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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破解烤烟连作障碍的种植

方法，属于烤烟栽培技术领域，具体步骤为：对植

烟土壤进行深耕，施用农家肥，然后施底肥；采用

烟苗水肥一体灌溉；烤烟移栽期，在烟塘内施入

酵素生物炭；通过定根水将解淀粉芽孢杆菌

FZB42菌剂溶解，并浇于烟塘内；烤烟移栽前，

PGPR解磷解钾促生菌制成菌悬液，烟株根部完全

浸于菌悬液中，然后移栽；进行田间管理；烤烟打

顶期对上部叶片喷施烤烟开片剂；打顶后喷施有

机态叶面钾肥。本发明解决了烟草连作后土壤结

构和理化性质恶化、烤烟根系发育不良、烟株生

长发育和养分吸收利用受限、烟叶产质量下降的

问题，通过本技术的应用，最大程度上解决烤烟

连作产生的障碍性减产，实现了烤烟产量、品质、

肥效的同时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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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破解烤烟连作障碍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为：

1）整地：对植烟土壤进行深耕，施用农家肥，然后施底肥；

2）滴灌设施布置：采用烟苗水肥灌溉，根据烟田规格安装水泵、主管、支管、毛管及相应

管件，根据烟株行距、株距，在支管的两侧打滴灌孔；

3）移栽：

a.烤烟移栽期，在烟塘内施入酵素生物炭，所述的酵素生物炭采用稻谷发酵酿酒后的

酒糟为原料，在煅烧炉中600~700℃高温，裂解2~3分钟，淋水清洗，含水量≤45%，通过1.00

㎜试验筛所形成的产品，其含碳量≥30%，含硅量≥25%，灰分含量≤20%，氮+五氧化磷+氧化

钾≥6%；

b.通过定根水将解淀粉芽孢杆菌FZB42菌剂溶解，并浇于烟塘内；

c.烤烟移栽前，PGPR解磷解钾促生菌制成菌悬液，烟株根部完全浸于菌悬液中，5分钟

后进行移栽，剩余菌悬液灌根施入；

4）田间管理：还苗期及时查苗，除弱苗、补壮苗，防治地下害虫；旺长期做好水分管理，

防旱防涝，适时揭膜培土；现蕾期适时封顶；成熟期保持烟田排水通畅，适时采收烟叶；

5）施肥管理：a.烤烟打顶期对上部叶片喷施烤烟开片剂；b.打顶后喷施有机态叶面钾

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破解烤烟连作障碍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

深耕的耕作层达20~30㎝，农家肥施用量为200~300㎏/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破解烤烟连作障碍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的a

操作中，酵素生物炭的用量为100g/株，施用时与塘土混合均匀。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破解烤烟连作障碍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的b

操作中，按0.5ml/株溶于2㎏定根水进行施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破解烤烟连作障碍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的c

操作中，菌悬液按1：1000固液比兑水配制而成，施用量为0.1g/株。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破解烤烟连作障碍的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的a

操作中，烤烟开片剂采用赤霉素，喷施浓度为2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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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破解烤烟连作障碍的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烤烟栽培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涉及一种破解烤烟连作障碍的种植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烟区土地资源紧缺，烤烟生产中的连作现象十分普遍。而烟草是一种忌连作的经

济作物，长期连作使烟田土壤养分失调、理化性质恶化，病虫害频发，发生严重等，同时，根

系分泌物的化感自毒作用使土壤微生物数量及其多样性下降，从而导致烟草根系发育受

阻、烟株长势降低、产量和品质不同程度的下降。目前，连作障碍已成为制约烤烟产量与品

质进一步提升的关键。然而，通过配方施肥、灌溉、中耕等单一措施难以有效缓解连作障碍

的限制，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切实有效的缓解烤烟连作障碍的技术体系，提高连作烟田的烤

烟产量和质量，确保优质烟叶生产持续健康发展。

[0003] 连作烟田最根本的问题是土壤环境恶化，表现为养分失调、理化性质恶化、土壤微

生物失衡等，直接限制烤烟根系生长发育，导致烟株的养分吸收和生长发育不良。切实有效

的改善连作烟田土壤理化性质，是促进烟株生长、提高烟叶产、质量的根本途径。烤烟连作

导致烟株生长发育受限，直接表现为地上部生长缓慢，烟株相对矮小，叶片发育不良。连作

烟田土壤养分失调，烟株生长不良，进一步限制了烤烟生长对土壤钾素的吸收利用。

[0004] 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破解烤烟连作障碍的种植技术，确保优质烟叶开发和原料

供应的可持续。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背景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破解烤烟连作障碍的种植方

