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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烤烟井窖式移栽方式下不同井窖深度对土壤温湿度和烤烟产质量的影响，为探明最适井窖深

度及其与烤烟产质量间的影响机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烤烟品种K326为研究对象，设4个井窖深度（T1：5 cm，

T2：10 cm，T3：15 cm，T4：20 cm）处理，测定不同处理下的土壤温湿度及烟株成活率、农艺性状、经济性状和烤后烟叶

化学成分，明确井窖深度对土壤温湿度及烟株生长发育和产质量的影响。【结果】随井窖深度的增加，土壤温度先升高

后降低，而土壤湿度整体上呈升高趋势，整体来看T2处理具有较优的保温保湿性能。烟苗的成活率、主要农艺性状、

全株干重、产量和产值等指标均随井窖深度的增加呈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其中T2处理整体表现最优。与T1、T3和

T4处理相比，T2处理的烟苗成活率分别高5.0%、4.8%和9.8%，全株干重分别高7.4%、9.5%和27.7%，产量分别高

12.8%、15.3%和28.4%，产值分别高31.1%、32.1%和67.4%；4个处理的化学品质综合评分表现为T2>T1>T3>T4。【结论】

井窖深度的变化导致井窖内温湿度发生改变，井窖深度为10 cm的环境条件最有利于烟株早生快发和产质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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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well-cellar depths on soil temperature，humidity，yield and

quality of flue-cured tobacco in the well-cellar transplant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exploring the optimal well-ce-

llar depth and its influence mechanism on yield and quality of flue-cured tobacco.【Method】Four well-cellar depth treat-

ments（T1：5 cm，T2：10 cm，T3：15 cm，T4：20 cm）were set up to determine the soil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survival

rate，agronomic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flue-cured tobacco variety K326. The effects of well-cellar depth on soil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tobacco growth，yield and quality of tobacco were studied.【Result】With the increase of well-

cellar depth，soil temperature increased then decreased while soil humidity increased in general. Overall，T2 had the fine

heat preservation and moisture preservation features. Indexes like survival rate of tobacco seedlings，main agronomic

traits，dry weight，output value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as well-cellar depth increased. T2 treatment had the opti-

mal performance. Its survival rate was 5.0%，4.8% and 9.8% higher than T1，T3 and T4 treatments respectively，its dry

weight was 7.4%，9.5% and 22.7% higher，yield was 12.8%，15.3% and 28.4% higher，output value was 31.1%，32.1% and

67.4% higher. The chemical quality score was T2>T1>T3>T4.【Conclusion】The well-cellar depth affects soil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The well-cellar depth of 10 cm is the optimal condition for the early growth and yield and quality formation

of tobacco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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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烤烟井窖式移栽是将烟苗移栽到

