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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探究施用高碳基肥对植烟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的影响，采用田间试验研究了不同高碳基肥施用

量（0、0.9、1.5 和 1.8 t/hm2）处理对烟株生长发育、土壤理化性质和烤后烟叶品质的影响，并利用 Biolog-ECO 方
法分析了土壤微生物碳代谢多样性特征。结果表明：（1）0.9 ～ 1.5 t/hm2 高碳基肥显著促进了烤烟株高、茎围、最
大叶面积和根系干重等指标，1.8 t/hm2 施用量促进效果明显降低；（2）与对照相比，施用高碳基肥能够降低土壤
含水率、提高土壤 pH 值和微生物量碳氮比；（3）Biologe-ECO 分析表明，土壤微生物平均颜色变化率和多样性指
数均以施用高碳基肥 1.5 t/hm2 处理最高，同时土壤微生物对氨基酸类、聚合物类、碳水化合物类和羧酸类碳源利
用率亦有显著提高。主成分分析表明，施用高碳基肥显著改变了土壤微生物功能群落结构，且以 1.5 t/hm2 高碳基
肥处理下微生物碳代谢多样性得分最高；（4）施用高碳基肥能够改善烤后烟叶化学品质，以 1.5 t/hm2 处理效果最
佳，总糖、还原糖和钾含量分别较对照显著提高 22.81%、35.72%、25.61%。综合来看，许昌烟区高碳基肥的最适
宜施用量为 1.5 t/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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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但长期以来

生物炭是指由木头、秸秆或动物粪便等生物有

烤烟种植大量不合理施用化肥，加之烤烟规模化和

机材料在低氧或缺氧环境中经高温裂解后形成的产

集约化生产，烟田连作现象愈加突出

［1-2］

。长期大
［3］

物，由于其含碳量丰富、高度的稳定性和较强的吸附

、肥

能力，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一直是研究热点［10］。国

力下降［4］、微生物区系改变［5］和病虫害加剧［6］等

内外研究表明，生物炭能通过改善土壤酸碱度等物理

诸多问题，最终导致烤烟生长发育受阻、产质量降

性质、提高土壤养分和对有毒物质的吸附等途径增加

低等问题持续加重。微生物是土壤生态系统中最活

土壤微生物量和群落功能多样性［11-12］。高碳基肥是

跃的组成部分，对影响作物生长的物质循环、氧

一种以生物炭为主要原料的新型有机肥料，从现阶段

量施用化肥和连作造成植烟土壤板结酸化

［7］

，微

的研究成果来看，高碳基肥在改良植烟土壤理化性

生物碳源代谢多样性也是衡量土壤质量、能量流动

状、提高养分含量、促进烤烟生长和改善烤烟品质等

和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生态学指标。大量研究表

方面成绩斐然［13-14］。近年来，高碳基肥的应用研究

明，土壤微生物群落调控失衡、数量减少和多样性

大多在烤烟生长生理特性和产质量等方面开展，
“土

化分解和生理生化代谢等过程有重要作用

［8-9］

，因

壤 - 生物炭 - 微生物”系统中碳源代谢及影响鲜有

此就如何改善植烟土壤微生态环境以调控微生物群

报道，而生物炭介导的土壤微生态环境调控正是植烟

落构成和多样性对植烟土壤改良具有重要意义。

土壤改良的关键。为此，本文以典型浓香型烤烟和

降低是影响土壤连作障碍的重要因子之一

许昌烟区植烟土壤为研究对象，采用 Biolog-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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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边土壤，对根际土壤进行剔除石块、杂物等简单处

