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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烤烟具有广泛的生态适应性，同时对生态条件的变化敏感，而烤烟区划为我国优质烤烟生产和发展提供参考。本文从烤烟

区划综合指标的集成方法、全国和大区尺度烤烟区划、省域尺度烤烟区划以及地市和县域尺度烤烟区划 4 个方面阐述了我国烤烟区
划的研究现状，并对烤烟区划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展望。目前烤烟区划综合指标集成的方法主要有聚类分析法和指数和法等。大尺
度上的烤烟区划在指导我国烤烟种植上发挥重要作用，但小尺度，如地市和县域尺度则无法满足我国现今卷烟工业企业烤烟原料精
准采购需求。今后需加强生态因素对烤烟品质的影响研究，提高小尺度上烤烟区划的精细化程度，加强验证区划结果的准确性，实
现烤烟的动态区划，从而为烤烟种植和品质筛选提供依据。
关键词：烤烟区划；生态因子；生态适宜性；品质；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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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lue-cured tobacco has a wide range of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and is sensitive to the changes of ecological conditions.
The flue-cured tobacco regionalization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flue-cured tobacco
in China.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flue-cured tobacco regionalization in China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tegrated method of comprehensive indexes for tobacco regionalization, tobacco regionalization at the scales of country, region,
province, city and county. At present, the integrated methods of comprehensive indexes for tobacco regionalization mainly include
cluster analysis and index summary, etc. Tobacco regionalization, at large scale (at country and region scal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the cultivation of flue-cured tobacco in China, but at the small scale (such as at city and county scales), it cannot meet the
demand of precision purchase of flue-cured tobacco raw materials of current cigarette industry enterprises in China.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cultivation and quality selection of flue-cured tobacco,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cological factors on the quality of flue-cured tobacc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obacco regionalization at small
scales,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obacco regionalization, and realize the dynamic regionalization of flue-cured toba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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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种植面积和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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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方法，它主要是在相似性的基础上来进行烤烟区

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 。烤烟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

划。根据具体聚类方法的不同，可进一步细分，采用

性，从北纬 60°到南纬 40°的广阔区域内均可生长，

得比较多的是系统聚类 [13-15]，如李枝桦等 [15]以保山烟

同时对环境因子变化十分敏感 [2]，不同环境条件下，

区 61 个植烟乡镇的海拔及烤烟大田期均温、日照时

烤烟的产量和品质有明显差异。因此，需要弄清楚哪

数、降雨量等 16 项气象指标作为主要生态因子，以

些区域可以种植烤烟，哪些区域可以产出优质烤烟，

县(区)为聚类单位，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将保山

这也是烤烟区划的主要目的，即阐明烤烟生长的最适

烟区内种植区域划分为 3 大生态类型区；有学者采用

宜区，开发优质烤烟生产基地，其研究成果有助于合

两维图论聚类分析方法进行烤烟区划 [16-17]，与系统聚

理开发和利用现有资源，发挥特色优势，对提高烤烟

类相比，其优势在于其分类结果满足空间上的连通性

的质量、稳定烤烟种植规模、指导烤烟布局、提升烤

和行政区界的完整性；还有模糊聚类，如秦建成[18]釆

烟竞争力和促进烤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用模糊聚类方法对重庆市彭水县的植烟土壤进行了适

烤烟区划是以选取的区划指标为基础，采用行政

宜性评价；此外有学者在主成分分析基础上，采用动态

单元、生态单元(如土壤类型和土地利用类型叠加的

逐步聚类方法，进行烤烟种植的生态区划[19-21]。基于

图斑)或规则网格为区划单元，采用一定的数学方法，

聚类分析法得到的分析结果人为主观因素较强 [22]。

完成区域的划分。目前，世界上烟草生产先进国家大

1.2

指数和法

多进行了烟草分区，如美国、津巴布韦和巴西等，其

指数和法是烤烟区划中指标评判应用较为广泛

烟草种植区大多已固定，烟叶品质相对稳定。我国幅

的一种方法 [23-27]。通常先确定参与区划的指标，然后

员辽阔，人口众多，生态环境复杂多样，给烤烟区划

对各指标的质量等级分值或隶属度和权重的乘积求

带来难度。我国学者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一直不断

和，即得到指数和，并根据其大小确定烤烟区划等级，

地致力于烤烟区划的研究，当前烤烟区划研究已覆盖

其中指标隶属度可通过隶属函数获取，隶属函数关系

[3]

