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2018, 24(5): 1330–1337
Journal of Plant Nutrition and Fertilizers

doi: 10.11674/zwyf.18048
http://www.plantnutrifert.org

不同叶面肥对烤烟 Cd 吸收及烟叶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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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农田土壤 Cd 污染已经成为影响烟草安全生产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降低烟叶 Cd 吸收转运及
Cd 污染，对烟叶品质的影响研究对低危害烟草的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不同叶面肥对烟草 Cd 吸收及烟
叶品质的影响，以期为植烟区 Cd 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了南方植烟区的红泥田
(Cd 0.515 mg/kg)、黄泥田 (Cd 1.862 mg/kg) 及青紫泥田 (Cd 1.145 mg/kg)，以南方主栽烤烟云-87 和 K-326 为测试
品种，进行了盆栽试验。以喷施蒸馏水为对照，选择了有机络合 Zn 叶面肥、腐植酸络合 K 型叶面肥、硅溶胶
铁型叶面肥三种叶面肥 (编号分别为 FI-1、FI-2、FI-3) 进行试验，在烟草移栽后第 21、36 和 49 天进行喷施，每
次连续喷施三天。调查了烟草生物量、烟叶 Cd 含量和烟草品质指标。 【结果】 1) 与对照 (喷施蒸馏水，CK)
相比，在烟草苗期、团棵期和旺长期喷施 3 种不同叶面肥对云-87 与 K-326 的烟叶干重有明显增加作用，其
中，FI-1 对烟叶干重增加效果最好，云-87 与 K-326 的烟叶干重分别增加了 24.4% 和 30.8%；不同叶面肥在三种
不同性质土壤中对烟叶增重效果顺序为 FI-1 > FI-2 ≈ FI-3；2) 不同叶面肥处理可明显降低云-87 与 K-326 中部烟
叶 Cd 含 量 。 与 对 照 相 比 ， 在 红 泥 田 (A) 土 中 ， 云 -87 与 K-326 烟 叶 Cd 含 量 分 别 降 低 18.0%～35.7%、
26.2%～40.2%；在黄泥田 (B) 中，云-87 与 K-326 烟叶 Cd 含量分别降低 10.3%～36.1% 和 24.8%～42.2%；在青
紫泥田 (C) 土壤中，云-87 与 K-326 烟叶 Cd 含量分别降低 26.1%～33.0% 和 19.4%～30.8%。不同叶面肥对三种
不同性质土壤上烟叶 Cd 降低的总体效果为 FI-1 > FI-2 > FI-3。3) 三种叶面肥处理烟叶中总氮、钾含量比对照有
明显增加，其中 FI-1、FI-2 处理与对照 (CK) 相比均差异显著 (P < 0.05) ；而与对照相比，不同叶面肥均在一定
程度降低了烟叶中烟碱与氯的含量 (P < 0.05) ，其中 FI-1、FI-2 处理烟叶中烟碱与氯含量显著降低，而 FI-3 处
理效果不明显；三种不同叶面肥均在不同程度提高了烟叶中钾氯比、糖碱比和氮碱比，其中 FI-1 和 FI-2 效果更
显著。除了青紫泥田土壤中，FI-3 处理 K-326 烟叶中的还原糖偏高外，总体而言，喷施不同叶面肥处理的烟叶
化学成分大部分均处于适宜范围内，其中，FI-1、FI-2 处理对提高烟叶品质指标具有显著效果。 【结论】 三种
叶面肥对降低烟草 Cd 的吸收和运转都具有显著效果，有机络合 Zn 型和腐植酸络合 K 型叶面肥还有效提高了烟
叶的品质。因此，喷施有机络合 Zn 型和腐植酸络合 K 型叶面肥可作为 Cd 污染土壤上进行烟草安全高效生产的
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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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Soil Cd pollution is concerned for the safety of tobacco cultivation. How to prevent the
uptake and transport of Cd by tobacco has been attempted in many ways.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foliar fertilizers on reducing Cd uptake and improving tobacco quality to provide a cost effective way for the safe
production of tobacco in Cd polluted soils. 【Methods】 A pot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using red clay soil (Cd
0.515 mg/kg), yellow clay soil (Cd 1.862 mg/kg) and cyan clay soil (Cd 1.145 mg/kg), and two cultivars of
tobacco, Y-87 and K-326, were selected as tested materials. Taking distilled water as control, three kinds of foliar
fertilizers, i.e. organic chelated-Zn foliar fertilizer (FI-1), humic acid chelated-K foliar fertilizer (FI-2) and silica
sol iron foliar fertilizer (FI-3), were sprayed on the 21st, 36th and 49th day since the tobacco seedlings were
transplanted. At harvest, the biomass of tobacco was weighted, the Cd contents in different parts were determined,
and the uptake and tobacco quality indices were measured. 【Results】 1) Spraying foliar fertilizers significant
increased the dry weight of tobacco leaves, and the best effect was observed with fertilizer of FI-1 with a
maximum increase of 24.4% in Y-87 and 30.8% in K-326. The less effects were by fertilizer FI-2 and FI-3 and the
twos were similar with each other. 2) Compared with control, the Cd contents in the middle leaves of tobacco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 < 0.05). The average decrement of middle leaf Cd contents for Y-87 and K-326
were 18.0%–35.7% and 26.2%–40.2% in paddy soil, 10.3%–36.1% and 24.8%–42.2% in yellow mud, and
26.1%–33.0% and 19.4%–30.8% in duck feces mud soil. The effect of foliar fertilizers on Cd uptake generally
followed the order of FI-1 > FI-2 > FI-3. 3) The total N and K contents in tobacco leaves were increased by
spray of foliar fertilizers, and the increase reached significant levels merely by fertilizer FI-1 and FI-2 (P <
0.05). The nicotine and chlorine contents were decreased, and the decrease reached significant levels by fertilizer
FI-1 and FI-2 and not by FI-3 (P < 0.05). The ratio of K/Cl, sugar/alkali and N/alkali were increased with foliar
fertilizer spraying, especially for FI-1 and FI-2. Except for a slight increase of reduced sugar for FI-3 treatment in
duck feces mud, the overall properties of tobacco leaves were in the optimal range for all foliar fertilizers, in
particular, the FI-1 and FI-2. 【Conclusions】 Spraying the three foliar fertilizers could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uptake and upload of Cd by tobacco in the Cd-polluted soils. Meanwhile, the organic chelated-Zn and humic
chelated-K fertilizers perform satisfactory in improving the tobacco qualities. Therefore, spraying chelated-Zn and
humic chelated-K fertilizers is considered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safe and high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tobacco in
Cd-polluted s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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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 (Cd) 是烟草非必需营养元素，但烟草是 Cd