材料与方法

1.1

理后置于低温箱内迅速带回实验室，土壤样品置于

试验材料

4 ℃ 冰 箱 内 保 存。 使 用 自 动 pH 计（Mettler-Toledo，

试验于 2017 年在河南农业大学许昌试验农场进

瑞士）测定土壤 pH 值；采用烘干法［17］测定土壤含

行，当地海拔 79 m，地理坐标为 34°7′56.38″N，

水率；参照陈安强等［18］方法，采用氯仿熏蒸 -K2SO4

113°48′19.95″E。试验地地势平坦，土壤肥力均

浸提法测定土壤有机碳和微生物量碳氮指标。

匀，前茬作物为烟草。供试土壤类型为褐土，质

1.3.3

土壤微生物多样性测定

地为砂壤土，其基础理化性质为 pH 值 6.28，有

根际土壤微生物碳源代谢多样性测定采用 Bio-

机 质 20.79 g/kg， 碱 解 氮 69.04 mg/kg， 有 效 磷

log-ECO 微平板法进行，具体操作流程及相关指数

10.59 mg/kg，速效钾 138.89 mg/kg。供试烤烟为烟

计算参照文献［19］，微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和碳

草品种“中烟 100”，由许昌烟叶工作站提供。供

源利用能力计算选取培养 120 h 的各孔在 590 nm 波

试用高碳基肥为实验室自主研制，主要成分为生物

长下的光吸收值。

炭≥ 200.00 g/kg，有机质≥ 45.00%（主要为油料饼
肥），N∶P2O5∶K2O=2∶1∶2。
1.2

Biolog-ECO 微平板中平均颜色变化率（AWCD）
表示土壤微生物代谢活性，计算公式如下：

试验设计

AWCD=∑（Ci-Ri）/n。

式中：Ci 为有碳源孔吸光值，Ri 为对照孔吸光

采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共 4 个处理：不施用
2

高 碳 基 肥（CK）； 施 用 高 碳 基 肥 0.9 t/hm （T1）；

值，n 为培养基孔数，此处 n 为 31。

2

施用高碳基肥 1.5 t/hm （T2）；施用高碳基肥 1.8
2

t/hm （T3）。每个处理重复 3 次，共 12 个小区，每
2

小区面积约 0.067 hm 。每处理小区均以施纯氮 80
2

kg/hm 计， 氮 磷 钾 比 为 1∶1.5∶3， 其 中 对 照 处 理

采 用 丰 富 度 指 数、 多 样 性（Shannon-Winner）
指数、优势度（Simpson）指数和均匀度（McIntosh）
指数表征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计算公式
如下：
Shannon-Winner 指数 =-∑ Pi（lnPi）

施 用 烟 草 专 用 复 合 肥（N∶P2O5∶K2O=10∶10∶20）
300 kg/hm ，芝麻饼肥（N∶P2O5∶K2O=3∶2∶1）450

Simpson 指数 =1-∑ Pi2

kg/hm2， 硫 酸 钾（K2O 50%）150 kg/hm2， 硝 酸 钾

McIntosh 指数 = ∑ni2
式中：Pi 为第 i 孔相对吸光值与整板相对吸光

2

（N∶P2O5∶K2O=13.5∶0∶44.5）75 kg/hm2，磷酸二铵
（N∶P2O5∶K2O=18∶46∶0）75 kg/hm2，高碳基肥处理
按照氮素施用量一致的原则做相应调整，磷钾不足

值总和的比值（Ci-Ri）/ ∑（Ci-Ri）；ni 为第 i 孔相
对吸光值（Ci-Ri）。

的以重过磷酸钙（P2O5 44%）和硫酸钾（K2O 50%）
补齐。烟苗于 4 月 25 日移栽，肥料于移栽前一天

以每一类碳源平均吸光值表征碳源利用率，计
算公式如下：
nj

起垄时条施，其它田间管理措施按当地优质烤烟栽
培技术规范
1.3

［15］

碳源利用率 = ∑（Ci-Ri）/nj

进行。

i=1

式中：（Ci-Ri）为在 j 类碳源中，第 i 种碳源的

测定项目与方法

1.3.1

烤烟生长指标测定
烤烟进入成熟期（移栽后 75 d）进行烟株农艺

相对吸光值；nj 为所有属于 j 类碳源的孔数量。
1.3.4

烤后烟叶化学成分测定

性状指标调查，参照 YC/T 142-2010 标准［15］，随

采烤结束后，选取每小区 C3F 等级烤后烟叶

机选择每小区代表性烟株 5 株测定株高、茎围、节

进行常规化学成分含量和协调性测定。使用 San++

距、最大叶长和最大叶宽等农艺性状指标，最大叶

连续流动分析仪（Skalar，荷兰）测定烟叶总糖、

面积 = 最大叶长 × 最大叶宽 ×0.634 5，0.634 5 为

还原糖、总氮、烟碱和氯含量；使用火焰光度计

烤烟叶面积指数。将所选烟株整株挖出，用自来水

（FP6432，上海）测定烟叶钾含量；化学协调性指

将根系冲洗干净后把地上部和根系分开，于 105 ℃

标糖碱比 = 总糖 / 烟碱，氮碱比 = 总氮 / 烟碱，钾

杀青 15 min，后在 65 ℃烘干至恒重测定部位干重。

氯比 = 钾 / 氯。

1.3.2

1.4

土壤理化性质测定
将调查农艺性状烟株挖出后，轻轻抖落根系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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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
试 验 数 据 采 用 Excel 2010 进 行 整 理， 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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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 21.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主成分分

