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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龙灯中国
（使命—愿景—价值观）

龙灯集团 一个发展非常迅速的国际性集团公司，总部

加工供应中心之一，是中国农药行业首家获得

位于加拿大温哥华和中国香港。龙灯集团以生命科学为核

CNAS国家实验室认证和首家获得德国GLP国际实验室认证

心业务，涉及农药、医药、兽药、包装材料、超市等多个

企业，同时被认定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并被国家

领域，由遍布全球46家公司组成，业务拓展已达60个国家

指定为博士后工作站。已先后通过ISO9001:2008质量管理

和地区。龙灯集团已在中国投资一家肥料厂、一家包装材

体 系 、 ISO14001:2004环 境 管 理 体 系 、

料厂、一家医药厂和二家农药制剂加工厂等 5家企业及一家

OHSAS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公司秉

农药研究所。

承“质量第一，完美无瑕；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的质量

龙灯环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下属龙灯集团， 专注农药
化工领域，主要生产基地设在中国、印度和巴西，市场销

方针和“遵守法规，防治结合；控污增效，降低风险；全
员参与，持续改进”的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方针。

售遍布世界各大洲。产品主要包括：杀虫（螨）剂、杀菌

主要业务范围包括： 生产、销售自主研发、登记的农

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作物营养产品及兽药等六

化产品并塑造、强化龙灯品牌；代理、销售日本曹达株式

大类。公司通过整合产品研发与分析、注册登记、生产制

会社、日本农药株式会社、德国巴斯夫有限公司、美国陶

造多方面优势，奠定了市场营销与技术服务的坚实基础，

氏益农公司、日本卫材食品化学株式会社、西班牙艾克威

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全球化的、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公

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等跨国公司的品牌及农化产品。从事除

司。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投资最多和销售最大的国外农药公

草剂、杀菌剂、杀虫（螨）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农化产

司之一。

品及特殊功能性肥料的研制、开发及营销业务。

龙灯中国是龙灯环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全球9大区之

龙灯中国为客户提供丰富的产品组合及优质的技术服

一，主要由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龙德化工有限公司及

务，以“客户激发灵感，技术引领发展”的合作理念，同

烟台龙灯肥料有限公司组成。

各级经销商组建营销网络，本着“开发者受益，长期合

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 是龙灯环球农业科技有限公

作，诚信共赢”的原则，诚挚选择合作伙伴，为广大农民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成立于1995年12月22日。主要从事植

提供绿色环保的植物保护与作物营养产品及病虫草害综合

物保护产品业务，为龙灯环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全球制剂

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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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刺激素
Biostimulant
优多 ——优多打两遍，增产看得见!

功能型

产品规格：20毫升×25袋×10盒，100毫升×50瓶，
500毫升×20瓶，1升×10瓶
技术指标：氨基酸≥100g/L; Zn:15g/L; B:5g/L
登记证号：农肥（2015）准字4327号
执行标准：NY1429-2010
产品定位：增产剂
产品特点：明显增加开花数量，减少落花落果，增加结实率、促进果实均匀，成熟期一致
适用作物：开花结果的所有作物
使用技术： 柑橘、芒果等果树稀释1000倍花前花后2-3遍叶喷，果多真均匀；水稻破口
前一周、齐穗各一遍，出穗齐壮真增产；小麦扬花、灌浆各一次，籽粒饱满
麦芒壮
注意事项：与其它微量元素或调节剂混用时应先试后混用

霖爽

——靓果，增甜，表光好舒心!

产品规格： 200 ml×50瓶， 1 L×10瓶
技术指标：腐殖酸≥70 g/L, N+P2O5+K2O≥430 g/L
登记证号：农肥（2015）准字4326号
执行标准：NY 1106-2010
产品定位：激活酶促反应，增强光合作用，抗逆促长防早衰，增产又增收
产品特点：新型生物刺激素，筛选活化的HFA复合体，科学配比氮磷钾，
同时螯合微量元素硼锌铁，功能全面，安全高效。
适用作物：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瓜果蔬菜、果树
使用技术：500-1000倍稀释，叶面喷雾

功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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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效 ——咋喷都有效!