降低土壤中 Cd 有效形态的含量，采用不同施肥措施[8]，

的高富集作物。Cd 污染不仅造成土壤肥力的下降，

利用阳离子拮抗作用[9]等，而针对利用叶面肥进行作

抑制烟草的生长发育，而且会影响烟草的品质

物降 Cd 效果的研究较少，且多以小麦、水稻等作物

[1– 3]

。

随着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日益加剧，重金属已成

为研究对象[10–12]，如靳磊等[12]根据离子拮抗原理，在

为影响烟草安全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重金属元

水稻不同生长期，喷施 Zn 叶面肥，水稻籽粒中

素中，Cd 具有毒性大、污染普遍等特点，而烟叶中

Cd 降低达 45.8%；刘永贤等[13]利用 Se、Si 叶面肥喷

的 Cd 具有易挥发、在烟气中的迁移比例高等特点[4–5]，

施水稻后，籽粒 Cd 降低达 83.3%。关于叶面肥对烟

更易对人体造成危害。过去一直把降害的焦点集中

草的研究多集中在叶面肥对烟草幼苗生长、烟叶品

在降低烤烟的焦油上，而目前越来越多研究表明，

质和抗病性的影响方面 [14–15]，对烟草降 Cd 效果的研

重金属污染也是危害烟草安全生产的重要因素之

究鲜见报道。随着我国农田高度集约化生产，土壤

一[6–7]，因此，降低烟草对 Cd 的吸收、累积对低危害

中有机质与微量元素的含量逐年减少。研究表明，

烟草种植具有重大意义。

在烟草生长发育过程中施用不同微量元素肥料，有

降低 Cd 向土壤–烟草系统中的迁移是控制烟叶

促进植株生长、增加产量、提高烟叶品质的效果 [16]，

中 Cd 含量的有效方法。近些年来，国内外针对 Cd

所以在生产实践中，通常把喷施 Zn、Se 等微量元素

从土壤向烟草迁移与控制技术等进行了较多研究，如

叶面施肥作为调节作物营养、促进作物生长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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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措施[14, 17]。