法，解决了烟草连作后土壤结构和理化性质恶化、烤烟根系发育不良、烟株生长发育和养分

吸收利用受限、烟叶产质量下降的问题，实现烤烟根际土壤理化性质改良、调控根系快速生

长发育、提高烟株田间养分吸收、确保烟株生长水分需求、促进上部烟叶开片、提高中上部

烟叶品质，并且，通过本技术的应用，最大程度上解决烤烟连作产生的障碍性减产，实现了

烤烟产量、品质、肥效的同时提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破解烤烟连作障碍的种植方法，具体步骤为：

[0008] 1)整地：对植烟土壤进行深耕，施用农家肥，然后施底肥；

[0009] 2)滴灌设施布置：采用烟苗水肥灌溉，根据烟田规格安装水泵、主管、支管、毛管及

相应管件，根据烟株行距、株距，在支管的两侧打滴灌孔；

[0010] 3)移栽：

[0011] a.烤烟移栽期，在烟塘内施入酵素生物炭；

[0012] b.通过定根水将解淀粉芽孢杆菌FZB42菌剂溶解，并浇于烟塘内；

[0013] c.烤烟移栽前，PGPR解磷解钾促生菌制成菌悬液，烟株根部完全浸于菌悬液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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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后进行移栽，剩余菌悬液灌根施入；

[0014] 4)田间管理：还苗期及时查苗，除弱苗、补壮苗，防治地下害虫；旺长期做好水分管

理，防旱防涝，适时揭膜培土；现蕾期适时封顶；成熟期保持烟田排水通畅，适时采收烟叶；

[0015] 5)施肥管理：

[0016] a.烤烟打顶期对上部叶片喷施烤烟开片剂；

[0017] b.打顶后喷施有机态叶面钾肥。

[0018] 作为优选，步骤1)中，深耕的耕作层达20～30㎝，农家肥施用量为200～300㎏/亩。

[0019] 作为优选，步骤3)的a操作中，酵素生物炭的用量为100g/株，施用时与塘土混合均

匀，实现烤烟根际土壤理化性质改良。

[0020] 步骤3)的b操作中，按0.5ml/株溶于2㎏定根水进行施用，能有效调控烤烟根系快

速生长发育。

[0021] 步骤3)的c操作中，菌悬液按1:1000固液比兑水配制而成，施用量为0.1g/株，可有

效活化土壤养分，提高烟株田间养分吸收。

[0022] 作为优选，步骤5)的a操作中，烤烟开片剂采用赤霉素，喷施浓度为20㎎/L，以促进

上部烟叶开片。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4] 本发明对缓解烤烟连作障碍的效果明显，酵素生物炭的施入显著改善了烤烟根际

土壤理化性质，增加碳氮比，增加土壤孔隙度，降低土壤容量，提高土壤最大持水量，改善土

壤微生物环境；解淀粉芽孢杆菌FZB42菌剂明显促进烤烟根系的生长发育，根系总长、根表

面积和根体积显著增加；PGPR解磷解钾促生菌的施入有效活化土壤磷、钾养分，提高了烤烟

对土壤磷、钾的吸收；水肥一体化滴管设施的应用确保了烤烟生长周期的水分供给，最大程

度上协调了土壤水-肥的耦合；赤霉素(GA3)作为开片剂明显增加了烤烟上部叶面积，显著

促进上部叶开片；有机态叶面钾肥喷施增加了上部叶开片效果，进一步提升烟株中上部叶

的品质。

[0025] 本发明方法在不改变烤烟生产总体技术规程的条件下，操作简单，能有效提高了

烤烟产量、品质和肥料利用效率。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烤烟单株生物量积累过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一种破解烤烟连作障碍的种植方法，具体步骤为：

[0028] 1)整地：对植烟土壤进行深耕，耕作层达20～30㎝，施用农家肥，农家肥施用量为

200～300㎏/亩，农家肥与耕层土壤混匀后进行理墒打塘，然后按施肥技术要求施底肥。

[0029] 2)滴灌设施布置：采用烟苗水肥灌溉，根据烟田规格安装水泵、主管、支管、毛管及

相应管件，连接可移动车架的汽油发动机和溶肥水箱(桶)，根据烟株行距、株距，在支管的

两侧打滴灌孔，试水检测是否装牢或漏水，调节水肥施入量以及深浅度。

[0030] 3)移栽：

[0031] a .烤烟移栽期，进行烟田理墒、打塘，墒高30cm左右，塘大小约为40×40cm，株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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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cm，行距1.2m，称取100g/株酵素生物炭，与基肥一同施入塘内，将生物炭和基肥与塘土拌

