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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明施用不同的硫、磷水平对烤烟烟叶硒含量变化的影响。【方法】以云烟 205 为材料，

采用二元回归饱和 D- 最优设计试验方案，测定了烤烟烟叶及地下部硒含量、土壤 pH、地上部生物量。【结果】
旺长期时，施加 KH2PO4 4.33 g/kg、（NH4）2SO4 1.45 g/kg，对烤烟旺长期的硒的吸收量是处于协同作用的，其他
处理中硫磷营养对烤烟富硒的效应是拮抗作用。而对于成熟期，施加 KH2PO4 8.65 g/kg、（NH4）2SO4 5.81 g/kg，
对烤烟成熟期的硒的吸收量是协同作用，而施加 KH2PO4 分别为 15.39、6.8、10.73、7.69 g/kg，（NH4）2SO4 分别
为 0、3.62、8.33、4.17 g/kg 时，硫磷营养对烤烟富硒的效应为协同作用。两个时期烤烟地下部的硒含量没有明显
差异；而地上部硒含量相比，成熟期的烟叶硒含量要比旺长期的高。另外，单施磷营养比单施硫营养的烤烟有更
高的富硒促进效应。【结论】磷硫交互作用对烤烟富硒的影响因烤烟的生育期及不同器官而异。在实验设计的磷
硫用量范围类，磷硫交互作用对烤烟的硒含量增加为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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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ulfur and Phosphorus Interaction on Sele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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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application amounts of sulphur
and phosphorus on the change of selenium content in flue-cured tobacco leaves.【Method】Taking a tobacco(Nicotiana
tabacum L.) cultivar‘Yunyuan 205’as tested material, binary regression saturated D-optimal design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selenium content in flue-cured tobacco leaves and the under-ground part, pH values and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Result】At the vigorous growth period, the application of KH2PO4 (4.33 g/kg) and （NH4）2SO4 (1.45 g/kg) had
synergistic effect on the selenium absorption of flue-cured tobacco. While the sulphur and phosphorus nutrition in other treatments
had antagonistic effect on selenium absorption. At the mature period, the application KH2PO4 (8.65 g/kg) and （NH4）2SO4
(5.81 g/kg) had synergistic effect on the selenium absorption of flue-cured tobacco. With the application amount of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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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10.73, 7.69 g/kg KH2PO4 and 0, 3.62, 8.33, 4.17 g/kg （NH4）2SO4, the sulphur and phosphorus nutrition had synergistic
effect on the selenium absorption of flue-cured tobacco.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lenium content in the
underground part of flue-cured tobacco in two periods. For the above-ground part, the selenium content in flue-cured tabacco
leaves in mature period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vigorous growth period.Moreover, compared with single application of sulphur,
single application of phosphorus fertilizer had higher selenium enrichment in flue-cured tobacco.【Conclusion】The effects of
phosphorus and sulfur interaction on selenium enrichment of flue-cured tobacco varied due to the growth period and different
organs of flue-cured tobacco. In the designed application amount of phosphorus and sulfur, the interaction of phosphorus and
sulfur showe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crease of selenium content of flue-cured tobacco.
Key words： flue-cured tobacco; phosphorus; sulphur; selenium; growth period

【前人研究进展】硒是动物和人体营养的必
需微量元素，在环境和食物链中，硒与动物的生
长发育和人体健康存在密切关系，其在防癌、抗
癌、抗衰老和提高免疫力、保护肝脏和心肌健康
等作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2］。环境中硒过量
或缺乏均会导致人体和动物产生疾病，故硒的重
要性受到了空前重视。随着吸烟与健康问题的日
益突出，烟草的可用性和安全性已成为重要的研
究方向之一。许多疾病的产生，特别是一些癌症
（如肺癌）与烟气焦油和烟气自由基有关。卷烟
燃烧后产生的自由基的活性很高，进入人体后能
引起细胞损伤，同时还可直接与 DNA 结合使细胞
转化［3］。而硒具有抑制脂质过氧化、清除活性氧
自由基的生物功能，从而可以保护细胞膜免受损
伤，起到降低基因突变、修复 DNA 的作用。硒
能降低烟气中有害物质尤其是焦油含量和毒性，
抑制肿瘤产生，从而可以减轻吸烟对人体健康的
危害。王美珠等［4］研究发现香烟含硒量与焦油含
量和自由基浓度呈显著负相关；香烟主气流中硒
的含量是香烟含硒总量的 8% ～ 11%，香烟中的
硒对人体血清中硒水平有轻微影响，抽吸高硒烟
可起到微量的补硒作用。【本研究切入点】磷、
硫均是烤烟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元素，在烟株
体内的含量分别占干重的 0.15％ ~0.6％、0.2％
~0.5％［5-6］。磷、硫的丰缺对烟株的生发育、烟
叶产量和品质等具有重要的影响［5,7-9］。相关研究
表明，磷、硫、硒 3 种元素在土壤中均以阴离子
形态被植株吸收，磷或硫元素的丰缺影响植物对
硒的吸收与积累［10-12］。张继榛等［13］、Bloem E
等［14］ 研究均表明磷、硫间存在显著的正交互作
用。因此，合理施用磷、硫肥可促进植物对硒的
吸收，在富硒土壤上种植烟草或向烟草施用硒肥，

生产富硒烟叶以提高烟叶安全性是一个重要研究
方向。【研究意义】了解现有的硫或磷对烟草中
吸收硒的变化及影响，探讨某一种烟草品种在不
同的施肥水平下，即不同浓度磷、硫水平下，对
烟草硒含量吸收的影响，揭示土壤中硫、磷的交
互作用对烟草硒吸收的影响，为富硒烟草的施肥
方式及增加烟草硒含量的方法上提供科学依据。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土培实验，探明最佳
的磷、硫施用量，以提高种植在富硒土壤上的烟
叶硒含量，同时为烟草生产的减肥降本、增产提
质增效提供技术参考。

