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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高硼植烟土壤对烟株生长发育的影响及钾肥对烤烟高硼毒害的缓解效果，为开展高硼植烟土壤生
产优质烟叶提供科学施肥依据。【方法】以烤烟品种K326为材料，通过大田试验，比较适宜硼植烟土壤（不施钾肥）及高硼植
烟土壤不同施钾量（不施钾肥及分别施钾112.5、330.0和420.0 kg/ha）对烤烟生长发育、生理特性及经济效益的影响。【结果】
在不施钾肥的情况下，与适宜硼植烟土壤相比，高硼植烟土壤抑制烤烟的生理代谢及生长发育，烟株主要农艺性状指标、净
光合速率、SPAD值、过氧化物酶（POD）活性及干物质量均显著降低（P<0.05，下同），主要病害病情指数及烟株丙二醛
（MDA）含量显著升高，经济效益显著下降，呈现明显的硼毒害现象。在高硼植烟土壤条件下，与不施钾肥处理相比，各施
钾处理的大多数农艺性状指标、净光合速率、SPAD值、POD活性及干物质量显著增加，MDA含量显著降低，硼毒害作用逐
渐减轻，经济效益逐渐提高。其中以施钾420.0 kg/ha的经济效益最高，较高硼不施钾处理产量增加20.61%，产值增加
57.50%，中上等烟比例提高21.10%（绝对值），均价提高7.17元/kg。【结论】高硼植烟土壤会抑制烟株的生理代谢及生长发
育，增施钾肥可缓解烤烟受到的硼毒害，进而提高经济效益。其中以增施420.0 kg/ha钾肥的效果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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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high boron content in tobacco-planted
soil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obacco and mitigation effects of potassium fertilizer on high boron toxicity to provide
scientific fertilization basis for producing high quality flue-cured tobacco in high-boron soil.【Method】Taking K326，a
flue-cured tobacco cultivar，as material，a field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compare soil with suitable boron content（no
potassium application）with different application rates of potassium（no potassium application，potassium fertilizer 112.5
kg/ha，potassium fertilizer 330.0 kg/ha and potassium fertilizer 420.0 kg/ha）in high-boron soil in effects on the growth，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conomic benefit of tobacco.【Result】Soil with high boron content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physiological metabolism and growth of flue-cured tobacco compared with that of suitable boron content soil under
no application of potassium. The main agronomic characters，net photosynthetic rate，SPAD value，peroxidase（POD）
activity and dry matter content of flue-cured tobacco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P<0.05，the same below），the disease
indexes of main diseases and malondialdehyde（MDA）content of tobacco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the economic bene-
fi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phenomenon of boron toxicity was obvious. Application of potassium fertilizer in high-
boron soil could reduce the toxic effect of high-boron soil planting tobacco，which the most of agronomic characters，net
photosynthetic rate，SPAD value，POD activity，and dry matter content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economic benefit
gradually enhanced and leaf MDA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reatment with no potassium
application. Among them，potassium 420.0 kg/ha treatment achieved the highest economic benefit，the yield increas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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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适宜的土壤硼含量有利于植物正

