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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明确烟草漂浮育苗磷肥的适宜施用量，以烤烟品种 “Ｋ３２６”为材料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适量增

施磷肥有利提高烟苗根系的长度、表面积、体积和根尖数，增强根系活力；极显著地提升烟苗的过氧化物酶

（ＰＯＤ）、多酚氧化酶 （ＰＰＯ）和苯丙氨酸酶 （ＰＡＬ）的活性，增强了烟苗的抗逆性；显著地提高了烟苗叶绿素

含量和光合性能，提升了烟苗的同化能力。因此，在烟草漂浮育苗过程中，施用１５～１８ｍｇ·株
－１的磷素有利于

培育根系健壮、抗逆性好、光合性能强的烟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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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磷是植物生长发育的必需元素，直接影响着植

物的碳代谢、能量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及

核酸代谢［１］，磷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物产

量的高低和品质的好坏。大量的研究表明，适量供

应磷素能促进根系发育并增加根系活力［２］，增加作

物产量［３－４］，改善农产品品质［５－６］；但当磷素供应

不足或过高都会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质量形

成［７－８］。

烟草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作物，育苗是烟叶生产

的关键环节。目前漂浮育苗是中国烟草育苗应用最

为广泛的技术［９］。漂浮育苗过程中，由于烟苗根系

不与土壤接触，其生长发育所需的养分均从营养液

获取，营养液对养分的缓冲性能小。因此，施肥技

术决定着烟草漂浮育苗的成败，尤其是磷素，对健

壮烟苗的培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烟草漂浮

育苗施肥技术方面的研究以氮素较多，鲜有关于磷

肥施用标准的报道。且研究中均以营养池中营养液

的密度为标准进行［１０－１１］，由于不同营养池灌注营

养液量不同，以同样浓度进行计算肥料用量时将导

致施肥量过多或过少，难以保障科学施肥。本试验

以单株烟苗磷素供应量为标准进行研究，以期为烟

草漂浮育苗中磷肥的科学施用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设计

本试验在西南大学的温室内进行，供试烤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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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为 “Ｋ３２６”，于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２日播种，漂浮育

苗。共设置４个施磷量处理 （以Ｐ２Ｏ５计），Ｔ１ （９

ｍｇ·株
－１）、Ｔ２（１２ｍｇ·株

－１）、Ｔ３（１５ｍｇ·株
－１）、

Ｔ４ （１８ ｍｇ· 株－１），每 个 处 理 ４ 盘 （３０８

穴·盘－１），３次重复；育苗盘置于不锈钢水盘内。

各处 理 的 氮 肥 和 钾 肥 施 用 量 分 别 为 １２、２９

ｍｇ·株
－１；磷肥于齐苗期一次性施用；氮肥分３

次施用，齐苗期施用６０％，大十字期施用３０％，６

叶期施用１０％；钾肥于齐苗期施用３０％，大十字

期施用６０％，６叶期施用１０％。营养液保持 （４±

１）ｃｍ深，每隔３～４ｄ灌水１次。

１２　样品采集与指标测定

１２１　根系扫描　试验分别于播种后第３９、４５、

５１、５７和６３ｄ取各处理烟苗根系 （３０株·盘－１），

于清水冲净后用日本产的Ｅｐｓｏｎ根系扫描仪进行

扫描。

１２２　根系活力测定　试验分别于播种后第

３９、４５、５１、５７和６３ｄ取各处理烟苗根系 （３０

株·盘－１），采用 ＴＴＣ还原法测定根系活力，具

体步骤参照文献［１２］。

１２３　酶活性测定　试验分别于播种后第３９、

４５、５１、５７和６３ｄ取各处理叶片 （３０株·盘－１），

测定相关酶活性。苯丙氨酸解氨酶活性的测定采用

分光光度计法［１３］，多酚氧化酶活性的测定采用邻

苯二酚法［１４］，过氧化氢酶活性测定采用过氧化氢

氧化法［１５］。

１２４　叶绿素含量测定　试验分别于播种后第

５１、５７和６３ｄ取各处理烟苗叶片，采用丙酮浸提

后分光光度计比色法［１５］测定计算叶绿素含量。

１２５　光合性能测定　光合性能的测定于播种后

第５８ｄ的９：３０～１１：３０时进行，测定前将烟苗

移出温室照光２ｈ以上。采用美国Ｌｉｃｏｒ公司生产

的Ｌｉ６４００便携式光合测定系统测定净光合速率

（犘狀）、胞间ＣＯ２浓度 （犆犻）和蒸腾速率 （犜狉），叶

片水分利用率 （ＷＵＥ）＝犘狀／犜狉。系统控制条件

设置如下：ＣＯ２浓度为３６０μｍｏｌ·ｍｏｌ
－１，光照强

度１２００μｍｏｌ·ｍ
－２·ｓ－１，温度２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对根系形态特征的影响