1
1.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供试植物为云烟 205，试验于 2016 年 2~7 月
在广西大学温室进行。供试土壤为高硒土壤，实验
前风干捶碎，过 1 cm 筛，混匀备用。其理化性质为：
pH 为 4.5，有机质含量 33.13 g/kg，碱解氮含量 400
mg/kg，速效磷（P2O5）含量 13.2 mg/kg，全磷含量 1.92
mg/kg，速效钾（K2O）含量 110.5 mg/kg，全钾含
量 12.94 mg/kg，全硒含量 1.0 mg/kg。
1.2 试验方法

1.2.1 磷硫交互作用对旺长期烤烟硒吸收的影
响 采用盆栽试验，每盆装风干土 2.5 kg，各种
施肥设计用量水平见表 1。试验设 7 个处理（T1、
T2、T3、T4、T5、T6、T7），每个处理 3 次重复，
每个重复 1 盆，其中处理 T1 为不施加硫和磷的
对照。装土盆栽器皿大小为：直径 12 cm、高 18
cm，每盆移栽一株烟苗对试验过程进行严格管理，
保持土壤湿润和保障植株无病虫害发生。于移栽
后 40 d（旺长期）采集土壤样品和植株样品，测
定土壤 pH 和烟草硒含量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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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硫、磷的交互作用对成熟期烤烟硒吸收的
影响 采用盆栽实验，每盆装入风干土 10 kg，各
种施肥设计用量水平见表 2，共设 7 个处理（C1、
C2、C3、C4、C5、C6、C7），每个处理 3 次重复，
每个重复 1 盆，其中 C1 为不施加磷和硫的对照，
每盆移栽 1 株烟苗。保持土壤湿润，其中 2/3 氮
肥做基肥，1/3 氮肥于移栽后 30 d 追施。于移栽
后 75 d（成熟期）采集土壤样品和植株样品，测
定烟草硒含量和土壤 pH 等指标。
1.3 样品处理

表 1 旺长期烤烟盆栽试验设计
Table 1 Pot experiment design of flue-cured
tobacco at vigorous period
处理
Treatment

编码值方案

施肥方案

Coded value scheme

Fertilization scheme（g/kg）

X1

X2

KNO3 CO（NH2）2 KH2PO4 （NH4）2SO4

T1（CK）

-1

-1

3.80

0.99

0.00

0.00

T2

1

-1

0.96

1.79

7.69

0.00

-1

1

T3
T4

-0.1315 -0.1315
0.3944

3.80

0.04

0.00

2.08

2.57

0.93

3.34

0.90

2.21

0.78

4.33

1.45

T5

1

T6

0.3944

1

1.82

0.60

5.36

2.08

T7

0

0

2.38

0.92

3.85

1.04

分别于烟苗移栽后 40、75 d 时按地上部分和
地下部分采收烟草，洗净过去离子水后，105 ℃
杀青 30 min，65 ℃烘干至恒重。烟草植株样品经
烘干、磨样、过 0.25 mm 筛，备用。土壤样品自

   注：编码值方案（X1、X2）采用的二次回归饱和 D- 最优设计的 2 因
子编码表的结构。
   Note: The coded value scheme (X1, X2) in the table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twofactor coding table adopted by binary regression saturated D-optimal design.

表 2 成熟期烤烟盆栽试验设计
Table 2 Pot experiment design of flue-cured tobacco at mature period
处理

编码值方案 Coded value scheme

施肥方案（g/kg）Fertilization scheme
CO（NH2）2（基肥）

CO（NH2）2（追肥）

Base fertilizer

Top-dressing fertilizer

Treatment

X1

X2

KNO3

C1（CK）

-1

-1

15.22

5.64

C2

1

-1

3.85

C3

-1

1

15.22

C4

-0.1315

-0.1315

C5

1

0.3944

C6

0.3944

C7

0

KH2PO4

（NH4）2SO4

2.82

0

0

7.88

3.94

15.39

0

2.99

1.49

0

8.33

10.28

5.46

2.73

6.80

3.62

8.82

5.05

2.52

8.65

5.81

1

7.29

4.55

2.27

10.73

8.33

0

9.53

5.43

2.71

7.69

4.17

   注：编码值方案（X1、X2）采用的是二次回归饱和 D- 最优设计的 2 因子编码表的结构。
   Note: The coded value scheme (X1, X2) in the table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two-factor coding table adopted by binary regression saturated D-optimal design.

然风干后，磨细过后备用。
1.4 样品分析
烟叶硒、磷、硫含量的测定：称取 0.2000 g
植物样品于高压消解罐底部，加入 8 mL 优级纯硝
酸，放置通风橱中加盖静置过夜。第 2 天给高压
消解罐上套上铁罐，拧紧，在 150 ℃烘箱中烘 5 h，
直至样品被消解完全，待冷却取出放置赶酸板上，
120 ℃进行赶酸，赶至黄豆粒大小，然后加 5 mL
浓盐酸（1∶1）于 100 ℃还原 0.5 h，冷却后用小
漏斗转移至 25 mL 容量瓶中，超纯水定容，摇匀，
然后再将溶液进行过滤，最后使用 ICP-MS 测定
植株硒、磷、硫等含量。
pH 值测定：称 10 g 土壤样品放于 50 mL 烧
杯中，加入 25 mL 去离子水，放入磁铁，在磁力
搅拌器的工作下搅动 15 min，静置 0.5 h 后即可浸

入 pH 复合电极测量 pH 值。
采用 Microsoft Excel 进行数据计算处理，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2
2.1