常生长发育，硼含量过高或过低均会对植物生长产

生不利影响（Camacho-Cristóbal et al.，2008）。烟草

对硼元素较敏感，即便在缺硼的植烟区，也容易出现

因硼肥补充过量而造成烟株营养失调的情况，进而

影响烤烟的产量和质量（杨波等，2014）。钾被称为

烟草的品质元素，对烟草的生长发育和质量形成具

有良好促进作用（刘国顺，2003）。有研究表明，钾肥

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植株对硼的吸收，缓解高硼含

量对植株的不利影响（吴秀文等，2014）。因此，分析

高硼植烟土壤条件下增施钾肥对烤烟生长发育的影

响，将有助于研究烤烟高硼毒害的缓解机制。【前人

研究进展】土壤有效硼含量临界值为0.5 mg/kg，当

土壤有效硼含量在0.5~1.0 mg/kg时有利于作物生

长，当土壤有效硼含量高于1.0 mg/kg时会出现毒害

效应（牛育华等，2009；冯晓红，2012；彭孟祥，2013）。

此外，由于作物需硼量较少，一般每公顷施肥仅

15 kg，极易发生因施肥不当导致的局部土壤硼毒害

现象（段碧辉等，2014）。近年来，高硼毒害已在小

麦、棉花等作物中被发现（刘武定等，1987；尹钧等，

2002）。如何提高植物在高硼土壤上的生存能力及

农作物产量，通过人为调节环境因素以缓解高硼含

量对植物的毒害效应，已成为植物毒理学亟待解决

的首要问题（刘春光和何小娇，2012）。大量研究表

明，调控土壤营养条件是缓解植物硼毒害的有效途

径（Kayaa et al.，2009；Turan et al.，2009；Cengiz et

al.，2010；Giansoldati et al.，2012；段碧辉等，2014），

其中增施钾肥已被证明是对缓解硼毒害的重要有效

措施之一。一方面，钾能抑制作物对硼的吸收，高硼

条件下，硼、钾之间存在拮抗作用（胡国松和郑伟，

2000）。如增施钾肥可有效抑制棉花（刘武定等，

1987）、油菜（杨玉爱等，1989）对硼的吸收，从而减轻

硼中毒，提高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另一方面，钾是植

物生长的必须元素，增加土壤钾营养有助于增强植

物的抗逆性（王小晶，2011）。研究表明，施钾可通过

增加烟草的净光合速率、SPAD值（郑传刚等，2015）、

干物质量及过氧化物酶（POD）活性，降低烟株丙二

醛（MDA）含量（刘会杰等，2013），进而提高烤烟的抗

逆性。【本研究切入点】目前，有关增施钾肥对植烟土

壤高硼毒害缓解作用的研究鲜见报道。【拟解决的关

键问题】研究高硼植烟土壤对烤烟的毒害作用及高

硼植烟土壤条件下钾肥对烤烟生长和生理生化指标

的影响，旨在探明钾肥对烤烟高硼毒害的缓解作用，为

开展高硼植烟土壤生产优质烟叶提供科学施肥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云南楚雄市子午镇（东经101°54 ′，

北纬24°86 ′），海拔1916.6 m。在同一植烟区采集土

壤样品进行理化指标测定，根据土壤中微量元素含

量分级标准（雷永和，1995）进行硼含量分级，筛选出

适宜硼植烟土壤和高硼植烟土壤（表1）。供试土壤

为黄壤，肥力均匀，地块平整。

植烟土壤类型
Soil type planting tobacco

高硼
High boron content
适宜硼
Suitable boron content

前茬作物
Previous

crop

油菜

烤烟

pH

7.71

7.33

有机质
（g/kg）
Organic
matter
9.60

9.70

全氮
（g/kg）
Total N

0.62

0.54

全磷
（g/kg）
Total P

0.90

0.63

全钾
（g/kg）
Total K

9.69

9.67

水解性氮
（mg/kg）
Hydrolyza-

ble N
33.71

20.22

有效磷
（mg/kg）
Available

P
16.59

15.75

速效钾
（mg/kg）
Available

K
157.64

125.06

有效硼
（mg/kg）
Available

B
1.89

0.58

表 1 试验地土壤理化性状
Table 1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in experimental field

1. 2 试验材料

试验用烤烟品种为K326，采用漂浮育苗，烟苗

大小一致、生长良好，苗龄60 d。试验用肥料为烟草

专用复合肥（N∶P2O5∶K2O=15∶15∶18），烟草专用追

肥（N∶P2O5∶K2O=12.5∶0∶33.5），硫酸钾（K2O 50%），

过磷酸钙（P2O5 15%），硝酸铵（N 35%）。

1. 3 试验方法

试验设5个处理，分别为：T1（CK1），适宜硼植

烟土壤，不施钾肥；T2（CK2），高硼植烟土壤，不施钾

肥；T3，高硼植烟土壤，施钾肥112.5 kg/ha；T4，高硼

植烟土壤，施钾肥330.0 kg/ha；T5，高硼植烟土壤，施

钾肥420.0 kg/ha。其中，T1安排在适宜硼植烟土壤

20.61% compared with high boron no potassium application treatment，the output value increased by 57.50%，the propor-
tion of high-middle quality tobacco increased by 21.10%（absolut value），and the average price increased by 7.17 yuan /kg.
【Conclusion】High boron soil which plants tobacco inhibites the physiological metabolism and growth of flue-cured tobac-
co，and the application of potassium fertilizer can alleviate boron toxicity from flue-cured tobacco，and then increase the
economic benefits. The optimum potassium application rates is 420.0 kg/ha.