功能型

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能壮 ——啥都能壮!

产品规格：8克×100袋×6盒，100克×100袋，300克×30袋

产品规格：1000毫升×10瓶

技术指标：有机质≥45%; K2O≥17%

技术指标：氨基酸≥100g/L; Zn:9.2g/L; Fe:3.6g/L; B:2.5g/L;

功能型

Mn:4.1g/L; Cu:0.6g/L

登记证号：农肥（2015）准字4525号
执行标准：Q/320583 XGLD 005-2019

登记证号：农肥（2009）准字1393号

产品定位：促长、保果、抗逆、修复保健

执行标准：NY 1429-2010

产品特点：有机、安全、高效、全能

产品定位：转绿快，生长快

适用作物：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水果

产品特点：有机、安全、效果快

使用技术：稀释1500-3000倍喷雾

适用作物：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水果

注意事项：苗期喷雾建议在二叶一心后喷雾，与农药混用时建议先试后混用

使用技术：稀释800-1500倍喷雾
注意事项：苗期喷雾建议在三叶一心后喷雾

真靓 ——安全着色加速器，增加收入好神奇
产品规格：100ml*50瓶，1000ml*10瓶
登记证号：农肥（2016）准字5529号
执行标准：NY1429-2010
产品定位：促进果实着色上糖，提高商品性
产品特点：深挖果实自然着色成熟机理，促进关键酶活，提高作物的生理生
化反应速度，补充着色有益微量元素硼锰。
促进果实提前着色，对作物安全不伤树，提高表光亮度；糖分转
化更充分，品质风味更好。
适用作物：葡萄
使用技术：500-1000倍叶面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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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型

万果乐

——万果乐，乐万果!

产品规格：100g*100袋，300*30袋，1000g*10袋

功能型

技术指标：有机质≥45.0%，K2O≥17.0%
登记证号：农肥(2015)准字4525号
执行标准：Q/320583 XGLD 005-2019
产品定位：促花、促果、抗逆、抗病毒
产品特点：有机、安全、高效、全能
适用作物：各种水果、蔬菜
注意事项：与农药混用时建议先试后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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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根在作物各时期使用效果

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真根 ——生根、养根!

真的把“根”留住!

功能型

产品规格：1公斤/瓶×10瓶/箱，4公斤/桶×4桶/箱，25公斤/桶
技术指标：腐植酸≥40g/L; N:120g/L; P2O5:50g/L; K2O:30g/L
登记证号：农肥（2015）准字4326号
执行标准：NY 1106-2010
产品定位：苗床肥、送嫁肥、定根水、月子肥
产品特点：有机安全无激素，连续使用效果好；养根壮根缓衰老，提高肥效品质高
适用作物：大田作物育苗期、移栽时，蔬菜、瓜类、果树全生育期
使用技术：1. 育苗期：300-500倍淋灌苗床； 2. 移栽定植期：300-500倍灌定根水、缓苗水；

苗期
叶厚秆粗
苗齐苗壮
病害少

定植期

生根快、毛细根多
促进缓苗

苗床
促进幼苗根系发育
减少苗床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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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果树萌动期：亩用5-10公斤结合常规肥料冲施或滴灌；
4. 生长期：亩用4-8公斤冲施或滴灌，与蓝色金豪冲交替或混合使用，效果更佳；
5. 果实成熟前：亩用4-8公斤冲施或滴灌，与真甲或红色金豪冲交替或混合使用，效果更佳；
6. 果树采果后：亩用4-8公斤冲施或滴灌，快速恢复树势；
7. 药害、肥害：亩用8-12公斤冲施，或200-300倍灌根，连续使用2-3次即可