理（P<0.05）。不同高碳基肥施用量下，以 T2 处

析（PCA），数据多重比较采用 Duncan 法，结果采

理各指标表现最高，烤烟株高、茎围、最大叶面

用 Sigmaplot 12.0 及 Origin 9.0 软件绘图。

积、节距、地上部干重和根系干重等指标较对照

2

处 理 分 别 显 著 提 高 了 18.44%、5.76%、10.59%、

结果与分析

2.1

9.73%、10.91% 和 81.67%。T3 处理下烤烟各生长

高碳基肥对烤烟生长指标的影响

指标相对于 T2 处理均有所降低，且两处理间各指

烤烟农艺性状是生长发育状况和协调性的直

标差异均显著（P<0.05）。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观 体 现， 不 同 处 理 下 烤 烟 生 长 指 标 如 表 1 所 示。

施用高碳基肥能显著促进烤烟生长，但不同施用

与对照相比，施用高碳基肥处理下烤烟各生长指

量下对烤烟生长的促进效果不尽相同。随着高碳

标均有不同程度提高。除节距和根系干重外，不

基肥施用量的增加，烤烟生长指标大体上表现为

同处理下烤烟生长指标均呈现出 T2>T1>T3>CK 的

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说明高碳基肥对烤烟生长

趋势，而且施用高碳基肥处理下烤烟株高、茎围、

的促进具有剂量效应，高碳基肥施用量以 T2 处理

最大叶面积和根系干重等指标均显著高于对照处

为宜。

表1
茎围（cm）

高碳基肥对烤烟生长指标的影响
最大叶面积（cm2）

处理

株高（cm）

节距（cm）

地上部干重（g）

根系干重（g）

CK

76.08±4.64c

7.98±0.25c

1 239.08±55.23d

4.11±0.03c

223.72±5.82b

59.38±5.88c

T1

88.31±2.38ab

8.26±0.78b

1 332.96±30.66b

4.15±0.04c

240.93±15.66a

75.71±5.53b

T2

90.11±5.77a

8.44±0.79a

1 370.41±64.41a

4.51±0.18a

248.15±21.59a

107.88±8.74a

T3

85.06±6.98b

8.07±0.36b

1 275.90±29.35c

4.30±0.16b

223.93±20.81b

77.75±3.19b

注：表中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2.2

高碳基肥对植烟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用高碳基肥后土壤微生物量碳虽有增加，可能由于

土壤理化性质及微生物量碳氮是影响土壤物质

重复间误差较大导致各处理间差异并不显著；土壤

转换、能量流动和生物化学循环的重要因子，是土
［20］

壤利用后养分结构变化和微生态进程的指示计

。

微生物量氮随着高碳基肥施用量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而 T1 和 T2 处理与对照相比差异并不显著，但 T3 处

