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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无机复混肥在山地烤烟土壤中氮素的释放迁移
佘文凯 1，武

丽 1，芶剑渝 2*，彭玉龙 2，张远淑 2，李章海 3*

(1. 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合肥 230036；2. 贵州省烟草公司遵义市分公司，遵义 563000；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烟草与健康研究中心，合肥 230051)
摘 要：为探索黔北山地烤烟土壤条件下适宜的有机无机复混肥配方，通过塑料网框框栽试验，同时设不施肥
和当地生产常规肥处理为对照，研究了自制有机无机复混肥在黔北山地烤烟土壤中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上碱解氮的
释放迁移。结果表明：在烤烟整个生育期内，不施肥处理土壤的 0～20 cm、20～40 cm 和 40～60 cm 深度垂直方向
和 7 ㎝处、14 ㎝水平方向碱解氮均呈线性下降趋势。在同一取样时期，2∶1 有机无机复混肥、1∶1 有机无机复混
肥和当地生产常规肥在 7 ㎝处和 14 ㎝处的 3 个深度土壤碱解氮差异不明显；烤烟栽后 50 d，3 种肥料距离施肥点
越近土壤碱解氮均越高，和不施肥处理相比，有机无机复混肥比当地生产常规肥差异大。栽后 0～125 d，3 种肥料
施肥区外土壤的碱解氮在 0～25 d 上升，25 d 下降，施肥区外氮素释放强度为 2∶1 肥料≈1∶1 肥料＞当地常规生
产肥，H1、H2 比 CK 土壤碱解氮分别增高 10.9%和 10.7%。因此，不施肥在垂直和水平方向的土壤碱解氮呈线性
下降，2∶1 有机无机复混肥、1∶1 有机无机复混肥和当地生产常规肥在不同深度土壤中的碱解氮差异不明显，有
机无机复混肥中的碱解氮在水平方向上扩散迁移速度比当地生产常规肥慢，养分释放较适合烤烟生长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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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ase and migration of nitrogen in mountain tobacco soil
by organic-inorganic compound fertil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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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uitable formula of organic-inorganic compound fertilizer under the condition
of flue-cured tobacco soil in Qianbei mountainous. The release and migration of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in
flue-cured tobacco soil in mountainous of Qianbei areas were studied by using plastic planting experiment, while
setting no fertilization and local conventional fertilizer treatment as contro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uring the whole
growth period of flue-cured tobacco, the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of 0-20 cm, 20-40 cm and 40-60 cm depth and 7
cm and 14 cm horizontal direction showed a linear downward trend. At the same sampling perio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between 2:1 organic-inorganic compound fertilizer, 1:1 organic-inorganic compound fertilizer and local conventional fertilizer treatment at 7cm and 14cm. During 0-50 days
after tobacco planting, the nearer the fertilizer application point to the soil, the higher the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was. Comparing with non-fertilization treatment，the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of the organic-inorganic compound
fertilizer was higher than the local conventional fertilizer production. During 0-125 days after planting, soil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during 0-25 days, decreased markedly during 25-50 days, and then
decreased slowly. However, the release intensity of nitrogen outside the fertilization area was 2:1 organic-inorganic
compound fertilizer ≈1:1 organic-inorganic compound fertilizer > local conventional fertilizer, and the average increase of soil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in H1 and H2 were 10.9% and 10.7% higher than CK during the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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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period of flue-cured tobacco. Therefore, during the whole growth period of flue-cured tobacco, the soil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i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rections shows a linear downward trend without fertilization. The difference of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in different depth soils among 2:1 organic-inorganic compound
fertilizer, 1:1 organic-inorganic compound fertilizer and local conventional fertilizer is not obvious. The diffusion
and migration rate of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in organic-inorganic compound fertilizer in horizontal direction is
slower than that in local production，so nutrient release is more suitable for flue-cured tobacco growth.
Key words: organic-inorganic compound fertilizer; flue-cured tobacco of mountain; soil;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release
烤烟是以收获叶片为目的的重要经济作物，
“打
顶”的技术环节人为改变了烟草的生长发育进程，
使得烟株对氮素营养的需求有悖于植物对养分的一
般吸收规律[1]。氮是烤烟生长发育、产量和质量形
成的主要养分，其供应的种类、形态及其比例对烟
叶产质量的影响最大[2]，因此土壤中氮素营养在烤
烟栽培中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后期土壤氮素供应对
烟叶品质起到尤为重要的作用。烤烟生产上必须通
过肥料施用才能保证整个生育期氮养分的合理提
供，通常采用 NPK 三元（基肥）或 NK 二元（追肥）
复合肥，但烤烟肥料利用率较低，化学肥料易流失
以及化学肥料使得土壤结构和微生物种群发生变
化，从而大量的养分流失或残留在土壤中。为了修
复土壤，培肥地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我国提
出有机肥部分替代化肥，实现“化肥零增长”方案。
研究表明[3-7]，有机无机肥配施能改善农田土壤团粒
结构，优化土壤生物群落结构，改善生态环境。作
物对有机物中氮的利用率显著低于无机氮的利用
率，有机氮和无机氮合理配施，可以促进根部对氮
素的吸收，提高作物对氮素营养的利用率[8]。长期
以来，我国有机无机复混肥氮营养研究主要集中于
作物氮营养的需求规律及其对植株生长发育和产质
量形成的影响[9-13]，而对有机无机复混肥种植作物