我国各主要产烟区，研究尺度跨越全国 、省级
区域

[6-7]

、市级

气候区划

[11]

[8-9]

以及县级

[10]

[4-5]

、

等多个尺度；既有烤烟

和烤烟土壤或地形区划

[12]

，也有烤烟综

[4]

包含抛物线型、S 型和反 S 型 3 种；确定指标权重的
方法较多，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相关
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等 [28-29]；根据

合区划 等。目前，在全国大区等较大尺度上的烤烟

指数和大小确定等级划分界限时通常采用等间距法、

区划效果较好，但是在地市和县域烤烟区划已无法满

数轴法和总分值频率分布法[28, 30]。该类方法通常与 GIS

足优质烤烟生产需求。以卷烟工业企业原料采购为

方法相结合共同完成烤烟区划[31-32]。如石媛媛等[22]在

例，现在烟叶原料的采购均是以卷烟配方需求为导

GIS 支持下利用指数和法将百色市划分为烤烟种植适

向，为了降本增效，促进烟草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

宜区、较适宜区和不适宜区。文献中对于烤烟区划指标

达到以产烟村为单位进行采购调拨的精准采购，而当

评判的方法还有很多，如模糊综合评价法[30,

33]

，综合

前的烤烟区划只能达到县域，无法满足卷烟工业企业

评价指数法或适宜性指数

的需求，为此烤烟区划研究至今仍是卷烟工业企业发

数和法类似。指数和法的优点是可将不同类别的生态

展需要解决的热点问题。但很少有人对目前已有的研

因素指标进行综合集成，但指数和法在确定等级划分

究成果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因此，本文从烤烟区划

界限时通常比较机械，易受人为主观因素影响，致使

综合指标的集成方法、全国和大区尺度烤烟区划、省

该方法的应用存在一定局限性 [35]。

域尺度烤烟区划以及地市和县域尺度烤烟区划 4 个

[34]

等，但其基本原理与指

在实际的烤烟区划研究中，很少使用单一的集成

方面进行考虑，探讨我国烤烟种植区划的研究现状，

方法，通常是多种方法相结合，如张先 [35]在对福建

旨在为合理规划烤烟布局提供理论依据。

烤烟进行种植区划时在 GIS 的支持下，采用了动态

1

聚类和指数和法两种方法；李佳颖 [36]先利用指数和

烤烟区划综合指标的集成方法

法构建品质综合评价体系，然后利用对各烟站的综合

烤烟区划研究中各指标的集成方法有很多，从现

品质进行聚类分析，最后基于 GIS 得到宜宾烤烟品

有文献来看，目前采用的方法主要有聚类分析法和指

质区划图。除了上述常用的方法外，还有其他一些方

数和法等。

法，如灰色关联度 [37]，一般也是和其他方法共同使

1.1

用，在气候区划中，先对烤烟品质进行聚类分析，得

聚类分析法
聚类分析法是烤烟区划中指标评判使用较早的

到每种品质对应的气候类型，在 GIS 支持下，运用

http://soils.iss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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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关联度完成烤烟品质气候分区 [38-39]。

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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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期日照时数、大田生长期可用时间、土壤 pH、土