从表 2 可以看出，与对照处理相比，施用高碳基肥

理下土壤微生物量氮含量较对照显著降低了 43.47%；

处理下植烟土壤 pH 值、可溶性有机碳、微生物量

随着高碳基肥施用量的增加，土壤微生物量碳氮比

碳和微生物量碳氮比均有不同程度提高，而含水率

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与对照相比，T1 处理微生物

和微生物氮有所降低。施用高碳基肥的 T1、T2 和

量碳氮比增加差异并不显著，而 T2 和 T3 处理较对

T3 处理下土壤 pH 值较对照分别提高了 0.22、0.23

照分别显著提高了 64.31% 和 78.66%。以上分析说

和 0.26，且差异均显著（P<0.05），但不同施肥量

明，施用高碳基肥对植烟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主要

处理之间差异并不显著；随着高碳基肥施用量的增

体现在 pH 值、含水率和微生物量碳氮比等指标上，

加，土壤含水率较对照分别减少了 1.88%、1.98% 和

对土壤有机碳、微生物量碳和微生物量氮含量的影

1.28%，但不同施肥量处理之间差异并不显著；施

响只有在高碳基肥施用量较高时才有显著作用。

表2

高碳基肥对植烟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处理

pH 值

含水率（%）

可溶性有机碳（mg/kg）

微生物量碳（mg/kg）

微生物量氮（mg/kg）

微生物量碳氮比

CK

6.22±0.23b

25.44±2.37a

255.75±16.88b

967.70±84.19a

49.41±3.91a

19.59±1.59b

T1

6.44±0.73a

23.56±0.54b

270.37±26.77ab

978.92±38.18a

34.94±2.52ab

28.02±1.49ab

T2

6.45±0.71a

23.46±1.53b

273.91±20.01ab

1 046.33±56.52a

32.50±1.66ab

32.19±1.87a

T3

6.48±0.71a

24.16±2.11b

281.76±22.82a

977.42±56.69a

27.93±1.65b

35.00±2.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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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碳基肥对植烟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势度，McIntosh 指数是衡量微生物群落物种均一性

高碳基肥对土壤微生物 AWCD 的影响

的指标［22］。从表 3 可以看出，施用高碳基肥对植

2.3.1

Biolog-Eco 微平板中 31 孔平均吸光度值变化

烟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影响较大，整体上呈

（AWCD）是反映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能力和活性

现出 T2>T1>CK>T3 的趋势。与对照相比，T1 和 T2

［21］

。从图 1 可以看出，随着培养时间

处理下土壤微生物群落丰富度指数和 McIntosh 指数

的增加，不同处理下土壤微生物 AWCD 值呈现逐

及 T2 处理下 Shannon-Winner 指数均显著增高，而

渐增加的趋势。自培养开始至 120 h 为 AWCD 值迅

T3 处理下除 Simpson 指数均显著低于对照处理。在

速上升期，说明土壤微生物对碳源的利用率快速增

Simpson 指数上，不同高碳基肥施用量间虽呈现出

加，120 h 以后各处理平均颜色变化率逐渐保持稳

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但与对照处理相比差异均

定，变化不大。在整个培养期内，各处理 AWCD

不显著，说明施用高碳基肥对植烟土壤微生物群

值 表 现 为 T2>T1>CK>T3 的 格 局 且 一 直 存 在。 在

落 Simpson 指数的影响并未达显著水平。而在丰富

120 h 时，T1 和 T2 处理下 AWCD 值较对照分别显

度 指 数、Shannon-Winner 指 数 及 McIntosh 指 数 上

著 提 高 了 11.18% 和 14.91%， 但 T1 和 T2 处 理 间

均以 T2 处理最高，T3 处理显著较低。以上分析结

AWCD 值差异并不显著。而 T3 处理下 AWCD 值则

果说明，适宜施用量的高碳基肥添加对植烟土壤微

显著低于对照处理，降幅达 10.56%。说明施用高

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施用量

碳基肥能显著影响植烟土壤微生物代谢活性，而且

过 高 会 造 成 丰 富 度 指 数、Shannon-Winner 指 数 及

其效应与高碳基肥的施用量关系密切。在适量高碳

McIntosh 指数锐减，对植烟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

基肥施用条件（T1 和 T2）下，土壤微生物代谢活

产生抑制作用。

的有效指标

性显著高于对照，但较高施用量（T3）下土壤微生
物代谢活性较对照显著降低，说明使用高碳基肥对
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能力的提高并非施用量越高效
果越好，需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施用。

表3
处理

高碳基肥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的影响
丰富度

多样性

优势度

均匀度

指数

指数

指数

指数

CK 24.873±1.029c

3.020±0.221bc 0.932±0.052a 5.574±0.341c

T1 27.737±1.374b

3.138±0.094b

0.932±0.071a 7.029±0.464b

T2 29.619±1.917a

3.198±0.144a

0.949±0.058a 8.445±0.667a

T3 23.795±1.185c

2.871±0.161c

0.921±0.061a 5.554±0.211c

2.3.3 高碳基肥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碳源利用率的影响
Biolog-ECO 微 平 板 由 对 照 孔 和 31 种 不 同 单
一碳源孔组成，其中碳源被分为碳水化合物类、
氨基酸类、羧酸类、胺类、聚合物类和酚类 6 大
类，通过不同类碳源吸光度值变化可以探明土壤
微生物对不同类碳源的利用特征［23］。从图 2 可以
看出，对照处理中各类碳源中以聚合物类、碳水化
图1