开花前

减少落蕾 促进开花

初果期
座果率高、落果少
果实膨大快

膨果期
促进果实发育
个大、色好、硬度高

注意事项：1. 请贮藏于阴凉干燥处，避免在阳光下曝晒；
2. 长期存放会有沉淀，用前摇匀，不影响效果；
3. 本品含高活性有机因子，胀桶属正常现象

海盛威 ——真正的海藻有机肥
产品规格：10kg/桶
技术指标：有机质≥120g/L; P2O5+K2O≥200g/L
登记证号：农肥（2015）准字4527号
执行标准：Q/320583 XGLD 005-2019
产品定位：连作及多年生作物抗病养根；果树采收后恢复树势和解决根系问
题引起的黄化；淹水、环割等伤后修复及连续低温下的抗逆生根
产品特点：海藻发酵，有机安全
适用作物：瓜类、蔬菜、果树
使用技术：2.5-5公斤/亩，300-500倍稀释随水冲施
注意事项：1.不能与强酸类农药肥料混用
2.请贮藏在阴凉避光环境，防晒、防潮、防热、防倒置

功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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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肥
Water Soluble Fertilizer

源爽（高磷型）——壮根，催花，靓色都省心!

功能型

产品规格：250克×40瓶，1000克×10瓶，10千克×2桶
技术指标：N:70g/L; P2O5:330g/L; K2O:100g/L Fe:1.7g/L Zn:4.5g/L
登记证号：农肥（2015）准字4403号

R

执行标准：NY 1107-2010
R

产品定位：果树叶喷催花整齐促坐果，靓色提品质；瓜菜冲、
滴加速壮根、延缓衰老
产品特点：营养全溶、兼容、好吸收；破除土壤板结；速效长效结合
适用作物：柑橘、苹果树，西瓜、番茄等瓜菜
使用技术：800-1000倍叶面喷雾或滴灌、冲施、浇施

源爽（高钾型）——靓果，增甜，表光好舒心!

功能型

产品规格：250克×40瓶，1000克×10瓶，10千克×2桶
技术指标：N:50g/L; P2O5:150g/L; K2O:300g/L B:5.5g/L Mn:0.7g/L
登记证号：农肥（2018）准字12338号
执行标准：NY 1107-2010
产品定位：果树叶喷，彭果增甜，靓色提品质；瓜菜冲、滴加速壮根、延缓衰老
产品特点：营养全溶、兼容、好吸收；速效长效结合
适用作物：柑橘、苹果树，西瓜、番茄等瓜菜
使用技术：800-1000倍叶面喷雾或滴灌、冲施、浇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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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壮
系列

能壮 花

——花多、花壮、座果多!

营养型

产品规格：50克×25袋×8盒，500克×20袋，1000克×10袋
技术指标：N:8%; P2O5:30%; K2O:12%; B:1.0%
登记证号：农肥（2016）准字5510号
执行标准：NY 1107-2010
产品定位：茄果类、瓜类和果树催花、壮花
产品特点：促进花芽分化、花多果多
适用作物：茄果类蔬菜、各种水果
使用技术：稀释800-1500倍喷雾
注意事项：喷后四小时内遇雨需重喷

卓越品质
全程营养

能壮 叶

——叶绿、苗壮、长得快!

产品规格：50克×25袋×8盒，500克×20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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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型

能壮 果 ——膨果，靓果，品质高
产品规格：20克×50袋×10盒，500克×20袋

技术指标：N:30%; P2O5:10%; K2O:10%; Fe:0.15%; B:0.35%

技术指标：N:5%; P2O5:5%; K2O:40%; Mn:0.15%; B:0.35%

登记证号：农肥（2010）准字1710号

登记证号：农肥（2016）准字5509号

执行标准：NY 1107-2010

执行标准：NY 1107-2010

产品定位：苗期、中前期叶面补充营养

产品定位：中、后期叶面补钾

产品特点：提苗快、叶色好、长得壮

产品特点：溶解快，吸收好，利用率高

适用作物：水稻、棉花、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各种蔬菜、水果

适用作物：水稻、棉花、小麦、各种蔬菜、水果

使用技术：稀释800-1500倍喷雾

使用技术：稀释800-1500倍后喷雾

注意事项：苗期应在三叶一心后开始喷雾，并适当减少用量

注意事项：1. 高温时请在下午四时后喷雾

营养型

2. 与农药混用时，请先溶解本品，再加入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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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多磷钾 ——磷钾含量多，品质优!