结果与分析
硫磷交互作用对旺长期烤烟硒吸收的影响

2.1.1 不同浓度硫磷含量对旺长期烤烟地上部生
物量（干重）的影响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旺长期，
增施不同浓度的硫磷均可以显著提高烟草的生物
量，其中 T2、T3、T4 和 T6 处理间的生物量没有
显著差异，比 T1 生物量要高，但是 T5、T7 处理
的地上部生物量比 T1 显著提高。T1 的生物量最
少（5.5 g/ 株），T7 处理的生物量最高（8.82 g/ 株），
T4 是 T1 的 1.76 倍。

a

ab
ab

ab

abc

abc

c

T1

烟叶硒含量

9
8
7
6
5
2
4
3
1
0

T2

T3
T4
T5
处理 Treatment

T6

T7

图中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chart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图1

不同浓度硫磷含量对旺长期烤烟地上部生物量
（干重）的影响
Fig. 1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ulphur and
phosphorus on above-ground biomass (dry weight)
of flue-cured tobacco at vigorous stage

以烤烟地上部生物量（Y）为目标函数，
以硫磷施用量为变量，编码值X 1 （P 2 O 5 ）、X 2
〔（NH 4） 2SO 4〕，根据二次回归饱和D-最优设
计［16］，建立二元二次回归方程［17］：
Y=6.66+0.61X1+0.59X2-0.25X1X2+1.05X12-0.76X22。
从回归方程可知，烟草的地上部生物量与增
施的硫磷含量呈抛物线，增施不同浓度的硫磷可
以提高烟草的地上部生物量。对地上部生物量的
回归方程求偏导数：
0=0.61-0.25X2+2.1X1 0=0.59-0.25X1-1.52X2
解得编码值为 X1 =-0.24、X2=0.44。将编码值
进行换算，地上部生物量达到预测最高时的施加
硫磷方案是 P=6.57 mg/kg、S=6.95 mg/kg，地上部
生物量最高预测值是 18.76 g/pot。
2.1.2 不同浓度硫磷含量对旺长期烤烟地上部硒
含量的影响 从图 2 可以看出，与对照相比，增
施不同浓度的硫磷含量可以显著提高烟草的含硒
量，T2 和 T5 处理的地上部硒含量有显著提高，
而 T3、T4、T6 处理的地上部硒含量与 T1 没有显
著差异，T7 处理的地上部硒含量显著低于对照。
除对照外，其他 6 个处理有显著差异。其中，T5
处理的地上部硒含量最高（0.35 mg/kg），T7 处
理的硒含量最低（0.21 mg/kg），两者之间差 1.66 倍。
以烟草地上部硒含量（Y）为目标函数，
以硫磷施用量为变量，编码值X 1 （P 2 O 5 ）、X 2
〔（NH 4） 2SO 4〕，根据二次回归饱和D-最优设
计［16］，建立二元二次回归方程［17］：
Y=0.275+0.0285 X1 +0.0085 X2-0.0115 X1 X2
+0.0525 X12-0.0285 X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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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a
b

b

b

b

c

0.25
0.2
0.15
0.1
0.05
0

T1

T2

T3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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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chart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图 2 不同浓度硫磷含量对旺长期烤烟地上部硒含量的影响
Fig. 2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ulphur
and phosphorus on selenium content in aboveground part of flue-cured tobaccoat vigorous stage

c 根据回归方程可知，在［-2，2］的范围内，
硫磷含量与烟草地上部硒含量的效应影响呈抛物
线。在一定范围内，施加硫磷营养会提高烟草地
上部含量。对烤烟地上部硒含量的回归方程求偏
导数，建立方程如下：
0=0.0285-0.0115 X2+0.105
X10=0.0085-0.0115 X1-0.057 X2
解 得 编 码 值 X1 =-0.25、X2=0.20， 换 算 编 码
值，可以得到烤烟地上部硒含量最高的硫磷浓度
P=0.285 g/kg、S=0.272 g/kg，烤烟地上部硒含量最
高值预测值为 0.365 mg/kg。
2.1.3 不同浓度硫磷含量对旺长期烤烟地下部硒
含量的影响 从图 3 可以看出，施加不同含量的
硫磷对旺长期烤烟地下部的硒含量有较为显著的
影响。与对照相比，T7 处理地下部硒含量显著低
于对照，T2、T3、T4 和 T5 处理地下部硒含量要
高于对照，而 T2 和 T5 处理的地上部硒含量有显
著提高。7 个处理中，烟草地下部硒含量最高的
根部硒含量 Selenum content of
tobacco roots（mg/kg）

生物量（干重，g/ 盆）

Biomass（Dry weight, g/pot）

10

Selenium content of tobacco（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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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浓度硫磷含量对旺长期烤烟地下部硒含量的影响
Fig. 3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ulphur and
phosphorus on selenium content in under-ground
part of flue-cured tobacco at vigorous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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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不同浓度硫磷含量对成熟期烤烟地上部硒
含量的影响 从图 5 可以看出，在成熟期，与对
照相比，增施不同浓度的硫磷后对烤烟地上部硒
含量高有显著影响。其中，C3、C7 间没有显著差异，
在增施硫磷处理中，只有 C5 比对照的硒含量高，
与其他处理相比具有显著差异；C4 的地上部硒含
量最低、为 0.57 mg/kg，烟草地上部硒含量最高
的 是 C5（0.83 mg/kg），C5 比 C4 增 加 46%。C2
处理的地上部硒含量是 0.76 mg/kg，C3 处理的地
上部硒含量是 0.62 mg/kg，可见，单施加磷营养
要比单施加硫营养促进烤烟地上部对硒的吸收效
应。施加不同的硫磷含量后，地上部硒含量最高
的与对照 C1 相比，C5 比 C1 增加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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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硒含量

pH 值 pH value

4.10

a

Y = 4 . 0 3 6 + 0 . 0 2 8 X 1 + 0 . 0 2 8 X 2+ 0 . 0 0 8
X1X2+0.037 X1 2+0.025 X22
从回归方程可知土壤的 pH 与硫磷浓度呈正
相关。对土壤 pH 的回归方程求偏导数，建立方
程如下：
0=0.028+0.008 X2+0.074 X1
0=0.028+0.008 X1 +0.05 X2。
解得编码值为 X1 =0.047、X2=-0.568，将编
码值进行换算，得到土壤 pH 最高的硫磷施加方
案 P=4.037 g/kg、S=4.028 g/kg， 可 得 到 土 壤 pH
最高预测值为 5.392。
2.2 硫磷交互作用对成熟期烤烟硒吸收的影响