一定规格的井窖内，实现烤烟壮苗培育、适时早栽和

高垄深栽，从而使烤烟小苗健壮生长的一种烤烟移

栽新技术（罗会斌，2012；曾昭松等，2018）。与传统

小苗移栽相比，井窖式移栽具有更好的保湿增温效

果及烟苗早生快发能力强等特点，且能促进烟株生

长发育，改善烟株的农艺性状和经济性状，提高烟叶

的产量和品质，同时能增强烟株的抗逆能力，减少病

虫害发生，达到减工降本、提质增效的目的，目前推

广面积呈逐年增加趋势（刘杰等，2013；张炜等，

2014；张小花等，2016；吴薇等，2018）。但井窖式移

栽技术操作要求较高，特别是井窖规格通常成为影

响移栽质量的主要制约因素，其中又以打井深度影

响最大，其深度变化直接影响井窖内的温湿度并最

终影响烟苗生长（李秋英等，2014；杨占伟等，2014）。

因此，在系统调查不同井窖深度条件下土壤温湿度

变化特征的基础上，探究烤烟产质量间的差异，并筛

选出最佳的井窖深度，可为进一步优化现有技术提

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前人研究进展】适宜的移栽方

式是烤烟获得高质量的基础，研究表明，移栽前期土

壤温度、气温保持在稳定的范围内，可为烟苗生长提

供类似育苗棚的理想环境，缩短烟苗还苗期，提高烟

苗生长速率并促进烟苗前期早生快发（孔银亮，

2011；王锡春等，2016）。在移栽初期，适宜深度的井

窖式移栽可促进烟苗根系发育，改善烟株生长小环

境，为烤烟产质量的形成提供优异的环境条件（韩治

建等，2014）。井窖式移栽技术在穴内栽烟，实现适

时移栽、烟苗深栽，栽后烟株早生快发，躲过伏旱天

气，有效保障烤烟大田生长时间，使烟株处于相对稳

定的水、热、光、温条件中，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小，不

因外界条件的骤变导致基本性状起伏不定，从而使

烟株生长达到稳定效果（崔志燕等，2018）。井窖深

度对烤烟的生长发育及产质量有明显影响，烟苗移

栽太深或太浅均不利于根系和烟苗的生长发育，适

度深栽可促进烟株生长（于会泳等，2012；张炜，

2015），缩短还苗时间，加快烟株前期营养生长，增强

植株对低温冻害的抵御能力，还可延缓植株生殖生

长，延长大田生育期（黄泽春，2010）。杨剑（2013）研

究表明，适宜的井窖深度能促使烟苗生命体征较强

壮。陈煌等（2015）研究发现，适当的井窖深度能提

供相对较高的土壤温度及适宜的土壤湿度条件，促

进烟株的早生快发，有助于烤烟根系的纵向生长，使

生育期适当提前，提升烤烟产量，改善烟叶品质。林

叶春等（2015a，2015b）研究表明，井窖式移栽可明显

改善烟苗移栽初期井窖内的大气和土壤等环境水热

条件，是应对胁迫的重要栽培措施，对烟苗起促生效

应。【本研究切入点】烤烟井窖式移栽对减轻病虫害、

提高烟叶产质量等具有显著作用，目前已在全国推

广（赵辉等，2015）。但目前对该技术的研究多为探

讨漂浮育苗盘规格、井窖深度等对烟株生育期及农

艺性状的影响（邱雪柏等，2015；张伟娜等，2017），而

针对井窖深度造成的土壤温湿度及烤烟产质量差异

的研究鲜见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在不同

井窖深度下栽植烟株，对比不同井窖深度条件下的

土壤温湿度及烟株生长发育指标，确定最佳井窖深

度，并探究其致优机理，以期为井窖式移栽技术的大

面积推广及烤烟优质适产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点

试验于2018年在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罗雄街

道圭山居委会的试验田（东经103°58 ′，北纬24°34 ′）

进行。试验田地势平坦，海拔1479 m，土壤质地为黄

壤，前茬作物为油菜。土壤基础理化性质：pH 6.42，

有机质45.25 mg/kg，全氮2.15 g/kg，碱解氮171.56

mg/kg，全磷1.64 g /kg，速效磷46.56 mg/kg，全钾

14.63 g/kg，速效钾232.6 mg/kg。

1. 2 试验材料

供试烤烟品种为K326，采用茎高5 cm左右且苗

龄为4叶1心的壮苗，于5月11日移栽，株行距120 cm×

60 cm。起垄前条施烟草专用复合肥（N∶P2O5∶K2O=

12∶12∶24）600 kg/ha为基肥，并在烟苗栽入井窖后，

配制1%烟草专用追肥（N∶P2O5∶K2O=15∶0∶30），加入

菊脂类农药作为定根肥药水，拌均并顺井壁淋下，每

井用量150 mL。追肥采用烟草专用追肥（N∶P2O5∶

K2O=15∶0∶30），用量为375 kg/ha，于移栽后25 d内

分3次对水浇施。

1. 3 试验方法

采用杯罩式井窖移栽方式。使用背负式烟草

井窖打孔机（RZ-YZ型，曲阜市润众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打孔，井窖直径为12 cm。设4个不同井窖深度处

理，井窖深度分别为5 cm（T1）、10 cm（T2）、15 cm

（T3）和20 cm（T4）。移栽后立即覆杯罩，杯罩高8 cm，

下杯口直径12 cm，上顶直径9 cm，于移栽后10 d

揭杯，移栽后35 d培土。每处理3次重复，共12个小

区，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小区种植烤烟50株，试验

田四周设有保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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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测定项目及方法