匀；

[0032] 所述的酵素生物炭优选采用稻谷发酵酿酒后的酒糟为原料，在煅烧炉中600～700

℃高温，裂解2～3分钟，淋水清洗，含水量≤45％，通过1.00mm试验筛所形成的产品，其含碳

量≥30％，含硅量≥25％，灰分含量≤20％，养分含量(氮+五氧化二磷+氧化钾)≥6％，具有

增加土壤孔隙度，降低土壤容重，提高土壤最大持水量，增加土壤透气性的作用，能够显著

提高土壤碳氮比，改善土壤微生物环境，促进烤烟生长和产量提升。

[0033] b.通过定根水将解淀粉芽孢杆菌FZB42菌剂溶解，并浇于烟塘内，并盖一层薄土；

[0034] c.烤烟移栽前，PGPR解磷解钾促生菌制成菌悬液，烟株根部完全浸于菌悬液中，5

分钟后进行移栽，剩余菌悬液灌根施入。

[0035] 4)田间管理：还苗期及时查苗，除弱苗、补壮苗，确保大田苗全，注意防治地下害

虫；团棵期注意预防病毒病、细菌性、真菌性病害和地下害虫，浅锄中耕；旺长期做好水分管

理，防旱防涝，适时揭膜培土，结合中耕、提沟、追肥、施药、培土进行，做到墒平、墒宽、沟直、

土细，排水通畅；现蕾期适时封顶，结合品种特性及烟田肥力供应情况确定合理的留叶数，

打顶后彻底打除腋芽，继续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成熟期保持烟田排水通畅，做到墒无杂

草，沟无积水，养好成熟度，适时采收烟叶；

[0036] 通过滴灌设备控制灌水量，还苗期保证土壤湿度在60％左右；旺长期烟株需水最

多，应根据烟地垄情适当补给水分，促进茎杆伸长和叶片开片；现蕾期如降水量充足则不需

灌溉，注意排涝，若持续15d无降水，则要进行灌溉，防止底烘；成熟期遇到干旱可适量补充

水分。

[0037] 5)施肥管理：

[0038] a.烤烟打顶期对上部叶片喷施烤烟开片剂，喷施浓度为20mg/L，于烤烟打顶后3日

内，选择晴朗天气，喷施于烟株上部1-6片叶正面，做到喷施均匀，不漏株，不漏叶。

[0039] b.打顶后喷施有机态叶面钾肥，根据既定用量和浓度，用称具或者量筒等称量，确

保K离子浓度准确，搅拌均匀，一般晴天选择在8:30～11:00或16:00～7:30施药，避开中午

高温时期，做到喷施均匀，不漏株，不漏叶。

[0040] 实验分析

[0041] 开展田间试验，供试烤烟品种为玉溪市主栽烤烟品种K326，漂浮育苗65天烟苗；土

壤类型为当地典型红壤，pH值7.15，有机质10.1g/kg，有效氮28.63mg/kg，有效磷3.54mg/

kg，有效钾51.16mg/kg。

[0042] 试验设置3个处理：

[0043] 常规种植(T1)，烤烟移栽期，进行烟田理墒、打塘，墒高30cm左右，塘大小约为40×

40cm，株距50cm，行距1.2m。塘内先施入基肥，与塘土混拌均匀，每塘统一浇2kg定根水，栽入

烟苗，最后盖一层薄土。其他追肥、中耕、除草等田间管理统一按照当地优质烤烟生产技术

规程进行。

[0044] 应对连作障碍的现有技术(T2)，在T1的基础上，于烤烟移栽期施入200kg/亩农家

肥作为基肥，以及常规生物炭(以甘蔗渣为原料烧制，炭化温度为500～600℃，不经过水洗，

成品含碳量50～60％)100g/株。烟株封顶后，以硫酸钾溶于清水，配置成浓度为3％的叶面

钾肥，喷施烤烟整株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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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破解连作障碍的集成技术(T3)，在T1的基础上，于烤烟移栽期施入200kg/亩农家

肥作为基肥，以及酵素生物炭(以酒糟为原料烧制，煅烧温度为600～700℃，经淋水清洗)

100g/株，同时将解淀粉芽孢杆菌FZB42菌剂和解磷解钾促生菌溶于2kg定根水灌入。移栽后

铺设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定量控水调肥。烟株封顶后，将浓度为20mg/L烤烟开片剂(赤霉

素)和3％的有机态叶面钾肥混合，喷施烤烟整株叶片。

[0046] 每个处理小区占地1亩，植烟1100株，采用随机区组设计，三次重复。各处理。具体

试验处理见表1。

[0047] 表1破解烤烟连作障碍集成技术试验设计

[0048]