土壤中氮的释放和迁移研究鲜见。烤烟是我国重要
的经济作物之一，因此，本研究探讨了烤烟自制有
机无机复混肥在黔北山地烤烟土壤中碱解氮的释放
与迁移的影响，以期为烤烟生产化肥减量与有机肥
的科学合理使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17 年 5—9 月在贵州省遵义市烟草公
司湄潭科技园进行。试验共设 4 个处理，H1： 2∶
1 有机无机复混肥作基肥，每株施入 112.5 g； H2：
1∶1 有机无机复混肥作基肥，每株施入 75.0 g；CK：
当地烟草专用复合肥，每株施入 41.7 g；空白：不
施肥处理，各处理肥料养分含量见表 1，每处理 7
株。
有机无机复混肥的制作由无机肥和有机肥按质
量比 1∶1 和 1∶2 进行掺配、粉碎并造粒而成，有
机肥由当地合作社提供。H2、H1 与 CK 处理的无
机氮、磷施入量相同。供试烤烟品种 K326。采用塑
料网框（60 cm×42 cm×42 cm），每框装土量 125
㎏，每框植烟 1 株。将烟苗栽入烟框中心点位置，
各框烟苗栽入深度相同，根系至少距施肥位置 5 ㎝。
追肥在栽后 10 天开始，平均分 3 次追施。

表 1 各肥料养分含量
Nutrient contents of fertilizers
肥料
全N
全P
Fertilizer
Total N
Total P
5.9
2.6
1︰1 有机无机复混肥 1:1 Organic-inorganic compound fertilizer
Table 1

%
全K
Total K
9.5

有机质
Organic
26.3

2︰1 有机无机复混肥 2:1 Organic-inorganic compound fertilizer

4.3

1.7

6.8

33.3

烟草专用复合肥 Fusible tobacco special compound fertilizer

10.0

3.9

20.7

0

土层深度/cm
Soil depth
0~20
20~40
40~60

7
H2-S11
H2-S12
H2-S13

14
H2-S21
H2-S22
H2-S23

表 2 土样代号
Table 2 Codes for soil samples
距中心点位置/cm Distance from the center
7
14
7
14
H1-S11
H1-S21
CK-S11
CK-S21
H1-S12
H1-S22
CK-S12
CK-S22
H1-S13
H1-S23
CK-S13
CK-S23

