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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临界氮浓度的加工番茄优化施肥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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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研究基于临界氮浓度模型的施肥方案下加工番茄对氮素的吸收利用、氮营养指数和氮素亏缺值的影

响，选用新疆大面积种植的加工番茄品种“里格尔 87-5”为研究对象，设置不施氮（N0）、施氮 200 kg·hm-2
（N1）、施氮 300 kg·hm-2（N2）和施氮 400 kg·hm-2（N3）4 个处理进行田间试验。结果表明，在拉秧期施氮
300 kg·hm-2 处理的干物质积累量最高，施氮 400 kg·hm-2 处理不会促进干物质的增加；氮浓度在各取样日随施
氮量的增加而增加，且随着生育期的推进呈下降趋势。施氮 300 kg·hm-2 处理的氮素吸收量在拉秧期最高，两
年分别为 289.49 和 263.59 kg·hm-2；各处理随着生育期的推进，氮素积累量往果实中转移，且施氮 300 kg·hm-2
处理的氮素转移量最大。在加工番茄苗期阶段施氮 300 kg·hm-2 和施氮 400 kg·hm-2 的处理均会使加工番茄田
间氮素过量，施氮 200 kg·hm-2 处理的氮营养指数最接近 1，且氮亏缺量在各处理间无明显差异；在开花期后施
氮 300 kg·hm-2 处理的氮营养指数最接近 1，且氮亏缺量最接近 0。新疆滴灌加工番茄的最佳氮肥施用总量为 278
kg·hm-2，苗期至开花期、开花至坐果期、坐果至红熟期和红熟至拉秧期的施氮比例分别为 16%、26%、49% 和
9%，此施肥方案为氮素的充分利用和加工番茄的持续高产提供了技术支撑。
关键词：临界氮浓度；氮素利用；氮营养指数；氮亏缺模型

加工番茄（Lycopersicon esculentum Mill）是普通
番茄的一种栽培类型，主要以制作番茄酱为主［1］，
近年来我国加工番茄产业规模仅次于排名第一的

性［8-9］，合理确定加工番茄的施氮量以及施肥方案
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临界氮浓度是指作物在一定的生长时期内获得

美国，新疆番茄制品约占全国产量的 80% ～ 90%，

最大生物量时的最小氮浓度值，植株内氮浓度值在

随着膜下滴灌技术的应用，加工番茄产业已经发展

这个曲线之下，则土壤供氮成为生物量累积的限制

成为新疆的“红色产业”。

因素之一［10］。Tei 等［10］ 构建了加工番茄临界氮浓

氮是最重要的营养元素，它是组成氨基酸和酶
［2］

度稀释曲线及氮素吸收模型，基于该模型可以计

。随着人口

算出满足加工番茄最快生长的临界需氮量。Hartz

的增加，人们通过增加氮肥的施用量来提高作物产

等［11］与 Farneselli 等［12］研究表明基于临界氮浓度

量，以养活更多的人，且预计这一现象会持续增加。

稀释模型，可以对滴灌加工番茄的供氮状况是否充

但随着氮肥利用效率在高氮水平下的下降，大量施

足进行合理动态诊断。就目前而言，加工番茄临

的成分，在细胞代谢中起着核心作用

［3］

用氮肥将不能有效地提高产量

，且盲目施氮导
［4-5］

界氮浓度的氮素营养诊断是基于经验施肥比例得

。加

出的，而以氮浓度指数函数作为施氮依据的施肥

工番茄对水和氮的需求量较高，及时保持合理的水

方案还鲜有研究。本试验基于前人临界氮浓度模

致了农田土壤的酸化和地下水环境的污染
［6-7］

氮供给是加工番茄高产稳产的基础

。如今膜下

滴灌技术发展迅速，如何结合膜下滴灌技术的优越

型［13］，根据干物质量推算各生育期的施氮比例，
结合最佳灌水方案［14］，按照施氮量和施氮比例
在各生育期追肥，探究在基于临界氮浓度的氮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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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