1. 4. 1 烟苗成活率测定 移栽后7 d，测定各处理

烟苗成活率。烟苗成活率（%）=成活烟苗数/烟苗总

数×100。

1. 4. 2 土壤温湿度测定 移栽后13~26 d，每小区

随机选取3株长势一致的烤烟，利用温湿度记录仪

（L95-8型，杭州路格科技有限公司）连续24 h每隔30

min记录一次井窖内温湿度，并计算其日均值。

1. 4. 3 烟株农艺性状测定 于移栽后30和60 d，每

小区随机选取3株长势一致的烤烟，按照行业标准

YC/T 142—2010《烟草农艺性状调查测量方法》测定

其叶数、株高、茎围、最大叶长、最大叶宽和叶面积系

数等农艺性状。

叶面积系数=（L×d×w×N×n）/S

式中，L为平均叶长（cm），d为平均叶宽（cm），w

为烤烟叶面积修正系数0.6345，N为有效叶数（片），n为

单位土地面积烟株数（株），S为单位土地面积（cm2）。

1. 4. 4 干重测定 移栽后70 d，每小区随机选取3

株长势一致的烤烟，于105 ℃下杀青15 min，再以

60 ℃烘至恒重，测定其根、茎和叶的干重。

1. 4. 5 经济性状测定 参照当地烟叶价格，对各

处理的烤后烟叶进行产量、产值、均价、上等烟比例

及中等烟比例等经济性状统计。

1. 4. 6 烤后烟叶化学成分测定及品质评价 每处

理各选取C3F等级烟叶3.0 kg进行常规化学成分测

定。总糖和还原糖含量参照YC/T 159—2002《烟草

及烟草制品 水溶性糖的测定 连续流动法》进行测

定，烟碱含量参照YC/T 160—2002《烟草及烟草制

品 总植物碱的测定 连续流动法》进行测定，总氮含

量参照YC/T 161—2002《烟草及烟草制品 总氮的测

定 连续流动法》进行测定，钾含量参照YC/T 217—

2007《烟草及烟草制品 钾的测定 连续流动法》进行

测定，氯含量参照YC/T 162—2002《烟草及烟草制

品 氯的测定 连续流动法》进行测定，淀粉含量参照

YC/T 216—2007《烟草及烟草制品 淀粉的测定 连

续流动法》进行测定，并计算糖碱比（还原糖/烟碱）、

氮碱比（总氮/烟碱）及钾氯比（钾/氯）。

依据王彦亭等（2010）的烤烟化学成分指标赋

值方法，对化学成分进行评定，各指标均以公认的最

适范围为100分，高于或低于该最适范围依次降低分

值，用Excel 2017对分值范围与指标范围进行等比例

取值并用于线性建模，将指标数据代入建模公式则

得对应分值，采用指数和法评价烤烟内在化学成分

协调性综合情况（谢晋等，2014）：

P=∑Pi×Ci

式中，P为烤烟化学成分协调性综合指数；Ci为

第i个化学成分指标量化分值；Pi为第i个化学成分指

标相对权重。

1. 5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利用Excel 2013进行整理和作图，利

用SPSS 23.0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井窖深度对土壤温湿度的影响

由图1可看出，随井窖深度的增加，土壤温度先

升高后降低，T2处理整体上表现出较优的土壤保温

性能，T3和T1处理次之，T4处理的土壤保温性能最

差。说明适宜的井窖深度有助于保持土壤温度，抑

制热量散失，有利于烟苗的早生快发，而过度深栽不

利于热量贮藏，致使土壤温度较低。不同时期各处

理井窖内土壤湿度变幅较大（图2），随着井窖深度的

增加，土壤湿度整体上呈上升趋势，T4处理各时期井

窖内土壤湿度整体上最高，T3和T2处理次之，T1处

理保湿性能最差。

图 1 不同井窖深度对土壤温度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different well-cellar transplanting depths on

soil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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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井窖深度对土壤湿度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different well-cellar transplanting depths on

soil hum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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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不同井窖深度对烟株生长发育及产质量的影响