Key words：flue-cured tobacco；high-boron；soil planting tobacco；growth and development；potassium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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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其余处理在高硼植烟土壤上采用随机区组设

计。每处理3次重复，每小区植烟60株，种植行距

1.2 m、株距0.5 m。

试验于2016年4~9月进行。4月28日移栽，试验

中各处理施用氮、磷肥总量相同，施氮量（纯氮）均为

105.0 kg /ha，施磷量（P2O5）均为67.5 kg /ha。氮肥

60%作基肥（烟草专用复合肥或硝酸铵），40%作追

肥（烟草专用追肥或硝酸铵）分3次在移栽后35 d内

施用，其中T1和T2的氮肥施用硝酸铵，T3、T4和T5中

氮肥不足时用硝酸铵补足；磷肥全部作基肥，各处理

中磷肥不足用普钙补足；施钾处理中钾肥60%作基

肥（烟草专用基肥），40%在移栽后35 d内分3次追施

（烟草专用追肥），其中钾肥不足用硫酸钾补足，且追

肥时期与氮肥一致。除施肥外，两块试验地的其他

田间管理按当地常规优质烟叶生产技术规程进行。

1. 4 测定指标及方法

烟株打顶后，选取有代表性烟株10株，参照YC/

T 142-2010测量株高、茎围、节距、叶长和叶宽等；参

照GB/T 23222-2008进行烟草病害调查分级。同时，

于烟株移栽后30~90 d，每隔30 d选取长势均匀一致

且受光良好的中部功能叶（自下而上第12片叶），于

晴天上午9：00~11：00，用LI-6400型便携式光合作用

测定仪测定在1800 lx光强下功能叶的净光合速率；

烟株打顶后，选取3株长势良好、整体一致的烟株，用

SPAD测定仪（日产-502）测量各处理中部叶的叶绿

素含量，每株烟选取中部叶3片进行测定。不同时期

净光合速率测定后，采集叶片并用液氮保存，参照李

合生（2000）的方法测定POD活性和MDA含量。完

成上述测定后，将烟株分叶、根、茎分别杀青烘干

（105 ℃杀青15 min，65 ℃烘干至恒重，大约48 h），并

记录干重。各处理烟叶正常成熟采收、分级扎把，按

当地收购价格计算烟叶产量和经济性状。

1. 5 统计分析

利用Excel 2007进行基础数据的整理及制图，

利用SPSS 19.0进行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处理对烤烟农艺性状的影响

由表2可看出，T2（CK2）较T1（CK1）明显抑制

了烟株的生长，说明土壤硼含量过高对烟株生长不

利。在各高硼含量处理中，烤烟各项农艺性状指标

整体上随钾肥施用量的增加而增加，其中，T5的株

高、茎围、节距、叶长、叶宽及叶面积均显著高于T2

（CK2）（P<0.05，下同）。说明在高硼植烟土壤中增

施钾肥可不同程度地缓解硼对烟株生长的不利影

响，且以增施420.0 kg/ha钾肥的效果较佳。

处理
Treatment
T1（CK1）
T2（CK2）
T3
T4
T5

赤星病（%）
Alternaria altemata

0.62b
0.74a
0.68b
0.50b
0.43c

气候性斑点病（%）
Climatic scab

2.04b
6.11a
2.65b
2.53b
1.79b

野火病（%）
Wildfire disease

0b
0.19a

0b
0.12b

0b

角斑病（%）
Angular leaf spot

0.19b
0.93a

0b
0b
0b

普通花叶病（%）
TMV
0b

2.04a
0b
0b
0b

处理
Treatment
T1（CK1）
T2（CK2）
T3
T4
T5

株高（cm）
Plant height

102.80a
95.07b
100.20b
104.47a
105.63a

叶数（片）
Leaf number（leaf）

21.00
20.33
21.00
21.00
21.33

茎围（cm）
Stem girth

10.11a
9.84b
9.28b
10.07a
10.00a

节距（cm）
Internodes space

5.00a
4.80b
4.87b
4.97ab
5.03a

叶长（cm）
Leaf length

67.63a
62.30c
65.67b
67.97a
70.60a

叶宽（cm）
Leaf width

27.70a
23.10c
25.10b
27.53a
27.90a

叶面积（cm2）
Leaf area
1188.64a
913.13c

1045.86b
1187.26a
1249.80a

表 2 不同处理对烤烟农艺性状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agronomic characters of flue-cured tobacco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3~表5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3-Table 5

