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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有机肥对烟田土壤和烟叶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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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究施用不同有机肥对豫南连作植烟土壤的改良效果及对烟叶产质量的影响袁采用田间对比试验袁分析
了生物有机肥尧碳基有机肥尧芝麻饼肥尧商丘有机肥尧邦禾有机肥对土壤微生物区系尧烟株生长状况及烤后烟叶产质量
的影响遥 结果表明院不同有机肥处理能够显著促进烟株生长发育袁施用邦禾有机肥的处理株高尧茎围和叶面积与不施有
机肥的对照相比袁分别提高 19.79%尧12.50%尧6.26%曰增施有机肥能有效降低烟株 TMV尧CMV 和 PVY 的发病率和病情指
数袁与不施有机肥的对照相比袁施用邦禾有机肥的处理 TMV尧CMV 和 PVY 发病率分别降低 56.64%尧71.05%尧83.93%曰施
用邦禾有机肥的烟叶品质最佳且经济性状好袁较不施有机肥的对照产量提升 32.06%袁产值增加 21.41%袁中上等烟率提
升 37.27%遥 由此表明袁施用邦禾有机肥能有效改善烟田土壤特性袁促进植株生长袁显著提高烟叶产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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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Organic Fertilizers on Tobacco Soil and Tobacco Leaf Quality

HAO Haohao 1 ZHANG Xiang 2 QIU Lingjun 2 * LI Liang 2 CHENG Peijun 2 SUO Yanyan 2 SI Xianzong 2
(1 Zhumadian Tobacco Company, Zhumadian Henan 463000; 2 Institute of Plant Nutrition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He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0002)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organic fertilizers on soil improvement of continuous cropping tobacco
planting in southern Henan Province, and to evaluate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tobacco leaves, the effects of bio-organic fertilizer,
carbon based organic fertilizer, sesame cake fertilizer, Shangqiu organic fertilizer and Banghe organic fertilizer on soil microbial
flora, growth status of tobacco plants and yield and quality of flue-cured tobacco were analyzed by field comparative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fferent organic fertilizer treatments could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obacco
plants. The height, stem and leaf area of Banghe organic fertilizer increased by 19.79% , 12.50% and 6.26%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out organic fertilizer. The addi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 coul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rate and
disease index of TMV, CMV and PVY in tobacco plants, and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out organic fertilizer, the application of
Banghe organic fertilizer could decrease the incidence rate of TMV, CMV and PVY by 56.64%, 71.05% and 83.93%,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without organic fertilizer, the tobacco with Banghe organic fertilizer had the best quality and good
economic characters, the yield increased by 32.06%, the output value increased by 21.41%, and the middle and upper tobacco
rate increased by 37.27%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Banghe organic fertilizer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soil
characteristics, promote plant growth,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tobacco leaves.
Keywords tobacco; continuous cropping obstacles; organic fertilizer; soil microorganism

土壤作为烤烟种植的直接载体袁 其物理化学性
质尧肥力水平尧微生物活性与植物生长代谢联系紧密遥
当前袁我国烟草行业生产中存在着长期连作和偏施化
肥的现象袁忽略有机肥的配合施用和先进种植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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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1-2]袁不仅不利于我国优质烤烟的可持续经营袁还

导致烟田土壤出现一系列问题[3-5]袁如土传病害加重尧

团粒结构遭到破坏尧碳氮比例失衡尧有机质含量下降尧
有益微生物群落降低等问题遥 配施有机肥成为绿色烟
叶生产过程中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因素遥
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袁绿色烟叶和无污
染产品日益受到人们的追捧袁烟叶作为特殊吸食性产
品的主要原料袁其安全性不仅与产地气候尧环境尧土壤
等自然因素密切相关袁而且还受到生产环节中施肥技

术的影响遥 国内外大量试验表明[6-7]袁有机肥无机肥配
施是农业可持续与集约型产业互利共赢的重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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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袁是一种成本小尧用工少及效果明显的土壤改良
方式袁不仅能够提供作物生长发育所需的均衡营养元