24 卷

此，本研究针对烟草植株叶面大，吸收效果好的生

作为 Cd 富集作物，烟草对 Cd 的吸收、累积分

理特性，以自制 3 种不同叶面肥，通过盆栽试验探

配规律不同于其他重金属元素，Pb、Hg、As 等主要

究叶面肥对降低烟叶 Cd 吸收的效果以及烟草品质变

累积在烟草的根系中，难以向茎叶部转运，而 Cd 在

化的响应特征。

烟草中的迁移性较强，Cd 在烟草不同部位的含量顺
序为叶 > 茎和根，烟草植株中的 Cd 有 80% 以上累积
在叶片中 [7, 9, 18] 。土壤中的 Cd 主要以自由 Cd 2+ 或 Cd
的低分子有机或无机络合物形式，通过 Ca 2+ 、Zn 2+ 、
K + 等离子通道转运进入根细胞质外体中，再通过蒸
腾作用进入中柱木质部和韧皮部长距离转运至茎叶[18]。
进入植物体细胞的 Cd 将大部分与不同蛋白质官能团
络合形成有机、无机 Cd 络合 (螯合) 物，一部分可
溶 Cd 通过 H+/阳离子反向运输器、ATP 酶、ABC 转
运蛋白等途径转运到液泡中[19–20]。叶面气孔是植物与
外界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的主要通道, 气孔通过调节其
开闭状态, 控制着水分、养分离子及 CO2 等进入植物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土壤与烟草品种
采集了我国南方三个不同植烟区 0—20 cm 的表

层土壤，根据土壤类型分别记为样点红泥田 (A)、黄
泥田 (B) 和青紫泥田 (C)。将采集的土壤经自然风
干，剔除植物根系与砾石后，过 2 mm 筛后进行土壤
理化性质测定 [24] 。供试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1。
供试烤烟品种为我国南方主栽烤烟品种‘云-87’和
‘K-326’。

供试叶面肥

1.2

体内, 从而达到生理平衡 [ 2 1 – 2 2 ] 。在喷施叶面肥过程

试验采用 3 种叶面肥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提供)

中，植物通过叶面叶孔直接吸收叶面肥中的养分元

进行盆栽试验，其性质与成分见表 2。三种叶面肥分

素与阳离子，因此，叶片是植物最重要的根外营养

别为：叶面肥-1 (代号 FI-1)；以油菜秸秆粉碎 (< 2 mm)

器官。不同作物叶表含有数量不等的叶孔，利用叶

后，在室温 (25 ± 2)℃ 条件下发酵，将发酵液与 Zn2+

面施肥打破了土壤根部施肥的传统方式，更加直接

制备成含 Zn 浓度约为 10 mg/L 的液体有机络合-

便捷，叶面肥具有针对性强、养分利用率高、肥料

Zn 叶面肥；叶面肥-2 (代号 FI-2)；以 0.1 mol/L 碱溶

用量少的特点 [23] ，且避免了不当施肥造成的土壤污

液提取有机肥中腐植酸后，再利用稀酸分离方法得

染；而基于离子拮抗与植物营养原理，开展不同叶

到低分子富里酸 (FA)，将 FA 与 K+ 水溶液按照一定

面肥对烟草 Cd 吸收与品质成分影响研究，对植烟

比例混合后，制备成浓度约为 100 mg/L 的液体腐植

区 Cd 污染土壤的烟草安全生产具有重要意义，鉴于

酸络合-K 型叶面肥；叶面肥-3 (代号 FI-3)，将有机

表 1 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Table 1 physic-chemical properties of tested soils
样点
Site