指数和法等方法大多是从线性角度建立烤烟品

壤有机质含量、土壤氯离子含量、土壤质地和有效厚

质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关系，而烤烟品质特征是受气

度等气候和土壤指标综合，将定量化的生态适宜性评

候、土壤、地形地貌等生态因子的综合影响和制约，

价结果与烤烟品质关联分析，对我国烤烟进行生态类

是一个高度非线性非确定的问题，因此有学者提出使

型区划(包含最适宜区、适宜区、次适宜区和不适宜

用非线性方法，将模糊逻辑和人工神经网络相结合实

区)和区域区划(包含西南烟草种植区、长江中上游烟

现烤烟种植适宜性区划 [40]。

草种植区、东南烟草种植区、黄淮烟草种植区和北方

2
2.1

烟草种植区共 5 个一级烟草种植区和 26 个二级烟草

全国和大区尺度烤烟区划

种植区)。

2.2

全国尺度烤烟区划

大区尺度烤烟区划

我国历史上进行了 3 次全国性的烟草区划。第一

在大区尺度上的烤烟区划研究相对较少，仅有少

次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根据地域分布，由农业部门

数研究集中在烤烟气候区划上，如郭蕊蕊等 [33]以我

进行的我国首次包括烟草在内的农业区划，粗略地将

国浓香型烟叶产区 8 个省的 28 个市为例，利用

全国划分为黄淮烟区、西南烟区、华南烟区、华中烟

1981—2013 年该区 57 个重点产烟县的气象资料和

。可以看出第一

布设的田间气象站的气象资料，通过分析气候因子与

次烤烟区划只是农业区划的一部分，主要是按照地域分

浓香型显示度相关性，选择成熟期大于 30℃高温天

布进行划分，
没有考虑到影响烤烟品质最基本的因子即

数、成熟期日均温、成熟期大于 20 ℃积温和成熟期

生态因子，包括气候、土壤和地形因子，研究表明生态

光照时数作为区划指标，采用模糊评价法，将浓香型

区、东北烟区和西北烟区 6 大烟区

[41]

因子是决定烟叶品质及风格的首要因子

[42-45]

，是烤烟

区划需要考虑的主要指标。
真正意义上的烟草区划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烟叶产区划分为 3 级气候适宜区。

3

到中期开展的，综合考虑气候、土壤和地形等因素，

省域尺度烤烟区划
烤烟区划在省域尺度上研究较多，既有单要素的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主持，根据无霜期、≥

烤烟区划，比如烤烟气候区划、烤烟地形区划等，也

10℃积温、日平均气温≥20℃的持续天数、0 ~ 60 cm

有多要素的烤烟区划，即烤烟综合区划。

土壤含氯量<30 mg/kg、土壤 pH、地貌类型等指标，

3.1

采用三级筛网法，以县为单位，将全国烤烟种植区分

单要素烤烟区划
气候因素直接影响到烟叶的产量和品质 [50-53]。虽

为最适宜区、适宜区、次适宜区和不适宜区 4 个类型，

然气候因素无法调控，但是可通过掌握当地气候条

包括北部西部烟区、东北部烟区、黄淮海烟区、长江

件，趋利避害，合理安排烤烟种植。因此，诸多学者

中上游烟区、长江中下游烟区、西南部烟区和南部烟

在省域均采用气象站点获取的气候数据对烤烟种植

区共 7 个一级区和 27 个二级区

[46-47]

。本次区划对加

进行气候分区 [54-55]，如马俊红等 [13]基于云南黄金走廊

快烟叶生产布局的合理调整，指导我国烟叶生产发挥

烟区 10 个州 53 个县 1971—2004 年的气象数据得到

了巨大作用。

烟草生育期的平均温度、最高温度、最低温度、降雨

由于受当时理论水平和技术手段的限制，人们所
选择的指标体系比较简单，绝大部分指标是以主观判
断分析和经验归纳为主的定性指标，缺乏量化

[48]

量、蒸散量、日照时数和平均相对湿度共 7 个特征，
采用系统聚类方法，以黄金走廊烟区各县级行政单元

；而

为聚类单位，将云南黄金走廊烟区划分为 4 个气候

且所选指标仅考虑了适宜性和限制性，显然不适应我

类型区域，但并未进行适宜性评价。考虑到复杂地形

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对烟叶吸食质量的要求 [3]。

的影响，郭兆夏等 [56]采用陕西省 98 个气象观测站

由于烟区连年种植烟草，导致土壤条件发生变化；再

1976—2005 年的成熟期(7—8)月平均气温、旺长期(6

加上我国气候有所变化

[49]