通讯作者：刁明，E-mail：diaoming@shzu.edu.cn。

205

中国土壤与肥料 2020 （6）

1

肥和钾肥全部一次性施入土壤做基肥，每公顷施

材料与方法

1.1

入养分量为 P2O5   210 kg·hm-2，K2O 150 kg·hm-2。

试验地点

试 验 采 取 1.2 m 膜， 一 膜 两 管， 一 管 一 行 的 种 植

试验于 2018 ～ 2019 年在石河子大学农学院试

方 式， 株 距 30 cm， 行 距 60 cm， 滴 头 间 距 为 30

验站进行。试验区的土壤理化性质见表 1。
表1
年份

pH 值

cm。灌水量为 75%ET0［14］，通过水表控制，灌水
周期设定为 7 ～ 10 d，两年全生育期总灌水量约为

不同年份试验小区土壤营养水平
有机质

全氮

碱解氮

有效磷

速效钾

（g·

（g·

（mg·

（mg·

（mg·

kg-1）

kg-1）

kg-1）

kg-1）

kg-1）

4 700 m3·hm-2。
1.3

测定项目及方法

1.3.1

氮素营养指数模型
为了进一步明确作物的氮素营养状况，Lemaire

2018

7.7

10.12

0.85

65.13

15.95

342

等

2019

7.5

12.35

0.76

54.96

17.47

256

dex，NNI）的概念，可用公式来表示：

1.2

［15］

提 出 了 氮 素 营 养 指 数（nitrogen nutrition inNNI=

试验设计
供试品种为“里格尔 87-5”，用穴盘育苗，四

叶一心时移栽大田。试验设置不施氮（N0）、施氮
-2

-2

200 kg·hm （N1）、 施 氮 300 kg·hm （N2） 和
-2

Nt

Nc

式中，NNI 为氮素营养指数；Nt 为地上部生物量氮

浓 度 的 实 测 值，g·（100 g）-1；Nc 为 根 据 临 界 氮
浓度稀释曲线模型求得的在相同的地上部生物量时

施氮 400 kg·hm （N3）4 个氮运筹，小区面积为

的氮浓度值，g·（100 g）-1。NNI 可以直观地反映

7.2 m×12 m，各重复 3 次，共 12 小区，各试验小

作物体内氮素的营养状况，NNI 等于 1，氮素营养

区随机排列。根据加工番茄的氮素吸收模型得出的

状况最为适宜；NNI 大于 1，表现为氮素营养过剩；

施氮比例（表 2）严格施入尿素。

NNI 小于 1，表现为氮素营养亏缺。

表2

基于临界氮浓度获得的各处理施氮比例（kg·hm-2）
施氮量

处理

苗期 -

开花 -

坐果 -

红熟 -

开花期

坐果期

红熟期

拉秧期

N0

0

0

0

0

N1

44

48

90

18

N2

66

72

135

27

N3

88

96

180

36

在 施 氮 量 300 kg·hm-2 条 件 下， 加 工 番 茄 各
生长阶段追肥比例是由该生长阶段临界氮吸收量
（Nuptc）所占比例确定，而 Nuptc 是基于临界氮浓
度稀释曲线模型所得，其加工番茄“里格尔 87-5”
的临界氮浓度稀释曲线模型和临界氮吸收模型［13］
可用公式表示：
临界氮浓度稀释曲线模型：Nc=4.352DW-0.274