土壤类型
Soil type

Cd (mg/kg)

pHa
(H2O)

有机质 (g/kg)
OM

CEC
(cmol+/kg)

<0.002 mm 粘粒 (%)
Clay

全量 Total

DTPA-Cd

A

红泥田 Red clay soil

6.51 ± 0.22

35.8 ± 5.2

23.6 ± 2.1

25.1 ± 3.2

0.515 ± 0.37

0.382 ± 0.08

B

黄泥田 Yellow clay soil

6.43 ± 0.27

40.5 ± 3.6

16.9 ± 1.8

31.4 ± 2.5

1.862 ± 0.28

1.026 ± 0.12

C

青紫泥田 Cyan clay soil

7.26 ± 0.34

32.5 ± 2.8

15.7 ± 1.6

23.7 ± 4.1

1.145 ± 0.25

0.886 ± 0.11

注（Note）：pH 测定值为 4 次样品平均值 ± 标准误差 The pH result is the mean value of 4 samples ± standard error.

表 2 不同叶面肥的性质与主要成分 (g/L)
Table 2 The pH values and main nutrient contents of the foliar fertilizers
叶面肥 Foliar fertilizers

pH

全氮 Total N

全磷 Total P

全钾 Total K

Ca

Zn

S

FI-1

7.23

105.2

46.5

21.4

3.5

13.1

FI-2

6.85

75.1

35.9

133.9

5.8

FI-3

7.08

ND b

ND

ND

ND

Fe

–SH

8.8

1.1

11.5

5.2

2.7

5.2

0.6

0.4

ND

11.5

ND

注（Note）：FI-1—有机络合锌型叶面肥 Foliar fertilizer containing organic chelated-Zn；FI-2—腐植酸络合钾型叶面肥 Foliar fertilizer
containing humic chelated-K；FI-3—硅溶胶铁型叶面肥 Silicon sol iron foliar fertilizer；ND—低于测定下限 Limit of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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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乳液[有机硅氧烷 R 2 Si(OH) 2 与表面活性剂、去离

酸 (优级纯) 6 mL 和 H2O2 2 mL，加盖拧紧，摇匀放

子水混合后的乳浊液]与 Fe 溶液按照一定比例混合

置过夜，上机消解，160℃ 左右赶酸至尽干，5% 硝

后，得到含铁约为 10 mg/L 的液体硅溶胶铁型叶面

酸转移定容到 25 mL 容量瓶中，利用等离子发光光

肥，上述溶液中 Zn、K、Fe 阳离子含量以仪器测定

谱仪进行 Cd 含量测定。

值为准。

1.4.4 巯基 (-SH) 含量测定 采用碘量返滴定法测定[24]

2+

1.3

吸取 2.0 mL 经过 0.22 μm 的溶液放于 100 mL 碘量瓶

试验处理
采用盆栽试验，每盆装土 10 kg，按照烤烟种植

管理方法，每盆加入氮磷钾底肥及烟草专用肥后并
达到 70% 的最大田间持水量。将在育苗盘育苗好的
烟苗移栽至盆中，每盆移栽 1 棵烟苗。试验设置对
照 (CK，喷施去离子水)、FI-1、FI-2 及 FI-3 共 4 个
处理，每一种土壤共有 8 个处理，每个处理 3 次重
复，共有 72 盆。叶面肥的应用方法如下：当烟草移
苗后第 21 天时，第一次将上述叶面肥以喷雾形式喷
洒到烟草植株叶片上，将上下叶片全部喷湿即可，
连续喷施 3 天；按照上述方法，在烟草生长期为团
棵期时 (第 36 天，10～13 片叶) 进行第二次喷施，
连续喷施 3 天；第三次喷施日期为烟草旺长期 (第
49 天，团棵到现蕾期间)，连续喷施 3 天。每次叶面
肥喷施时间均为下午 5～6 点。试验于移栽后 8 周采
摘下部叶 3 片，中、上部叶于试验结束时 (移栽后
118 天) 采集。收获时，同时采集植株茎、根及土壤
样品后，将根表泥土先用自来水冲洗干净，然后用
去离子水冲洗 3 遍后，分别编号。根据测定项目不