Selenium content of tobacco（mg/kg）

是 T5（0.81 mg/kg），地下部硒含量最低的是 T7
（0.43 mg/kg）。
以烟草地下部硒含量（Y）为目标函数，以硫磷施
用量为变量，编码值X1（P2O5）、X2〔（NH4）2SO4〕，
根据二次回归饱和D-最优设计［16］，建立二元二
次回归方程［17］：
Y=0.61+0.06 X1 +0.01 X12-0.04 X1X2+0.18 X12-0.14 X22
对单因子效应进行分析（mg/kg）：在［-2，2］
的范围内，硫磷含量与烟草地下部硒含量的效应
影响呈抛物线。将烤烟地下部硒含量的回归方程
求偏导数，得到的方程如下：
0=0.06-0.04 X1+0.36 X2
0=0.01-0.04X1-0.28X2。
求 得 编 码 值 X1=-0.16、X2=0.34， 将 编 码 值 进
行换算，得到施加硫磷营养的方案 P=0.605g/kg、
S=0.5974 g/kg，得到最佳的烤烟地下部硒含量为
0.708 mg/kg。
2.1.4 不同浓度硫磷含量对旺长期烤烟土壤 pH
的影响 从图 4 可以看出，与对照相比，增施不
同浓度的磷硫后土壤 pH 有所增高。T5、T6 处理
的 pH 显著高于对照，T2、T3 处理间没有显著差异，
T4、T7 处理的 pH 值显著低于对照。在土壤中施
加不同浓度的硫磷营养后，T5 和 T6 的 pH 显著
高于其他处理，T4、T7 处理的 pH 则显著低于其
他处理。土壤 pH 最高的为 T5 处理（4.12），最
低的为 T7 处理（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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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 4 不同浓度硫磷含量对旺长期烤烟土壤 pH 值的影响
Fig. 4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ulphur
and phosphorus on soil pH of flue-cured
tobacco at vigorous stage

不同浓度硫磷含量对成熟期烤烟
地上部硒含量的影响
Fig. 5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ulphur and
phosphorus on selenium content in above-ground
part of flue-cured tobacco at mature period

以土壤 pH（Y）为目标函数、硫磷施用量为
变量，编码值 X1（P2O5）、X2〔（NH4）2SO4〕根
据二次回归饱和 D- 最优设计［16］，建立二元二次
回归方程［17］：

以烟草地上部硒含量（Y）为目标函数、硫磷施
用量为变量，编码值 X1（P2O5）、X2〔（NH4）2SO4〕，
根据二次回归饱和 D- 最优设计［16］，建立二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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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回归方程［17］ ：
Y=0.677+ 0.083X 1 +0.033 X 2 +0.043 X 1 X 2
-0.183X12+ 0.019X22
对单因子效应进行分析（mg/kg）：在［-2，2］
的范围内，硫磷含量与烟草地下部硒含量的效应
影响呈抛物线。对烤烟地下部硒含量的回归方程
求偏导数，建立方程如下：
0=0.083+0.043X2-0.366X1
0=0.033+0.043X1+0.038X2
解得编码值为 X1=-0.70、X2=-7.89，换算编
码值后，得到地下部硒含量最高的硫磷施加方案
P=0.53 g/kg、S=1.60 g/kg，那么可以得到成熟期烤烟
地下部硒含量最高预测值为 0.807 mg/kg。
2.2.3 不同浓度硫磷含量对成熟期烤烟土壤 pH
的影响 从图 7 可以看出，与对照相比，其他处
理的土壤 pH 值存在差异，增施不同浓度的硫磷
后对烤烟土壤的 pH 值有一定影响。没有施加硫
营养 C2 处理的土壤 pH 为 4.38，没有施加磷营养
C3 处理的土壤 pH 为 4.32，单施加磷营养的土壤
pH 值要比单施加硫营养的土壤 pH 高，在施加硫
磷的处理中，没有施加磷营养的 C3 处理明显要
比其他处理 pH 值低。
4.40

a

a

b

4.38
4.36
pH 值
pH Value

根部硒含量 Selenium content of

次回归方程［17］：
Y=0.575+0.069 X1 -0.001 X2+0.054 X1 X2+0.164
X12+0.005 X22
从回归方程可知烟草地上部硒含量（75 d）
与硫磷浓度呈正相关。根据地上部硒含量回归方
程求偏导数，得到方程如下：
0=0.069+0.054 X2+0.328 X1
0=-0.001+0.054 X1 +0.01 X2
求得编码值为 X1=-2.04、X2=-10.9，换算编码值，
求得施加硫磷方案 P=1.114 g/kg、S=1.76 g/kg，那么
可以算得地上部硒含量最高预测值为 1.09 mg/kg。
2.2.2 不同浓度硫磷含量对成熟期烤烟地下部硒
含量的影响 从图 6 可以看出，与对照相比，增
施不同浓度的硫磷对成熟期烤烟地下部硒含量有
明显变化。其中，没有施加硫营养 C2 处理的地
下部硒含量是 0.52 mg/kg，没有施加磷营养 C3 处
理的地下部硒含量是 0.42 mg/kg，从地下部硒含
量来看，C2 处理比 C3 处理的地下部硒含量增加
24%，单施加磷营养要比单施加硫营养促进烤烟
地上部对硒的吸收效应。其中，C4、C5 和 C6 处
理的地下部硒含量显著高于 C1，而其他处理的硒
含量与 C1 没有显著差异，烟草地下部硒含量最
高 的 是 C6 处 理（0.75 mg/kg）， 最 低 的 是 C3 处
理（0.42 mg/kg）。增施硫磷含量后，地下部硒含
量最高的 C6 处理比 T1 增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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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不同浓度硫磷含量后对成熟期烤烟
地下部硒含量的影响
Fig. 6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ulphur and
phosphorus on selenium content in under-ground
part of flue-cured tobacco at mature period

