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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研究施加微量元素锌对烟草(Nicotiana tabacum)总氮、烟碱、硝态氮以及可溶性蛋白质积累的影响, 以‘豫烟10
号’为供试材料, 在大田试验中设置两个处理, 分别为T1 (施加锌元素)和T2 (对照), 测定烟草大田各个生育期杀青样总氮、

烟碱、硝态氮及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在移栽后45~75 d内施锌能显著降低烟草叶片中的烟碱含量, 并
推迟烟草烟碱的积累高峰; 在移栽后30和60~75 d内施锌能显著提高烟草叶片中的总氮含量, 但对烟草总氮积累强度影响不

大; 施锌对烟草硝态氮的积累有明显促进作用, 而对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影响不显著。本试验为研究施加微量元素锌对烟

草含氮化合物的积累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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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是重要的经济作物, 氮素对烟草的生长

发育及品质有很大的影响(李中民等2011)。锌是

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 不仅能够

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而且可以改善农产品的品质

(朱金峰等2012)。烟草在田间生长期间对烟碱积

累和氮素的吸收并不是同步的, 氮素吸收的高峰

期在移栽后2个月左右, 而烟碱积累的高峰期在移

栽后3个月左右(胡国松等2000)。此外, 由于打顶

的影响, 生育期不同和器官不同, 则烟碱、总氮和

硝态氮含量也有所不同。李文卿等(2007)研究表

明烟草总氮积累速率在大田前期就开始增加, 到
成熟期趋于零, 烟碱积累速率在总氮积累速率增

加后开始增加, 整体晚于总氮的积累。目前围绕

锌元素的内容主要是锌元素在植物体内的运转机

制、锌元素对作物营养生理方面的影响以及施用

不同生物有机肥对烟草含氮化合物积累的影响, 
而增施锌等微量元素对烟草含氮化合物的影响研

究还较少。本试验以施用微量元素锌对烟草不同

部位总氮、烟碱、硝态氮以及烟叶中可溶性蛋白

质积累的影响展开研究, 以期为提高烟叶品质和

工业可用性提供理论依据。

材料与方法

1  试验材料

试验于2014~2015年在河南省洛阳市烟草公

司烟叶科技园(洛宁县小界乡王村)进行。供试烟

草(Nicotiana tabacum L.)品种为‘豫烟10号’, 该品

种遗传性状稳定, 田间整齐度较高, 长势强, 耐肥

性强, 易烘烤。试验田前茬作物为烟草。试验田

所在地平均海拔1 114.6 m, 全年日照2 606.92 h, 日

照率45%左右 ,  平均气温13.97°C, 降雨量约为

553.49 mm, 无霜期180~200 d, 地势平坦, 光照充

足, 热量富裕。供试土壤为黄壤土, 基本理化性状

如表1所示。

2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2个处理: T1为施锌, 33 kg·hm-2; T2
为不施锌(对照)。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每个处

理重复3次。小区面积180 m2 (10行区), 株行距50 
cm×120 cm, 大田管理依据优质烟叶栽培技术规范

进行, 移栽的烟苗发育良好, 整齐度高。各处理施

肥水平根据当地烟草生产技术方案要求进行, 主
要包括: 烟草专用复合肥(N:P2O5:K2O=5:6:9) 300 
kg·hm-2、重钙225 kg·hm-2、饼肥375 kg·hm-2、硝

酸钾75 kg·hm-2, 锌素由Zn2SO4·7H2O提供。

3  测定项目与方法

烟草移栽后每15 d, 选取每个处理有代表性的

烟株(3株), 进行整株收获, 用清水冲洗干净后, 滤
纸吸干, 将其分为根、茎、叶三部分, 称其鲜重, 
然后在105°C下杀青15 min, 之后在60°C下烘至恒

重, 最后分别称取根、茎、叶的干重, 并将各个部

位装袋保存, 带回实验室粉碎后过60目网筛, 用于

烟草烟碱、总氮、硝态氮和蛋白质含量的测定。

烟草烟碱、总氮和蛋白质含量的测定采用连续流

动分析仪法(王瑞新2003), 硝态氮的测定采用分光

光度计法(Cataldo等1975)。烟草烟碱积累强度=烟
草单位时间烟碱积累量(g)/单位时间(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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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07软件进行图表制作, 
使用DPS 7.05进行方差分析。