7
K0-S11
K0-S12
K0-S13

14
K0-S21
K0-S22
K0-S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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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土壤理化性质和土样采集方法
供试土壤为山地土（取自遵义市正安县），将土
壤耕作层土壤晾干，粉碎充分混合均匀装框前取 1
kg 基础样。土壤的碱解氮 198.35 mg·kg-1，速效磷
32.36 mg·kg-1 ， 速 效 钾 169.28 mg·kg-1 ， 有 机 质
2.01%， pH5.61。分别在栽后 25、50、75、100 和
125 d，距中心点 7 cm 和 14 cm 位置取土，按 0～20
cm，20～40 cm 和 40～60 cm 3 个深度取样，风干
后用塑封袋装好检测（表 2）。
1.3 检测方法[14-15]
有机质采用 K2Cr2O7 外加热法[14]，pH 值采用
酸度计法[15]，速效磷采用 0.5 mol·L -1 NaHCO3 浸
提，钼蓝比色法[14]；速效钾采用 1mol·L-1NH4OAc
浸提，火焰光度法[14]。
1.4 数据处理方法
试验数据采用 EXCELL 和 SPSS19.0 进行整理
和分析。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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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肥料处理土壤中碱解氮的释放迁移
2.1.1 不施肥处理距施肥中心点不同深度土壤中碱
解氮的动态变化 由表 3 可知，烤烟栽后 0～125 d，
随着烟株生长对氮素的吸收，距中心点 7 cm 处 3
个土层深度土壤碱解氮均呈线性下降的趋势，0～20
cm、20～40 cm 和 40～60 cm 土壤分别下降 74.09
mg·kg-1、69.90 mg·kg-1 和 73.21 mg·kg-1，降幅分别
为 37.4%、35.2%和 36.9%。栽后 25、50、75、100
和 125 d 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0.6%、2.5%、2.0%、3.6%
和 1.8%，均为弱变异强度（变异系数＜10%）。在
烤烟栽后 0～125 d，距中心点 14 cm 处 3 个土层土
壤的碱解氮也均呈线性下降趋势， 0～20 cm、20～
40 cm 和 40～60 cm 土壤碱解氮分别下降 78.12
mg·kg-1、71.10 mg·kg-1 和 74.66 mg·kg-1，降幅分别
为 39.4%、35.8%和 37.6%。栽后 25、50、75、100

表 3 空白处理距施肥中心点不同深度土壤碱解氮的动态变化
Dynamic changes of soil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at different depths from the center in blank treatment

Table 3

mg·kg-1

栽后时间/d Days after planting

土样
Soil samples

0

25

50

75

100

125

K0-S11

198.35

188.65

156.89

143.54

131.45

124.26

K0-S12

198.35

188.00

164.78

145.47

130.36

128.45

K0-S13

198.35

186.39

161.26

149.27

139.27

125.14

0.6

2.5

2.0

3.6

1.8

K0-S21

198.35

172.31

169.35

147.56

135.47

120.23

K0-S22

198.35

189.47

169.31

143.98

134.36

127.25

K0-S23

198.35

185.23

152.34

141.34

129.47

123.69

4.9

6.0

2.2

2.4

2.8

CV(%)

CV(%)

Table 4

表 4 H1 处理距施肥中心点不同深度土壤碱解氮的动态变化
Dynamic changes of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at different depths from the center in blank treatment of H1

mg·kg-1

栽后时间/d Days after planting

土样
Soil samples

0

25

50

75

100

125

H1-S11

198.35

439.99

278.96

303.31

246.54

238.36

H1-S12

198.35

452.35

281.45

295.14

254.68

254.61

H1-S13

198.35

444.18

286.59

295.21

254.55

262.48

1.4

1.4

1.6

1.9

4.9

CV(%)
H1-S21

198.35

365.12

298.98

303.34

238.51

254.70

H1-S22

198.35

371.22

286.69

295.11

246.61

241.47

H1-S23

198.35

365.61

311.00

287.00

254.69

254.65

0.9

4.1

2.8

3.3

3.0

CV(%)

和 125 天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4.9%、
6.0%、
2.2%、
2.4%
和 2.8%，均为弱变异强度。空白处理在栽后 0～125
d 内，无论垂直方向还是水平方向土壤碱解氮均呈
逐渐下降趋势，且每个时期各取样点的土壤碱解氮

差异较小。
2.1.2 2:1 处理距施肥中心点不同深度土壤碱解氮
的动态变化 在烤烟栽后 25 d（表 4）
，H1 处理随
着肥料的释放和迁移，距施肥中心点 7 ㎝处 3 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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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栽后 50 d，土壤碱解氮比 25 d 时下降，降
幅分别为 18.1%、22.8%和 14.9%，降幅明显小于 7
㎝处，说明此处烟株根系少于 7 ㎝处，对氮素吸收
相对较少；栽后 25、50、75、100 和 125 d 的变异
系数分别为 0.9%、4.1%、2.8%、3.3%和 3.0%，也
均为弱变异强度。无论垂直方向还是水平方向土壤
碱解氮均是在栽后 0-25 天呈上升趋势，之后下降。
栽后 25 d 水平方向上距施肥中心点 7 ㎝处 3 个土层
深度土壤碱解氮上升幅度明显高于 14 ㎝处。