以烟草地下部硒含量（Y）为目标函数、硫磷施用
量为变量，编码值 X1（P2O5）、X2〔（NH4）2SO4〕，
根据二次回归饱和 D- 最优设计［16］，建立二元二

图 7 不同浓度硫磷含量后对成熟期烤烟土壤 pH 值的影响
Fig. 7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ulphur
and phosphorus on soil pH of flue-cured
tobacco at mature period

以土壤 pH（Y）为目标函数、硫磷施用量为
变量，编码值 X1（P2O5）、X2〔（NH4）2SO4〕，
根据二次回归饱和 D- 最优设计［16］，建立二元二
次回归方程［17］：
Y=4.373+0.024X 1 -0.006 X 2 +0.004X 1 X 2 0.026X12+0.007 X22
在［-2，2］的范围内，硫磷含量与土壤 pH

48
呈抛物线。对土壤 pH 的回归方程求偏导数，得
到方程如下：
0=0.024+0.004 X2-0.052 X1
0=-0.006+0.004 X1+0.014 X2
求得编码值为 X1=0.48、X2=0.41，换算编码值，
得到施加硫磷方案 P=4.379 g/kg、S=4.37g/kg。

3

讨论

磷是植物生长过程中三大必需营养元素之
一，几乎参与了作物光合作用各个阶段的物质转
化、光合产物运转和能量传递，是作物生长发育
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养分，对作物的产量和品质等
具有重要的影响。硫是继氮、磷、钾之后作物生
长发育所需要的第四大主要营养元素，是构成含
硫氨基酸和蛋白质的基本营养元素，又能合成其
他重要的生物活性物质，参与酶的活化等生理活
动。因此，磷、硫能调节植物代谢，提高产量和
改善产品品质［18-20］。
本研究结果表明，磷、硫营养的施用均提高
了旺长期烤烟地上部的生物量，T1 处理烤烟的生
物量最低（5.5 g/ 株），T7 处理的生物量最高（8.82
g/ 株），T7 处理的生物量是 T1 的 1.6 倍。土壤
中增施不同浓度的硫、磷水平含量后烟草地上部
生物量明显提高，这与王越等［21］、梁红［22］、田
苗等［23］研究结果类似。
磷与硒在土壤中均以阴离子形态被植物吸收，
其离子半径和理化性质类似。硫与硒同为周期表
第Ⅵ A 族元素，其原子大小基本相同，键能、电
离性质、电子亲和力和电负性相近，植物体内硫、
硒的同化途径相似［24］。因此磷、硫营养元素的施
用情况也是影响植物吸收硒的重要环境因素之一。
杨奎等［25］研究指出，土壤全硫、全磷等影响土壤
硒的赋存形态，土壤有效磷、有效硫通过提高水
稻生物可利用态硒含量，从而影响土壤硒向水稻
籽粒迁移转化。姚欢等［26-27］研究发现，磷肥的施
用促进土壤硒的有效性提高、磷的浓度增加也促
进水稻对硒的吸收；但是关于磷促进土壤硒有效
性的研究存在一定差异。刘勤等［11］研究表明，在
土壤 - 稻株的系统中，磷、硒之间的关系既相互
促进又相互拮抗。本实验中，旺长期除 T1 外，其
他 6 个处理的地上部硒含量有显著差异。其中，
T5 的 地 上 部 硒 含 量 最 高（0.35mg/kg），T7 的 硒
含量最低（0.21 mg/kg），两者之间相差 1.66 倍，
硒含量最高的 T5 处理比 T1 高 1.4 倍。地下部硒
含量在增施不同浓度硫磷含量后有显著区别，其
中，T5 处理的地下部硒含量最高（0.81 mg/kg）。

