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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明连作植烟土壤酚酸类物质积累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利用高效液相色谱外标法检测了同一植烟

区域不同种植年限土壤（4、6、8、14 和 16 年）浸提液中酚酸类物质的种类和含量，并基于曲线估计方法和逐步
回归模型，探讨了酚酸类物质在连作条件下的积累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8 种酚酸在不同连作植烟
土壤中被检出，且其中 6 种具有明显的积累趋势；曲线估计分析表明不同酚酸积累特征存在差异，其中间苯三酚、
阔马酸、对羟基苯甲酸、香草酸和香兰素以增长曲线趋势积累，阿魏酸含量以幂函数趋势积累。相关性分析和逐
步回归分析表明，间苯三酚和阿魏酸含量之间存在互相促进关系，阿魏酸对阔马酸含量具有促进作用，香草酸对
对羟基苯甲酸含量具有促进作用，香兰素和苯甲酸分别对香草酸含量存在促进和抑制作用；香草酸和苯甲酸对香
兰素含量有促进作用。综上所述，连作导致植烟土壤酚酸类物质积累，且积累特征存在差异；酚酸类物质间存在
不同程度促进或抑制作用，其作用方式取决于酚酸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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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烟是典型的忌连作作物，但在目前可耕地面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实际问题中，当不能确定

积不断减少的背景下，烤烟连作现象依然普遍。连

哪种曲线模型最接近样本数据时，可以运用曲线估

［1-3］

续种植一定年限后植烟土壤理化性质恶化

，微

［4-5］

生物数量、功能和结构多样性失衡

，酶活性受

计对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以期明确最优的曲线模
型［24］；由于各酚酸类物质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

抑［6-7］，最终导致诸如病虫害加重、生长发育进程

它们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25］，双变量相关性

受阻、产质量降低等连作障碍现象的发生［8-9］。土

分析并不能反应两个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可以利

壤中酚酸类自毒物质积累被认为在连作障碍中扮演

用逐步回归模型对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

，其积累特征已在水稻、大豆、花

分析［26］。因此，本研究利用曲线估计和逐步回归

生、黄瓜、中药材以及林木等作物中予以初步明

模型对植烟土壤酚酸类物质在土壤中的变化趋势及

重要角色

［10-11］

［12-14］

确

。目前，烤烟根系分泌物中已被鉴定出多

种酚酸，并采用外源添加方法探讨其对烤烟自身的
［15-18］

化感效应

规律和酚酸类物质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分析。
本试验以连作 4、6、8、14 和 16 年的植烟土壤为

，并依据其对烤烟种子萌发及幼苗

研究对象，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采用高效液

生长、抗氧化酶及病原菌生长繁殖的影响推测酚

相色谱（HPLC）法对各土样的酚酸类物质进行测

酸类物质可能是导致烤烟连作障碍发生的重要因

定，研究连作年限对植烟土壤酚酸类物质种类和含

［19-21］

素

［22-23］

，但多数研究结论尚无直接证据

。

目前对连作土壤酚酸类物质的研究尚处在分离
［16-17］

鉴定阶段

量的影响；利用曲线估计模型研究植烟土壤酚酸类
物质随连作年限增加的变化趋势及规律；在相关性

，酚酸类物质在土壤中的变化趋势

分析的基础上，利用逐步回归模型研究不同连作年

和规律及其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尚未涉

限条件下植烟土壤中各酚酸类物质之间的互相影响

及，这对研究酚酸类物质在连作障碍中的作用机制

关系，旨在为研究酚酸类物质在连作障碍中的作用
机理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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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材料与方法
连作植烟土壤样品采集
于 2017 年在保山市施甸县姚关镇陡坡村连片

烤烟种植示范区（东经 99.22°，北纬 24.56°）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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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土样，该区域土地由同一农户承包，土壤质地