2. 2. 1 不同井窖深度对烟苗成活率的影响 由图

3可看出，T2处理的烟苗成活率最高，达99.9%，T3和

T1处理次之，T4处理表现最差，T2处理成活率分别

较T1、T3和T4处理显著高5.0%、4.8%和9.8%（P<

0.05，下同）。表明适度深栽有利于烟苗初期成活，

为烤烟后期产质量的形成提供保障。

2. 2. 2 不同井窖深度对烟株农艺性状的影响 由

表1可看出，移栽后30 d，T2处理的叶数稍多于其他

处理，但各处理间均无显著差异（P>0.05，下同）；在

株高和茎围方面，T2和T3处理均显著高于T1和T4处

理，且T2处理稍高于T3处理，T1处理显著高于T4处

理；在最大叶长和最大叶宽方面，T2处理显著高于其

他处理，且T4处理最大叶长显著低于T1和T3处理；

对于叶面积系数而言，T4处理表现最差，其他处理间

差异均不显著。移栽后60 d，各处理间的叶数仍无

显著差异，而株高、茎围、最大叶长、最大叶宽和叶面积

系数均以T2处理整体表现最优，T4处理表现最差。

综合来看，10 cm的井窖深度有利于烟株前期的生长

发育，过度深栽反而对烟株的生长产生不利影响。

2. 2. 3 不同井窖深度对烟株不同部位干重的影响

由图4可看出，随着井窖深度的增加，烟株根干重呈

逐渐降低的趋势，T1处理根干重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T2处理显著高于T3和T4处理，T3和T4处理间差异不

显著；茎干重、叶干重及全株干重均呈先升高后降低

的变化趋势，以T2处理表现最优，T4处理表现最差，

其中T2处理全株干重分别较T1、T3和T4处理高

7.4%、9.5%和27.7%，差异显著。综合来看，不同井

窖深度处理对烟株生长中后期生物量影响较明显，

10 cm的井窖深度可有效促进烟株干物质的积累。

图 3 不同井窖深度对烟苗成活率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different well-cellar transplanting depths on

survival rate of tobacco seedlings
图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表 1 不同井窖深度对烟株农艺性状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well-cellar transplanting depths on agronomic characters of tobacco

处理
Treatment

T1
T2
T3
T4

叶数
Number of leaf
30 d
6.4
7.1
6.6
7.0

60 d
19.4
20.4
20.7
19.0

株高（cm）
Plant height

30 d
10.1b
11.7a
11.1a
8.7c

60 d
109.2a
109.1a
104.6b
103.1b

茎围（cm）
Stem girth

30 d
5.7b
6.5a
6.1a
4.9c

60 d
9.3b
10.7a
10.4a
9.7b

最大叶长（cm）
Maximum leaf length

30 d
32.1b
35.4a
33.3b
30.7c

60 d
74.7b
79.3a
74.2b
70.6c

最大叶宽（cm）
Maximum leaf width

30 d
20.0b
23.7a
20.9b
18.8b

60 d
34.9a
38.1a
35.0a
29.5b

叶面积系数
Leaf area index

30 d
0.3a
0.4a
0.3a
0.2b

60 d
2.7b
3.0a
2.9a
2.6b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2和表3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2 and Table 3

2. 2. 4 不同井窖深度对烤烟经济性状的影响 由

表2可看出，不同处理间除中等烟和上等烟比例无显

著差异外，其余经济性状间均差异显著，且以T2处理

各经济性状最佳，T4处理表现最差，T1和T3处理间

各指标无显著差异，其中T2处理的产量和产值

较 T1、T3和T4处理分别高12.8%、15.3%、28.4%和

31.1%、32.1%、67.4%。

2. 2. 5 不同井窖深度对烤烟C3F等级烟叶化学品

质的影响 通常认为优质烟叶主要化学成分含量应

满足：烟碱2.20%~2.80%、总氮2.00%~2.50%、总糖和

还原糖18.00%~22.00%、钾≥2.50%、淀粉≤3.50%、糖

碱比8.50~9.50、氮碱比0.95~1.05和钾氯比≥8.00（王

彦亭等，2010）。由表3可看出，各处理烟碱和总氮含

量均以T2处理最接近优质烟叶标准；总糖含量以T3

处理最高，T4处理次之，T1和T2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T1、T2和T3处理的还原糖含量均在优质烟叶标准范