与对照相比，T4、T5 处理的硒含量均有提高，
而 T6、T7 处理的硒降低，可见，T5 处理的硫磷
营养对于烤烟富硒的效应是协同作用，而 T6、T7
两个处理的硫磷营养对于烤烟富硒的效应是拮抗
作用。成熟期时，对于地上部硒含量，处理 C2、
C3、C6 和 C7 4 个处理与 C1 的硒含量没有显著差
异，处理 C5 明显比 C1 的地上部硒含量高， C4
处理的地上部硒含量显著低于 C1；而对于地下部
硒含量，处理 C2 的硒含量高于 C1，处理 C3 与
C1 的硒含量没有显著差异，处理 C4、C5、C6 和
C7 的硒含量显著高于 C1。所以，对成熟期来说，
处理 C5 中硫磷营养对于烤烟富硒的效应是协同
作用， C2、C4、C6 和 C7 这 4 个处理中硫磷营养
对于烤烟富硒的效应则是拮抗作用。因此磷硫交
互作用对于烟草富硒效性的协同作用，受植物的
生育时期及磷硫营养的比例而不同。另外，无论
旺长期还是成熟期，单施加磷营养的处理和单施
加硫营养的处理效应相比，单施加磷营养的处理
的地上部和地下部的硒含量均高于单施加硫营养
的处理，可见，施用单效应的磷、硫对烟叶的硒
增加是正效应，单加磷的富硒效果比单加硫的效
果要好。旺长期的烤烟地上部硒含量明显低于地
下部的，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12］ 一致；而成熟
期的烤烟，地上部的硒含量与地下部的硒含量没
有明显差异，根系对硒的含量变化不大。王晓芳
等［28］ 研究发现，硒非积累植物成熟时茎、叶中
硒含量很低，而籽粒中的硒浓度与地下部的硒浓
度基本一致。这也可能与硒在植物中的转运及土
壤中的硒形态有关，硒在土壤中与可氧化硫化物
结合硒可能转化为硒酸盐后通过硫酸盐转运子被
水稻吸收［29］，而转化为亚硒酸盐后通过水通道［30］
或磷酸盐转运子［31］被水稻吸收；王鹏等［32］研究
发现，磷素可以活化土壤中稳定态硒，同时也可
提高硒酸盐的生物有效性。
土壤中硒存在的化学形态很大程度上由土壤
pH 值决定，因此影响硒的有效性。Geering 等［27］
测定了紫花苜蓿在中性和酸性土壤上对 Se4+ 的积
累量，发现当植物生长的土壤 pH 较高时，吸收
的硒含量同样也高。Hawrylak［33］ 试验表明，随
着土壤 pH 值的增加，吸附基上的 Se4+ 会被氢氧
化铁所取代，使 Se4+ 进入溶液，从而导致硒有效
性增加。本研究表明，在旺长期时，土壤 pH 最
高的是 T5 处理，地下部硒含量最高的也是 T5；
在成熟期，土壤 pH 最高的是 C6 处理，同样地下
部硒含量最高的也是 C6 处理，说明磷硫营养同
施与土壤 pH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两个生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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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C5 两个处理采用高磷中硫水平磷硫营养设
计，土壤 pH 值提高，同时烤烟的硒积累量明显
高于其他处理，这与刘宇、严佳等关于 pH 值影
响硒的有效性的研究结果一致［34-35］，说明合理
施用一定水平的磷硫营养有利于提高土壤硒的有
效性，从而促进烤烟硒的积累量增加。
根据旺长期时烤烟地上部硒含量的
回 归 方 程：Y=0.275+0.0285X 1+0.0085X 20.0115X1X2+0.0525X12-0.0285X22，得到烤烟地上部
硒含量最高的硫、磷浓度：P=0.285 g/kg，S=0.272
g/kg。烤烟地上部硒含量最高值预测值为 0.365
mg/kg；而成熟期烤烟地上部含硒量回归方程：
Y=0.575+0.069X 1-0.001X 2+0.054X 1X 2+0.164X 12+
0.005X22， 可 以 得 到 施 加 的 硫 磷 方 案：P=1.114
g/kg，S=1.76 g/kg，得到的地上部硒含量最高预
测值为 1.09 mg/kg。施加不同的硫磷水平营养后，
从烤烟吸收硒的效应来看，烤烟对于硒的吸收
是整个生长期都在进行的，成熟期吸收的硒含
量比旺长期明显增多。

4

结论

磷、硫各自单效应在提高烟叶的硒含量的效
应上为正效应，过高磷、硫交互作用为负效应，合
理的磷硫比促进烟叶硒含量的提高。对于成熟期的
烤烟，施加硫、磷营养的方案是：P=1.114 g/kg，
S=1.76 g/kg，可以促进烤烟地上部的富硒效应，提
高地上部硒含量。成熟期、旺长期两个时期烤烟地
下部的硒含量没有显著差异，成熟期的烟叶硒含量
要比旺长期的要高。说明烟叶对硒的吸收是一个持
续的过程。不同的磷硫水平处理的土壤 pH 值表现
出一定的差异性，其对应处理的烟叶硒含量也具有
差异。这有可能与不同的磷、硫营养比例施用有关，
导致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提高了土壤硒的有效性，
从而促进植物对土壤硒的吸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RAYMAN M P. Selenium and human health［J］. Nutrition Reviews,
2012, 379(9822):1256-1268.
［2］ HASANUZZAMAN M, FUJIA M. Exogenous selenium pretreatment

［4］ 王美珠，吴宏伟 . 天然富硒低毒香烟的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农
业与生命科学版），1993（2）：103-107.
WANG M Z, WU H W. Research on natural selenium-rich and low
toxicity cigarettes［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Agriculture 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1993 (2):103-107.
［5］ 刘勤，曹志 洪 . 烟 草 硫 素营养 与烟叶品质研 究 进 展［J］. 土壤，
1998，30（6）：320-323. doi:10.13758 /j. cnki. tr.1998. 06. 007.
LIU Q, CAO Z H.Advances in sulfur nutrition and quality of tobacco ［J］. Acta
Pedologica Sinica, 1998, 30 (6): 320-323. doi: 10.13758/j.cnki.tr.1998.06.007.
［6］ 胡国松 . 烤烟营养原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HU G S. Nutrition Principle of Flue-cured Tobacco［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0.
［7］ 谢瑞，易忠经，申修贤，杜莹博，刘云鹤，聂琼 . 不同磷肥施用量对
植烟土壤磷有效性及烟叶产量和品质的影响［J］. 山地农业生物学
报，2017（6）：38-43.doi: 10.15958/j.cnki.sdnyswxb.2017.06.007.
XIE R,YI Z J, SHEN X X, DU Y B, LIU Y H, NIE Q. Effects of different
phosphorus application rates on phosphorus availability in tobacco-growing
soils and yield and quality of tobacco leaves［J］.Journal of Mountain
Agrobiology,2017(6):38-43.doi:10.15958/j.cnki.sdnyswxb.2017.06.007.
［8］ 曹志洪 .优质烤烟生产的土壤与施肥［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CAO Z H.Soil and Fertilization for High Quality Flue-cured Tobacco
Production［M］. Nanjing:Jiangs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91.
［9］ 李玉梅 , 徐茜 , 熊德忠 . 不同硫肥用量对烤烟产量和品质的影响［J］.
中国农学通报 ,2005, 21(2):171-174.
LI Y M, XU Q, XIONG D Z. Effects of different sulfur fertilizer dosages
on yield and quality of flue-cured tobacco［J］.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2005, 21(2): 171-174.
［10］ 刘勤，曹志洪 . 磷硒交互作用对水稻硒吸收累积的影响［J］. 扬州大
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2003，24（4）：67-70. doi: 10.16872/
j.cnki.1671-4652.2003.04.017.
LIU Q,CAO Z H. Effects of P-Se interaction on Se uptake and
accumulation in rice［J］.Journ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 (Agriculture
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2003, 24 (4): 67-70. doi: 10.16872/
j.cnki.1671-4652.2003.04.017.
［11］ 马友华，张继榛 . 烟草根际土壤硒、硫形态相互作用与烟草对硒、
硫 吸 收 的 研 究［J］. 应 用 生 态 学 报，2000，11（2）：253-257. doi:
10.13287/j.1001-9332.2000.0066.
MA Y H,ZHANG J Z.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of selenium and sulfur
forms in tobacco rhizosphere soil and the absorption of selenium and
sulfur by tobacco［J］.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00, 11(2):
253-257. doi: 10.13287/j.1001-9332.2000.0066.
［12］ 马友华，丁瑞兴，张继榛，竺伟民 . 硒硫相互作用对烤烟 (Nicotina
tabacum L.) 吸收硒的影响［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1（1）：5558. doi: 10.3321/j.issn:1000-2030.2001.01.014.
MA Y H , DING R X, ZHANG J Z, ZHU W M. Effects of seleniumsulfur interaction on absorption of selenium by flue-cured tobacco