（T8）、14 年（T14）和 16 年（T16）烤烟的 0 ～ 20

为砂壤土，种植烤烟品种为 K326，前茬作物为大

cm 土样，每一种植年限土壤取 3 次重复，每个重复

-2

麦，每年烤烟施氮（N）量为 120 kg·hm ，施磷
-2

（P2O5） 量 为 90 kg·hm ， 施 钾（K2O） 量 为 321
-2

利用五点取样法采集 5 个土壤样品，除去表层后混
匀。所取土样分两部分处理，一部分土样研磨过 2

kg·hm ，肥料由当地烟草公司提供，栽培管理措

mm 筛装入无菌封口袋后立即放入 4℃冰箱中，用于

施统一按照当地优质烟叶生产技术进行。

酚酸类物质的测定；另一部分土壤风干，用于土壤

采 取 分 别 种 植 4 年（T4）、6 年（T6）、8 年

理化性状的测定，各处理土样基本理化性状见表 1。

表 1 各处理土样基本理化性状
处理
pH 值
-1

有机质（g·kg ）

T4

T6

T8

T14

T16

  7.63±0.15a

  7.40±0.13b

  7.30±0.18b

      6.61±0.12c

  6.40±0.14d

55.02±2.22a

51.92±2.71b

36.61±1.33c

    34.88±3.17c

34.95±2.56c

-1

3.74±0.18a

  3.68±0.10a

  2.46±0.06b

      2.36±0.55b

  2.35±0.15b

-1

1.12±0.06a

0.90±0.03d

  0.91±0.06d

      1.05±0.02c

  1.13±0.02b

全钾（g·kg ）

15.71±1.25a

13.94±1.91c

13.43±1.80c

    15.53±1.35b

16.90±1.10a

-1

水解氮（mg·kg ）

201.5±10.3b

173.3±15.2b

120.1±15.0c

    118.2±20.2c

330.5±10.8a

有效磷（mg·kg-1）

51.04±3.59a

35.46±3.11b

19.86±0.80c

    18.16±1.04c

22.26±2.05c

速效钾（mg·kg-1）

466.7±25.1b

468.4±40.1b

463.4±20.8b

1 273.7±105a

1 260.4±110a

全氮（g·kg ）
全磷（g·kg ）
-1

注：同行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在 5% 水平显著。

1.2

土壤样品处理及测定方法
土壤样品处理及测定参照李培栋等

1.3
［27］

数据处理

的方法

试验数据采用 Office 2013 进行初步处理和作

并依据本试验实际情况改进。每个处理称取 100 g

图；采用 SPSS 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

新鲜样品置于离心管中（3 次重复），加入 100 mL

利用 Duncan’s 新复极差法进行数据的多重比较和分

-1

1 mol·L NaOH 放 置 24 h， 然 后 震 荡 60 min， 离
-1

析；利用曲线估计模型研究酚酸类物质的变化趋势

心后将过滤液用 12 mol·L 的 HCl 酸化至 pH 值为

和规律［24］；利用逐步回归模型对酚酸类物质间相

2.5，120 min 后离心除去胡敏酸，然后将上清液过

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26］。

0.22 μm 的纤维膜，滤液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

2

仪测定，结果按照烘干土重换算。
土壤酚酸类化合物的测定采用 HPLC 法进行。
仪 器 为 Aglient1200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 色 谱 柱 为
TM