高碳基肥对土壤微生物 AWCD 的影响

合物类和羧酸类碳源利用率最高，说明此类碳源是
土壤微生物的偏好类型。施用高碳基肥后，土壤微

2.3.2 高碳基肥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的影响

生物对各类碳源的利用特征发生了改变，而且不同

根据图 1 所示不同处理碳源利用情况和变化趋

高碳基肥施用量对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的影响规律

势，选取 120 d 的 AWCD 值进行土壤微生物群落

不尽相同。低施用量高碳基肥（T1 和 T2）处理下，

碳源代谢多样性分析。丰富度指数能够反映不同

土壤微生物对碳水化合物类、氨基酸类和胺类碳源

处理下土壤微生物所利用的碳源数目状况，Shan-

利用率较对照处理均有显著提高。与对照相比，高

non-Winner 指数能够反映微生物群落分布均匀程

施用量高碳基肥（T3）处理下土壤微生物所利用

度，Simpson 指数能够反映微生物群落中物种的优

碳源类型中仅有氨基酸类显著升高，而碳水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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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羧酸类、胺类、聚合物类和酚类碳源利用率均

特征。从图 3 可以看出，不同处理中以 T1 和 T2 处

显著降低，说明施用高碳基肥对土壤微生物碳源利

理以及 CK 和 T3 处理得分接近，T2 处理和 CK 得

用率的提高在不同施用量处理间有明显差异，整体

分距离相差较大。说明 T1 和 T2 处理以及 CK 和 T3

上以 T2 处理下微生物碳源利用率提高最为显著，

处理土壤微生物对碳源利用特征相似，而 T2 处理

而 T3 处理下则较对照显著降低。在不同碳源利用

和 CK 处理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多样性相差较大。

特征上，施用高碳基肥后土壤微生物利用率较高的

而且与 CK 相比，T1、T2 和 T3 处理得分间均有较

碳源依次为氨基酸类、聚合物类、碳水化合物类和

好的分散，在得分上表现为 T2>T1>CK>T3 的格局

羧酸类，说明适量施用高碳基肥对土壤微生物碳源

分布。可见，施用高碳基肥对土壤微生物碳代谢功

利用率的提高是通过上述类型碳源实现的。与对照

能群结构和特征有较大影响，低施用量（T1 和 T2）

相比，施用高碳基肥后土壤微生物对碳源的利用特

处理下微生物对碳源的利用方式比较接近，而对照

征有所改变，且因高碳基肥的施用量不同有一定差

和高施用量（T3）处理碳源利用特征相似。从不同

异。整体而言，适宜施用量的高碳基肥能有效促进

施用量处理得分空间位置可以看出，高碳基肥的施

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率，而较高施用量高碳基肥对

用改变了土壤微生物对碳源种类的利用模式，而且

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T1 和 T2 处理下得分较高，说明适宜施用量的高碳
基肥增强了土壤微生物对碳源的利用，而高施用量
高碳基肥处理得分相比于对照更低，说明土壤微生
物活性有所减弱。

图 2 高碳基肥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碳源利用率的影响

注：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

2.3.4

土壤微生物对碳源代谢的主成分分析
Biolog-ECO 微平板上包含了 6 大类共 31 种碳

源，有较多变量，选用主成分分析探究高碳基肥对
植烟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模式和代谢特征。采用培
养 120 h 后的各处理 AWCD 值对不同处理土壤微生
物碳源代谢特性进行分析，通过 PCA 转换将不同
处理的多元向量置换为互不相关的主元向量，利用
各处理在空间位置上的差异与聚集形象直观地反映
出不同微生物群落对碳源的代谢特点，客观准确地
解释不同处理土壤微生物对碳源利用的多样性［24］。
如图 3 所示，在 31 种因子中共提取了 3 个主成分
因 子， 第 一 主 成 分（PC1）、 第 二 主 成 分（PC2）
和 第 三 主 成 分（PC3） 分 别 可 解 释 所 有 变 量 的
35.25%、27.86% 和 23.64%，3 个 主 成 分 累 积 方 差
贡献率达到 85% 以上，可以用来概括 31 个变量的