重复的土样袁 采用五点法混合均匀后取 1/4 低温冷藏

带回室内袁鲜样去杂后保存于 4 益冰箱袁测定土壤微生

素袁而且能够改良和调节土壤中各种营养元素的迁移

物区系袁另外部分土样风干后研磨测定养分含量遥 土

与循环袁激活多种有益微生物菌群生命活动的产物及

壤微生物区系用稀释平板分离测数法测定[12]曰每个小

其所含酶类的有效性袁改善作物根际的营养环境和抑
遥 同时袁可有效改善土壤物理特性袁提高肥

[8-9]

制病原菌

料利用效率袁增加烤后烟叶产量的稳定性袁提高中上
遥 但由于不同区域气候环境

[10-11]

等烟比率尧均价和产值

和土壤类型的差别袁有机肥效果差异也很大遥 鉴于此袁

区选择有代表性的烟株 5 株挂牌做标记袁分别在团棵
期尧现蕾期和圆顶期记录株高尧茎围尧叶片数尧最大叶
长及宽等农艺性状袁 叶面积=叶片长伊叶片宽伊叶面积
指数袁叶面积指数按通常用的 0.634 5 计算遥

经济性状院烟叶成熟后袁按不同处理分区采收和

本研究以豫南烟区典型烟叶产区泌阳县连作植烟土

计产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叶烤烟曳渊GB2635要

壤为研究对象袁采用田间调查尧土壤理化性质分析和

1992冤进行分级袁计算中上等烟率袁并按 2019 年国家

稀释平板分离测数法袁对适宜绿色烟叶生产的商品有

局收购指导价格计算不同烟叶等级单价曰 每公顷产

机肥种类进行筛选袁以期为烟田土壤保育尧提高烟叶

量尧产值由小区产量尧产值折算遥

品质尧科学合理施用有机肥提供技术支撑遥

烟株病害调查院分别在团棵期和圆顶期调查烟草
花叶病毒渊TMV冤尧黄瓜花叶病毒渊CMV冤和马铃薯 Y 病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毒渊PVY冤遥

试验于 2019 年在泌阳县盘古乡开展袁 试验地肥

力均匀一致袁地势平坦袁排灌方便遥基础土壤理化性状院

1.5 数据处理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03 和 SPSS 17.0 进行数据

pH 值 8.17袁含有机质 13.6 g/kg尧水解性氮 108 mg/kg尧

的处理分析袁 用 Duncan忆s 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

全磷 0.62 g/kg尧全钾 1.65%尧氯离子 22.5 mg/kg遥 试验地

2 结果与分析

有效磷 15.8 mg/kg尧速效钾 124 mg/kg尧全氮 0.85 g/kg尧
前茬为烟草遥

1.2 试验材料

渊P<0.05冤遥

2.1 不同有机肥处理对烟株农艺性状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袁不同有机肥处理均能够显著促进烟

供试烤烟品种为中烟 100遥 供试肥料为烟草专用

株的生长发育遥 在团棵期袁与 CK 相比袁不同有机肥处

硫酸钾渊K2O 50豫冤尧饼肥型有机肥芝麻饼肥渊纯 N 5豫袁

序为处理 T5跃处理 T4跃处理 T3跃处理 T2跃处理 T1跃CK遥 茎

复合肥料渊10-12-18冤尧硝酸钾渊纯 N 13豫尧K2O 46豫冤尧
平顶山金叶实业有限公司生产冤尧 生物有机肥为丰年

生物有机肥料渊鹤壁市人元生物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生
产冤尧碳基型有机肥为高碳基土壤修复肥渊河南惠农土
质保育研发有限公司生产冤尧商丘火车头有机肥渊河南
省火车头农业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冤和南京邦禾有机肥
渊南京邦禾有限公司生产冤遥