，随着“北烟南移”的形

月)降水、大田生长期可用时间、大田期日照时数等

成和发展，我国烟草种植区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

指标，在 GIS 支持下，通过对无测站地区尤其是山

2003—2008 年由国家烟草专卖局牵头，中国农业科

地气候的模拟，做出更为精细的陕西省烤烟气候区划

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与郑州烟草研究院

图(空间分辨率为 100 m)，依据区划综合评分，将陕

在全国启动新一轮烟草种植区划，基于 GIS 技术，

西省烤烟气候适宜性细分为适宜区、次适宜区和不适

打破行政界线，从烤烟成熟期气温、旺长期降水、大

宜区。由于基本气象台站数量有限，即使可以通过模

http://soils.iss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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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的方法获取无测站地区的气象数据，但是对于地表

其变化会带来烟叶品质的改变 [62]，但是现有的烤烟

复杂区域，获取的气象数据精度仍然有限。因此，有

区划结果没有考虑到气候短期变化(如年际变化)所

学者除了使用基本气象台站的数据外，还使用了区域

带来的波动，不能满足人们对于不同气候情景模式下

自 动气 象站或 田间 气象站数 据 。 如顾欣 等

[11]

利用

的预测需求，对于烟叶收购缺乏实际的指导意义。

1961—2011 年黔东南 16 个县(市)气象观测站以及全

在省域尺度上，还有少数研究针对地形进行烤烟

区 2005—2011 年 224 个区域自动气象站点的实时资

区划，如邵岩 [38]基于云南 90 m × 90 m 的 DEM 数据，

料，采用两维图论聚类分析，对烤烟种植的气候条件，

选取海拔高度、坡度和坡向作为评价指标，应用 GIS

包括 5 月、6 月、7 月和 8 月平均气温，5—8 月平均

采用层次分析法通过计算适宜性综合评价指数，完成

气温，5—8 月平均总降雨量，8 月降雨量，5—8 月

云南地形适宜性分区。实际上地形因子主要是通过影

日照时数、海拔高度等气象观测实时资料以及各站点

响气候和土壤因子，间接对区划结果产生影响，因此，

地理经纬度进行区划归类，1 类、2 类、3 类和 10 类

仅用地形因子进行烤烟区划难免会得到片面的结果。

处在烤烟种植气候条件指数敏感区域，不宜种植烤

3.2

多因素集成烤烟区划

烟，3 ~ 9 类处于烤烟气候条件适宜区域内，该研究

考虑到烤烟品质受生态环境诸多因子的影响，在

使气候条件由原来的地市(县)级细化到了乡镇上，使

上述烤烟区划中绝大多数只考虑了气候因子，但如果

气候区划尺度更小，提高了区划成果的精度。

土壤或地形因子不适宜，则直接影响烤烟品质和区划

气候变化会影响烤烟区划分布，但目前烤烟区划

结果的准确性。同理，如果只考虑地形因子，但气候

大都是基于多年平均气候态进行的，属于静态的研

或土壤因子不适宜，也无法生产优质烤烟，因此，需

究，也有少数研究关注气候年际波动变化带来的影

要综合考虑多个生态因子。为了提高烤烟区划精度，

响，如黄中艳

[57]

完成了烤烟种植气候动态分区研究，

但其研究仅局限在过去两个不同年份之间的区划差
异；胡雪琼等

[58]

基于 1986—2005 年的气象台站实测

将气候、土壤和地形地貌因子作为评价指标，省域或
区域尺度上烤烟综合区划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如张
先 [35]采用福建省南平、三明、龙岩三市及其相邻周