中，加入 5 mL 无水乙醇、10 mL 质量分数 36% 醋
酸，然后加入 0.400 g 碘化钾，待碘化钾完全溶解
后，迅速滴加 10 mL 0.03 mol/L 碘酸钾溶液，加盖放
冰水中冷却 5 min，用 0.03 mol/L 硫代硫酸钠溶液滴
定至黄色消失为止。
1.4.5 烟叶主要化学成分测定 [27] 在烟草收获期，在
每个处理取选中部 (第 9～10 片) 上部 (第 12～13 片) 叶，
在 60℃ 条件下烘干至恒重，粉碎、过 0.25 mm 筛，
称取叶样 0.200 g，采用 San++(荷兰 SKALAR 公司)
连续流动分析仪测定烟叶总糖和还原糖、烟碱、总
氮、氯等化学成分；采用 722 分光光度计测定烟叶
钾含量，并计算总糖/碱、氮/碱、钾/氯。

1.5

所有试验数据采用 Excel2007 和 SAS9.2 分析，
进行不同处理间的显著性 (P < 0.05) 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叶面肥对烟草生物量的影响

同，进行 65℃ 条件下杀青后，烘干 6～10 h 至恒重
待测。

1.4

统计分析

从图 1 可以看出，喷施 3 种不同叶面肥后，对
云-87 与 K-326 的烟叶干重有明显增加作用。红泥田

测定方法

试验中，对照土壤中云-87 与 K-326 每盆干重分别为

1.4.1 土壤理化性质测定 土壤 pH、有机质含量、阳

19.67 g 和 21.44 g，喷施叶面肥后，云-87 与 K-326

离子交换量 (CEC) 及粘粒 (< 0.002 mm) 含量的测定

烟叶干重为 20.71～23.41 g 和 22.64～25.45 g，云-87

按照《土壤农化分析手册》中的方法 进行测定；土

与 K-326 的烟叶干重分别增加 5.30%～19.0% 和

壤阳离子交换量采用非缓冲的硫脲银方法测定；土

5.6%～18.7%。黄泥田试验结果表明，喷施不同叶面

壤的电导率在水土比为 2.5∶1 的条件下振荡 1 h，静

肥后，与对照相比，云-87 与 K-326 的烟叶干重分别

置 30 min 后测定；土壤黏粒含量通过吸管法测定；

增加为 8.5%～24.4% 和 9.8%～21.9%；青紫泥田试

土壤 pH 按照土/水比为 1∶2.5，以电位法测定悬液

验中，3 种不同叶面肥对云-87 与 K-326 的烟叶干重

pH 值。

分别增加 2.5%～16.1% 和 9.5%～30.8%。不同叶面

1.4.2 土壤中 Cd 含量测定 采用 GB/T17141-1997[25]

肥在三种不同性质土壤中对烟叶增重效果顺序为

的方法：称取 0.20 g (精确至 0.001 g) 过 0.10 mm 筛

FI-1 > FI-2≈FI-3。

的土壤样品于 100 mL 聚四氟乙烯坩埚中，用盐酸、

2.2

[25]

