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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因子对我国烟叶钾含量影响的研究进展
焦芳婵，吴兴富，陈学军，许美玲，李永平
（ 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21）

摘要：烟叶钾含量对改善烟草品质至关重要 ，与国际优质烟叶相比，我国烟叶钾含量低，面对这一
现状，我国烟草科技工作者，从多维度进行烟叶钾含量的研究 ，旨在提高我国烟叶钾含量． 本文主
要从土壤理化因子、气候因子和地理因子等生态因子角度 ，总结我国近十年来的大量研究结果．
在土壤理化因子方面，对烟叶钾含量影响研究较明确的因子有土壤 pH、有机质及土壤有效钾含
量，其余土壤理化因子对烟叶钾含量的影响还存在诸多分歧 ； 在气候因子和地理因子方面，虽然
我国烟草科技工作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 ，但研究结果更多存在分歧和争议 ，本文在肯定
具有明确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存在分歧影响因子进行了梳理 ，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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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Progress of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Factors
on the Leaf Potassium Content of Tobacco
JIAO Fangchan，WU Xingfu，CHEN Xuejun，XU Meiling，LI Yongping
（ Yunnan Academy of Tobacco Agriculture Science，Kunming 650021，China）

Abstract： Potassium content in tobacco leave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obacco quality． Compared
with international high － quality tobacco，the potassium content is low in Chinese tobacco leaves． In this situation，
Chinese tobacco researchers have carried out multi － dimensional research on potassium content in tobacco leav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otassium content in Chinese tobacco leav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ults of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es in China in the past ten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factors，climatic factors and topographic factors． The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factors that have clear effects on the
potassium content of tobacco leaves are soil pH，organic matter，and soil available potassium cont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other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factors on the potassium content of tobacco
leaves． As to climatic factors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although the tobacco researchers in China have conducted
research and analysis from different aspects，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more divergent and controversial． Based on
the clear research results，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at have differences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ecological factors； leaf potassium content； tobacco leaf；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factor； climate
factor； geographical factor

0 引 言
生态因子是对生物生长、发育、行为等生命活动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环境因子 ，包括生物因素和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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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因素，非生物因素主要包括土壤、气候、地形等． 钾在烟株体内几乎参与所有的代谢过程，对烟株的物质
［1］
代谢和能量代谢影响很大 ，并且对烟叶的品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被誉为烟草的“品质元素 ”，能显著
［2］

改善烟叶的燃烧性和品质，降低烟叶焦油产生量，对提高烟叶的可用性起重要作用 ． 另外，烟叶钾含量
通常是评价烟草品质最直接的指标之一 ，与国际优质烟叶相比，我国烟叶钾含量较低，差距明显． 为了提高
我国烟叶钾含量，我国烟草科技工作者从生态因子 、种质资源、栽培方式、水肥管理等多维度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性工作，本文梳理了我国近十年来生态因子中非生物因子对烟叶钾含量影响方面的大量研究结果 ，
土壤理化因子诸如土壤 pH、土壤有机质及矿质养分、土壤质地、土壤类型、土壤孔性、土壤水分等方面，气
候因子诸如温度、光照及降雨等方面，地理因子诸如海拔和地形等方面对烟叶钾含量造成影响的研究结
果，为我国烟叶钾含量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

1 我国烟叶钾含量现状
1. 1 我国主要烟区烟叶钾含量
我国烟叶钾含量呈现出区域性特点 ，东南、长江中上游烟区烟叶钾含量高，平均含钾量大于 2% ，东南
烟区烟叶钾含量最高达 2. 65% ，而北方烟区与黄淮烟区烟叶钾含量明显低 （ 图 1） ． 我国各烟区烟叶钾含
［3］