实验结果

1  施锌对烟草总氮积累的影响

1.1  施锌对烟草不同部位总氮含量的影响

由图1可以看出, 烟株根和叶中的总氮含量随着

生育期的推移, 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 而茎中的总氮

含量则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如图1-A, 移栽后30 d内, 施锌处理的根总氮含量低于

对照, 但差异不显著; 移栽30 d后, 施锌处理根中的

总氮含量高于对照, 且在移栽后45 d时达到极显著

差异。如图1-B, 在移栽后40 d内, 施锌处理茎的总氮

含量低于对照, 之后施锌处理茎的总氮含量在数值

上高于对照, 且在移栽后45和75 d时达到显著差异。

如图1-C, 施锌处理烟叶中的总氮含量在移栽后15
和45 d时低于对照, 但差异不显著; 在大田的其他生

育期, 施锌处理烟叶总氮含量高于对照, 在30和75 d
时达到显著差异, 且在60 d时达到极显著差异。

图1  烟草不同部位总氮含量的比较

Fig.1  Comparison of total nitrogen cont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tobacco
图分别为不同生育期根(A)、茎(B)和叶(C)中总氮含量。*表示处理T1 (施锌)与T2 (不施锌)间差异显著(P<0.05), **表示两者间差异极

显著(P<0.01); 图3和5同此。

图2  不同生育期烟草总氮积累强度的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total nitrogen accumulation in tobacco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表1 供试土壤的基本理化性状

Table 1 Basic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tested

 pH 有机质含量/% 全氮含量/% 碱解氮含量/mg·kg-1 速效磷含量/mg·kg-1           速效钾含量/mg·kg-1        有效锌含量/mg·kg-1

8.02 1.35 0.746 47.6 13.3 162.2 0.6

 

1.2  施锌对烟草总氮积累强度的影响

由图2可知, 烟草总氮的积累强度总体呈现先

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在打顶前(移栽后65 d), 烟草总

氮的积累强度已经达到最大, 之后逐渐降低。在

移栽后15~30 d内, 总氮积累强度上升缓慢, 施锌处

理的总氮强度低于对照, 30~45 d内, 总氮积累强度

迅速升高, 在45 d时, 施锌处理的总氮积累强度为

315.88 mg·株-1·d-1, 比对照高了27%。移栽后45~75 
d内, 总氮积累强度迅速下降, 60 d时施加锌元素的

处理总氮积累强度为229.16 mg·株-1·d-1, 而对照为

73.8 mg·株-1·d-1, 75 d后对照和处理总氮积累强度



姚倩等: 施锌对烟草含氮化合物积累的影响 1025

均缓慢下降。施加锌元素的处理总氮积累强度在

30~105 d内高于对照, 且最大值高于对照, 但并没

有影响烟草体内总氮积累高峰的提前或推后。

2  施锌对烟草烟碱积累的影响

2.1  施锌对烟草不同部位烟碱含量的影响

由图3可以看出, 烟草根和叶中的烟碱积累规

律相近, 呈现先缓慢降低后迅速升高的趋势。如

图3-A在大田各个生育期内, 施加锌元素处理的根

中烟碱含量低于对照, 在移栽后60 d时达到显著差

异。如图3-B打顶之前, 施锌处理的茎中烟碱含量

低于对照, 而打顶之后, 施锌处理的茎中烟碱含量

高于对照, 但差异不显著。如图3-C烟叶中烟碱含

量大体上呈现先缓慢减少后迅速增加的趋势, 整
个生育期施锌处理的烟叶烟碱含量均低于对照, 
在移栽后15 d和30 d时, 处理与对照的烟叶烟碱含

量在数值上差别不大, 移栽后30~90 d内, 施锌处理

的烟叶烟碱含量明显低于对照, 且在移栽后45和60 
d时达到显著差异, 在75 d时达到极显著差异。

图3  烟草不同部位烟碱含量的比较

Fig.3  Comparison of nicotine cont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tobacco
图分别为不同生育期根(A)、茎(B)和叶(C)中烟碱含量。