理株高的提高幅度为 2.3耀5.6 cm袁 株高由高到低的顺

围以处理 T4 最大袁为 8.3 cm曰处理 T5 次之袁为 8.1 cm遥

处理 T1 ~T5 的叶片数与 CK 相比分别提高了 5.08%尧

9.32%尧13.56%尧19.49%尧20.34%袁增施有机肥处理的农

艺性状以处理 T5 最佳袁与 CK 处理相比袁株高尧茎围和

叶长分别提高了 19.79%尧12.50%尧6.26%遥 综上所述袁
处理 T5 对烤烟株高尧 叶片数及叶面积均有促进作用袁

1.3 试验设计

能有效促进烤烟生长发育遥

试验设 6 个处理袁分别为院CK袁不施有机肥曰处理

T1袁生物有机肥曰处理 T2袁碳基有机肥曰处理 T3袁芝麻饼

肥曰处理 T4袁商丘有机肥曰处理 T5袁邦禾有机肥遥 试验采

2.2 不同有机肥处理对烟株发病率的影响
通过田间观测尧记录烟株的发病率袁已知主要病
害有烟草花叶病毒渊TMV冤尧黄瓜花叶病毒渊CMV冤和马

用大区对比袁不设重复袁每个处理占地 667 m 袁行距

铃薯 Y 病毒渊PVY冤遥 由表 2 可知袁在团棵期袁不同处理

氮尧磷尧钾比例 1颐1.5颐3.5袁纯 N尧P2O5尧K2O 用量分别为

和 PVY 发病率为 8.1%尧2.1%尧4.4%袁显著高于处理 T1尧

2

120 cm袁株距 55 cm遥 试验各处理氮尧磷尧钾用量相同袁
60尧90尧210 kg/hm2遥 肥料按常规施用方式进行遥 试验于

均有不同程度的病害发生袁其中 CK 的烟株TMV尧CMV

T2尧T3尧T4尧T5袁 尤其是 CK 的 TMV 发病率是处理 T5 的

4 月 25 日移栽袁8 月 14 日采烤结束遥 其他各项田间生

3 倍遥 与 CK 相比袁施用不同有机肥能够显著降低 TMV

1.4 测定项目

不计曰与 CK 相比袁烟株 PVY 发病率分别降低了 86.36%尧

产管理措施统一按当地规范化措施进行遥

在烟垄上采集 2 株烟正中位置 0~20 cm 土层 3 个

2

发病率袁其中处理 T2尧T4尧T5 的 CMV 发病率几乎可以忽略
18.18%尧59.09%尧70.46%尧81.8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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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有机肥处理对烟株农艺性状的影响
处理
T1
T2
T3
T4
T5
CK

株高/cm
30.6
31.7
32.3
33.5
33.9
28.3

茎围/cm
7.4
7.5
7.9
8.3
8.1
7.2

叶片数
12.4
12.9
13.4
14.1
14.2
11.8

表 2 不同有机肥处理对烟株发病率的影响
处理
T1
T2
T3
T4
T5
CK

TMV
3.6
4.8
3.5
4.3
2.7
8.1

团棵期
CMV
1.9
0
1.2
0.2
0.3
2.1

PVY
0.6
3.6
1.8
1.3
0.8
4.4

TMV
4.9
6.0
6.5
5.2
4.9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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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面积/cm2
822.8
836.2
839.2
846.9
853.8
803.5

圆顶期
CMV
2.5
2.1
2.9
1.6
1.1
3.8

随着烤烟生育期的不断推进袁到了圆顶期袁TMV尧
CMV 和 PVY 发病情况依旧十分严重袁 尤其是 CK袁
TMV尧CMV 和 PVY 发病率最高遥 不同有机肥处理的

TMV 发病率与 CK 相比分别降低了 56.64%尧46.90%尧

42.48%尧53.98%尧56.64%遥 同时袁CMV 开始蔓延袁且发病

率以 CK 最严重袁 为 3.8%袁 处理 T3 次之遥 整体而言袁

PVY 发病率随生育期推进表现出持续增加的趋势袁但

在可控范围内袁并没有大面积的增加遥 施用不同有机
肥能够显著性降低烟株的 TMV尧CMV 和 PVY 发病率袁

与 CK 相比袁处理 T5 的 TMV尧CMV 和 PVY 发病率分别
降低了 56.64%尧71.05%尧83.93%袁表明施用邦禾有机肥

的处理 T5 防治效果最佳袁能有效降低烟株 TMV尧CMV
和 PVY 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遥