量大体上表现为南方烟区高于北方烟区 ，这与李强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

［4］

注： * 数据 1 来自公开发表的论文，数据是 2002—2013 年全国主要烟区烤烟叶钾含量均值
［5］

文，数据是 2002—2016 年全国主要烟区烟叶钾含量均值

图1
Fig． 1

； ＊＊数据 2 亦来自公开发表的论

； 本图是在公开数据基础上，进行了归纳、求平均值、作图分析．

我国主要烟区烤烟叶钾含量

Potassium content in flue cured tobacco leaves in China's main tobacco growing areas

1. 2 我国烟叶钾含量变化趋势
数 据 分 析 了 2002—2016
年我国烤烟叶钾含量的变化趋
势，从 图 可 以 看 出 （ 图 2 ） ： ①
我国烤烟叶钾含量呈现波动上
升趋势，且呈现出一定的线性
关系，从斜率看上升速率低，但
钾含量除 2012 年超过 2% 外，
其余年份均低于 2% ． ② 从总
体上看，我国烟叶平均钾含量
总体上 小 于 2% ． 国 际 上 普 遍
认为优质烟叶钾含量一般不低
于 3% ，巴西、津巴布韦和美国
等优质烟叶生产国烟叶钾含量

［5］

注： * 数据来源于公开发表的文章

图2
Fig． 2

，仅对数据作分析需要的图表．

2002—2016 年全国烤烟中部叶钾含量变化趋势
Trend of potassium content in central leaves
of flue cured tobacco in 2002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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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达 4% ～ 6% ，与国际优质烟叶相比，我国烟叶钾含量相对较低是不争的事实 ．

2 生态因子对钾含量的影响
2. 1 土壤化学因子
烟草对土壤化学性状的适应性较强 ，土壤化学性状的差异对烟叶钾吸收积累有影响 ，影响烟叶钾含量
的主要化学性状包括： 土壤 pH，土壤有机质及矿质养分等．
2. 1. 1 土壤 pH
关于土壤 pH 对烟叶钾含量的影响至今无统一定论 ，目前主要存在以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pH 低的
土壤生产出的烟叶钾含量高，持此观点的研究者认为酸性土壤环境有利于有效钾的释放 ，同时由于土壤胶
+
3+
2+
2+
+
+
体吸附位上 H 、Al 较多，抑制了土壤中 Ca 和 Mg 的活性，促进 K 进入土壤，从而使烟草对 K 更容
［7］
易吸收． 如曹志宏等 人的研究指出土壤 pH 较低偏微酸性的植烟土壤上烟叶的含钾量高； 罗华元等
［8］

、杨丽莉等人［9］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观点，指出在一定范围内烟叶钾含量与土壤 pH 呈显著负相关
［10］
性． 另一观点认为 pH 较高的土壤生产出的烟叶钾含量高 ，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有韩锦峰等人 ，陈建军

人

［11］

，张东等人［12］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张东等人指出在土壤 pH 5. 0 ～ 7. 5 之间，烟叶钾含量随土壤 pH
升高而增大． 另外还有研究指出，在某一 pH 范围内，烟叶钾含量随土壤 pH 升高有升高趋势，而在另一范

等人

［13］
围内，烟叶钾含量随土壤 pH 升高有降低趋势 ．
而本文在归纳总结土壤 pH 对烟叶钾含量

影响的过程中，依据已公开报道的数据，对我国
五大主要烟区土壤平均 pH 与烟叶平均钾含量进
行相关性分析，其结果显示，在土壤 pH 4. 5 ～ 7. 5
内，烟叶钾与土壤 pH 呈现一定负相关性（ 图 3） ，
更倾向支持第一种观点． 据我国主要烟区土壤普
［14］
，因
查结果，土 壤 pH 6. 5 ～ 7. 5 占 比 52. 6%

注： * 烟 叶 钾 含量来 自 图 1 所 用平 均 值，土 壤 pH 来 自 陈 江 华 等
［14］

人

此，我国主要烟区土壤 pH 高可能是造成烟叶钾
含量低的原因．

公开发表的文章．

图3
Fig. 3

2. 1. 2 土壤有机质及矿质养分

growing areas in China
［13，
15，
16］

机质含量与烟叶钾含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为宜，
在南方烟区以 15 ～ 30 g / kg 为宜
其次为 25 ～ 35 g / kg 占比 29. 9%