图3

2.4

土壤微生物对碳源代谢的主成分分析

高碳基肥对烤后烟叶化学成分的影响
烤烟是一种嗜好类叶用经济作物，烤后烟叶内

各种化学成分的数量和协调性是影响烤烟内在品质
的重要因素。常规化学成分作为鉴定烟叶品质的指
标要有适宜含量，一般认为，优质烤烟 C3F 等级
烟叶总糖含量在 22% ～ 28% 之间，还原糖含量在
15% ～ 20% 之间，总氮含量在 2.5% 左右，烟碱含
量在 2% 左右，钾含量在 2% 以上，氯含量控制在
1% 以下［25］。从表 4 可以看出，与对照相比，施用
高碳基肥处理下烤烟总糖、还原糖、总氮、烟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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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和氯含量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但不同施用量间各

料，在改良土壤理化性质、促进烟株生长等方面研

指标增加存在一定差异。随着高碳基肥施用量的增

究较多。张子颖等［14］研究表明，施用适量高碳基

加，烟叶总糖、还原糖和钾含量显现出先升高后降

肥能显著提高烤烟株高、茎围、叶面积和生物量，

低的趋势，而总氮、烟碱和氯含量均为逐渐升高的

这与本试验结果一致。高碳基肥料能有效提高土壤

趋势。总糖、还原糖和钾含量最高的 T2 处理较对

肥力，促进作物根系下扎，改善烟株农艺性状，而

照分别显著提高了 22.81%、35.72%、25.61%，总

过量施用则对烟株生长发育具有一定的负效应［26］。

氮、烟碱和氯含量最高的 T3 处理较对照分别显著

有研究认为，生物炭特殊的孔状结构能降低土壤水

提高了 29.78%、74.74% 和 28.57%。但从常规化学

分流失，从而提高土壤含水率［27］。但也有研究指

指标适宜含量上看，T3 处理下烤烟还原糖和烟碱

出，高碳基肥料对土壤含水率的影响很大程度上由

含量较适宜范围均较高，相对来看以 T1 和 T2 处

土壤类型和本身条件所决定。本试验中，施用高碳

理下烤烟常规化学成分较适宜。在化学成分协调

基肥造成植烟土壤含水率有所降低，可能是由于试

性上，一般认为糖碱比在 6 ～ 10 之间，氮碱比在

验地土壤含水率较高，高碳基肥料施入后造成土壤

［25］

。从表 4

物理结构改变，从而导致含水率下降［28］。研究表

可以看出，与对照相比，施用高碳基肥处理下烤烟

明，高碳基肥料本身含有一定的灰分元素，施用后

糖碱比和氮碱比均有不同程度降低，钾氯比在不同

能够有效提高土壤酸性盐基饱和度，进而降低交换

施用量间表现不一致，具体表现为 T1 和 T2 处理下

性阳离子含量，提高土壤 pH 值［29］。本试验中施用

钾氯比升高，而 T3 处理下钾氯比降低。从化学成

高碳基肥料显著降低了土壤微生物量氮含量，并提

分协调性的适宜性来看，T1 和 T3 处理下烟叶氮碱

高了微生物量碳氮比，说明高碳基肥料的施用导致

比较低，而 T3 处理下钾氯比又相对较低，高碳基肥

了土壤微生物群落发生变化，对土壤碳氮循环和生

施用处理下烟叶糖碱比都较适宜。从以上分析可以

态系统有一定影响［30］。

看出，施用高碳基肥对改善烤后烟叶常规化学成分含

3.2

0.8 ～ 0.9 之间，钾氯比大于 4 较适宜

量和协调性有显著作用，但不同施肥量间差异较大，
以 T2 处理下烤后烟叶化学成分指标表现最好。
表4

理下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方式和代谢特征。在 216
量 > 对照 > 高施用量的格局，说明施用适量高碳