2.2  施锌对烟草烟碱积累强度的影响

由图4可知, 从移栽后到打顶前(移栽后65 d), 
烟草烟碱积累强度缓慢上升, 且施锌处理的烟草

烟碱积累强度数值上低于对照, 打顶后施锌处理

和对照的烟碱积累强度均迅速增加, 且都在打顶

后出现积累强度高峰。在75 d时, 施加锌元素的处

理烟碱积累强度为91.24 mg·株-1·d-1, 对照积累强度

达到峰值为199.52 mg·株-1·d-1, 而后迅速下降。

75~90 d施锌处理的烟草烟碱积累强度仍迅速增

加, 在90 d时达到积累强度峰值140.32 mg·株-1·d-1, 
对照迅速降低到18.85 mg·株-1·d-1, 105 d时对照和

处理烟碱积累强度数值上差别不大。因此, 施锌

处理的烟草烟碱积累强度的最大值低于对照, 且
施加锌元素能使烟草体内烟碱积累高峰推后。

3  施锌对烟草硝态氮含量的影响

由图5可知, 烟草根和叶中的硝态氮含量在整

个大田生育期都整体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 而茎

中的硝态氮含量在打顶之后有所回升。如图5-A
在移栽后15~30 d内, 施锌处理的根中硝态氮含量

低于对照, 并在移栽后15 d时达到显著差异。移栽

30 d后, 施锌处理根中硝态氮含量高于对照, 并在

移栽后90 d时达到显著差异, 在45 d时达到极显著

差异。如图5-B施锌处理茎中的硝态氮含量在移

栽后15~30 d内低于对照, 且在移栽后15 d时达到

显著差异, 移栽30 d后, 处理茎中硝态氮含量高于

对照, 在移栽后90和105 d时达到显著差异, 在移栽

后45和60 d时达到极显著差异。如图5-C烟叶硝态

图4  不同生育期烟草烟碱积累强度的比较

Fig.4  Comparison of nicotine accumulation in tobacco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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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含量总体呈下降趋势, 在整个大田生育期, 施锌

处理的烟叶中硝态氮含量高于对照, 在移栽后60
和105 d时达到极显著差异, 在移栽后75 d时达到显

著差异。

4  施锌对烟草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由图6可看出,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在15~30 d内
积累缓慢, 施锌处理和对照中的可溶性蛋白质含

量变化不大, 在移栽30~60 d内,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迅速增加, 但施锌处理含量高于对照。移栽60 d后,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逐渐降低, 在整个大田生育期, 
施锌处理和对照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整体变化趋

势相近, 虽然施锌处理较对照含量有些偏高, 但没

有达到显著差异。

讨　　论

1  施锌对烟草总氮含量及积累规律的影响

总氮对烟草品质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朱佩等

2015), 其含量可以反映烟叶营养水平和内在化学

成分协调性(孙树林等2009)。本试验表明施加锌

元素后烟草根茎叶中的总氮含量都不同程度地增

加, 其中以叶中的总氮增加量最为明显, 朱金峰等

(2012)研究表明, 施加锌肥促进烟株对氮素的吸收

与转化, 使烟草产量增加, 同时提高中上等烟叶比

例, 这与本试验结果相吻合。李文卿等(2007)研究

表明总氮的积累在移栽35 d后迅速增加, 从烟草大

田生育期来看, 团棵期到成熟期, 根茎叶的总氮增

加较明显, 本试验烟草的总氮积累量在移栽后35 d
达到最高水平, 施加锌元素的处理和对照总氮积

累强度变化趋势一致, 处理组总氮积累强度大于

对照, 但施加锌元素并不能影响总氮积累强度的

时间变化。

2  施锌对烟草烟碱含量及积累规律的影响

烟碱是影响烟草烟叶质量的重要指标, 其含

量的高低影响卷烟的吸食质量与安全性(谢志坚等

2014)。目前烟草烟碱含量呈现出普遍偏高的现

象, 这一特点既不能满足优质烟叶的要求, 又会对

人体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本试验中烟草烟碱含

量在大田生育期整体上呈增加的趋势, 打顶后烟

碱积累迅速增加, 张丹等(2006)研究不同打顶时期

对烟草烟碱积累的影响, 结果表明, 打顶越晚, 烟
碱积累强度最高峰出现得越晚。黄新杰等(2006)
的研究表明, 生长素对烟碱的积累有抑制作用, 刘
华山等(2007)的研究也证明生长素有降低烟碱含

量的作用, 因此, 打顶后减少了生长素往烟株内的

转运, 烟碱含量迅速增加。

本试验中施加锌元素处理的烟草烟碱含量降

图5  烟草不同部位硝态氮含量的比较

Fig.5  Comparison of nitrate cont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tobacco
图分别为不同生育期根(A)、茎(B)和叶(C)中硝态氮含量。

图6 不同生育期烟叶中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比较
Fig.6 Comparison of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in tobacco leaf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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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烟叶的烟碱含量减少比较明显, 而对于烟草根