不同施磷量对烟苗根系形态特征的影响结果见

图１。由图１可知，根系的长度、直径、根尖数、

投影面积、表面积和体积等６个形态特征受施磷量

的影响较大。其中，根系的总长度、根尖数、投影

面积、表面积和体积均有随施磷量的增加而逐渐增

大的趋势；Ｔ４的各形态特征指标均随生育期的推

进而逐渐增大的趋势；Ｔ１、Ｔ２和Ｔ３的根系长度、

根尖数、投影面积和体积有随着生育期的推进而逐

渐增大，根长、根尖数和根投影面积 （Ｔ２）至苗

龄为５１ｄ时又逐渐降低，根投影面积 （Ｔ１和

Ｔ３）、根体积至苗龄为５７ｄ时逐渐降低。因此，苗

龄在５１ｄ前后的烟苗根系形态特征较好，此时移

栽至大田后缓苗快，有利于早生快发。

２２　对根系活力的影响

不同施磷量对烟苗根系活力的影响见表１。由

表可知，不同施磷量处理除６３ｄ苗龄外，其他各时期

对烟苗根系活力的影响均存在极显著性差异，随施磷

量的增加烟苗根系活力有逐渐增大的趋势。除５１ｄ

苗龄外，其余各苗龄的根系活力均以Ｔ４为最高，５１ｄ

苗龄以Ｔ３为最高；除５１ｄ外，其余各苗龄的根系活

力均以Ｔ１最低，５１ｄ苗龄以Ｔ２为最低。由最高根

系活力出现的苗龄来看，Ｔ１和Ｔ３的最高根系活力出

现在５１ｄ苗龄，Ｔ２和Ｔ４出现在４５ｄ苗龄。

表１　不同施磷量对烟苗根系活力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犘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狉狅狅狋狏犻犵狅狉狅犳狋狅犫犪犮犮狅

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

项目 ３９ｄ ４５ｄ ５１ｄ ５７ｄ ６３ｄ

Ｔ１ ５６．１１Ａ ９０．８０Ａ ９３．３９Ｂ ３４．８５Ａ ２６．６５Ａ

Ｔ２ ５８．７４Ｂ １０６．４５Ｂ ７３．８４Ａ ４３．９０Ｂ ３８．９２Ｂ

Ｔ３ ６２．９５Ｃ １０５．８３Ｂ １４６．７２Ｄ ６９．５７Ｃ ４５．６６Ｃ

Ｔ４ ６７．０６Ｄ １３３．８９Ｃ １１７．２４Ｃ ７８．６０Ｄ ４６．５４Ｃ

注：同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达极显著水平（犘＜０．０１）差异。表３同。

２３　对酶活性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不同施磷量间烟苗的苯丙氨酸酶

（ＰＡＬ）、多 酚 氧 化 酶 （ＰＰＯ）和 过 氧 化 物 酶

（ＰＯＤ）活性存在极显著性差异；各处理烟苗的

ＰＰＯ、ＰＯＤ和ＰＡＬ酶活性随苗龄增加而呈现逐渐

增大的趋势，ＰＡＬ酶的活性分别增加了６０．４９％

（Ｔ１）、７１．０５％ （Ｔ２）、１６６．３７％ （Ｔ３） 和

２１３．６２％ （Ｔ４），ＰＯＤ 酶 的 活 性 分 别 增 加 了

４６１．１３％ （Ｔ１）、２４７．２２％ （Ｔ２）、２９２．０１％

（Ｔ３）和６９４．０３％ （Ｔ４），ＰＰＯ酶的活性分别增加

了 ４０．０８％ （Ｔ１）、８３．９０％ （Ｔ２）、１１１．８９％

（Ｔ３）和１８５．４７％ （Ｔ４）。前期３种酶的活性以中

低施磷量处理较高，中后期以中高施磷量处理较

高，活性最高值均出现在６３ｄ苗龄、最低值均出

现在３９ｄ苗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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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施磷量对烟苗根系形态特征的影响

犉犻犵．１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犘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狉狅狅狋犿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狔狅犳狋狅犫犪犮犮狅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２　不同施磷量对烟苗叶片ＰＡＬ、ＰＰＯ和ＰＯＤ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犘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犘犃犔，犘犘犗，犪狀犱犘犗犇狅犳狋狅犫犪犮犮狅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