围内，且显著低于T4处理；氯含量以T2处理最低，T4

处理最高；钾含量以T1处理最低，T2、T3和T4处理间

差异不显著；淀粉含量以T3处理最低，其他处理间差

异不显著；糖碱比以T2和T1处理较接近优质烟叶标

准，T4处理最高；氮碱比以T1处理最低，其他处理间

差异不显著；钾氯比以T2处理最高，T4处理最低。

对各处理进行化学成分协调性综合评价（表4），发现

烟碱、总氮、钾含量和钾氯比均以T2处理最优，T3处

理淀粉含量分值最高，氮碱比以T4处理最好，T1处

理糖碱比最优，且T1、T2和T3处理的还原糖含量评

烟
苗
成
活
率
（

%
）

S
ur

vi
va

lr
at

e
of

to
bo

cc
o

se
ed

li
ng

处理 Treatment

b

a

b

c



10期 ·2145·

分均为100.00分。4个处理的总分表现为T2>T1>T3>

T4。由此可知，T2处理烤后烟叶的化学成分较协

调，最接近优质烟叶标准。

3 讨论

烤烟的优质生长不仅取决于土壤基本性状，还

取决于栽植深度与土壤温湿度，适宜的土壤温湿度

对烟株产量和品质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杨

龙祥和陈荣平（2008）研究表明，随着土壤深度的增

加，土壤温度在11：00前呈逐渐升高趋势，而11：00后

反之。张炜等（2015）研究发现，在具有深层地下水

位的土壤中，土壤温度随井窖深度的增加而减小，土

壤水含率随之增加，且黏土的下降幅度比砂质壤土

更明显。井窖式移栽是利用杯罩对井窖区域进行扣

杯处理，形成较封闭的烟苗生长空间，这种类似“微

处理
Treatment
T1
T2
T3
T4

产量（kg/ha）
Yield
2250.0b
2539.0a
2203.0b
1977.0c

产值（元/ha）
Output value（yuan/ha）

68175.0ab
89372.8a

67632.1bc
53379.0c

均价（元/kg）
Average price（yuan/kg）

30.3ab
35.2a

30.7ab
27.0b

上等烟比例（%）
Rate of first class tobacco

75.0
75.0
76.0
70.0

中等烟比例（%）
Rate of secondary class tobacco

21.0
20.0
20.0
23.0

表 2 不同井窖深度对烤烟经济性状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well-cellar transplanting depths on economic characters of flue-cured tobacco

表 3 不同井窖深度对烤烟化学品质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well-cellar transplanting depths on chemical quality of flue-cured tobacco

表 4 不同处理烤烟化学品质的综合评分结果
Table 4 The score of chemical quality of flue-cured tobacco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处理
Treatment