硝酸、氢氟酸、高氯酸消解后，过滤定容至 50.0 mL

不同叶面肥对烤烟烟叶 Cd 含量的影响
从图 2 可以看出，喷施 3 种不同叶面肥后，对

刻度管中，利用等离子发光光谱仪 (ICP- MS) 进行测定。

云-87 与 K-326 的中部烟叶 Cd 有明显降低作用。在

1.4.3 烤烟中 Cd 含量测定

烟叶中 Cd 含量测定采

红泥田土壤试验中，对照处理的云-87 与 K-326 烟叶

用 HNO3–H 2O2 微波消解后等离子发光光谱仪测定法

中 Cd 含量分别为 1.59 mg/kg 和 1.92 mg/kg，喷施

进行测定：称取样品约 1.00 g 于消解罐中，加浓硝

3 种不同叶面肥后，云-87 与 K-326 烟叶 Cd 含量比

[26]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1334

烟叶重 (g/pot, DW)
Weight of leaves

50

云-87
K-326

红泥田
Red clay soil

40

50

24 卷

黄泥田
Yellow clay soil

40

30
b

b

a a

ab ab

b

ab

50
40

a ab

30
b b

ab

a
ab b

30

20

20

20

10

10

10

0

0
CK

FI-1

FI-2

FI-3

青紫泥田
Cyan clay soil

b c

b

a

a a

b b

0
CK

CK

FI-1
FI-2
FI-3
叶面肥 Foliar fertilizer

FI-1

FI-2

FI-3

图 1 不同叶面肥处理对烟叶干重的影响
Fig. 1 Dry weight of tobacco leaves under different foliar fertilizers
[注（Note）: FI-1—有机络合锌型叶面肥 Foliar fertilizer containing organic chelated-Zn；FI-2—腐植酸络合钾型叶面肥 Foliar fertilizer
containing humic chelated-K；FI-3—硅溶胶铁型叶面肥 Silicon sol iron foliar fertilizer；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同一土壤同一品种不同叶面肥处理
间差异显著 (P < 0.05) Different letters above the bar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reatments for the same cultivar and soil (P < 0.05).]

烟叶镉含量 (mg/kg)
Cd content in tobacco leaves

3.0

云-87
K-326

2.5

红泥田
Red clay soil

6
5

黄泥田
Yellow clay soil

a

4

a

1.5

c c

b

b b

c

a

3
c

1.0

2

0.5

1

青紫泥田
Cyan clay soil

3

a
2.0

4

c

b

b b

c

2

a

a
a

b b

b

FI-1

FI-2

a
b

1

0

0
CK

FI-1

FI-2

FI-3

0
CK

FI-1
FI-2
FI-3
叶面肥 Foliar fertilizer

CK

FI-3

图 2 叶面肥对烤烟中部烟叶 Cd 含量的影响
Fig. 2 Cd content of middle tobacco leaves under different foliar fertilizers
[注（Note）: FI-1—有机络合锌型叶面肥 Foliar fertilizer containing organic chelated-Zn；FI-2—腐植酸络合钾型叶面肥 Foliar fertilizer
containing humic chelated-K；FI-3—硅溶胶铁型叶面肥 Silicon sol iron foliar fertilizer；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同一土壤同一品种不同叶面肥处理
间差异显著 (P < 0.05) Different letters above the bar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reatments for the same cultivar and soil (P < 0.05).]

对照降低 18.0%～35.7%、26.2%～40.2%，其中叶面

中不同品质指标的适宜性范围分别为 [28– 30] ：氮含量

肥 FI-1 处理对 Cd 吸收的降低效果最为显著。在黄泥

(1.5%～4.0%)、烟碱 (1.3%～3.5%)、还原糖 (18%～

田的试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相比，3 种不同叶面肥对

22%)、氯含量 (0.2%～0.6%) 及含量 (适宜为 > 2%)。

云-87 与 K-326 烟叶 Cd 含量的降低幅度分别为

根据烟叶化学成分的适宜性指标，从表 3 可以看

10.3%～36.1%、24.8%～42.2%；在青紫泥田土壤试

出，在三种不同性质土壤中，对照处理中云-87 和

验中，3 种不同叶面肥对云-87 与 K-326 烟叶 Cd 含

K-326 烟叶中总氮含量虽然在适宜范围内，但含量均

量的降低幅度分别为 26.1%～33.0%、19.4%～

偏低，而喷施 3 种不同叶面肥后，总体而言，烟叶

30.8%。不同叶面肥对三种不同性质土壤中烟叶

中总氮含量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其中 FI-1、FI-2 处

Cd 降低的效果为 FI-1 > FI-2 > FI-3。

2.3

不同叶面肥对烟草品质成分的影响

理比对照 (CK) 达到显著 (P < 0.05) 差异，烟叶中钾
含量与总氮含量变化类似；而就烟叶中烟碱与氯含

相对于下部与上部烟叶，烟草的中部叶 (腰叶)