项目Ｉｔｅｍ ３９ｄ ４５ｄ ５１ｄ ５７ｄ ６３ｄ

苯丙氨酸解氨酶ＰＡＬ Ｔ１ ３３７．７２Ｄ ２３７．３８Ａ ３６２．３１Ｂ ４５７．５６Ａ ５４２．０２Ａ

Ｔ２ ３１３．３３Ｃ ２５４．００Ｂ ３９８．２５Ｃ ４８２．５０Ｂ ５３５．９４Ａ

Ｔ３ ２１３．９４Ｂ ４０３．０８Ｄ ４４９．７６Ｄ ５０５．６１Ｃ ５６９．８７Ｂ

Ｔ４ ２０５．２７Ａ ３６９．１２Ｃ ３０６．３１Ａ ５０４．９８Ｃ ６４３．７６Ｃ

多酚氧化酶ＰＰＯ Ｔ１ ２９８．０６Ｃ ２６８．４４Ｂ ３８９．４７Ａ ４１９．６１Ａ ４４４．３４Ａ

Ｔ２ ２７２．５２Ｂ ３６５．４２Ｄ ４５１．９３Ｂ ４５１．９３Ｂ ５０１．１７Ｂ

Ｔ３ ２４１．０４Ａ ３４２．３４Ｃ ５４８．１３Ｄ ５６１．０５Ｄ ５１０．７４Ｃ

Ｔ４ ２４０．１６Ａ ２５３．２２Ａ ４６７．０４Ｃ ４８７．１１Ｃ ６８５．５８Ｄ

过氧化物酶ＰＯＤ Ｔ１ ６９．５１Ａ ８０．０６Ａ １７４．４０Ｂ １５４．５６Ａ ３９０．０４Ａ

Ｔ２ １２３．３５Ｃ ２８６．４２Ｃ １６３．１２Ａ ２４７．９３Ｃ ４２８．３１Ｂ

Ｔ３ １１６．５８Ｃ １５５．８５Ｂ １２３．５４Ａ １７１．７６Ｂ ４５７．０１Ｃ

Ｔ４ ８２．０２Ｂ ８７．１０Ａ ２１３．５６Ｃ ２５３．６４Ｃ ６５１．２６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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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对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由图２可知，不同施磷量对烟苗叶绿素含量有

较大影响，随施磷量的增加叶绿素含量逐渐增大；

其中，５１、５７和６３ｄ苗龄期Ｔ４比Ｔ１的叶绿素含

量分别高８．３２％、１０．４０％和１６．７２％；５１ｄ苗龄

期４个处理间叶绿素含量没有显著性差异。５７ｄ苗

龄期的Ｔ１、Ｔ２、Ｔ３间和Ｔ３、Ｔ４间没有显著性差

异；６３ｄ苗龄期的 Ｔ１、Ｔ２、Ｔ３间和 Ｔ２、Ｔ３、

Ｔ４间不具显著性差异。Ｔ１、Ｔ２、Ｔ３的叶绿素含

量以５７ｄ苗龄期最高，Ｔ４以６３ｄ最高。

２５　对光合性能的影响

不同施磷量对烟苗光合性能的影响结果见表

３。由表可知，施磷量对净光合速率 （犘狀）的影响

较大，随施磷量增加犘狀呈逐渐增大的趋势。施磷

量由９ｍｇ·株
－１增加至１２、１５、１８ｍｇ·株

－１时，

犘狀分别增加了８．００％、１０．４６％和１５．４４％，Ｔ２和

Ｔ３间差异不显著。水分利用率 （犠犝犈）受施磷量

的影响也较大，施磷量由９ｍｇ·株
－１每增加３

ｍｇ·株
－１，犠犝犈 分别增加２８．０６％、１６．０６％和

９．２６％，增幅随施磷量的增加逐渐减小，且相邻两

处理间均不具备显著性差异。施磷量对气孔导度

（犌犻）、胞间ＣＯ２浓度 （犆犻）和蒸腾速率 （犜狉）的影

响较小，施磷量过低或过高将导致犆犻的显著性增

高；就犜狉而言，随施磷量的增加犜狉逐渐降低，Ｔ４

较Ｔ１降低了１８．６９％。

图２　不同施磷量对烟苗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犉犻犵．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犘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犮犺犾狅狉狅狆犺狔犾犾犻狀犾犲犪狏犲狊狅犳

狋狅犫犪犮犮狅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

表３　不同施磷量对烟苗光合特性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犘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狅狀狆犺狅狋狅狊狔狀狋犺犲狊犻狊狅犳狋狅犫犪犮犮狅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