0.726
临界氮吸收模型：Nuptc=43.521 DW max
式中，Nc 为临界氮浓度值，%；Nuptc 为临界氮吸

收量，kg·hm-2；DWmax 为加工番茄地上部生物量
的最大值。根据加工番茄干物质增长量获得 Nuptc

在各生育期所占比例，即施氮比例。施肥时将磷
206

1.3.2

氮素亏缺模型
根据 Greenwood 等［16］、Lemaire 等［17］ 和 Gastal

等［18］的试验，可推导出氮素亏缺模型：
Ncna=10aDW1-b

Nand=Ncna-Nna

式中：Ncna 表示临界氮浓度条件下植株氮积累量，

kg·hm-2；DW 表示植株地上部干物质量，t·hm-2；
a、b 表示方程参数，根据前期试验获得［13］；Nand
为氮积累亏缺值；Nna 表示植株在不同施氮量下的
实际氮积累量，kg·hm-2。 若 Nand 等于 0，表示
植株体内氮素积累达到最佳水平；若 Nand 值大于
0，表示植株的氮积累较少，并未达到最佳状态；
若 Nand 小于 0，则表示氮积累过量。
1.3.3 干物质量积累与氮浓度测定
在加工番茄移栽大田后，每隔 7 ～ 10 d 进行
破坏性取样，分器官于 105℃ 杀青 30 min，烘箱保
持 80℃ 烘干至恒重并称重。将测定过干物质量的
样品粉碎后，通过全自动凯氏定氮仪测定器官氮浓
度。各器官氮素含量为器官含氮量与器官干物质量
的乘积，其单位为 kg·hm-2。所有器官氮素含量相
加得地上部植株氮累积量。植株氮浓度为植株氮累
积量与植株干物质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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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氮素利用效率计算
［19］