层深度土壤碱解氮均大幅上升，0～20 ㎝，20～40
㎝和 40～60 ㎝深度土壤碱解氮比初始增幅分别为
121.8%、128.1%和 123.9%；栽后 50 d，0～20 ㎝，
20～40 ㎝和 40～60 ㎝土壤碱解氮大幅下降，比栽
后 25 d 时下降，降幅分别为 36.6%、37.8%和 35.5%；
栽后 25、50、75、100 和 125 d 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1.4%、1.4%、1.6%、1.9%和 4.9%，均为弱变异。
栽后 25 天，距施肥中心点 14 ㎝处 3 个深度土壤碱
解氮也均大幅上升，0～20 ㎝，20～40 ㎝和 40～60
㎝土壤碱解氮比初始增幅分别为 84.1%、87.2%和

Table 5

1051

表 5 H2 处理距施肥中心点不同深度土壤碱解氮的动态变化
Dynamic changes of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at different depths from the center in blank treatment of H2

mg·kg-1

栽后时间/d Days after planting

土样
Soil samples

0

25

50

75

100

125

H2-S11

198.35

457.41

280.94

288.91

246.27

238.43

H2-S12

198.35

462.33

288.84

288.80

243.21

262.96

H2-S13

198.35

455.26

295.01

279.08

238.62

254.22

0.8

2.5

2.0

1.6

4.0

CV(%)
H2-S21

198.35

368.63

294.96

295.42

229.94

243.14

H2-S22

198.35

375.67

319.25

287.30

238.47

270.79

H2-S23

198.35

384.18

302.63

278.87

230.17

246.54

4.9

6.0

2.2

2.4

2.8

CV(%)

Table 6

表 6 CK 处理距施肥中心点不同深度土壤碱解氮的动态变化
Dynamic changes of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at different depths from the center in blank treatment of CK

mg·kg-1

栽后时间/d Days after planting

土样
Soil samples

0

25

50

75

100

125

CK-S11

198.35

415.02

251.23

255.36

238.35

213.85

CK-S12

198.35

422.63

251.05

245.31

254.74

201.34

CK-S13

198.35

423.51

243.11

240.19

238.51

208.45

1.1

1.9

3.1

3.9

3.0

CK-S21

198.35

375.26

255.36

237.84

251.26

215.14

CK-S22

198.35

366.25

261.32

231.26

262.56

213.07

CK-S23

198.35

371.08

240.13

243.12

238.39

220.27

1.2

4.3

2.5

4.8

1.7

CV(%)

CV(%)

Figure 1

图 1 H2 与 CK 处理在不同深度土壤碱解氮的动态变化
Dynamic changes of soil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at different depths of H2 and CK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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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1:1 处理距施肥中心点不同深度土壤碱解氮
的动态变化 在烤烟栽后 25 d（表 5）
，距施肥中心
点 7 ㎝处 3 个土层深度土壤碱解氮均大幅上升，0～
20 ㎝，20～40 ㎝和 40～60 ㎝深度土壤碱解氮比初
始增幅分别为 130.6%、
133.1%和 129.5%，栽后 50 d，
土壤碱解氮均大幅下降，比栽后 25 天时下降，降幅
分别为 38.6%、37.5%和 35.2%，之后，3 个深度土
壤碱解氮总体逐渐下降；栽后 25、50、75、100 和
125 d 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0.8%、2.5%、2.0%、1.6%
和 4.9%，均为弱变异强度。栽后 25 d，距施肥中心
点 14 ㎝处 3 个土层深度土壤碱解氮均大幅上升，
0～
20 ㎝，20～40 ㎝和 40～60 ㎝土壤碱解氮比初始增

大

学

学

报

幅分别为 85.8%、89.4%和 93.7%，栽后 50 d，碱解
氮有一定幅度下降，比栽后 25 天降幅分别为 20.0%、
15.0%和 21.2%，栽后 25 d，3 个土层深度土壤碱解
氮总体逐渐下降。栽后 25、50、75、100 和 125 d
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4.9%、6.0%、2.2%、2.4%和 2.8%，
也均为弱变异强度。无论垂直方向还是水平方向土
壤碱解氮均是在栽后 0～25 天呈上升趋势，之后呈
逐渐下降趋势，栽后 25 d 水平方向上距施肥中心点
7 ㎝处 3 个土层深度土壤碱解氮上升幅度明显高于
14 ㎝处，而距施肥中心点 7 ㎝和 14 ㎝处垂直方向
的土壤碱解氮差异较小，栽后 50 d 之后无论垂直方
向还是水平方向土壤碱解氮均差异较小。