处理
项目
T1

通过 Biolog-ECO 微平板培养法，研究不同处
h 培养期间，不同处理下 AWCD 值均表现为低施用

高碳基肥对烤烟常规化学成分的影响

CK

高碳基肥对土壤微生物碳源代谢多样性的影响

T2

T3

基肥能有效提高土壤微生物代谢活性和碳源利用效
率［31］。施用适量高碳基肥能有效提高土壤微生物

总糖（%） 22.18±0.86b 24.06±1.01b

27.24±0.68a 26.25±0.79a

群落碳源利用丰富度、群落均匀度和均一性，而施

还原糖（%） 15.06±1.31b 16.68±1.55b

20.44±1.35a 20.32±2.01a

用量过高会造成丰富度指数、Shannon-Winner 指数
及 McIntosh 指数锐减。施用适量高碳基肥提高土壤

总氮（%） 1.88±0.15c

1.95±0.08c

2.32±0.21b 2.44±0.13a

烟碱（%） 1.94±0.11d

2.46±0.09c

2.81±0.14b 3.39±0.27a

微生物碳源利用率主要通过氨基酸类、聚合物类、
碳水化合物类和羧酸类碳源实现，而高施用量处理

钾（%）

2.03±0.04c

2.36±0.07b

2.55±0.18a 2.46±0.03ab

氯（%）

0.28±0.01c

0.33±0.02b

0.34±0.02b 0.36±0.01a

量高碳基肥提高了土壤肥力，同时生物炭提供的碳

糖碱比

11.43±1.14a

9.78±0.91b

9.69±0.51b 7.74±0.45c

源促进了土壤微生物的代谢活性［32］，但随着施用

氮碱比

0.97±0.08a

0.79±0.01bc

0.82±0.07b 0.72±0.03c

量的增加，微生物群落间的竞争导致部分不能充分

钾氯比

7.17±0.51b

7.21±0.47ab

7.43±0.25a

3
3.1

6.77±0.37c

讨论

显著降低了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率。可能是施用适

利用碳源的微生物种群活性降低［33］。主成分分析
结果表明低施用量（0.9 和 1.5 t/hm2）处理下微生
物对碳源的利用方式比较接近，而对照和高施用量
（1.8 t/hm2）处理碳源利用特征相似，而且低施用量

高碳基肥对烤烟生长和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处理得分较高，说明高碳基肥的施入显著改变了土

土壤营养物质和环境是烟株正常生长的基础，

壤微生物活性，但土壤微生物活性和对碳源的利用

高碳基肥是一种以生物炭为主要成分的新型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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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一致。施用适量高碳基肥能有效提高土壤微
生物活性和丰度，可能是由于其多孔结构为土壤微
生物提供了良好的栖身场所，同时生物炭表面含有
的功能基团能有效吸附土壤易矿化有机碳和 NH4+，

［J］．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2010，16（4）：840-845.
［5］

微生物区系的影响［J］．土壤，2012，44（3）：456-460.
［6］

60-67.
［7］

［34-35］

制其生长和定殖
3.3

尤垂淮，高峰，王峰吉，等 . 连作对云南烤烟根际微生态及
烟 叶 产 质 量 的 影 响［J］． 中 国 烟 草 学 报，2015，21（1）：

而高施用量的高碳基肥可能由于乙稀、重金属和多
环芳烃等物质含量较高不利于土壤微生物生长，抑

李鑫，张秀丽，孙冰玉，等 . 烤烟连作对耕层土壤酶活性及

Mimmo T，Del B D，Terzano R，et al.Rhizospheric organic
compounds in the soil-microorganism-plant system：their role in

。

高碳基肥对烤后烟叶品质的影响
烤后烟叶内在品质与常规化学成分含量及协调

性关系密切。叶协锋等［26］研究认为，施用适宜量

iron availability［J］．Eur J Soil Sci，2015，65（5）：629-642.
［8］

高通量研究方法［J］．土壤学报，2011，48（3）：612-618.
［9］

生物炭能有效提高烤后烟叶烟碱、钾和氯含量，而
在高施用量下反而不利于烤后烟叶品质的形成。这

高，这与郑加玉等［36］研究结果有一定差异，可能

华菊玲，刘光荣，黄劲松 . 连作对芝麻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
的影响［J］．生态学报，2012，32（9）：2936-2942.