和茎, 施加锌元素对于烟碱的减少在旺长期之前

比较明显, 在其他施肥条件相同时, 施加锌元素能

推后烟草烟碱积累强度的峰值出现, 推迟了烟草

体内烟碱的积累。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因为锌

参与植物体内生长素的合成, 促进了吲哚乙酸和

丝氨酸合成色氨酸(廖伟2014), 而色氨酸是生长素

的前体物质 ,  从而影响烟碱的合成。彭华伟等

(2006)研究表明施用生物有机肥使烟碱在烟株体

内的积累提前, 而本试验表明施加锌元素能推后

烟碱的积累, 因此不同的处理方式能改变烟草烟

碱积累强度的变化, 使烟碱积累推后或提前。王

俊(2015)研究了钾对烟草烟碱生物合成的相关基

因表达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钾元素可能通过直接

调节腐胺-N-甲基转移酶和腐胺-N-去甲基酶的基

因表达, 从而影响烟叶烟碱类物质的合成。本试

验施加锌元素影响烟碱的积累可能也与此基因表

达相关, 因此可进一步研究与烟碱合成相关基因

的表达来确定烟碱积累变化的内在原因。

3  施锌对烟草硝态氮含量的影响

施加锌元素处理的烟草根和茎中硝态氮含量

与对照变化趋势一致, 施加锌元素处理的烟株叶中

硝态氮含量有所提升, 在整个大田生长期都高于对

照。有研究表明, 锌是植物体内许多酶的组成成分

和激活剂(廖伟2014; 杨系玲等2016), 植株施加适

量锌时, 其体内硝酸还原酶和蛋白酶活性均会升高

(门中华和李生秀2005; 廖伟2014), 硝酸还原酶活

性提高, 会降低硝态氮的含量。本试验在移栽时采

用穴施的方法将锌元素施入烟株根部, 在烟草大田

生长前期, 锌元素含量相对较高, 高浓度的锌元素

抑制了硝酸还原酶的活性, 因此会出现硝态氮升高

的情况。而到了大田生长中期, 锌元素的吸收变

缓, 体内适宜浓度的锌元素提高了硝酸还原酶活

性, 处理中的硝态氮含量低于对照。到了后期, 锌
元素的累积效应大于烟株自身的缓解, 硝态氮含量

仍高于对照。如果将锌元素用于烟草硝态氮含量

的研究中, 施加锌元素的量还值得做进一步的研

究。还有研究表明, 施加硝态氮能降低烟碱的含

量, 增大糖碱比(介晓磊等2007), 而烟草生长后期

喜硝态氮, 硝态氮含量增多, 这也与施加锌元素能

减少烟碱的积累结论相一致。

4  施锌对烟草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烟叶中含有适量的蛋白质能够赋予烟草充足

的香气和丰满的吃味强度, 锌是蛋白质合成所必

需的RNA聚合酶的组分(常蓬勃2008),  李晔等

(2006)研究表明锌离子处理的烟苗酶活性升高, 施
加锌元素能提高蛋白质含量。本试验施锌处理的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高于对照, 但是未达到显著差

异, 这可能是因为土壤中的锌离子较易被吸附, 浓
度未达到一定水平, 因此可以进一步设置施锌的

浓度试验来研究施锌对烟草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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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zinc on accumulation of nitrogen-containing compounds in tobacco
YAO Qian1, FAN Yi-Kuan2, XU Zi-Cheng1, ZHANG Ke1, BAI Xiao-Ting1, SHAO Hui-F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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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zinc application on total nitrogen, nicotine, nitrate nitrogen and soluble 
protein accumulations in tobacco (Nicotiana tabacum), two treatments were set up with ‘Yuyan No. 10’ as the 
test material by field experiment, which were T1 (zinc element) and T2 (control). The contents of total nitrogen, 
nicotine, nitrate nitrogen and soluble protein were determined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zinc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nicotine content of the leaves of tobacco in 45–75 days after transplanting, post-
pone the accumulation peak of nicotine, and improve the content of total nitrogen in leaves of tobacco in 30 
days and 60–75 days after transplanting, but it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strength of the accumulation of total 
nitrogen in tobacco. Zinc fertilizer could promote the accumulation on nitrate nitrogen in tobacco,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tudy of the appli-
cation of trace element zinc to the accumulation of nitrogen-containing compounds in tobacco.
Key words: tobacco; zinc element; nitrogen-containing compounds; accu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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