Figure 2

图 2 H1 与 CK 处理在不同深度土壤碱解氮的动态变化
Dynamic changes of soil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at different depths of H1 and CK treatment

Figure 3

图 3 H1 与 H2 处理在不同深度土壤碱解氮的动态变化
Dynamic changes of soil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at different depths of H1 and H2 treatment

2.1.4 当地常规生产肥料处理距施肥中心点不同深
度土壤碱解氮的动态变化 在烤烟栽后 25 d(表 6)，
距施肥中心点 7 ㎝处，CK 处理 3 个土层深度土壤
碱解氮大幅上升，0～20 ㎝，20～40 ㎝和 40～60
㎝碱解氮比初始增幅分别为 109.2%、113.1%和
113.5%。栽后 50 天大幅下降，比栽后 25 d 时下降，
降幅分别为 39.5%、40.6%和 42.6%。之后，3 个土
层深度土壤碱解氮总体上呈下降；栽后 25、50、75、
100 和 125 d 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1.1%、1.9%、3.1%、
3.9%和 3.0%，均为弱变异强度。距施肥中心点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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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栽后 25 天，3 个深度土壤碱解氮大幅上升，
0～20 ㎝，20～40 ㎝和 40～60 ㎝碱解氮比初始增幅
分别为 89.2%、84.6%和 87.1%，栽后 50 d 比栽后
25 d 时分别下降，降幅分别为 32.0%、28.6%和
35.3%；栽后 25、50、75、100 和 125 d 的变异系数
分别为 1.2%、4.3%、2.5%、4.8%和 1.7%，也均为
弱变异强度。CK 处理无论垂直方向还是水平方向
土壤碱解氮均是在栽后 0～25 d 呈上升趋势，之后
呈逐渐下降趋势。栽后 25 d 水平方向上距施肥中心
点 7 ㎝处 3 个土层土壤碱解氮上升幅度较明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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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处，距施肥中心点 7 ㎝和 14 ㎝处垂直方向的
土壤碱解氮差异较小。栽后 50 d 之后无论垂直方向
还是水平方向土壤碱解氮均差异较小。
2.2 H2、H1 与 CK 处理距施肥中心点不同深度土
壤碱解氮的动态变化比较
H2 与 CK 处理距施肥中心点 7 ㎝处土壤碱解氮
的变化均在栽后 0～25 d 呈现呈上升趋势，之后下
降（图 1）。栽后 25、50、75、100 和 125 d H2 处理
土壤碱解氮比 CK 处理分别平均高 37.9、39.8、38.6、
-1.2 和 44.0 mg·kg-1。H2 与 CK 处理 14 ㎝处的碱解
氮在栽后 0～25 d 呈上升趋势，之后逐渐下降。栽
后 25、50、75、100 和 125 天 H2 处理土壤碱解氮
比 CK 处理分别平均高 5.3、53.3、49.8、-17.9 和 37.3
mg·kg-1。除栽后 100 d 外，说明 H2 处理肥料氮素
释放量比 CK 处理大。
H1 与 CK 处理距施肥中心点 7 ㎝处土壤碱解氮
栽后 0～25 d 呈上升趋势，之后逐渐下降（图 2）
；
栽后 25、50、75、100 和 125 天 H1 处理碱解氮比
CK 分别平均高 25.1、33.9、
50.9、
8.1 和 43.9 mg·kg-1。
H1 与 CK 处理 14 ㎝处的碱解氮在栽后 0～25 d 呈
上升趋势，之后逐渐下降；栽后 25、50、75、100
和 125 天 H1 处理碱解氮比 CK 处理分别平均高-3.5、
46.6、57.7、-4.1 和 34.1 mg·kg-1。除栽后 25 d 和 100
d 外，说明 H1 处理肥料氮素释放量比 CK 处理稍大。
H1 与 H2 处理距施肥中心点 7 ㎝处土壤碱解氮
在栽后 0～25 d 呈上升趋势，之后逐渐下降（图 3）；
栽后 25、50、75、100 和 125 d H1 处理 7 ㎝处土壤
碱解氮比 H2 分别平均高 12.8、5.9、-12.3、-9.2 和
0.1 mg·kg-1。距施肥中心点 14 ㎝处，H1 与 H2 土壤
碱解氮均在栽后 0～25 天呈上升趋势，之后逐渐下
降；栽后 25、50、75、100 和 125 天 H1 处理 14 ㎝
处土壤碱解氮比 H2 分别平均高 8.8、6.7、-8.0、-13.7
和 3.2 mg·kg-1。因此，H1 与 H2 处理肥料中氮素释
放差异小。