依据银敏华等

采 用 Excel 2007 进 行 数 据 处 理，SPSS 17.0

的计算方法，可计算加工番

统 计 分 析 软 件 进 行 方 差 分 析，Origin 9.0 软 件 绘

茄氮肥利用率、氮肥生理利用率、氮肥农学利用率

图。

和氮肥偏生产力。相关指标计算方法为：

2

RNE=

CN-C0
N

NPE=

×100%

YN-Y0

AEN=
PEP=

CN-C0

YN-Y0
N

2.1

YN
N

部生物量随着施氮量呈先增加后趋于稳定的趋势。
2018 年，在开花期（定植后 40 d）前，地上部干物

学 利 用 率，kg·kg ；NPE 表 示 氮 肥 生 理 利 用 率，
-1

质量表现为 N1 与 N2 处理差异不显著，其他生育阶

kg·kg ；PEP 表 示 氮 肥 偏 生 产 力，kg·kg ；CN 表
-1

-1

段总的表现为 N2 与 N3 处理显著高于其他处理，且

示施氮区植株地上部氮积累量，kg·hm ；C0 表示
-2

N2 与 N3 处理的地上部干物质量在拉秧期前（定植

不施氮区植株地上部氮积累量，kg·hm ；YN 表示
-2

83 d 前）差异不显著；2019 年，总的表现为 50 d 后

施氮区植株产量，kg·hm ；Y0 表示不施氮区植株
-2

N2 处理的加工番茄地上部干物质量显著大于其他处

产量，kg·hm ；N 表示施氮量，kg·hm 。
-2

-2

2018

2019

理。说明氮不足与氮过量均会影响加工番茄地上部

统计分析及作图

干物质量的增长。
表3

年份

基于临界氮浓度的施氮对加工番茄干物质的影响
地上部生物量（t·hm-2）

定植后时间
（d）

氮运筹对加工番茄干物质及氮浓度的影响
由 表 3 可 知，2018 和 2019 年 加 工 番 茄 地 上

式 中：RNE 表 示 氮 肥 利 用 率，%；AEN 表 示 氮 肥 农

1.4

结果与分析

N0

N1

N2

N3

20

0.115±0.022b

0.126±0.025b

0.218±0.014a

0.252±0.026a

27

0.340±0.117b

0.535±0.070ab

0.653±0.083a

0.686±0.225a

34

0.424±0.068b

0.760±0.056ab

0.814±0.119a

0.862±0.338a

41

1.732±0.198b

2.159±0.367ab

2.732±0.197a

2.899±0.673a

48

2.742±0.186c

3.789±0.341b

4.656±0.198a

4.231±0.275ab

55

3.040±0.003c

4.220±0.290b

5.648±0.327a

5.645±0.189a

62

3.789±0.208c

4.579±0.258b

6.906±0.525a

6.737±0.265a

69

7.117±0.470c

8.225±0.482b

11.028±0.491a

10.330±0.649a

76

7.365±0.173c

9.613±0.694b

11.994±0.423a

11.305±0.153a

83

9.824±0.178c

10.131±0.390c

13.786±0.519a

12.604±0.176b

90

10.290±0.296d

11.283±0.257c

14.620±0.635a

13.501±0.399b

16

0.106±0.009c

0.240±0.016b

0.299±0.032a

0.301±0.020a

25

0.256±0.025b

0.315±0.028b

0.436±0.066a

0.458±0.056a

33

0.399±0.011d

0.605±0.038c

0.791±0.092b

0.927±0.067a

42

1.760±0.275c

2.279±0.353b

2.957±0.092a

3.185±0.307a

50

2.989±0.247d

4.811±0.222b

5.243±0.035a

4.239±0.098c

56

4.285±0.317c

5.576±0.252b

8.177±0.925a

6.642±0.738b

62

4.875±0.174d

6.658±0.245c

9.740±0.217a

8.334±0.830b

69

5.331±0.603d

8.041±0.869c

11.863±0.305a

10.043±0.403b

76

6.507±0.173c

9.453±0.317b

12.258±0.369a

11.844±0.542a

83

7.933±0.826d

11.061±0.304c

13.819±0.550a

12.128±0.089b

92

7.867±0.426d

11.611±0.618c

14.864±0.300a

12.810±0.450b

注：同行中不同字母表示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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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知，在基于临界氮浓度的氮运筹下，
在同一取样时期不同氮处理的地上部生物量中的氮