2.3 不同有机肥处理对烟株 SPAD 值的影响

由图 1 可知袁施用不同有机肥处理能显著提高叶

尖尧叶中和叶基的 SPAD 值袁与 CK 相比袁不同有机肥

的叶尖尧 叶中和叶基 SPAD 值增加幅度分别为 2.6%耀

叶中

叶基

50
40
30
20
10

渊%冤
PVY
1.3
4.2
1.9
1.7
0.9
5.6

叶尖

0

CK

T1

T2

处理

T3

T4

T5

图 1 不同有机肥处理对烟株 SPAD 值的影响
表 3 不同有机肥处理对土壤有机碳和微生物量的影响
处理
T1
T2
T3
T4
T5
CK

土壤含菌数/个窑g-1
溶解性
细菌/真菌
有机碳/g窑kg-1
细菌
真菌
放线菌
5.5伊107 b 2.7伊105 a 4.6伊106 a 203.8 a
0.16 b
8.5伊107 c 2.2伊105 a 4.1伊106 a 386.4 c
0.19 b
5.8伊107 b 2.1伊105 a 4.1伊107 b 276.2 b
0.18 b
7.2伊107 c 2.5伊105 a 4.0伊107 b 288.0 b
0.19 b
9.2伊107 d 2.4伊105 a 4.3伊107 b 383.3 c
0.20 b
4.8伊107 a 2.4伊105 a 3.7伊106 a 200.0 a
0.11 a

1.02尧1.93尧1.38尧1.44尧1.92 倍袁尤其是处理 T5 与处理 T1尧

T3尧T4尧CK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不同有机肥处理的溶解

性有机碳含量与 CK 相比袁提高幅度为0.05~0.09 g/kg袁

其中以处理 T5 增加最多遥 表明施用邦禾有机肥的处理

T5 对土壤微生物学特性改良效果最佳遥

2.5 不同有机肥处理对烤烟经济效益的影响

由表 4 可知袁施用不同有机肥能有效促进烤烟产

量尧产值尧中上等烟率的提升遥 与 CK 相比袁不同有机肥

处理的产量提高幅度为 315耀630 kg/hm2袁 且不同处理
之间以处理 T5 产量最高袁达 2 595 kg/hm2袁产量由高到
低的顺序为处理 T5跃处理 T4跃处理 T3跃处理 T2跃处理 T1跃

CK曰施用不同有机肥能有效增加烤烟的产值袁与 CK 相

比袁处理 T1~T5 提高幅度依次为 6.85%尧12.42%尧7.71%尧

7.2%尧2.6%耀3.9%和 3.0%耀5.3%遥 在同一部位 SPAD 值

15.63%尧21.41%袁处理 T5 产量尧产值尧均价和上中等烟

部位中袁叶尖 SPAD 值跃叶中 SPAD 值跃叶基 SPAD 值遥

T4尧CK 存在显著性差异曰 处理 T2 和处理 T3 的产量尧产

中袁不同有机肥没有显著性差异遥 在同一处理的不同
2.4 不同有机肥处理对土壤有机碳和微生物量的影响

率显著优于处理 T1尧T2尧T3尧T4尧CK袁 且与处理 T1尧T2尧T3尧

值尧均价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遥 综上所述袁处理 T5 烟叶

由表 3 可知袁施用不同种类有机肥对土壤微生物

品质最佳尧经济性状好袁较 CK 产量提升 32.06%袁产值

量较 CK 分别提高了 14.58%尧77.08%尧20.83%尧50.00%

肥更有利于烤烟产量和产值的提高袁对烤烟的经济效

数量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不同有机肥处理对土壤真菌

3 结论与讨论

群落和有机碳含量具有积极意义遥 处理 T1~T5 的细菌数
和 91.67%袁且处理 T5 与 CK袁处理 T1尧T2尧T3尧T4 的细菌

数量的影响较小袁与 CK 无显著性差异袁且不同处理之
间均未达到显著性差异遥 放线菌数量由高到低的顺序

为处理 T5跃处理 T3跃处理 T4跃处理 T1跃处理 T2跃CK袁处理

T3尧T4尧T5 显著高于 CK袁处理 T1尧T2袁且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处理 T1 ~T5 的土壤细菌尧 真菌的比值分别是 CK 的