2. 2 不同处理下烤烟主要病害的发病情况

从表3可看出，T2（CK2）的病害发生情况最严

重，其发生病害种类最多，且病情指数均显著高于

其他处理，增施钾肥后，T3和T4的发病情况较T2

（CK2）得到有效缓解，但与T1（CK1）差异不显著

（P>0.05，下同），T5的发病情况最轻，病情指数最

低，其中赤星病的病情指数显著低于其他处理。说

明高硼植烟土壤会导致烟株抗病性降低，同时高硼

植烟土壤条件下增施钾肥可提高烤烟抗性，降低病

害发生率。

表 3 不同处理下烤烟主要病害的病情指数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tobacco disease indexes of main diseases

2. 3 不同处理对烤烟生理特性的影响

2. 3. 1 烟叶净光合速率 由图1可看出，烟株在不

同时期的净光合速率表现为团棵期>旺长期>现蕾

期，各时期中烟株的净光合速率均以T2（CK2）最低，

且与T1（CK1）差异显著，说明高硼植烟土壤会显著

抑制烟株的光合能力。在高硼植烟土壤中增施钾肥

谭小兵等：高硼植烟土壤对烤烟生长发育的影响及其钾肥调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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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随着施钾量的增加，烟株的净光合速率整体上

呈增加趋势，各施钾处理的净光合速率均显著高于

T2（CK2），且旺长期和现蕾期时T5的净光合速率显

著高于T3和T4。说明钾肥可有效增强烟株的光合

能力，同时减轻高硼植烟土壤对烟株光合的抑制

效应。

2. 3. 2 烟叶SPAD值 由图2可看出，团棵期、旺长

期和现蕾期的SPAD值均以T2（CK2）最低，较T1

（CK1）分别显著降低1.32%、11.73%和10.98%，说明

高硼植烟土壤会显著降低烟叶的SPAD值。各施钾

处理间比较，不同时期的烟叶SPAD值均表现为T5＞

T4＞T3＞T2（CK2），且T5、T4和T3与T2（CK2）的差

异达显著水平。说明钾肥可显著增加烟叶的SPAD

值，缓解高硼植烟土壤对烟株的毒害作用。

2. 3. 3 烟叶POD活性 由图3可看出，不同硼含量

土壤及不同施钾量对烟叶POD活性影响显著，不同

生育期的烟叶POD活性均以T1（CK1）最高、T2

（CK2）最低，说明植烟土壤中硼含量过高可导致烟

株保护酶系统遭到破坏，显著降低烟叶POD活性。

在高硼植烟土壤条件下，随着施钾量的增加，烟叶

POD活性呈逐渐增加趋势，各施钾处理的烟叶POD

活性均显著高于T2（CK2），其中以T5对烟叶POD活

性的提升效果最佳。

2. 3. 4 烟叶MDA含量 从图4中可看出，高硼植烟

土壤显著影响烟株体内的MDA含量，不同时期烟叶

的MDA含量均以T2（CK2）最高，较T1（CK1）分别显

著增加50.00%、8.91%和38.22%，说明植烟土壤中硼

含量过高会导致烟叶MDA含量增加，对烟株产生毒

害。高硼植烟土壤中增施钾肥可不同程度地降低烟

叶 MDA 含量，各施钾处理的 MDA 含量均较 T2

（CK2）显著降低，其中团棵期、旺长期和现蕾期分别

平均降低15.45%、16.49%和22.49%。说明钾肥可显

著降低高硼对烟株产生的毒害效应。

2. 4 不同处理对烤烟干物质量的影响

由表4可知，与T1（CK1）相比，T2（CK2）显著降

低了烟株的干物质量和根冠比，说明高硼不利于烟

株干物质的积累，同时抑制烟株根系的生长。在高

硼植烟土壤中增施钾肥后，烟株干物质量和根冠比

图 1 不同时期各处理烟叶净光合速率比较
Fig.1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of tobacco leaf at various periods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同一时期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图2~图4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at the same period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reatments（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2-
Fig.4

图 3 不同时期各处理烟叶POD活性比较
Fig.3 POD activity of tobacco leaf at various periods in diffe-

rent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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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时期各处理烟叶SPAD值比较
Fig.2 SPAD values of tobacco leaf at various periods in diffe-

rent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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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时期各处理烟叶MDA含量比较
Fig.4 MDA content in flue-cured tobacco at various periods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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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较T2（CK2）显著提高，其中以T5的干物质量和根