[0049]

[0050] 试验过程中，记录各处理的烤烟移栽、团棵、现蕾和采收的日期；于烤烟团棵期和

现蕾期，调查各处理田间烟株农艺性状，对株高、茎围、有效叶数、最大叶长、最大叶宽进行

测定；于烤烟团棵、现蕾和采收结束时，每个处理选取10株，用水冲净泥土，获得各处理烟株

完整根系，每个处理根系样品于室内105℃杀青15min，60℃烘干，称取单株根系干重。

[0051] 上部叶调查：各处理选取长势均匀一致的10株代表性烟株，于上部叶统一采收期，

对1～6片上部叶的开片情况进行调查，测量每片叶片的叶长、叶宽和叶厚。产量统计：烟叶

采收后，统计各处理单株烟叶各处理烤烟亩产量、亩产值、中上等、上等烟比例等经济性状

进行统计。烟叶化学品质测定：取各处理C3F和B2F烟叶，测定总氮、总钾、总糖、还原糖、烟碱

含量。

[0052] 结果与分析：

[0053] 从图1中的各处理烟株生长过程分析表明，与常规种植(T1)相比，现有技术(T2)和

集成技术(T3)处理烟株干物质积累量均显著高于T1，各生育时期均以集成技术处理最大，

随着烤烟生育期推进，处理间差异而逐渐增大。进一步分析烤烟根、茎、叶的阶段干物质积

累发现，还苗期(移栽-团棵)各处理烟株干物质积累以烟叶为主，与常规种植(T1)相比，现

有技术(T2)烤烟根、茎、叶干物质积累量均显著增加；集成技术(T3)处理烤烟根、茎、叶干物

质积累量高于T2，烟叶占比增加。旺长期(团棵-现蕾)现有技术(T2)烤烟叶片干物质量明显

高于T1，而根、茎与T1差异不大；集成技术(T3)显著提高了烤烟根、茎、叶干物质积累量，增

幅明显高于T2；成熟期(现蕾-采收)T2、T3烤烟各部分干物质积累量均明显提高，与现有技

术(T2)相比，集成技术(T3)烤烟各部分的干物质积累量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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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表2烤烟团棵期农艺性状

[0055]

[0056]

[0057]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下同

[0058] 表3烤烟现蕾期农艺性状

[0059]

[0060] 从表2中烤烟团棵期农艺性状调查可看出，连作烟田常规处理(T1)各农艺性状均

最低。现有技术措施(T2)和集成技术措施(T3)处理均显著促进了烟株生长，烤烟株高、茎

围、有效叶数和最大叶长、宽均显著高于常规施肥(T1)处理，各性状以集成技术(T3)处理最

大。表3中烤烟现蕾期农艺性状调查结果与团棵期调查结果类似，处理间差异进一步增大。

集成技术处理(T3)对烤烟中后期烟株生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各农艺性状均显著高于常

规种植和现有技术处理。

[0061] 表4烤烟产值量

[0062]

[0063] 各处理烤烟产质量如表4所示，与常规种植(T1)相比，现有技术处理(T2)中等烟产

量及比例显著下降，上等烟及比例、产值量大幅提高；集成基础处理(T3)中等烟及比例下

降，而其他指标显著高于现有技术处理(T2)。现有技术处理能够明显提高炼狱哦烟田烟叶

产量，促进中等烟相上等烟转化，提高烟叶质量，从而大幅提高产值；集成技术的增产提质

效果明显高于现有技术。

[0064] 表5烟叶内在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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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0066] 从表5中各处理烟叶内在成分分析可看出，与常规施肥(T1)相比，现有激素处理

(T2)促进了烟叶对养分元素的吸收，N、P、K和烟碱含量显著升高，总糖、还原糖含量下降，从

而烟叶糖/碱和氮/碱均趋向协调。集成技术(T3)处理烟叶N、P、K、烟碱养分略高于T2，两糖

含量进一步下降，从而其烟叶糖/碱和氮/碱接近最优比例(糖/碱≈10，氮/碱≈0.9)。集成

技术有效提高烟叶品质，同时促进烟叶成分的比例达到最优烟叶水平。

[0067] 综上说明，本发明解决了烟草连作后土壤结构和理化性质恶化、烤烟根系发育不

良、烟株生长发育和养分吸收利用受限、烟叶产质量下降的问题，通过本技术的应用，最大

程度上解决烤烟连作产生的障碍性减产，实现了烤烟产量、品质、肥效的同时提高。

[0068]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优选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通

过上述优选实施例已经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在

形式上和细节上对其作出各种各样的改变，而不偏离本发明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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