［14］

Ｒelationship between pH value and potassium

contentent in tobacco leaves of 5 main tobacco

虽然有研究指出土壤有机质与烟叶钾含量
［8］
存在显著正相关性 ，但更多的研究指出土壤有
［17］

全国 5 个主要烟区土壤 pH 值与烟叶钾含量关系

，有研究指出植烟土壤有机质含量以 10 ～ 20 g / kg

，但我国主要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 15 ～ 25 g / kg 占比最多达 30% ，

，从结果看，我国烟区土壤有机质大部分适宜，由此可以看出土壤有机

质对烟叶钾含量的影响很小．
土壤矿质养分指土壤速效钾、速效氮、速效磷以及土壤钙镁等对烟叶钾含量的影响 ． 粗略统计近 10 年
以来我国关于烟草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间关系的文章共 20 篇，其中支持烟叶钾含量与土壤有效钾含
13
6
量间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的 ，支持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无显著相关性的占 ，支持在一定土
20
20
壤有效钾含量范围内，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呈正或负相关的占

1
（ 见表 1） ． 从分析可以看出，土
20

壤速效钾对烟叶钾含量的影响较大 ． 在北美发达国家土壤有效钾含量低于 210 ～ 260 mg / kg 的土壤定为低
［18］

钾土壤

，据我国主要烟区土壤普查结果，土壤速效钾 ＜ 150 mg / kg 占比 63. 1% ［14］，我国土壤有效钾远低

于这一标准，因此，土壤有效钾含量普遍偏低是造成我国烟叶钾含量低的重要原因 ．
在土壤速效磷与速效氮方面，更多的研究认为，土壤速效磷含量、速效氮含量与烟叶钾含量无显著相
关性（ 见表 1） ． 因此，可以认为土壤速效磷、速效氮含量对烟叶钾含量高低影响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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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 1

近十年来我国土壤速效钾、速效磷及速效氮含量与烟叶钾含量关系的研究结果

Ｒesults of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available potassium，available phosphorus，
available nitrogen and potassium content in tobacco in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

作者

研究结果

［24］

发表年份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2008

土壤有效钾低于 188. 59 mg / kg 时，烟叶钾与土壤有效钾含量呈
正相关，大于 188. 59 mg / kg 时，呈负相关

2009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2010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无显著相关性

2010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无显著相关性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磷含量无显著相关性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氮含量无显著相关性

2010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无显著相关性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磷含量无显著相关性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有效氮含量无显著相关性

2010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磷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氮含量无显著相关性

2010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磷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氮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2010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无显著相关性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磷含量无显著相关性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氮含量显著正相关

2011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磷含量无显著相关性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有效氮含量无显著相关性

2012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氮含量间无显著相关性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磷含量间无显著相关性

2012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2013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氮含量间无显著相关性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磷含量间无显著相关性

2014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氮含量间无显著相关性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磷含量间无显著相关性

2015

［35］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2015

［36］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2015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无显著相关性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有效氮含量无显著相关性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磷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2016

［37］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呈正相关

2016

［38］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无显著相关性

2017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当土壤碱解氮含量 ＜ 150 mg / kg 时，烟叶钾含量随着土壤碱解
氮含量增加而增加； 当土壤碱解氮含量 ＞ 150 mg / kg 时，烟叶
钾含量不再上升反而下降