增加 21.41%袁中上等烟率提升 37.27%袁表明邦禾有机

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遥
土壤微生物作为土壤-植被生态系统中最活跃和
最重要的组分袁积极参与土壤物质能量循环尧吸收和
活化土壤养分以及维持生态系统平衡袁是评估土壤生
态系统质量尧健康水平与否的活指标[13-15]遥 本研究结果
显示袁施用生物有机肥尧碳基有机肥尧芝麻饼肥尧商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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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有机肥处理对烤烟经济性状的影响
处理
T1
T2
T3
T4
T5
CK

产量/
kg窑hm-2
2 280 b
2 370 b
2 400 b
2 525 c
2 595 c
1 965 a

产值/
万元窑hm-2
4.99 a
5.25 b
5.03 b
5.40 b
5.67 c
4.67 a

均价/
元窑kg-1
24.85 a
24.67 a
25.29 a
25.82 a
26.36 b
24.36 a

上中等烟率/
%
47.62 b
46.84 b
49.87 b
54.46 c
59.48 c
43.33 a

有机肥尧邦禾有机肥均可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袁不同
有机肥处理的细菌数量较不施有机肥的对照分别提
高 14.58%尧77.08%尧20.83%尧50%和 91.67%袁具体表现

为细菌跃放线菌跃真菌袁土壤细菌最高袁且邦禾有机肥

处理与其他处理的细菌数量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施用
不同有机肥处理的细菌尧真菌尧放线菌数量显著高于
不施有机肥的对照袁表明合理配施有机肥对改良烟田
土壤具有积极效应袁可能原因是有机肥料不仅能够提
供作物生长发育所需的多种有益营养物质袁大大增加
了有机质含量袁进而改善了土壤的物理尧化学性状和
养分有效性袁为微生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境袁使其数量
和群落多样性均有所上升遥
施用有机肥不仅改善了植株的生长状况袁与不施
有机肥的对照相比袁 施用邦禾有机肥的烤烟株高尧茎
围和叶面积分别提高了 19.79%尧12.50%尧6.26%遥 兰挚

谦等[16]研究表明袁连作番茄配施土壤有机肥料能够降
低土壤 pH 值袁增大土壤孔隙度袁促进根系快速生长发

育袁为番茄开花结果提供充足营养遥 张 宇等[17]研究表
明袁有机肥与 EM 菌配施可提高微生物数量和活性袁增
加了有机肥和有机物分解转化速率袁进而产生抗生物

质袁抑制病原菌生长袁从而提高了花生产量遥 施用不同
有机肥能够显著性降低烟株的 TMV尧CMV 和 PVY 发
病率袁施用邦禾有机肥的处理 TMV尧CMV 和 PVY 发病

率与不施有机肥的对照相比降低了 56.64%尧71.05%尧

83.93%遥陈玉国等[18]研究表明袁烟田施用有机肥能够有

效提高烤烟的抗病性能和烟叶产质量袁这与本试验研
究结果一致遥施用邦禾有机肥的烟叶品质最佳袁经济性
状好袁较对照处理产量提升 32.06%袁产值增加 21.41%袁
中上等烟率提升 37.27%袁 施用邦禾有机肥的处理产

量尧产值尧均价和上中等烟率显著优于其他处理袁且与

其他处理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邓小华等[19]研究表明袁施
用不同有机肥可提高烟叶物理特性尧中上等烟比例尧产
量和产值袁本试验与其研究结果一致遥 因此袁在本试验
条件下袁施用邦禾有机肥效果最佳袁可改善土壤物理
性质袁提高烤烟的产量和品质袁从而提高烟农的收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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