、（５０±０．５）ｋｇ、（４０±０．４）ｋｇ、（２５±０．２５）ｋｇ，每批产品平均每袋净含

量不应低于１０００ｋｇ、５０．０ｋｇ、４０．０ｋｇ、２５．０ｋｇ。也可使用供需双方合同约定的其他包装规格。

９．２　不应将计入净含量范围内的添加物未经混合均匀以小包装形式放入包装袋中。

９．３　产品应贮存于阴凉干燥处，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潮、防晒和防破裂。产品可以包装或散装形式运输。

９．４　产品长距离运输和长期贮存会增加物料分离，使用前要上下颠倒４～５次。

　　注：掺混肥料生产原料相容性匹配原则参见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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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掺混肥料生产原料相容性匹配原则

　　影响掺混肥料不同原料相容、匹配与否的因素有来自物理方面的和来自化学方面的。影响物理相

容性的因素有原料的粒径、外形和密度，其中粒径最为重要，可以通过平均主导粒径（ＳＧＮ）和均匀度指

数（ＵＩ）（参见附录Ｂ）来加以控制。

在我国，掺混肥料需要装袋且运输距离和贮存时间都相对较长，其化学相容性的影响更为重要，这

主要表现在掺混后吸湿潮解或结块、养分损失（氨的挥发和水溶磷的退化）两个方面。

犃．１　掺混后吸湿潮解或结块

吸湿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掺混肥料的临界相对湿度（高于这一湿度肥料会自然吸收水分）降低，或

形成更容易吸湿的化合物。如：尿素和硝酸铵临界相对湿度分别为７５．２％、５９．４％，混合后为１８％，极易

吸湿。二是结晶水会释放出来成为游离水。如尿素和过磷酸钙（或重过磷酸钙）混合时，过磷酸钙（或重

过磷酸钙）中的结晶水会释放出来，增加肥料中的液相比，同时形成的复盐使混合物的溶解度提高，极易

吸湿，导致物理性状恶化。

犃．２　养分损失（氨的挥发和水溶磷的退化）

养分损失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掺混后铵态氮肥中的氨挥发：铵盐与碱性物质原料（如钙镁磷肥、氰

胺化钙、石灰等）混合会造成氨挥发；二是磷肥中水溶磷的退化：过磷酸钙或重过磷酸钙与碳酸钙混合后

可导致其中的水溶性磷逐步退化成难溶性磷，降低磷肥的肥效。

表Ａ．１列出一些常见原料的混合情况，供生产企业生产时参考。

表犃．１　各种肥料原料混合后的情况

硫酸铵

碳酸氢铵 ×

尿素 ○ ×

氯化铵 ○ × ○

过磷酸钙 ○ × ● ○

钙镁磷肥 ● × ○ × ×

重过磷酸钙 ○ × ○ ○ ○ ●

硫酸钾 ○ ● ○ ○ ○ ○ ○

氯化钾 ○ ● ○ ○ ○ ○ ○ ○

磷酸铵 ○ × ○ ○ ○ × ○ ○ ○

硝酸磷肥 ● × ● ● ● × ● ● ● ●

硫酸铵 碳酸氢铵 尿素 氯化铵 过磷酸钙钙镁磷肥重过磷酸钙 硫酸钾 氯化钾 磷酸铵 硝酸磷肥

　　注：○表示可以混合，●表示混合后不宜久放，×表示不可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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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平均主导粒径（犛犌犖）和均匀度指数（犝犐）的计算方法

犅．１　平均主导粒径（犛犌犖）和均匀度指数（犝犐）简介

ＳＧＮ是ＳＩＺＥＧＵＩＤＥＮＵＭＢＥＲ的英文缩写，即平均主导粒径，是指根据质量分数５０％以上所在两筛

间的物料的平均粒径，表征主导粒径的大小，不同肥料颗粒的ＳＧＮ值一般在２８０～３４０之间比较合适。

ＵＩ是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ＩＮＤＥＸ的英文缩写，即均匀度指数，表征粒径的均匀程度，数值越大，均匀

性越好，至少４０才可以接受，不同物料掺混时，ＵＩ值差别不宜超过１５％。

当选择不同颗粒肥料作为原料混配时，ＳＧＮ值和ＵＩ值要全面考虑，力求所有原料在两方面均更加

接近，必要时采用筛分预处理进行选择。

犅．２　犛犌犖值计算方法

称取约２００ｇ的某种颗粒肥料样品进行筛分后分别称量，计算出筛上物的质量占样品总量的比例

和相邻两筛子间筛网孔径的差值，根据５０％以上的筛上物所在两筛的孔径及其筛上物比例进行计算。

ＳＧＮ值犡Ｂ１以粒径的１００倍表示，按式（Ｂ．１）计算：

犡Ｂ１＝犱×１００×
狑ｓ－５０

狑ｓ－狑ｌ
＋犱ｓ×１００ …………………………（Ｂ．１）

　　式中：

犱 ———两相邻筛间孔径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狑ｓ———两相邻筛中小孔径筛以上（含该小孔径筛）各筛上物质量和占总量的质量分数，％；

狑ｌ———两相邻筛中大孔径筛以上（含该大孔径筛）各筛上物质量和占总量的质量分数，％；

犱ｓ ———两相邻筛中小孔径筛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表Ｂ．１举例说明ＳＧＮ值的计算方法：

表犅．１　某颗粒肥料筛分结果

标准筛孔径／ｍｍ ４．７５ ４．００ ３．３５ ２．８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００ 筛底