2017

杨国洪

［25］

周俊学

［8］

罗华元等

［26］

周小平

［27］

李自强

［28］

王付锋

［29］

陈向东

［30］

李卫等

［31］

卢志伟

［32］

万辉

［22］

徐兵

［33］

陈伟等

［34］

宋莹丽

［23］

王治伟

刘权猜等
赫浩浩等

［15］

陈丽艳等
刘坤等
徐茜等

［39］

王亚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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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吸收的营养元素中，钾钙镁是主要的阳离子，三者之间有一个平衡复杂的关系． 一般认为钾、钙、
［19 － 21］
． 有研究指出交换性钙在
镁具有拮抗作用，在钙、镁离子含量较高的土壤上，钾的有效性将被抑制
800 mg / kg 以下很可能会导致烟株缺钙，在 2 000 mg / kg 以上很可能会造成烟草对其他离子如钾吸收的拮
抗，交换性镁在 100 mg / kg 以下烟株可能出现缺镁症，在 400 mg / kg 以上会导致烟株对其他离子如钾吸收
［17］
［14］
，因此土壤高钙含量可
的拮抗 ，我国植烟土壤交换性钙含量较高 ，高于2 000 mg / kg 占比高达 36. 9%
能是造成我国烟叶钾含量低的原因 ，但土壤钾、钙、镁之间关系复杂，不能简单地认为土壤钙镁对钾具有拮
抗作用，正如有的研究指出的那样在一定钾浓度范围内钙对钾的吸收具有促进作用或土壤钙镁与烟叶钾
［21 － 23］

含量间不存显著的相关性

，因此关于植烟土壤交换性钙、镁含量对烟叶钾含量的影响还需进一步

研究．
2. 2 土壤物理因子
土壤物理因子包括土壤质地、土壤结构、土壤水分、土壤孔性等，土壤物理因子影响着烟草根系烟株的
生长以及品质．
2. 2. 1 土壤质地
土壤质地对烟叶钾含量具有一定影响 ，但至于烟草植于哪种质地土壤上有利于提高烟叶钾含量至今
［40］

无统一定论，一般认为在砂壤土或壤土上种植烟草，烟叶钾含量高，如陈懿等人
［41］

钾含量高于粘土； 高传奇研究表明，砂土植烟叶钾含量高于壤土及粘土

研究表明，壤土植烟叶

； 徐兵研究表明中壤土植烟叶钾

［22］

； 宋莹丽研究表明，壤土植烟叶钾含量普遍高于粘土［34］； 但亦有研究指出

含量显著高于重粘土及粘土

［42］

在粘土壤上烟叶钾含量高，如高传奇等人

研究表明，粉砂质粘土上烟叶钾含量高； 严永旺研究表明，粘

［43］

土植烟叶钾含量显著高于壤土及砂土

； 马莹等人［13］研究表明，粘土植烟叶钾含量显著高于壤土、砂土；
［44］

李肃研究表明，轻粘土植烟叶钾含量显著高于重、中、轻壤土
［45］

于壤土

； 蓟红霞研究表明，粘土植烟叶钾含量高

． 在烟叶钾含量与粘粒含量关系方面亦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报道 ，研究指出烟叶钾含量与土壤粘
［22，
34］

，而相反的研究指出烟叶钾含量与土壤粘粒含量有正相关的趋势［13，43，45］，因

粒含量有负相关的趋势

此，可以看出土壤质地对烟叶钾含量的影响十分复杂 ，涉及到肥、水、气、热等方方面面，其具体机理需进一
步研究．
2. 2. 2 土壤类型
不同地区土壤类型不同，其土壤特征也千差万别，对烟草生长发育及其品质也具有不同影响，虽然烟
草在不同土壤上都可生长，但不同土壤类型上生长出的烟草叶钾含量会存在差别． 通过表 2，可以看出土
壤类型对烟叶钾含量具有一定的影响 ，不同土壤类型对烟叶钾含量影响不同 ，但土壤类型对烟叶钾含量的
影响本质上是不同土壤类型理化性质 、生物特性不同所致．
表2
Tab． 2

近十年以来我国对土壤类型对烟叶钾影响的研究统计情况

Statistics on the effect of soil types on tobacco potassium in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

作者

内容
烟叶钾含量在不同土壤类型上差别不显著，烟叶钾在红壤土上最高，为 15. 69 g / kg，

［46］

解燕

在新积土上最低，为 14. 80 g / kg
烟叶钾含量在不同土壤类型之间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黄壤（ 黄灰土） 上显著高于弱