冠比最高，分别为372.33 g/株和0.28。说明在高硼植

烟土壤中增施钾肥有利于烟株干物质量的增加及根

系的生长，缓解高硼对烟株生长的抑制作用，其中以

增施420.0 kg/ha钾肥的效果较佳。

2. 5 不同处理对烤烟经济性状的影响

从表5可看出，与T1（CK1）相比，T2（CK2）的产

量、产值、中上等烟比例及均价均显著降低，说明高

硼植烟土壤显著降低了烤烟经济效益，阻碍烟叶产

质量的提高。在高硼植烟土壤上增施钾肥后，随着

钾肥用量的增加，烤烟经济效益逐渐提高，各施钾处

理的经济效益均显著高于T2（CK2），其中以T5的经

济效益最高，较T2（CK2）产量增加20.61%，产值增加

57.50%，中上等烟比例提高21.10%（绝对值），均价

提高7.17 元/kg。

3 讨论

硼作为植物的必需微量元素之一，在土壤中过

量存在会对植物产生毒害，进而影响植物的生长发

育（Liu et al.，2011）及生理特性（Camacho-Cristóbal

et al.，2008；宗毓铮等，2010）。段碧辉等（2014）研究

表明，高硼胁迫条件下油菜幼苗地上部和地下部干

物质重显著降低，油菜幼苗因硼毒害导致叶片内抗

氧化酶含量显著降低，MDA含量显著增加。本研究

结果表明，在不施用钾肥的情况下，与适宜硼（有效

硼含量0.58 mg/kg）植烟土壤处理相比，高硼（有效

硼含量1.89 mg/kg）植烟土壤处理烟株的农艺性状、

净光合速率、SPAD值、POD活性、干物质量及经济效

益均显著降低，烟株发病率和烟叶MDA含量显著增

加。这与段碧辉等（2014）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说

明植烟土壤中过高硼含量影响了烟株的生理代谢，

破坏了烟株体内的抗逆系统，不利于其生长发育。

前人研究表明，当土壤硼含量高于1.0 mg/kg

时，随着施钾量的增加，烟株农艺性状、干物质量及

产质量等均有所提高（胡国松和郑伟，2000）。施钾

可显著促进小麦（陈苏等，2007）、白菜（徐丹等，

2012）等作物根系的生长，提高干物质量和经济效

益，有效缓解微量元素的毒害。本研究中，在高硼

（有效硼含量1.89 mg/kg）植烟土壤条件下，各施钾

处理的农艺性状、干物质量、根冠比及经济效益均较

不施钾处理显著增加，且随着施钾量的增加，以上指

标呈逐渐增加趋势。这与陈苏等（2007）、徐丹等

（2012）的研究结果相似，因为钾是烤烟生长必须的

矿物质元素，更是烤烟的品质元素，能够促进烤烟的

生长发育、干物质积累和根系发育，能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烟株对硼的耐受力，进而缓解硼对烟株产生的

毒害，提高烤烟的经济效益。

钾同烤烟体内许多代谢过程如光合作用、呼吸

作用等密切相关。据报道，钾可缓解铜毒害，表现在

钾能增加植株体内光合色素的含量，促进植株光合

作用（陈雪梅等，2008）。本研究中，在高硼植烟土壤

条件下，施钾可显著增加烟株的净光合速率和SPAD

值。说明施钾可提高烟叶的总叶绿素含量，缓解高

硼对烟株净光合速率的抑制作用。同时，高硼植烟

土壤中，与不施钾处理相比，施钾处理的烟叶POD活

性显著增加，MDA含量显著降低，且随着施钾量的

增加，POD活性逐渐升高，MDA含量逐渐下降。其

原因可能是钾是植物体内多种酶的活化剂，可通过

提高烟株体内抗氧化酶的活性来缓解烟株硼中毒。

同时，POD活性和MDA含量与植物的抗病性直接相

关，POD活性越高、MDA含量越低，植株抗病害能力

越强。本研究中，随着施钾量增加，烟株主要病害的

病情指数越低，进一步证明施钾可增强烟株体内的

抗氧化酶活性，从而提高烟株抗病性。

4 结论

高硼植烟土壤可抑制烟株的生理代谢及生长

发育，不利于其干物质量及经济效益的提高。在高

硼植烟土壤上增施钾肥可缓解烤烟受到的硼毒害，

改善烟株生理指标，促进烟株生长发育，进而提高经

济效益。其中以增施420.0 kg/ha钾肥的效果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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