图1

2.2

浓度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且各处理的氮浓度
随着生育期的推进呈下降趋势。

基于临界氮浓度的氮运筹对加工番茄氮质量分数的影响

氮运筹对加工番茄氮素吸收、分配和利用的

影响

的 吸 收 比 较 缓 慢， 各 施 氮 处 理 对 氮 素 的 吸 收 量
及 吸 收 速 率 差 异 不 显 著。 在 开 花 期 以 后， 两 年

由图 2 可知，基于临界氮浓度的不同氮运筹

试 验 的 氮 素 吸 收 速 率 出 现 了 差 异， 这 可 能 是 由

会影响加工番茄对氮素的吸收和分配。在加工番

于 气 候 原 因， 造 成 2018 年 试 验 的 生 育 期 延 后 造

茄苗期至开花期（定植后 40 d 前），植株对氮素

成的。

图2

208

基于临界氮浓度的施氮量对加工番茄氮素吸收及分配的影响

中国土壤与肥料 2020 （6）
2018 年，植株对氮素的吸收速率出现了两次

至红熟期阶段出现了一个吸收峰，吸收速率表现为

吸收峰，第一次出现在开花至坐果期阶段（定植后

N3>N2>N1>N0，N0、N1、N2、N3 处理的氮素吸收

43 d），在此峰的吸收速率表现为 N3>N2>N1>N0，

量 为 80.35、119.67、183.12 和 210.22 kg·hm-2， 且 叶

N0、N1、N2、N3 处理的氮素吸收量分别为 50.47、

中占总吸氮量的 41%、35%、31% 和 46%，果中占

-2

81.69、111.89 和 128.51 kg·hm ， 且 叶 中 占 总

总吸氮量的 26%、35%、36% 和 25%。 两 年试 验

吸 氮 量 的 65%、66%、63% 和 63%。 第 二 次 峰 值

在红熟期以后，植株对氮素的吸收速率逐渐减小，

出现在加工番茄红熟期阶段，在此峰的吸收速率

氮素从茎叶中向果中转移量继续增加，茎和叶中的

表 现 为 N2>N3>N1>N0，N0、N1、N2、N3 处 理

氮占总吸氮量的比例继续减小，各处理的吸氮量主

的 氮 素 吸 收 量 为 116.78、156.96、256.9 和 240.29

要分布在果中，占总吸氮量的 53% ～ 77%。

-2

kg·hm ，且果中占总吸氮量的 78%、70%、60%

表 4 为两年试验所计算出的不同氮运筹下氮

和 58%；2019 年植株对氮素的吸收速率只在坐果

素的利用效率，结果表明，随着不同氮运筹的变

表4

氮肥农学利用率

氮肥生理利用率

氮肥偏生产力

氮肥利用率

（kg·kg-1）

（kg·kg-1）

（kg·kg-1）

（%）

N0

—

—

—

—

N1

69.64±6.99b

438.55±6.99a

326.97±9.72a

21.33±0.03b

N2

110.89±18.57a

356.83±18.57b

246.23±42.18b

46.50±0.13a

N3

56.25±4.20b

240.71±4.20c

190.57±37.14b

29.98±0.04b

N0

—

—

—

N1

61.30±5.74b

430.21±5.74a

238.38±48.15a

26.42±0.06b

N2

145.33±13.12a

391.28±13.12b

285.97±49.72a

51.53±0.07a

N3

67.08±13.06b

251.54±13.06c

269.87±18.18a

24.72±0.03b

年份

处理

2018

2019

基于临界氮浓度的氮运筹对氮素利用效率的影响

—

化，两年的氮素利用趋势基本一致；两年的氮肥农

增加而减小，且 N0 和 N1 处理始终大于 0，N2 和

学利用率与氮肥利用率均表现为 N2 显著大于 N1

N3 处理始终小于 0。

和 N3，这主要是因为 N2 处理下的植株在收获期有

在 定 植 后 30 d 以 前 是 加 工 番 茄 的 苗 期阶段，

较高的氮素积累量和产量；氮肥的生理利用率随着

N1 处理的氮营养指数最接近 1；由氮亏缺模型可

施氮量的增加而降低，且各处理间差异显著；2018

以看出，此阶段各处理的氮素亏缺量均接近 0，说

年氮肥的偏生产力表现为 N1 显著大于 N2 和 N3 处

明在此阶段田间基肥即可满足加工番茄的生长。

理，2019 年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2018 和 2019 年的开花期分别为定植后 30 ～ 44 和

2.3

38 ～ 50 d，此阶段加工番茄的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

基于临界氮浓度的氮运筹下各生育期适宜施

氮量的分析
由图 3 可知，在基于临界氮浓度的氮运筹下，

旺盛，植株的需氮量增大，N0 和 N1 处理下的氮营
养指数 NNI 与 1 的差距逐渐增大，且氮亏缺量逐渐

两年度加工番茄氮营养指数（NNI）和氮素亏缺量

增加，N2 处理在此阶段的营养指数 NNI 最接近 1，

随着生育期的推进其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各处理下

且基本没有出现氮亏缺。两年分别从定植后 44 和

的 NNI 值 在 0.61 ～ 1.27 之 间 波 动， 表 现 为 N0 和

50 d 以后，植株开始坐果，对氮的需求量也逐渐增

N1 处理始终小于 1，N2 和 N3 处理始终大于 1，且

加，N2 处理的氮营养指数始终接近 1，氮亏缺量出

在各生育期均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变大；氮亏缺值

现高于或者低于实际氮需求量的两极分化，N2 处

在 -79.2 ～ 69.7 之间波动，在各生育期随施氮量的

理最接近临界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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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3

基于临界氮浓度的氮素营养指数模型和氮素亏缺模型

讨论

收特性有关，作物获取、吸收、转运和再分配 NO3和 NH4+ 的能力，是影响吸收氮素的主要因素［21-22］。

氮运筹对加工番茄干物质及氮浓度的影响

李青军等［23］ 研究发现加工番茄吸收氮素量可达

杨慧等［20］对番茄研究表明，不同施肥水平的

到 273.51 kg·hm-2，氮素最大累积速率和地上部生

3.1

番茄总干物质量随生育进程的累积动态呈现“S”