数据和 1981—2060 年的气候模拟数据，以 7 月平均

边县共 43 个气象站近 30 年累年气象要素观测资料，

气温、7—8 月日照时数和 4—9 月降水为区划指标，

福建烟区土壤调查样点数据库和 1:25 万 DEM 数据，

分析了 1986—2005 年以及 RCP 4.5 和 RCP 8.5 气候

用三维二次趋势面分析结合反距离权重插值模型实

情境下 2021—2040 年、2041—2060 年云南烤烟种植

现气候因子的空间化，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法获得土壤

气候适宜性区划的变化，评估了气候变化对烤烟种植

属性的空间化，选择 250 m 栅格为评价单元，利用灰

气候适宜性分布的影响。但它是按照固定的情景模式

色关联分析法数学模型，建立由 2—7 月≥10 ℃ 活动

完成的模拟，时间跨度比较大，并且像 RCP 8.5 中描

积温、2—7 月无霜期、耕层厚度、有机质、坡度和

述的情景可能不会发生，会对评估结果的准确性产生

坡向等 16 个因子构成的福建省烟区烤烟用地适宜性

影响。

评价因子体系，并基于 GIS，利用加乘模型法计算综

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烤烟种植气象灾害风险区

合质量指数，完成福建省烤烟区划。刘友杰 [63]应用

划的研究，涵盖低温冷害、冰雹、暴雨洪涝、干旱灾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1987—2007 年 67 个气象站点逐月

害等 [59-61]，目的是规避或减轻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损

日照时数、日照强度、日照百分率、平均气温、降雨

失，为灾害防御提供决策依据。如陈家金等 [60]利用

量、相对湿度和蒸发量，土壤耕层 pH、有机质、碱

福建省烟区 28 个县 1972—2014 年的气温、降水和

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以及 1:25 万数字高程，

风速指标，2008—2013 年烤烟产量与面积、地膜覆

利用统计模型和空间插值的方法对气候和土壤因子

盖面积、机电排灌面积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构建

进行空间化，采用综合指数法基于 GIS 完成延边烤

由致灾因子危险性、烤烟脆弱性和烟区防灾减灾能力

烟区划。姜勇等 [64]采用楚雄州 10 个气象站 1981—

组成的多灾种综合风险区划指标体系，采用加权综合

2010 年气象统计资料和 90 m 分辨率的 DEM 数据，

法计算综合灾害风险指数，基于 GIS 技术以县域为

利用统计模型对气候因子进行空间化，确定 4—9 月

评估单元，将福建烤烟气象灾害风险划分为轻度风险

平均气温、4—6 月日照时数、4—9 月降水、坡度和

区、中度风险区和重度及以上风险区。

坡向为楚雄烤烟适宜性种植区划指标，运用 GIS 空

综上可知目前烤烟区划的结果都是基于静态的
因子获得的，而生态因子中，如变化较快的气候因子，

间计算功能对楚雄州进行烤烟区划研究。周继洲 [31]
在陕西省环秦岭生态烟区的生态环境要素分析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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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和隶属度函数构建了烟草生态

锋 [25]基于山西省平陆县 8 个乡镇 46 个耕层土壤 pH、

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包含 1995—2011 年的生育期

土壤有机质、碱解氮、速效钾、有效磷、速效铜、锌、

≥10° 积温、成熟期月均温、旺长期降水量和生育期

铁、锰，在 GIS 支持下，以乡镇为单位，利用隶属

日照时数，土壤碱解氮、有机质、有效磷、速效钾和

度函数和主成分分析构建土壤肥力综合指标对土壤

pH，海拔高度、坡度和坡向等，并基于 GIS，利用指

肥力适宜性进行区划。可以看出该尺度上烤烟土壤或

数和法完成烤烟区划。

地形区划研究较少，尤其在地形复杂地区的研究成果

通过对省域尺度烤烟区划的总结发现，大多数的
烤烟区划过程中都没有烟叶品质的直接参与，仅有少

有限。

4.2

数研究考虑了烟叶品质，但也仅限于烟叶的化学性质
[38-39]

或烤烟香型

[33]

。还有学者专门选择烤烟品质特征

为区划指标，如马君红

[65]

多因素集成烤烟区划
很多学者关注这一尺度下的烤烟综合区划[23,

如程江珂和王胜男

[34]

75]