［22］

徐兵

潴育性水稻土、潴育性水稻土
［47］

陈若星等人

［37］

刘坤等人

烟叶钾含量在不同土壤类型上差别不显著，紫色土上显著高于红壤、水稻土，红壤与
水稻土间差异不显著
罗平烟区烟叶钾含量在不同类型土壤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黄壤最高，紫
色土次之，红壤最低

［48］

赵福杨等人

不同土壤类型上烟叶钾存在差异，沙质土和紫壤土上烟叶钾含量较高，水稻土、红壤
土和黄壤土上烟叶钾含量较低

年份
2010
2012
2012
20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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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土壤孔性
土壤容重、孔隙度影响烟株根系的生长与发育 ，进而影响对钾素的吸收． 吴玉堂等人研究表明，土壤容
重、土壤孔隙度等与烟叶钾含量成显著的相关性 ，烟叶钾含量与土壤容重呈显著的负相关性，与土壤孔隙
［49］
； 但王树会等人研究得到不同的看法，表明容重与烟
度呈显著正相关（ r k － ρb = － 0. 948，r k － 孔隙度 = 0. 994）
叶钾含量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在容重小于 1. 45 g / cm 时烟叶钾含量没有呈现出一定的趋势，当容重
3
［50］
大于 1. 45 g / cm 时，随着容重增加烟叶钾含量呈现下降趋势 ． 土壤容重、孔隙度对烟叶钾含量的影响较
复杂，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尚浅，需进一步研究．
3

2. 2. 4 土壤水分
土壤水分不仅影响烟株的生长发育 ，而且也影响土壤中钾离子的迁移和固定，进而影响烟叶钾含量，
适宜水分有利于烟叶钾含量的提升 ，而严重干旱或土壤水分过多会造成烟叶钾含量的降低 ，轻度的干旱反
［51］
而能提高烟叶钾含量． 颜合洪研究表明，不同生育期干旱处理或水淹处理均能显著降低烟叶钾含量 ； 颜
［52］
丽等人 研究认为，土壤水分是保证土壤中钾素向烟根系运动的必要条件，在烟株吸钾高峰期的土壤含

水量也是限制烟株吸钾和烟叶钾含量的主要因子之一 ，在吸钾高峰期，保持土壤适宜水分，可以提高烟叶
［53］
钾的含量； 尉芹等人 研究表明土壤含水量在 14% ～ 18% 范围内，烟叶钾含量随水分增加而增加，而在
20% ～ 25% 范围，烟叶钾含量随水分增加而减少，烟叶钾素吸收较适宜的水分条件为 18% ，土壤含水量为
14% （ 轻干旱） 时烟叶钾含量均高于土壤含水量为 20% ～ 25% （ 供试土壤田间持水量为 21% ） 时的烟叶钾
含量，可见土壤水分过多不利于钾素吸收 ； 王可研究表明，成熟期烟叶钾含量随土壤水分含量的增加而逐
渐减少，土壤相对含水率 40% 时最高，相对含水率 60% 时次之，相对含水率 70% 时较少，相对含水率 80%
［54］
时最少 ； 莫江华研究表明，伸根期、成熟期水分亏缺均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烟叶钾含量，轻度缺水处理
（ 相对含 水 率 50% ～ 60% ） 高 于 中 度 缺 水 （ 相 对 含 水 率 40% ～ 50% ） 高 于 对 照 （ 相 对 含 水 率 60% ～
70% ） ［55］，由此可见，伸根期或成熟期适度的水分亏缺有利于烟叶钾含量的提升 ．
2. 3 气候因子
2. 3. 1 温度
烟草是喜温作物，在正常温度范围内，烟株生理代谢正常，高温或低温均会引起烟株一系列的生理生
化变化，进而造成烟株生长发育迟缓或品质下降 ． 温度对烟叶钾含量的影响主要存在以下分歧观点： 一类
［53］
研究认为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烟叶钾含量随温度升高而逐渐增加，如尉芹等人 研究表明，在 15 ～ 25 ℃
［56］
范围，烟叶钾含量随温度升高逐渐增加 ； 黄中艳等人 研究表明，在供试的各月份内，烟叶钾含量与平均