protects rapeseed seedlings from cadmium-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Nicotina tabacum L.)［J］.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y upregulating antioxidant defense and methylglyoxal detoxification

2001 (1): 55-58. doi: 10.3321/j.issn:1000-2030.2001.01.014.

systems［J］.Biological Trace Element Research,2012, 149(2):248-261.
doi:10.1007/s12011-012-9419-4.
［3］ 刘建福，尹大锋，谭新良，赵训焰 . 低焦油、低自由基、富硒烤烟型

［13］ 张继榛，郑路，竺伟民，章力干，司友斌，马友华，唐朝辉，孙义祥，
王道中，李龙先，何新宏，王安祥，袁世桂，陈仁虎，王永久 . 大豆
硫磷配 施的效 应研 究［J］. 安徽 农 业 大学 学报，2000，27（S1）：

卷烟的研制［J］. 中国烟草学报，2001，7（3）：11-14.

176-181. doi:10.3969/j.issn.1672-352X.2000.z1.032

LIU J F, YIN D F, TAN X L, ZHAO X Y. Development of flue-cured

ZHANG J Z, ZHEN L, ZHU W M, ZHANG L G, SI Y B, MA Y H, TANG

tobacco with low tar, low free radical and rich selenium［J］. Acta

C H,SUN Y X, WANG D Z, LI L X, HE X H, WANG A X, YUAN S G,

Tabacaria Sinica,2001,7(3):11-14.

CHEN R H, WANG Y J［J］.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50
2000, 27 (S1):176-181. doi:10.3969/j.issn.1672-352X.2000.z1.032.
［14］ BLOEM E, HANEKLAUS S, SCHNUG E. Influence of nitrogen and sulfur
fertilization on the alliin content of onions and garlic［J］.Journal of Plant
Nutrition,2004,27(10):1827-1839. doi:10.1081/PLN-200026433.
［15］ 鲍士旦 . 土壤农化分析［M］. 北京 : 中国农业出版社 , 1990.

［J］.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8, 31 (4): 715-724.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17.04.05.
［26］ 姚欢，宗良纲，孟蝶，杨旎，严佳，马爱军，何任红 . 增施磷肥对提
高强酸性高硒茶园土壤硒有效性的效果［J］. 安全与环境学报，
2015，15（4）：288-293.doi: 10.13637/j.issn.1009-6094.2015.04.060.

BAO S D. Soil Agrochemical Analysis［M］. Beijing:China Agriculture Press, 1990.

YAO H, ZONG L G, MENG D,YANG N,YAN J, MA A J,HE R H.Effects of

［16］ 高洪泽 . 运用 Excel 建立二次饱和 D- 最优设计回归模型［J］. 现代

increasing phosphate fertilizer on improving Se availability in soil of strong

农业科技，
2010（22）
：20-21. doi:10.3969/j.issn.1007-5739.2010.22.007.

acid and high Se tea plantations［J］. Journal of Safety and Environment,

GAO H Z.Using excel to establish a secondary saturated D-Optimal

2015, 15(4): 288-293. doi: 10.13637/j.issn.1009-6094.2015.04.060.

Design Regression Model［J］. Moder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27］ 于淑慧 . 磷对水稻吸收硒的影响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2015.

Technology, 2010(22):20-21.doi:10.3969/j.issn.1007-5739.2010.22.007.
［17］ 杨忠兰 . 不同肥料配比及栽培方式对玉米、籽粒苋吸收镉的效应研
究［D］. 南宁：广西大学，2016.

YU S H. Effects of phosphorus on selenium uptake by rice［D］.
Chongqing：Southwest University, 2015.
［28］ 王晓芳，陈思杨，罗章，黄青青，乔玉辉，孙宏杰，李花粉 . 植物对硒的吸

YANG Z L.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er ratios and cultivation methods on cadmium

收转运和形态转化机制［J］.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2014（6）：539-544.

uptake by maize and amaranth［D］. Nanning:Guangxi University, 2016.

doi:10.13254/j,jare.2014.0250.

［18］ 孟赐福，姜培坤，曹志洪，徐秋芳，周国模 . 硫素与其他营养元素的

WANG X F, CHEN S Y, LUO Z, HUANG Q Q,QIAO Y H,SUN H J, LI H F.