，

利用烤烟质量与生态条件之间

根据烟叶的外观质量、化

的相关分析确定 5—7 月日照时数、土壤类型和海拔

学成分、感官质量和香韵状况，将四川省烟叶划分为

高度作为评估因子，以 30 m × 30 m 网格作为评估单

3 种品质类型区(即综合品质最好、综合品质好和综

元，通过计算适宜性指数，将攀枝花市西南山地生产烤

合品质稍差)和 5 种风格特色区。但是该研究没有考

烟划分为最适宜区、适宜区、次适宜区和不适宜区。虽

虑各个生态因子，当生态因子发生改变时，原有的品

然烤烟综合区划研究中大都考虑了影响烤烟品质的气

质分区也会发生变化。

候、土壤和地形等因子，但是否在最适宜区就一定能够

4
4.1

生产出优质烤烟仍不清楚，缺乏相关验证研究。

地市和县域尺度烤烟区划

烤烟区划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卷烟工业配方的需
要，按照烤烟品质风格特色的不同，对烤烟种植区域

单要素烤烟区划
在地市和县域尺度，由于气候变化较小，仅有少

数在地市尺度的烤烟气候区划

[66]

，如杨鹏武等

[67]

在

进行划分。因此有少数研究跳过影响烤烟品质的生态
因子，直接对烤烟品质进行区划研究 [14,

76]

。但是由

GIS 支持下，利用昭通市 10 个区县气象站和区域自

于烟叶品质的评价体系较为复杂，而且大范围烟叶品

动站及烟田小气候观测站的实测气候数据，结合区域

质评价成本较高，所以主要是对部分品质指标的区域

气候模式获取的预测气候数据，选择 7—8 月平均气

划分[7, 26, 36]，较少研究涉及全面品质指标的烤烟区划[77]。

温、4 月平均气温、4—9 月日照时数和 4—9 月雨量

大多数研究是通过在研究区内采集一定数量烟叶品

作为区划指标，按气候区划等级，将昭通市划分为不

质实测数据，利用聚类分析等方法，从外观质量、物

适宜区、次适宜区、适宜区及最适宜区。而且近年来，

理特性、化学成分、中性致香物质和感官质量等几个方

对于市域尺度的烤烟气象灾害风险区划研究趋势显

面进行单独或综合区划[76, 78-79]，最后得到的大多是品质

著 [68-72]。

类型分区，或者与烟叶香气特征结合，如石朝霞[79]将

土壤和地形地貌的烤烟区划主要在地市和县域

毕节烟叶品质划分为西部清香型烤烟区、中部中偏清

尺度开展。土壤是烤烟生长的基本载体，对烤烟的品

香型烤烟区和东部中间香型烤烟区 3 类；此处烤烟区

。地形地貌主要是通过改

划的主要依据是烤烟的品质和风格特色，而烤烟的品

变气候和土壤因素间接影响烤烟产量和品质。世界上

质和风格特色需要在特定的生态条件下才能形成，如

优质烟均产自排水良好的山地丘陵地区，如美国在丘

果将烤烟区划与影响烟叶品质的生态条件相脱离，则

陵地带种植的烟叶质量最优，津巴布韦烤烟则多种植

无法明确烤烟品质差异的成因，所以有学者把影响烤

在多山的高原，所以地貌类型是划分烤烟适宜性级别

烟品质的生态因子和烤烟品质特征共同作为区划指

质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73]

。但相对烤烟气候区划而

标完成烤烟区划 [17, 80-81]。一般情况下，高产和优质是

言，只有少数学者针对土壤或地形地貌进行烤烟区划

分不开的，但目前烤烟区划研究中尚未将烤烟产量作

的重要判别标志之一
研究，如陈美球等

[24, 74]

[32]

选择障碍层类型、耕层厚度、

剖面构型、土壤质地、成土母质、排水条件、灌溉条
件、坡度、pH 、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

为区划指标之一。

5

展望

有效锌共 14 个区划指标，采用指数和法对瑞金市耕

纵观我国烤烟区划的研究现状，经诸多学者的不

地的植烟适宜性进行评价，将其划分成高度适宜、中

断努力，在烤烟区划方面成果丰硕，但仍有很大发展

度适宜、勉强适宜和不适宜 4 个等级适宜区域。王付

空间。烤烟区划的目的都是为了指导生产实践，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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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烟可以种植在什么地方，不同品质或不同风格的