SunFire C18（4.6 mm×250 mm，5 μm）， 条 件 为
-1

o

2.1

结果与分析
不同连作年限植烟土壤酚酸类物质种类和含

量分析
标准品进样共 10 种酚酸类物质，分别为间苯

流 速 1 mL·min ， 柱 温 为 25 C， 检 测 波 长 为 280

三酚、对羟基苯甲酸、阔马酸、香草酸、阿魏酸、

nm。流动相 A（甲醇）和流动相 B（pH=2.5 的乙

香兰素、苯甲酸、邻苯二甲酸、肉桂酸和水杨酸

酸水溶液）设置的具体梯度为：0 min，流动相 A

（图 1），在 5 个处理中均检出了 8 种酚酸类物质，

为 30%，B 为 70%；15 min， 流 动 相 A 为 50%，B

分别为间苯三酚、阔马酸、对羟基苯甲酸、香草

为 50%；16 min，流动相 A 为 70%，B 为 30%；30

酸、香兰素、阿魏酸、苯甲酸和肉桂酸（图 2）。

min，流动相 A 为 0%，B 为 100%。标准样品分别

随连作年限增加，植烟土壤中间苯三酚、阔马

为阔马酸、对羟基苯甲酸、间苯三酚、香草酸、香

酸、对羟基苯甲酸、香草酸、香兰素、阿魏酸和酚

兰素、阿魏酸、邻苯二甲酸、苯甲酸、肉桂酸和水

酸类物质总含量升高（图 3 a、b、c、d、e、f、i）；

杨酸，进样量为 10 μL。每个周期分析结束后，等

而苯甲酸和肉桂酸含量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图

待 10 min，以便去除干扰成分的影响，保证分析结

3 g、h）。总体而言，植烟土壤酚酸类物质随连作年

果的稳定性和重复性。

限增加呈现出积累特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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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酚酸标准品色谱图

注：1- 间苯三酚（3.485）；2- 阔马酸（6.777）；3- 对羟基苯甲酸（8.977）；4- 香草酸（9.669）；5- 香兰素（11.031）；6- 阿魏酸（13.998）；7邻苯二甲酸（16.060）；8- 苯甲酸（18.212）；9- 肉桂酸（21.077）；10- 水杨酸（24.945）
。下同。

图2

24

图3

样品色谱图

连作对各酚酸类物质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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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曲线估计的酚酸类物质积累特征分析