营养型

产品规格：5kg×4袋，1000g×12袋，400g×30袋，20kg/袋
技术指标：P2O5:≥51.0%，K2O≥33.8%
执行标准：HG/T 2321-2016
产品定位：作物各个生育期补磷钾
产品特点：纯度高、溶解快、方便安全
适用作物：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水果
使用技术：1.喷雾：稀释500-600倍 2.浸种：稀释500-1500倍，17-20小时
3.基施：4-6公斤/亩
4.蘸根：100-200倍
5.灌根：250-500倍
6.滴灌：1-2公斤/亩
7.冲施：2-3公斤/亩
注意事项：宜在上午或傍晚喷雾，避免高温喷雾；喷雾后两小时内下雨最好重新喷雾

优多钾 ——溶解快，吸收好!

营养型

产品规格：20g×50袋×10盒，500g×20袋
技术指标：N:5%; P2O5:≥5%; K2O:40%; Mn:0.15%; B:0.35%

登记证号：农肥（2016）准字5509号
执行标准：NY 1107-2010
产品定位：中、后期叶面补钾
产品特点：入水即溶，不需搅拌，吸收率为同类产品二倍以上
适用作物：水稻、棉花、小麦、各种蔬菜、水果
使用技术：稀释800-1500倍后喷雾
注意事项：1.高温时请在下午四时后喷雾 2.与农药混用时，请先溶解本品，再加入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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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甲 ——膨大着色防早衰，高效补钾冲施、滴灌肥！

营养型

产品规格：5公斤×4袋/箱、20公斤/袋
技术指标：N+P2O5+K2O≥50%; Cu+Mn+Zn+B+Mo:0.2%-3.0%
登记证号：农肥（2017）准字6331号
执行标准：NY 1107-2010
产品定位：开花期、结果期，果实膨大、着色期
产品特点：兑水即溶无残渣，配方科学吸收快
适用作物：开花、结果作物
使用技术：亩用量5-10公斤随水冲施
注意事项：使用前请兑水稀释搅拌均匀，幼苗期或阴雨天，应酌情使用

金豪冲

——金豪冲，真好冲!

产品规格：5kg×4袋
技术指标：N+P2O5+K2O≥50%; Zn+B:0.5%-3.0%

营养型

登记证号：农肥（2015）准字4371号
执行标准：NY 1107-2010
产品定位：膨果、着色、增甜
产品特点：速溶高效，避免板结
适用作物：各种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瓜果蔬菜
使用技术：5-10kg/亩，300-500倍稀释随水冲施，间隔10-15天使用一次，连续使用3-4次
注意事项：不能与强碱类农药肥料混用；储存于阴凉避光处，防晒、防潮、防热。
长期存放，若有结块，不影响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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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盖

——钙镁同补，果甜果靓！

营养型

产品规格：20公斤/袋
技术指标：Ca:13.0%; Mg:2.0%; Zn:0.35%; B:0.1%
登记证号：农肥（2017）准字6848号
执行标准：Q/320583 XGLD 015-2018
产品定位：含有12%的硝态氮和钙、镁、硼、锌等中微量元素。促进作物快速生长、快速
膨果、提高结果和改善果实品质。
产品特点：无渣速溶颗粒状，使用灵活真方便；氮与钙镁协同补，叶绿果靓长势壮
适用作物：瓜果类：番茄、茄子、辣椒、西瓜、甜瓜、黄瓜、草莓等
果树类：苹果、葡萄、柑桔、芒果、香蕉、菠萝、梨、桃杏李等
使用技术：1. 冲施和滴灌：每次每亩5-10公斤
2. 基施和追施：每次每亩10-20公斤
注意事项：1. 本品宜贮存于阴凉干燥处，切忌阳光下暴晒，避免儿童和牲畜接触；
2. 开口未用完的产品，应把袋口扎紧，密封保存，防止受潮结块；
3. 长期存放，若有结块，不影响肥效

万果

——用万果，防裂果!

产品规格：200ml×50瓶/箱，1L×10瓶/箱
技术指标：Ca≥150g/L; B:10g/L-15g/L; N≥120g/L

登记证号：农肥（2018）准字10762号
执行标准：Q/320583 XGLD 021-2018
产品定位：壮果、靓果、防裂果
产品特点：天然有机螯合物，营养运输双通道，果叶双吸收，高效、快速
适用作物：各种水果
使用技术：1000-1500倍叶面喷雾
注意事项：避免与碳酸盐肥料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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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实百 ——美果爽口百分百!