交互作用对作物养分吸收、
产量和质量的影响［J］.土壤，
2009，
41
（3）
：

The mechanism of selenium uptake, transport and transformation in plants
［J］
.

329-334. doi: 10.13758/j.cnki.tr.2009.03.023.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6): 539-544.

MENG C F, JIANGP K, CAO Z H, XU Q F, ZHOU G M. Effects of

doi:10.13254/j,jare.2014.0250.

interaction between sulfur and other nutrients on nutrient uptake, yield

［29］ W H I T E P J , B O W E N H C , P W R M A G U R U P, F R I T Z R

and quality of crops［J］. Acta Pedologica Sinica, 2009, 41 (3): 329-

M,SPRACKLEN W P,SPIBY R E. Interactions between selenium and

334. doi:10.13758/j.cnki.tr.2009.03.023.

sulphur nutrition in Arabidopsis thaliana［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19］ 魏玉光 . 硫肥对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影响［J］. 现代化农业，2013（1）：14-16.
WEI Y G. Effects of sulfur fertilizer on rice yield and quality［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3 (1): 14-16.
［20］ 杨威 , 李忠 , 李仪琳 , 杨弘 . 磷肥 对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研
究 综 述［J］. 安 徽 农 学 通 报 , 2015(20):66-67. doi: 10.16377/j.cnki.

Botany,2004,55(404):1927-1937.doi:10.2337/diacare.22.12.2092a.
［30］ ZHANG L H, SHI W M, WANG X C. Difference in selenite absorption
between high-and low-selenium rice cultivars and its mechanism［J］.Plant
＆ Soil, 2006, 282(1-2) : 183-193. doi:10.1007/s11104-005-5706-6.
［31］ ZHANG L H, HU B, LI W,CHE R H,DENG K,LI H;YU F Y,LING H

issn1007-7731.2015.20.028.

Q,LI Y J,CHU C C. OsPT2, a phosphate transporter, is involved in the

YANG W, LI Z, LI Y, YANG H. Review on the effects of phosphorus fertilizer

active uptake of selenite in rice［J］.New Phytologist, 2014,201(4):

on crop yield and quality［J］.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2015(20): 66-67. doi: 10.16377/j.cnki.issn1007-7731.2015.20.028.
［21］ 王越 .硒、硫对大蒜生理特性及品质的影响［D］. 泰安：山东农业大学，2014.
WANG Y. Effects of spraying selenium and sulfur on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1183-1191. doi:org/10.1111/nph.12596.
［32］ 王鹏，侯振安，冶军，张栋，安军妹 . 磷和不同价态硒对小麦硒吸收
转运的影响［J］. 新疆农业科学，2018，,55（1）：33-43.doi:10.6048/
j.issn.1001-4330.2018.01.005.

yield and quality of garlic［D］. Taian: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4.

WANG P, HOU Z A, YE J, ZHANG D, AN J M. Effects of phosphorus

［22］ 梁红 . 重庆植烟土壤肥力特征及评价［D］. 重庆：西南大学，2014.

and selenium at different valences on selenium uptake and transport

LIANG H. Characteristics and evaluation of tobacco-growing soil
fertility in Chongqing［D］. Chongqing:Southwest University, 2014.

in wheat［J］. Xinjiang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8, 55 (1): 33-43.
doi:10.6048/j.issn.1001-4330.2018.01.005.

［23］ 田苗，戴林建，钟喜，覃萧 . 施肥对湘南烟区玉米茬烤烟烟叶产量

［33］ HAWRYLAK B. Effect of environment pH on selenium, concentration

与品质的影响［J］. 作物研究，2013，27（3）：263-265.doi:10.3969/

and translocation in the leaved vegetables［J］. Zeszyty Naukowe

j.issn.1001-5280.2013.03.14.

Akademii Rolniczej We Wroclawiu Rolnictwo, 2005.

TIAN M, DAI L J, ZHONG X, QIN X.Effects of fertilization on yield and
quality of flue-cured tobacco leaves from corn stubble in southern hunan

［34］ 刘宇 . 土壤酸化及磷素水平对茶园土壤硒有效性的影响［D］. 南京：
南京农业大学，2016.

tobacco region［J］. Crop Research, 2013, 27(3): 263-265.doi:10.3969/

LIU Y. Effects of soil acidification and phosphorus levels on selenium availability

j.issn.1001-5280.2013.03.14.

in tea garden soils［D］. Nanjing：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6.

［24］ TERRY N, HUSTON R P. Effects of calcium on the photosynthesis

［35］ 严佳，宗良纲，杨旎，姚欢，马爱军 . 不同 pH 条件和 P-Se 交互作

of intact leaves and isolated chloroplasts of sugar beets［J］. Plant

用对茶园土壤 Se( Ⅳ ) 吸附行为的影响［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Physiology, 1975, 55(5):923-927. doi: org/10.1104/pp.55.5.923.

2014，33（5）：935-942. doi: 10.11654/jaes.2014.05.016.

［25］ 杨奎，李湘凌，张敬雅，章凌曦，尚世贵，张千明，王延明 . 安徽庐

YAN J,ZONG L G,YANG N,YAO H, MA A J.Effects of different

江潜在富硒土壤硒生物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J］. 环境科学研究，

pH conditions and P-Se interactions on the adsorption behavior

2018，31（4）：715-724.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17.04.05.

of Se( Ⅳ ) in tea garden soils［J］.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YANG K, LI X L, ZHANG J Y, ZHANG L X, SHANG S G, ZHANG

Science,2014,33(5): 935-942. doi: 10.11654/jaes.2014.05.016.

Q M, WANG Y M. Bioavailability of selenium in potentially seleniumrich soils in Lujiang River, Anhui Provi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责任编辑

白雪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