筛间孔径差／ｍｍ ０．７５ ０．６５ ０．５５ ０．３０ ０．５０ １．００ —

分段筛上物比例／％ ４．５ ９．１ ３３．７ ３４．３ １０．３ ５．８ ２．２ ０．１

筛上物比例／％ ４．５ １３．６ ４７．３ ８１．６ ９１．９ ９７．７ ９９．９ １００．０

　　ＳＧＮ值的计算：

若５０％ 以上在４．７５和４．００之间，则犡Ｂ１＝７５（狑４．００－５０）／（狑４．００－狑４．７５）＋４００

若５０％ 以上在４．００和３．３５之间，则犡Ｂ１＝６５（狑３．３５－５０）／（狑３．３５－狑４．００）＋３３５

若５０％ 以上在３．３５和２．８０之间，则犡Ｂ１＝５５（狑２．８０－５０）／（狑２．８０－狑３．３５）＋２８０

若５０％ 以上在２．８０和２．５０之间，则犡Ｂ１＝３０（狑２．５０－５０）／（狑２．５０－狑２．８０）＋２５０

若５０％ 以上在２．５０和２．００之间，则犡Ｂ１＝５０（狑２．００－５０）／（狑２．００－狑２．５０）＋２００

若５０％ 以上在２．００和１．００之间，则犡Ｂ１＝１００（狑１．００－５０）／（狑１．００－狑２．００）＋１００

表Ｂ．１实例中质量分数超过５０％以上的颗粒肥料在标准筛３．３５和２．８０的筛子之间，则其ＳＧＮ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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犡Ｂ１＝
０．５５×１００×（８１．６－５０）

８１．６－４７．３
＋２．８０×１００＝３３０．７

犅．３　犝犐值计算方法

称取约２００ｇ的某种颗粒肥料样品进行筛分后分别称量，计算出筛上物的质量占样品总量的比例

和相邻两筛子间筛网孔径的差值，根据９５％和１０％以上的筛上物平均粒径之比进行计算。

ＵＩ值犡Ｂ２以粒径之比的百分数表示，按式（Ｂ．２）计算：

犡Ｂ２＝（犛／犔）×１００ …………………………（Ｂ．２）

　　式中：

犛———９５％以上的颗粒所在筛间的平均粒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１０％以上的颗粒所在筛间的平均粒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犛和犔 分别按式（Ｂ．３）和式（Ｂ．４）计算：

犛＝犱×１００×
狑ｓ－９５

狑ｓ－狑ｌ
＋犱ｓ×１００ ………………………（Ｂ．３）

犔＝犱×１００×
狑ｓ－１０

狑ｓ－狑ｌ
＋犱ｓ×１００ ………………………（Ｂ．４）

　　式中：

犱 ———两相邻筛间孔径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狑ｓ———两相邻筛中小孔径筛以上（含该小孔径筛）各筛上物质量和占总量的质量分数，％；

狑ｌ———两相邻筛中大孔径筛以上（含该大孔径筛）各筛上物质量和占总量的质量分数，％；

犱ｓ ———两相邻筛中小孔径筛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犛值的计算：

若９５％ 是在４．７５和４．００之间，则小粒径犛 ＝７５（狑４．００－９５）／（狑４．００－狑４．７５）＋４００

若９５％ 是在４．００和３．３５之间，则小粒径犛 ＝６５（狑３．３５－９５）／（狑３．３５－狑４．００）＋３３５

若９５％ 是在３．３５和２．８０之间，则小粒径犛 ＝５５（狑２．８０－９５）／（狑２．８０－狑３．３５）＋２８０

若９５％ 是在２．８０和２．５０之间，则小粒径犛 ＝３０（狑２．５０－９５）／（狑２．５０－狑２．８０）＋２５０

若９５％ 是在２．５０和２．００之间，则小粒径犛 ＝５０（狑２．００－９５）／（狑２．００－狑２．５０）＋２００

若９５％ 是在２．００和１．００之间，则小粒径犛 ＝１００（狑１．００－９５）／（狑１．００－狑２．００）＋１００

犔 值的计算：

若１０％ 是在４．７５和４．００之间，则大粒径犔 ＝７５（狑４．００－１０）／（狑４．００－狑４．７５）＋４００

若１０％ 是在４．００和３．３５之间，则大粒径犔 ＝６５（狑３．３５－１０）／（狑３．３５－狑４．００）＋３３５

若１０％ 是在３．３５和２．８０之间，则大粒径犔 ＝５５（狑２．８０－１０）／（狑２．８０－狑３．３５）＋２８０

若１０％ 是在２．８０和２．５０之间，则大粒径犔 ＝３０（狑２．５０－１０）／（狑２．５０－狑２．８０）＋２５０

若１０％ 是在２．５０和２．００之间，则大粒径犔 ＝５０（狑２．００－１０）／（狑２．００－狑２．５０）＋２００

若１０％ 是在２．００和１．００之间，则大粒径犔 ＝１００（狑１．００－１０）／（狑１．００－狑２．００）＋１００

按照表Ｂ．１实例计算：

质量分数９５％的颗粒肥料在标准筛２．５０和２．００的筛子之间，质量分数１０％的颗粒肥料在标准筛

４．７５和４．００的筛子之间，根据相应的公式计算如下：

犛＝
０．５０×１００×（９７．７－９５）

９７．７－９１．９
＋２．００×１００＝２２３．３

犔＝
０．７５×１００×（１３．６－１０）

１３．６－４．５
＋４．００×１００＝４２９．７

　　犡Ｂ２＝２２３．３／４２９．７×１００＝５２．０，即均匀度指数为５２．０。

犌犅／犜２１６３３—２０２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