处理 净光合速率犘狀 气孔导度犌犻 胞间ＣＯ２浓度犆犻 蒸腾速率犜狉 水分利用率犠犝犈

Ｔ１ ２０．５９ａ ０．１４ａｂ ５６１．９５ｂ １．２７ｂ １７．３２ａ

Ｔ２ ２１．５２ｂ ０．１４ａ ５４１．３１ａ １．０８ａ １９．１１ａｂ

Ｔ３ ２２．０１ｂ ０．１４ａ ５４６．９２ａ １．０７ａ ２０．３０ｂｃ

Ｔ４ ２３．７７ｃ ０．１５ｂ ５６９．８５ｂ １．０７ａ ２２．１８ｃ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达显著水平（犘＜０．０５）差异。

３　讨论与结论

磷是烟草生长发育需要的最重要元素之一，对

烟草的物质代谢和能力代谢起着重要作用［１６］。缺

磷时细胞分裂减弱或停止，导致根系发育不良［１］。

本研究表明，随着施磷量的增加，烟苗根系的长

度、根尖数、投影面积、表面积和体积均有逐渐增

大的 趋 势。徐 敏 等［１６］以 中 烟 １０１、中 烟 １００、

ＮＣ８９、Ｋ３２６和庆胜２号等５个烤烟品种为材料进

行研究表明，施磷能显著提高烟苗的根系体积。刘

国顺等［１７］研究发现，随施磷量的增加烤烟根系体

积也逐渐提高。大豆［１８］、山核桃［１９］和水稻［２０］等作

物对磷素水平也有类似的响应。

根系活力反映了其新陈代谢活动的强弱，是表

征根系吸收功能的一项综合指标。施磷水平对小

麦［２１］、橡胶树［２２］、油茶［２３］等植物的根系活力有着

显著的影响。本试验表明，施磷水平对各苗龄时期

烟苗的根系活力均有极显著的影响，适宜范围内提

高施磷量能极显著地提升烟苗的根系活力。习向银

等［２４］利用烤烟 “ＮＣ８９”品种研究时也发现了相同

的研究结果。

叶绿素是捕获光能、同化ＣＯ２的重要色素，在

一定范围内，叶绿素含量的高低可直接影响叶片的

光合作用能力［２５］。磷素营养对叶绿素的合成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缺磷将导致叶绿素含量的降

低［２６－２７］。在本试验中，增加磷施用量能提高烟苗

的叶绿素含量，且不同处理间存在极显著的差异。

徐敏［１６］、习向银［２４］在磷素对烟苗叶绿素含量的影

响研究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烤烟大田期的叶绿

素含量对磷素也有类似的响应［２８］，杨睛等［２９］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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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的叶绿素含量也施磷量的增加而提高。

当植株生长在磷素不足的环境中，叶片的光合

速率将会明显降低，这在Ｃ３植物
［３０］和Ｃ４

［３１］植物

中均有报道。磷素对烟苗的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缺乏会严重影响烟苗光合效率。本研究表

明，低磷处理显著降低了烟苗的净光合速率，然而

随磷素的增加烟苗的净光合速率也随之显著增加。

这可能与缺磷影响了烟苗同化力的形成［３２］、卡尔

文环中酶的活性及ＲｕＢＰ的再生
［３３］及同化物的运

输［３４］等有关，周开勇等［３５］也报道了类似的研究结

果，杨睛等［２９］发现小麦的净光合速率对磷素也有

类似的响应。此外，研究发现增施磷肥将导致

犠犝犈 的升高和犜狉的降低，磷素过低或过高将导致

犆犻的显著性增高。有报道显示，磷素对水稻
［３６－３７］、

大豆［３８］、番茄［３９］、蓖麻［４０］等作物也有类似的

作用。

烟草生长前期对磷素比较敏感，磷素水平对烟

苗的根系发育、叶绿素含量、光合性能及抗逆性等

都有较大的影响。本文利用漂浮育苗方法，研究了

不同施磷水平对烟苗生长和生理特性的影响。结果

表明，适量增施磷肥提高了根系的长度、根尖数、

投影面积、表面积和体积及根系活力，促进烟苗形

成健壮的根系；提升了烟苗的ＰＰＯ、ＰＯＤ和ＰＡＬ

等酶的活性，增强了烟苗对逆境的抵抗力；增加了

叶绿素含量及净光合速率等指标，增强了烟苗的光

合性能。综合以上分析表明，烟草漂浮育苗的磷肥

施用量以１５～１８ｍｇ·株
－１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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