量而言，与对照相比，不同叶面肥均在一定程度降

由于具有非常良好的配和特性、不易于破碎和较高

低了烟叶中烟碱与氯的含量，其中 FI-1、FI-2 处理

烟叶成丝率等特点，因此，优质的中部叶是烟草优

烟叶中烟碱与氯含量显著 (P < 0.05) 降低，而 FI-3 处

质栽培的重要关注指标之一 。本试验中，对 2 种不

理没有显著差异；除了上述指标外，不同处理烟叶

同烤烟中部烟叶的品质成分进行了测定。烤烟烟叶

中还原糖与对照相比，没有显著变化，均在适宜范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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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叶面肥对烤烟品质成分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the foliar fertilizers on quality component of middle tobacco leaves
土壤
Soil
红泥田
Red clay soil

品种
处理
总氮 (%)
Cultivar Treatment Total N
云-87
Yun87

K326

黄泥田
Yellow clay soil

云-87
Yun87

K326

青紫泥田
Cyan clay soil

云-87
Yun87

K326

烟碱 (%)
Nicotine

还原糖 (%)
Reducing sugar

钾含量 (%)
K content

氯含量 (%)
Cl content

K/Cl

糖碱比
氮碱比
Sugar/Nicotine N/Nicotine

CK

1.93 c

2.29 a

21.73 ab

2.16 b

0.22 a

9.82 c

9.48 b

0.84 b

FI-1

2.62 a

2.04 b

20.64 b

2.31 a

0.21 a

11.00 ab

10.10 a

1.28 a

FI-2

2.25 b

2.11 b

21.81 a

2.42 a

0.20 a

12.10 a

10.81 a

1.07 a

FI-3

1.86 c

2.17 ab

19.50 b

2.10 b

0.20 a

10.50 bc

8.99 b

0.86 b

CK

1.67 b

2.43 a

19.78 ab

2.27 b

0.31 a

7.32 c

8.11 b

0.69 c

FI-1

2.01 a

2.04 b

21.36 a

2.93 a

0.24 b

12.21 b

10.44 a

0.99 b

FI-2

2.12 a

1.89 c

18.90 b

3.04 a

0.21 c

14.48 a

10.00 a

1.12 a

FI-3

1.79 b

2.35 a

20.71 a

2.41 b

0.29 a

8.31 c

8.81 b

0.76 c

CK

2.06 b

2.14 a

19.80 b

2.33 c

0.25 a

9.32 c

9.25 b

0.96 c

FI-1

2.44 a

1.86 b

18.68 b

2.84 b

0.21 bc

13.52 a

10.00 b

1.31 b

FI-2

2.52 a

1.64 b

21.44 a

3.02 a

0.22 b

13.73 a

13.05 a

1.54 a

FI-3

1.97 b

2.05 a

20.52 a

2.37 c

0.19 c

12.47 b

10.00 b

0.96 c

CK

1.98 b

2.38 a

21.45 b

2.41 b

0.21 bc

11.48 b

8.99 b

0.83 b

FI-1

2.35 a

2.13 b

21.92 a

2.77 a

0.22 a

12.59 a

10.61 a

1.10 a

FI-2

2.29 a

2.02 b

20.30 c

2.95 a

0.23 a

12.83 a

10.05 a

1.13 a

FI-3

2.07 b

2.33 a

19.93 c

2.38 b

0.20 c

11.90 b

8.54 b

0.89 b

CK

1.79 b

2.05 a

22.30 a

2.37 b

0.24 a

9.88 c

10.88 c

0.87 c

FI-1

2.04 a

1.89 bc

20.19 b

2.44 ab

0.22 ab

11.09 b

12.38 b

1.08 a

FI-2

2.01 a

1.72 c

20.47 b

2.57 a

0.21 b

12.24 a

13.20 a

1.17 ab

FI-3

1.88 b

1.96 ab

22.26 a

2.42 ab

0.22 ab

11.00 b

12.04 b

0.96 b

CK

1.95 b

2.19 a

21.46 b

2.39 b

0.22 a

10.86 b

9.77 c

0.89 b

FI-1

2.11 a

2.00 a

20.48 c

2.44 ab

0.21 a

11.62 ab

11.20 b

1.06 a

FI-2

2.06 a

1.81 b

21.76 ab

2.50 a

0.21 a

11.90 a

12.76 a

1.14 a

FI-3

1.97 b

2.11 a

22.10 a

2.36 b

0.20 a

11.80 a

10.47 b

0.93 b

注（Note）: FI-1—有机络合锌型叶面肥 Foliar fertilizer containing organic chelated-Zn；FI-2—腐植酸络合钾型叶面肥 Foliar fertilizer
containing humic chelated-K；FI-3—硅溶胶铁型叶面肥 Silicon sol iron foliar fertilizer；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同一土壤同一品种不同叶面
肥处理间差异显著 (P < 0.05) Different letter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reatments for the same cultivar and soil type (P < 0.05).