营养型

产品规格：100克×100袋
技术指标：Ca≥18%; B:1.0%-1.8%
登记证号：农肥（2014）准字3453号
执行标准：Q/320583 XGLD 009-2017
产品定位：花前到幼果期叶面补钙、硼
产品特点：硼钙同补，快速补钙
适用作物：花生、土豆、瓜类、茄果、蔬菜和各种果树
使用技术：稀释1000-1500倍喷雾
注意事项：高温时应在下午三时后喷雾，喷后四小时内遇雨需重喷

龙灯微益

——靓果，增甜，表光好舒心!

产品规格：200ml/瓶*50瓶，1L/瓶*10瓶
技术指标：B+Fe+Zn≥100g/L Ca+Mg≥60g/L
登记证号：农肥（2018）准字10750号
执行标准：Q/320583 XGLD 019-2019
产品定位：预防缺素，促生长、提品质
产品特点：五元素螯合，双通道运输，吸收好、利用高
适合作物：果树、蔬菜（瓜果类）
使用技术：1000-1500倍叶面喷雾
注意事项：避免碱性，硫酸盐肥料混用

功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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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营养
叶爽 ——预防解决花叶、小叶!

营养型

产品规格：100g×100袋
技术指标：Zn+B≥15%; Mg:5%
登记证号：农肥（2017）准字6526号
执行标准：Q/320583 XGLD 013-2017
产品定位：整个生育期叶面同时补充多种微量元素
产品特点：提供全面均衡营养
适用作物：多种蔬菜、各种水果
使用技术：稀释1000-1500倍喷雾
注意事项：高温时应在下午三时后喷雾，喷后四小时内遇雨需重喷

优多硼 ——渗透快，吸收好!
产品规格：250g×40瓶，1000g×10瓶
技术指标：B≥150g/L
登记证号：农肥（2010）准字1947号
执行标准：Q/320583 XGLD 002-2016
产品定位：中、前期叶面补硼
产品特点：有机、安全、吸收快
适用作物：开花、结果作物
使用技术：稀释1500-2000倍后均匀喷雾
注意事项：作物花期喷雾时最好在花前或花后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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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帅 ——甜帅补钾快，果甜长得帅

真地爽 ——活土促根 快补营养
产品特点：
活土壤：有机营养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改善根圈环境；
促生根：可吸收的有机营养，刺激根系生长，增强根系吸收营养的能力；
好吸收：可以促进土壤大中微量营养协同补充，满足作物对于速效养分的吸收。
使用方法：
做底肥埋施或者追肥撒施使用。
注意事项：
请勿在阳光下曝晒，应贮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儿童和牲畜接触；
使用时，请与作物种子或根部保持适当安全距离；
具体使用量以及使用方法，请根据作物情况，咨询当地农技人员。
产品说明：
15-5-10，有机质≥20%，40kg，25kg。
适用于果树，瓜菜等

永笑

——水稻用永笑，增产有绝招

产品特点：
使用日本脲醛技术，添加水稻特需的微量元素，持续供应营养。水稻分蘖壮，抽穗齐，秕
谷少。减少了肥料的浪费，有效达到增加产量的目的。
使用方法：
做底肥或者作物生长后期追肥使用，可撒施，可埋施。
注意事项：
使用后减少放水。
沙质土，漏水漏肥田需要酌情增加用肥量。
请勿在阳光下曝晒，应贮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儿童和牲畜接触；
使用时，请与作物种子或根部保持适当安全距离；
具体使用量以及使用方法，请根据作物情况，咨询当地农技人员
产品说明：
22-8-15，低氯，25kg，适用于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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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本品由矿石粉化生产加工而成，速溶无残渣，游离酸和氯离子含量降到极致，确保产品偏中性到弱碱性
（以1：250检测）。

使用技术：
撒施，冲施，滴灌。
注意事项：
沙质土、盐碱地等漏水漏肥田块，或者高温、多雨地区需要酌情增加用肥量。
请勿在阳光下曝晒，应贮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儿童和牲畜接触；