气温间呈显著正相关； 另一类研究认为在一定温度范围内 ，烟叶钾含量随温度升高而逐渐减少，如尉芹等
［53］
30 ～ 35 ℃ 范围，烟叶钾含量随温度升高钾含量减少 ； 刘春奎［57］研究表明，伸根期、成熟期、
人 研究表明，
［58］
旺长期均温与烟叶钾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 刘柄清等人 研究表明，伸长期、旺长期烟叶钾含量与均温间不
存在显著相关性，而成熟期烟叶钾含量与均温呈显著负相关 ． 还有一类研究认为烟叶钾含量与温度关联性
［25］
低，
温度对烟叶钾含量无明显影响，如周俊学 研究表明，烟叶钾含量与伸根期、旺长期、成熟期均温间无
［33］
显著相关性； 陈伟等人 研究表明，不论烟株大田生长前期还是成熟期 ，烟叶钾含量与平均气温关联

度低．
气温日较差及积温对烟叶品质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目前研究认为气温日较差对烟叶钾含量无显著
［53］
［59］
影响，黄中艳等人 研究表明，烟叶钾含量与气温日较差间无显著相关性，这与杨圆圆等人 不同生育
［57］

期烟叶钾含量与气温日较差关系分析的结果一致 ． 而积温对烟叶钾含量的影响存在分歧，刘春奎 研究
［59］
［60］
表明，烟叶钾含量与≥10 ℃ 积温呈显著负相关，与杨圆圆 的研究结果一致； 时鹏等人 研究表明，旺长
［25］
期、成熟期及大田期烟叶钾含量与≥10 ℃ 积温呈显著正相关； 周俊学 研究表明，烟叶钾含量与≥10 ℃
［58］
［33］
活动积温间无显著相关性，这与刘柄清等人 的研究结果一致； 陈伟等人 研究表明，不论烟株大田生

长前期还是成熟期，烟叶钾含量与≥10 ℃ 积温关联度低，另外还有种情况是烟草不同发育期烟叶钾对积
［60］
温的响应不同，如时鹏等人 研究表明团棵期烟叶钾含量与≥10 ℃ 积温呈显著负相关，而旺长期、成熟
期、大田期烟叶钾含量与积温间不存显著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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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光照
烟草是喜光植物，光照条件不同，烟叶质量会有很大不同，只有在充足的光照条件下才有利于光合作
［61］
［62］
用，进而提高产量和品质． 杨兴有 、乔新荣 的研究一致认为，随着光照强度的降低，烟叶钾含量显著
增加，可见强光对烟叶钾的吸收累积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57］
日照时数对烟叶钾含量的影响结果亦存在分歧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正相关，如刘春奎等人
［59］
研究表明，大田日照时数与烟叶钾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 ② 负相关，杨园园 研究表明，烟叶钾含量与日照
［60］
时数呈显著负相关，光照时数越长，钾含量越低； ③ 无相关，如时鹏等人 研究表明，烟叶钾含量与日照
［58］
时数间无显著相关性； ④不同生育期，烟叶钾对日照时数响应不同，如刘炳清等人 研究表明，除旺长期
外，伸根期、成熟期、大田期日照时数与烟叶钾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而旺长期与烟叶钾含量无显著相关性 ．

2. 3. 3 降雨
［57］
降雨对烟叶钾含量的影响结果存在分歧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正相关，如刘春奎 研究表明，
［59］
旺长期、成熟期、伸根期降雨量与烟叶钾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 ②负相关，如杨圆圆 研究表明，烟叶钾含量
［60］
［25］
与降雨量间呈显著负相关； ③无相关，如时鹏等 、周俊学 研究认为烟叶钾含量与降雨量间无显著相
［58］
关性； ④不同生长期，烟叶钾含量对降雨量的响应不同 ，如刘炳清 研究表明，伸根期降雨量、旺长期降雨