一般或很差，则会给卷烟工业企业原料精准采购带来

烤烟原料在什么地方可以获取。从目前发展状况可

困扰。所以，有必要在地市或县域尺度上，设立数十

知，我国烤烟区划成果在全国和省域等大尺度上发挥

个田间定位监测点，测定每个监测点的气象、土壤和

了重要作用，但对于地市和县域等小尺度，在实际生

地形数据以及烤烟品质数据，构建关键生态因子与烤

产中的指导效果非常有限。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找

烟品质的关系模型，从而实现烤烟品质在区域上的拓

出相应解决办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展，完成烤烟区划，并利用监测点数据对烤烟区划结

1)注重烤烟区划指标选择和指标权重确定的研

果进行验证，保证区划结果的准确性。

究。烤烟区划的关键问题，一是区划指标的选择，二

4)考虑气候的年际波动，提高烤烟区划成果的实

是各区划指标权重的确定，二者均依赖于烤烟品质和

用性。相比较而言，土壤和地形地貌随时间变化较小，

影响它的生态因素之间的关系。烟叶品质受多种生态

而气候的年际波动较大，对烤烟种植和烟叶品质影响

因子影响，但决定其风格特色和品质优劣的却是少数

十分突出。气候的年际波动不仅表现在大田生长期的

几个起短板效应的生态因子。因此对区划指标的选择

光、温、水总量上，还表现在气候要素的时段分配和

和权重的确定需深入认识当地生态因子，寻找符合本

空间匹配上。今后的烤烟气候区划或综合区划应该是

烟区的区划指标和权重；在基本的烤烟生态田间试

依据确定的指标，不仅对各地气象要素的多年平均值

验、品质化验分析以及系统的分析研究基础上，充分

(标准气候期 30 年平均)进行评判，还要考虑气候的

认识当地烤烟的生态优势、劣势和独特性，抓住当地

年际变化影响，区划结果既能反映其多年平均气候下

烤烟生态的主要矛盾；气象指标不仅强调光、温、水

的气候适宜度，又能反映某个具体年份的实际情况，

总量指标，还要加强对气候要素时段分配和空间匹配

得到的区划结果对未来烤烟种植和烟叶采购具有实

影响的认识。各地烤烟区划指标的选择应在认清当地

际的指导意义。因此，把烤烟区划成果与实时气象影

烤烟生态独特性的基础上，抓住生态的主要限制因素

响评估和预测有机结合起来，是提高并持续发挥区划

或主要问题，从烤烟生态要素的主要空间差异上确定

成果功效的重要途径。此外，还可通过积累多年不同

区划指标，这样的区划结果对当地的烤烟生产才能起

气候状态下的烤烟品质数据，尝试构建动态关系模

到切实的指导作用。由于研究区域的异质性、研究尺

型，从而提高区域烤烟区划的准确程度，使其在指导

度不同以及研究条件的改变，区划指标和权重二者的

烤烟种植及烟叶采购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系也有较大差异，需加强各生态因素对烤烟品质的
影响研究，弄清每个生态因子在烤烟品质形成中的作
用以及多因子的综合作用，这是烤烟区划工作是否能
取得实质性进展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2)提高烤烟区划精细化程度。在市级及其以上尺
度的大多数研究都是以县级行政单元作为区划单元，
虽然在宏观尺度上较好地指导了烤烟生产，但在县级
行政单元内的生态因子存在较大差异，一个县(或乡
镇、村)可包含多个不同适宜等级的烤烟气候区，烟
叶品质差异较大；以县为单位的烤烟区划无法满足卷
烟工业企业对烟叶原料采购的需求，现在工业企业烟
叶原料采购是以卷烟配方需求为导向，细化到以村为
单位的精准采购。因此提高烤烟区划的精细化程度是
未来烤烟区划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也是促进烟草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3)加强基于定位监测点的烤烟区划研究。通过对
前人研究的总结发现，虽然人们完成了烤烟区化，但
是并没有建立监测点对所获得的分区结果进行验证，
尤其是在地市和县域等小尺度研究无法确定烤烟分
区是否正确，如果区划中优质烤烟区生产的烤烟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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