3

讨论与结论

有机无机复混肥是一种在常规无机肥料中通过
添加有机肥料成分的肥料，兼具无机肥和有机肥的
优点，对作物稳产，提高肥料利用率[16-17]以及有效
地对农业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18]。当前利用有机肥
料为原料进行有机无机复混肥的研制及其在作物大
田土壤开展了一些研究[19-24]。本研究表明，从不施
肥土壤碱解氮的变化规律来看，在烤烟整个生育期
内，无论是垂直方向还是水平方向，不施肥土壤碱
解氮呈线性下降趋势，说明在不施肥的条件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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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存在肥料释放的情况，各个时期烟框内土壤各
处有效氮含量几乎相当，土壤碱解氮会随着烤烟对
养分的吸收而下降。2∶1 有机无机复混肥作基肥+
新追肥、1∶1 有机无机复混肥作基肥+新追肥和当
地生产常规肥肥料处理的不同深度碱解氮无明显大
小规律分布，说明 3 种肥料在山地土壤中碱解氮扩
散迁移分布较均匀。从不同肥料在垂直方向上不同
深度土壤碱解氮的变化规律来看，无论距施肥中心
点 7 ㎝处还是 14 ㎝处，在同一取样时期，2∶1 有
机无机复混肥作基肥+新追肥、1∶1 有机无机复混
肥作基肥+新追肥和当地生产常规肥处理在垂直方
向上 3 个不同深度土壤碱解氮差异不明显，说明肥
料中养分溶解后由施点随着水分在土壤中下渗和上
升而较快扩散迁移，在 0～60 ㎝土层内最短 25 天内
就能均匀分布，因此，施肥深度在 20 ㎝能较好地满
足烤烟根系对养分的吸收需求。从不同肥料在水平
方向上土壤碱解氮的变化规律来看，在栽后 50 d 之
前，2∶1 有机无机复混肥作基肥+新追肥、1∶1 有
机无机复混肥作基肥+新追肥和当地生产常规肥 3
种处理中氮素由施肥中心点水平方向上随着土壤水
分径流，距离施肥点越近土壤碱解氮越高，且有机
无机复混肥比复合肥处理差异大，说明有机无机复
混肥中的氮素在水平方向上扩散迁移速度比复合肥
氮素慢。从不同肥料施肥区外氮素释放差异比较，
烤烟栽后 0～125 d，2∶1 有机无机复混肥作基肥+
新追肥、1∶1 有机无机复混肥作基肥+新追肥和当
地生产常规肥 3 种处理肥料中氮素释放规律相似，
土壤碱解氮均在栽后 0～25 d 大幅上升，栽后 25～
50 d 明显下降，之后缓慢下降。施肥区外氮素释放
强度表现为 H1≈H2＞CK，H1、H2 比 CK 整个烤
烟生育期土壤碱解氮分别平均增高 29.3 和 28.7
mg·kg-1，平均增幅为 10.9%和 10.7%。可见，有机
无机复混肥的氮素比复合肥的容易释放，且强度高，
此结果与周毅等[25]的研究结果不同，可能因为虽然
同为有机无机复混肥，但不同配方肥料对于养分释
放的影响不一，在本试验中，2∶1 有机无机复混肥
作基肥+新追肥、1︰1 有机无机复混肥作基肥+新追
肥和当地生产常规肥 3 个处理无机氮用量相同，但
由于有机无机复混肥的有机肥含有机氮， 2∶1 有
机无机复混肥作基肥+新追肥和 1︰1 有机无机复混
肥作基肥+新追肥比当地生产常规肥的氮素施入量
分别高 11.7%和 5.0%，说明有一部分有机氮被矿化
为无机氮，这与邵丽等[26-27]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综上，在烤烟整个生育期内，不施肥无论是垂
直方向还是水平方向，土壤碱解氮呈线性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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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取样时期，2∶1 有机无机复混肥、1∶1 有机
无机复混肥和当地生产常规肥处理在垂直方向上
0～20 cm、20～40 cm 和 40～60 cm 等 3 个不同深
度土壤碱解氮差异较小。有机无机复混肥中的氮素
在水平方向上扩散迁移速度比复合肥氮素慢，因此，
针对烤烟对氮素营养的需求规律，有机无机复混肥
的养分释放更适宜烤烟生长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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