三酚、阔马酸、对羟基苯甲酸、香草酸和香兰素的

由 2.1 可知，连作植烟土壤检测出的 8 种酚酸

6 个拟合曲线决定系数大小均以增长曲线最高，而

物质中有 6 种呈现出积累趋势，分别为间苯三酚、

阿魏酸的拟合曲线决定系数大小以幂函数最高（表

阔马酸、对羟基苯甲酸、香草酸、香兰素和阿魏

2）。因此，间苯三酚、阔马酸、对羟基苯甲酸、香

酸。以连作年限为自变量（t）、酚酸类物质含量

草酸和香兰素含量在连作条件下以增长曲线趋势积

为因变量（Y），利用曲线估计模型对各酚酸类物

累；阿魏酸含量在连作条件下则以幂函数趋势积累

质含量变化规律进行拟合，从拟合结果来看，间苯

曲线模型
线性函数
对数曲线
倒数曲线
幂函数
增长曲线
S 曲线

决定系数及显著性
R2
P
R2
P
R2
P
R2
P
R2
P
R2
P

（表 3）。

表 2 具积累趋势酚酸的曲线估计

间苯三酚
0.866
0.000
0.831
0.000
0.750
0.000
0.871
0.000
0.886
0.000
0.807
0.000

阔马酸
0.679
0.000
0.608
0.001
0.493
0.004
0.711
0.000
0.785
0.000
0.602
0.001

表3

对羟基苯甲酸
0.814
0.000
0.701
0.001
0.555
0.001
0.743
0.000
0.844
0.000
0.603
0.001

香草酸
0.697
0.000
0.611
0.001
0.506
0.003
0.704
0.000
0.706
0.000
0.623
0.000

香兰素
0.748
0.000
0.678
0.000
0.583
0.001
0.758
0.000
0.792
0.001
0.696
0.000

阿魏酸
0.774
0.000
0.724
0.000
0.634
0.000
0.878
0.000
0.847
0.000
0.855
0.000

具积累趋势酚酸的优选模型

酚酸

优选模型

决定系数

显著性

回归方程

间苯三酚

增长曲线

0.886

0.000

Y=EXP（0.065+0.035t）

阔马酸

增长曲线

0.785

0.000

Y=EXP（-3.384+0.070t）

对羟基苯甲酸

增长曲线

0.844

0.000

Y=EXP（-2.589+0.106t）

香草酸

增长曲线

0.706

0.000

Y=EXP（-2.863+0.087t）

香兰素

增长曲线

0.792

0.000

Y=EXP（-2.529+0.071t）

阿魏酸

幂函数

0.878

0.000

Y=0.004t1.439

注：Y 代表酚酸类物质含量，t 代表连作年限。

2.3

各种酚酸类物质含量大小比较

2.4

基于逐步回归模型的酚酸类物质相互影响关

5 个处理中 8 种酚酸类物质的含量大小在前 3

系分析

位的分别为间苯三酚、对羟基苯甲酸和香兰素，且

相关性分析表明，不同酚酸类物质间相关性存

显著高于其他酚酸类物质（图 4），说明连作对间

在差异（表 4）。除苯甲酸与其他酚酸类物质间低

苯三酚、对羟基苯甲酸和香兰素这 3 种酚酸类物质

度相关外，其余酚酸类物质间均具中、高度正相关

含量的影响较其他酚酸类物质大。

或负相关关系。逐步回归分析的标准化系数大小代
表对应自变量影响力大小，标准化系数的正负则分
别代表了该自变量对因变量起促进或抑制的影响作
用［26］。因此，在相关性分析基础上，利用逐步回
归模型对各酚酸类物质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分
析，从结果来看，剔除无关变量后，筛选出了间
苯三酚、阿魏酸、阔马酸、对羟基苯甲酸、香草
酸和香兰素的回归方程（表 5），说明这 6 种酚酸
含量受其他酚酸的影响，其余酚酸（苯甲酸和肉

图4

桂酸）含量不受其他酚酸影响或影响不显著。其
各种酚酸类物质含量

中，间苯三酚和阿魏酸含量之间具显著的相互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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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阿魏酸对阔马酸含量具促进作用；香草

促进作用大于抑制作用；香草酸和苯甲酸对香兰

酸对对羟基苯甲酸含量具促进作用；香兰素对香

素均具促进作用，且香草酸的影响力小于苯甲酸

草酸含量具促进作用，而苯甲酸具抑制作用，且

酚酸类物质

间苯三酚

阔马酸

表4

（表 5）。

各酚酸类物质及其总含量相关性分析

对羟基苯甲酸

香草酸

香兰素

间苯三酚

1.000

阔马酸

0.943*

1.000

对羟基苯甲酸

0.940*

0.924*

0.947

*

0.952

*

0.986**

1.000

0.962

**

0.949

*

0.969**

0.994**

1.000

0.987

**

0.967

**

0.924*

0.941*

香草酸
香兰素
阿魏酸

阿魏酸

苯甲酸

肉桂酸

1.000

0.902

*

1.000

苯甲酸

0.115

-0.027

-0.169

-0.059

0.050

0.142

1.000

肉桂酸

-0.673

-0.657

-0.861

-0.776

-0.714

-0.597

0.590

1.000

0.062

-0.698

0.993**

总量

总量

0.969**

0.960**

0.974**

0.983**

0.984**

1.000

注：* 表示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r|<0.3 代表低度相关；0.3 ≤ |r|<0.8 代表中度相关；
|r| ≥ 0.8 代表高度相关［27］。

表5

各酚酸类物质间的逐步回归方程

因变量

偏回归方程

标准化系数

决定系数

显著性

间苯三酚

Y=1.174+2.590FA

0.987

0.974

0.002

阿魏酸

Y=-0.438+0.376P

0.987

0.974

0.002

阔马酸

Y=0.032+0.301FA

0.967

0.936

0.007

对羟基苯甲酸

Y=-0.010+1.738VA

0.986

0.973

0.002

香草酸

Y=-0.006+1.067V-0.373BA

0.999；-0.109

1.000

0.000

香兰素

Y=0.006+0.937VA+0.349BA

1.001；0.109

1.000

0.000

注：FA- 阿魏酸；P- 间苯三酚；VA- 香草酸；V- 香兰素；BA- 苯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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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这两种物质表现为增加趋势，这可能是种