劲久 ——均衡营养，长效释放
产品特点：全新一代升级配方，有机结合日本进口S型和L型控释技术，添加作物所需的有
益微量元素，让营养释放更加智能。
在适合作物生长的条件下，长效释放，有效提高养分利用率，少量多次供给作物养分，缓
解作物隐性脱肥。
营养均衡，作物更健康，有效提升农产品品质。
使用方法：做底肥或者培肥使用，可穴施、条施或者沟施，施肥后覆土。
注意事项：沙质土、盐碱地等漏水漏肥田块，或者高温、多雨地区需要酌情增加用肥量。
请勿在阳光下曝晒，应贮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儿童和牲畜接触；
使用时，请与作物种子或根部保持适当安全距离；
具体使用量以及使用方法，请根据作物情况，咨询当地农技人员。

产品含量

规格

备注

适用作物

16-8-18
18-12-20
27-11-12
24-14-16
24-10-10
27-18-9

40kg，25kg
25kg
25kg
25kg
25kg
40kg，25kg

硫基
硫基
低氯
低氯
低氯
低氯

果树，瓜菜
果树，瓜菜
水稻，玉米
水稻，玉米，小麦
玉米，水稻
小麦，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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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改良剂
Soil Conditioner
劲 快 ——用劲快，根系好，见效快
产品特点：
1.海藻酸速效颗粒，让作物长出更多根系，吸收营养。
2.增强作物抗逆能力，缓解药害肥害的能力。
3.可以直接被作物吸收的氮肥，无需在土壤转化，追肥速度更快。
使用技术：
撒施，或者溶解后冲施。
注意事项：
施用时请与根系或者种子保持适当距离。
避免儿童和牲畜接触，如有沾染，请用大量水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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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含量

规格

备注

适用作物

17-10-17
12-8-23
28-0-0

40kg
20kg，40kg
25kg

硫基
硫基
低氯

果树，瓜菜
果树，瓜菜
水稻，小麦，玉米

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地补乐 ——培土养地活有机
产品规格：40公斤/袋，20公斤/袋
技术指标：N+P2O5+K2O≥5%; 有机质≥45%;
产品定位： 蚕沙和蔗泥经过高温灭菌、充分腐熟。含有45%以上的土壤所必须的有机质，能够快速有
效改善土壤根际化境、促进作物根系生长，同时有效减少土传病害感染机率。
产品特点：1. 天然原料，富含活性有机质，适宜土壤微生物生存繁殖
2. 弱碱性，中和酸性土壤，改善土壤团粒
3. 含有大量有益菌
适用作物：易感染土传病害的作物，连作重茬作物
使用技术：做基肥使用，视作物产量和投入承受能力，施用量越大
效果越好。根据土壤肥力情况，配施氮磷钾肥料
注意事项：产品长时间存放，会有白色菌丝产生，不影响产品使用效果

新地补乐 —— 用上（新）地补乐，农民喜收获
产品规格：40公斤/袋
技术指标：有效活菌数≥0.2亿/g; 有机质≥40%;
产品定位：富含40%以上土壤必需的有机质，同时含有0.2亿的高活性解磷、解钾菌，有效改善土壤根
系环境，提高根系活力，提高能被作物吸收的有效磷、有效钾的含量，解决土壤板结、酸
化、根系弱等问题。让土壤恢复健康，作物根系发达、果实大又甜！
产品特点：1. 富含多种适应能力强的有益微生物
2. 富含有益微生物繁衍的基质，可减少氮的流失和增加磷的利用率，提高土壤的肥
力和化肥利用率；
3. 弱碱性，能中和酸性土壤，改善土壤团粒结构；
适用作物：连作重茬作物，多年耕作土壤
使用技术：作为基肥施用，视当季作物产量和投入承受能力，施用量越大，效果越好。根
据土壤肥力情况，配施氮磷钾肥料
注意事项：本品宜存放于避光、阴凉、干燥处，忌户外曝晒和潮湿的环境，使用时，请与
作物根部或种子保持适当距离，勿与农药直接混用；初次使用建议加大亩用量，
土壤改善后可逐年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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