［10］

Lehmann J，Rillig M C，Thies J，et al. Biochar effects on soil
biota-A review［J］．Soil Biol Biochem，2011，43（9）：

与本试验结果类似，同时本试验中烟叶总糖、还原
糖和总氮含量亦随着高碳基肥的施用量增加有所提

薛超，黄启为，凌宁，等 . 连作土壤微生物区系分析、调控及

1812-1836.
［11］

Jeffery S，Verheijen F G A，Velde M V D，et al.A quantitative
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biochar application to soils on crop

是由于生物炭材料不同及土壤自然环境差异造成

productivity using meta-analysis［J］．Agr Ecosyst Environ，

的。烤后烟叶化学成分对内在品质的影响并不仅仅

2011，144（1）：175-187.

由其含量所决定，各化学成分之间的关系调节往往

［12］

响研究进展［J］．应用生态学报，2013，24（11）：3311-

决定着烤后烟叶风格和质量。本试验中，施用高碳
基肥对改善烤后烟叶常规化学成分协调性有显著作
用，但不同施肥量间差异较大，以 1.5 t/hm2 施用量
下化学成分更为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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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艳丽，刘杰，王莹莹 . 生物炭对农田土壤微生物生态的影
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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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烟生长及经济效益的影响［J］．中国烟草学报，2016，22

结论

（5）：79-86.

综上所述，施用高碳基肥对烤烟生长、土壤微
生物多样性及烟叶品质有显著影响，但高碳基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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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总公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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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烟生长和品质的影响存在“抑制浓度”，许昌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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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3221-2008，烤烟栽培技术规程［S］．北京：中国烟
YC/T 142-2010，烟草农艺性状调查方法［S］．北京：国家
烟草专卖局，2010.

区最适宜施用量为 1.5 t/hm 。高碳基肥的施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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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士旦 . 土壤农化分析［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0.

主要是通过改变植烟土壤理化性质，间接作用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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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安强，付斌，鲁耀，等 . 有机物料输入稻田提高土壤微生
物碳氮及可溶性有机碳氮［J］．农业工程学报，2015，31

壤微生物群落组成，进一步影响烟株生长和产质量
形成，但“土壤 - 生物炭 - 微生物”这一系统容

（21）：16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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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yer J S，Kaufman D D. Microbial diversity in the rhizosphere of

易受到土壤自然条件、高碳基类型及试验条件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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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高碳基肥对土壤微生物、烟株生长的相互联系

Soil Ecol，1997，5（1）：21-27.

和影响机制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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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high-carbon base fertilizer on the growth of flue-cured tobacco and diversity of soil microbial carbon metabolism
ZHANG Zhi-hao，CHEN Si-meng，REN Tian-bao，DING Song-shuang，LI Yang，WANG Huan-huan，YUN Fei，LIU
Guo-shun*（College of Tobacco Science，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tional Tobacco Cultivation and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Research Centre，Key Laboratory for Tobacco Cultivation of Tobacco Industry，Zhengzhou Henan 450002）
Abstract：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high-carbon basal application on the functional diversity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tobacco-planting soil，field trials were conduct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high-carbon basal rates（0，0.9，1.5 and
1.8 t/hm2）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obacco plants.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and the quality
of roasted tobacco leaves were analyzed. Biolog-ECO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versity of soil microbial carbon
metabolis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1）0.9 ～ 1.5 t/hm2 high-carbon base fertilizer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plant height，
stem circumference，maximum leaf area，and root dry weight of flue-cured tobacco，and the effect of application of 1.8
t/hm2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2）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the application of high-carbon basal fertilizer reduced the
soil moisture content，increased the soil pH value and the ratio of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to nitrogen；（3）Biologe-ECO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WCD value and diversity index of soil microorganisms were the highes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highcarbon basal fertilizer 1.5 t/hm2，and the soil microbial utilization rates of amino acids，polymers，carbohydrates，and
carboxylic acids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high-carbon
basal fertilizer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in the soil，and the microbial carbon metabolism
diversity score was the highest under the treatment of high-carbon base fertilizer with 1.5 t/hm2；（4）The application of highcarbon base fertilizer  improved the chemical quality of cured tobacco leaves. The best treatment effect was 1.5 t/hm2. The
contents of total sugar，reducing sugar and potassium increased by 22.81%，35.72% and 25.61%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Taken together，the optimum application rate of high-carbon basal fertilizer in Xuchang tobacco area is 1.5 t/hm2.
Key words：high-carbon basal fertilizer；flue-cured tobacco；growth；soil microorganisms；diversity of carbon meta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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