量与烟叶钾含量呈显著正相关，成熟期与烟叶钾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
2. 4 地理因子（ 海拔、地形）
海拔对烟叶钾含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 ① 烟叶钾含量随海拔高度升高而升高； ② 烟叶钾含量随着海
拔高度升高而逐渐减少； ③ 烟叶钾与海拔高度间无规律性； ④ 烟株不同部位烟叶钾含量对海拔高度响应
［63］

存在差异． 如沈燕金等 研究文山烤烟化学成分与海拔之间的相关性 ，其结果表明，烟叶钾含量与海拔存
［64］
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杨超等 对重庆植烟区海拔高度对烟叶化学品质影响研究的结果一致； 宋鹏飞
［65］

［66］

分析海拔与烟叶化学成分的关系，其结果表明，烟叶钾含量随海拔升高呈下降趋势； 黄韡等 对昭
通烟区不同海拔高度的 96 个烟叶进行常规化学成分分析，其结果表明，中、下部烟叶钾含量与海拔高度呈
等

［67］

极显著负相关，而上部叶钾含量与海拔高度呈显著负相关 ． 王斌等 研究不同海拔对烤烟内在化学成分
的影响，其结果表明上部烟叶钾含量随海拔高度升高而逐渐增加 ，中、下部烟叶钾含量随海拔升高而逐渐
［68］

减少； 王彪等

对云南烟区烟叶主要化学成分与海拔高度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其结果表明，不同部位烟
［69］
叶钾含量与海拔呈正相关，其中，上部烟叶钾含量与海拔高度的相关性达到极显著水平 ； 王宇超 以湖南

省 8 个不同海拔高度为试验点的结果表明 ，烟叶钾含量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表现出无规律性． 由此可见，
海拔对烟叶钾的影响机理复杂，其中牵涉到气温、光照、湿度、降雨以及土壤等因子，因此，海拔对烟叶钾含
量的影响是一种综合因子的体现 ．
［70］
地形对烟叶钾含量的影响研究较少 ，李洪勋等 研究表明，烟株不同生长期，地形对钾含量的影响表
现不同，成熟期各个微地形处理烟叶钾素含量间差异不显著 ，团棵期坡地烟叶与台地烟叶差异不显著，与

坝地差异显著； 旺长期坡地烟叶与坝地烟叶差异不显著 ，与台地差异显著，打顶期坡地、坝地、台地间烟叶
钾含量差异显著．

3 问题与展望
面对我国烟叶钾含量与优质烟叶钾含量的差距，提高烟叶钾含量成为我国烟草农业科技普遍关注的一
个问题，
我国烟草科技工作者针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通过上述综述可以看出，生
态因子与烟叶钾含量间关系复杂，
不同的自然生态因子对烟叶钾含量的影响不同，
同一区域烟叶钾含量又受
多个生态因子的影响． 虽然前人从不同侧面研究分析了生态因子与烟叶钾含量的关系，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值
得进一步探讨． 一是研究结果存在分歧，
如土壤有效钾含量对烟叶钾含量的影响，存在三种研究结果，有人认
为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但有些人认为烟叶钾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或无显著相关性． 在其他生态因子上均存在这种分歧的研究结果，不一而足，导致这种分歧的原因与区域生
态环境条件差异及生态因子之间的对烟叶生理代谢影响的复杂性有关． 二是生态因子对烟叶钾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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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多研究侧重一个点，
而生态因子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其复杂性决定侧面的研究不能完全揭示本质，
如综述中提到，
土壤 pH 对烟叶钾含量存在一定的影响，
但土壤 pH 的改变牵动一系列土壤理化性质的改变，
因此，
今后我国在生态因子对烟叶钾含量影响上的研究更应该注重综合生态因子分析． 三是可以在一些暂未
涉及或涉及浅的领域加强研究，
如空气质量、
二氧化碳含量等对烟叶钾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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