围内。FI-1、FI-2 处理均在一定程度增加了烟叶中钾

旺长期喷施后，对烟草植株生长均有不同程度促进

氯比、糖碱比及氮碱比，而 FI-3 处理的烟叶中上述

作用，其中，有机络合-Zn 叶面肥 (FI-1) 对植株生长

三种指标变化没有明显规律。总体而言，除了青紫

的促进作用最显著，其次是腐植酸络合-K 型叶面肥

泥田土壤中，FI-3 处理烟叶中的还原糖偏高 (与对照

(FI-2) 和硅溶胶铁型叶面肥 (FI-3)。对云-87 而言，

相比差异不显著) 外，喷施不同叶面肥处理的烟叶化

FI-1 在红泥田、黄泥田和青紫泥田土壤中每株干重

学成分大部分均处于适宜性范围内，其中，FI-1、

比对照分别增加了 19.0%、24.4%、16.1%，而 K-326

FI-2 处理对提高烟叶品质指标具有显著效果。

的每株干重分别增加了 18.7%、21.9%、30.8%，均
达到显著水平 (P < 0.05)，不同叶面肥对烟叶增重效

讨论

3

果顺序为 FI-1 > FI-2≈FI-3。有研究表明，叶面肥通

本试验中，三种叶面肥中分别含有活性 Zn 、
2+

K 、Fe 等中、微量元素，在烟草的苗期、团棵期和
+

2+

过增加烟草中、微量元素营养供给，可以显著促进
植株生理代谢 (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提高叶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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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和烟叶产量。FI-1 与另外两种阻控剂相比，氮

壤酶活性、烤烟的燃烧性和阴燃持火力，对烟叶品

含量明显较高，碳、氮代谢是烟草植株最基本的代

质和卷烟制品的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35]。

谢过程, 氮素对光合碳固定有显著促进作用，有利于
提高烟草产量[16]，同时，已有大量研究表明，氮肥形

4

结论

态与致病菌及作物抗病性有密切关系，合理的硝态

1) 三种叶面肥对烟草植株生长具有明显促进作

氮和铵态氮配比可以有效的预防烟草黑胫等烟草常

用，其中，含 Zn 叶面肥可分别增加两品种烟叶干重

见减产疾病[18, 31]。

24.4% 和 30.8%；

污染土壤中降低作物 Cd 吸收的修复技术包括重

2) 三种不同叶面肥均可不同程度地降低烟叶对

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低吸收作物品种的筛选

Cd 的吸收、转运，其中云-87 和 K-326 烟叶中 Cd 分

与应用，作物对重金属吸收生理阻控等 [32] 。本试验

别降低 36.1% 和 42.2%；

中，烟叶通过叶表吸收叶面肥中的 Zn 2+ 、K + 及 Fe 2+

3) 不同叶面肥均可不同程度地提高烟叶中氮和

等养分离子，被叶表吸收转运的 Zn2+、K+ 及 Fe2+ 通

钾的含量，降低烟碱与氯的含量，提高烟叶中的钾

过竞争络合方式，占据植物体蛋白质与氨基酸的有
效吸附点位，从而对 Cd 2+ 产生拮抗作用，降低烟草
植物对土壤中 Cd 的吸收、转运。研究表明，在一定
浓度范围内，由于 Zn 等阳离子与 Cd 共用亲和性质

氯比、糖碱比和氮碱比，提升烟叶品质，不同叶面
肥对降低烟叶 Cd 含量与提升烟叶品质的总体效果
为 FI-1 > FI-2 > FI-3。

膜转运蛋白，植物体内 Zn2+ 等养分离子对 Cd 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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