物量最大累积速率在移栽后 6 周坐果期至红熟初

型特征，且总干物质累积量以中肥处理最高，增

期。Blaesing 等［24］ 研究认为高产加工番茄吸收氮

肥和减肥均会抑制干物质的增长；不同水平氮条

素量平均为 466 kg·hm-2。本试验结果表明，在基

件下番茄地上部氮浓度值均表现为随移栽天数的

于临界氮浓度的追肥方案下，施氮 300 kg·hm-2 下

推移而降低，即其氮浓度值存在稀释现象，并且

的加工番茄植株在拉秧期两年的氮积累量分别为

在相同的水分条件下，氮浓度值随施氮量的增加

289.49 和 263.59 kg·hm-2，且与不施氮和施氮 200

而增大，说明施氮可以增大植株对氮素养分的吸

kg·hm-2 下的植株氮积累量差异显著，与施氮 400

收。本试验基于临界氮浓度的追肥方案下，得出

kg·hm-2 下的植株氮积累量差异不显著，说明过量

在加工番茄坐果期后施氮 300 kg·hm-2 的条件下，

施氮不会增加加工番茄植株氮素的积累。

干 物 质 积 累 量 高 于 或 显 著 高 于 其 他 处 理， 施 氮

汤明尧等［25］研究了氮运筹对加工番茄氮素吸

200 kg·hm-2 和施氮 400 kg·hm-2 的处理均会影响

收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的施氮水平会影响植

干物质的积累。氮浓度在各生育期均表现为随着

株对氮素的吸收积累量及分配，但不影响总的吸收

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大，且均随定植后天数而降低。

趋势，氮素吸收积累动态和干物质一样呈“S”型

3.2

增长。还表明各生育期植株对氮素的吸收速率不

氮运筹对加工番茄氮素吸收、分配及利用的

影响
作物对氮素的高效利用与作物自身对氮素的吸
210

同，前期对氮素吸收较为缓慢，主要分布在叶中，
且各处理间的氮吸收量差异不大；盛果期氮素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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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积累，施氮处理对氮素的吸收有明显的影响；
成熟期吸氮速率开始降低，总吸氮量比例减小，且
主要分布在果实中。本试验结果与其基本一致，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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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 of optimum fertilization effect of processed tomato based on critical nitrogen concentration
JING Bo1，2，DIAO Ming1，2*，ZHANG Kun1，GUO Peng-fei1，WAN Wen-liang1，NIU Ning1（1．College of Agricultural，
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Xinjiang 832000；2．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Key Laboratory of Featured
Fruits and Vegetables Cultivation Physiology and Germplasm Resources Utilization，Shihezi Xinjiang 832000）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processing tomato on nitrogen absorption and utilization，nitrogen nutrition index
（NNI）and nitrogen deficit（Nand）under the fertilization scheme based on the critical nitrogen concentration model，the
processing tomato variety“liger 87-5”widely planted in Xinjiang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four nitrogen
application levels were set：no nitrogen（N0），200 kg·hm-2（N1），300 kg·hm-2（N2）and 400 kg·hm-2（N3）by
field experimen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of 300 kg·hm-2 treatment was the highest，and 400
kg·hm-2 treatment did not promote the dry matter content．The nitrogen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nitrogen
application on each sampling day，and decreased with the advance of growth period．The nitrogen uptake of 300 kg·hm-2
treatment was the highest in the seedling stage，which was 289.49 and 263.59 kg·hm-2 in two years，respective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nt，the nitrogen accumulation transferred to the fruit，and the nitrogen transfer of 300
kg·hm-2 treatment was the largest．In the seedling stage of processing tomato，the treatment of applying 300 and 400
kg·hm-2 led to excessive nitrogen in the field of processing tomato．The NNI of 200 kg·hm-2 treatment was close to 1，and the
Nand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reatments．The NNI of 300 kg·hm-2 treatment was close to 1 and the Nand was
close to 0 after flowering period．The best total amount of nitrogen application for drip irrigation processing tomato in Xinjiang is 278
kg·hm-2．The proportion of nitrogen application from seedling stage to flowering stage，from flowering stage to fruit setting stage，
from fruit setting to red ripening stage and from red ripening to seedling pulling stage is 16%，26%，49% and 9%，respectively．
This scheme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full utilization of nitrogen and the continuous high yield of processing tomato.
Key words：critical nitrogen concentration；nitrogen utilization；nitrogen nutrition index；nitrogen defic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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