讨论

植作物和连作年限的长短不同造成的，具体原因还

本研究在不同连作年限植烟土壤中检测出 8 种

有待进一步探究。尽管土壤微生物在一定程度上会

酚酸类物质，分别为间苯三酚、阔马酸、对羟基苯

降解酚酸类物质［32-34］，但连作条件下酚酸类物质

甲酸、香草酸、香兰素、阿魏酸、苯甲酸和肉桂

仍呈积累趋势［27，29-30］，而前人并未针对不同种类

酸，相对于前人在花生［28］、苹果［29］、草莓［30］、

酚酸的积累趋势和规律进行研究，在通过外源添加

［31］

和杨树

连作土壤中检测出的酚酸种类而言多出

的方式研究酚酸类物质的化感作用时，往往不是基

3 到 4 种，说明不同作物的连作土中酚酸类物质种

于田间实测值设定酚酸浓度［35］，而探明不同种类酚

类有一定差异。土壤酚酸类物质积累是引起作物连

酸随连作年限增加的变化趋势和规律对研究酚酸类

作障碍的重要原因之一

［10-11］

，孙海兵等

［29］

对苹

物质在连作障碍中的作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果园的连作土壤研究发现，非连作土壤中酚酸类物

本研究利用曲线估计模型，发现间苯三酚、阔马酸、

质含量显著少于连作土；李贺勤等

［30］

对草莓连作

对羟基苯甲酸、香草酸和香兰素含量在连作条件下以

土壤研究发现对羟基苯甲酸、阿魏酸、对香豆酸和

增长曲线趋势积累，阿魏酸含量在连作条件下以幂函

肉桂酸含量随连作年限增加显著升高。本试验得出

数趋势积累。因此，酚酸类物质在连作条件下积累模

相似结论，5 个处理中的间苯三酚、阔马酸、对羟

型的建立对外源添加酚酸类物质的试验具有一定的指

基苯甲酸、丁香酸、阿魏酸、香兰素的含量和酚酸

导意义，可基于田间酚酸类物质的绝对含量并借助模

类物质总含量均随连作年限增加而升高；对于苯甲

型设定外源添加酚酸类物质的含量。

酸和肉桂酸而言，其含量变化随连作年限增加呈先
升高后降低趋势，但谭秀梅等
26

［31］

在杨树连作土中

通过对 5 个处理中 8 种酚酸类物质的含量进行
比较分析，发现间苯三酚、对羟基苯甲酸和香兰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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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明显高于其他物质，但考虑到酚酸类物质之
间的协同作用、拮抗作用以及各种酚酸类物质之间
的综合作用，单靠某一种物质含量的高低来说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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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accum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henolic acid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in tobacco planted soil with
different continuous cropping years
BAI Yu-xiang 1 ，SHI Pu-you 1 ，YANG Cheng-cui 1 ，JIA Meng 1 ，WANG Ge 1 ，YANG Huan-wen 1 ，XU Zhao-li 2*
（1．College of Tobacco Science，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 650201；2．Yunnan Academy of
Tobacco Science，Kunming Yunnan 650021）
Abstract：To identify the accum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actions of phenolic acids in continuous cropping tobacco-planted
soils，the types and contents of phenolic acids in the extracts of soil in different planted years（4，6，8，14 and 16 years）in
the same tobacco planting area were collected and determined using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external
standard method，and the accum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actions of phenolic acids under continuous cropping conditions
wer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curve estimation method and stepwise regression model．Eight kinds of phenolic acids were detected
in different continuous cropping tobacco-planted soils and six of them had obvious accumulation trend．Curve estim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accum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henolic acids，and among them the accumulative
trend of the growth curve was found for phloroglucinol，coumalic acid，p-hydroxybenzoic acid，vanillic acid and vanillin，and the
ferulic acid content accumulated as a power function．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mutual
promo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tent of phloroglucinol and ferulic acid，ferulic acid had a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content
of lauric acid，and vanillic acid had a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content of p-hydroxybenzoic acid．Lanthanol and benzoic acid had
effect of promoting and inhibiting vanillic acid content respectively，vanillic acid and benzoic acid had a promoting effect on vanillin
content．Therefore，under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continuous cropping resulted in the accumulation of phenolic acids in
tobacco-planted soil an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ir accumulation characteristics．Phenolic acid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promotion or inhibition and their mode of action depends on the type of phenolic acids.
Key words：continuous cropping；tobacco planted soil；phenolic acids；curve estimation；correlation analysis；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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