T1
T2
T3
T4

烟碱含量
Nicotine
content
82.50
91.00
83.00
79.50

总氮含量
Total N
content
63.00
85.00
73.00
69.00

还原糖含量
Sugar

content
100.00
100.00
100.00
96.10

钾含量
K

content
84.80
86.40
85.60
86.00

淀粉含量
Starch

content
91.90
94.80
98.00
91.80

糖碱比
Sugar/

nicotine
96.88
96.48
91.52
82.80

氮碱比
Total N/
nicotine
95.30
98.00
98.70
99.30

钾氯比
K/Cl

94.80
97.90
87.40
61.80

总分（P）
Total
score
90.15
94.38
89.99
83.67

处理
Treatment

T1
T2
T3
T4

烟碱含量（%）
Nicotine
content
1.85b
2.02a
1.86b
1.79b

总氮含量（%）
Total N
content
1.63c
1.85a
1.73b
1.69b

总糖含量（%）
Total sugar

content
28.77c
28.71c
30.78a
29.75b

还原糖
含量（%）

Sugar content
19.01c
20.98b
21.62b
22.78a

氯含量
（%）

Cl content
0.25c
0.24c
0.31b
0.44a

钾含量
（%）

K content
1.74b
1.82a
1.78a
1.80a

淀粉含量（%）
Starch

content
4.31a
4.02a
3.70b
4.32a

糖碱比
Sugar/

nicotine
10.28c
10.38c
11.62b
12.72a

氮碱比
Total N/
nicotine
0.88b
0.92a
0.93a
0.94a

钾氯比
K/Cl

6.96a
7.58a
5.74b
4.09c

型温室”的空间结构保障了烟苗生长对环境温度的

需求（陈维林等，2018）。本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即

随着井窖深度的增加，土壤温度呈先升高后降低的

变化趋势，且在深度为10 cm时达最高值，而土壤湿

度整体上随井窖深度的增加持续上升。其原因可能

是由于杯罩阻挡了雨水落入，同时有效遏止了井窖

水分散失，封闭的空间内容易形成高湿环境，且随着

井窖的不断加深，井窖内湿气逐渐增大，光能辐射逐

渐减弱；而井窖深度过浅时，虽易于接受充足的光

照，但井窖环境易受地上冷空气的制约，导致土壤温

度过低，仍然不利于烤烟幼苗的生长（陈维林等，

2018）。罗会斌等（2012）研究发现，直径8 cm、深度

20 cm井窖的温度和相对湿度较稳定，与本研究结果

略有不同，其原因或为井窖直径差异所致，本研究中

的井窖直径为12 cm，相对于8 cm的直径而言井窖底

面积较大，使其在相对较低的井窖深度（10 cm）即

可保持稳定且有益于烟株生长的温湿度（张炜等，

2015；姚荣坤，2017）。以上结果均表明，井窖式移栽

图 4 不同井窖深度对烟株不同部位干重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different well-cellar transplanting depths on

dry weight of different parts of tobacco
同一部位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for the same part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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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

在提高土壤温度、保蓄土壤水分的同时，能有效地调

节土壤温湿度，使土壤温湿度保持在相对稳定的范

围内，为烟株生长提供较理想的环境，且土壤温湿度

受井窖深度的影响较直接，并随井窖深度的变化呈

规律性波动。

栽植深度对作物成活率和生长量的影响明显

（杨艳平，2011），一定程度的深耕不仅能有效促进烟

株根系的生长发育，还可增加一级侧根和不定根的

数量，扩展根系的分布范围（王娜等，2014）。对于成

活率而言，Knappenberger和Köller（2012）研究发现，

较深的玉米栽植深度（9 cm）比浅植玉米更易出苗，

且成活率较高。陈晓红等（2014）研究表明，膜上井

窖式小苗移栽和膜下井窖式小苗移栽烟苗的成活率

均高达99%~100%。本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即以

井窖深度为10 cm的烟苗成活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表明因井窖外的温湿度变化而导致井窖内形成水力

递度，过度深栽或浅栽均形成了不利的水热环境，而

适宜的井窖深度使井窖内的温湿度相对稳定，为烤

烟小苗移栽提供相对适宜的微环境，以促进烟苗生

根发育。对于农艺性状和经济性状而言，林中麟

（2013）、王雪仁等（2014）研究认为，井窖深度为15

cm 时，烤烟还苗早，农艺性状较优，外观品质好；冯

强等（2014）、陈煌等（2015）研究表明，20 cm的井窖

深度能促进烟株的早生快发，使生育期适当提前，促

进烟株的生长发育，提升烤烟的产量、产值、均价和

中上等烟的比例，优化烟叶化学成分协调性。本研

究结果表明，井窖深度为10 cm时，烟株茎、叶及全株

干重最高，产量和产值最高，主要化学成分相对协

调，品质评分较高。本研究结果得出的适宜井窖深

度与前人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究其原因可能是

云南海拔较高、杯罩规格、试验田基础理化性质差异

及土壤温湿度的综合影响而导致。在本研究条件

下，井窖深度为10 cm时，烟株生长具备较优的环境

条件，但随着深度的继续增加，烟株的发育受到抑

制，质量特征下降，表明过度深栽不利于最适井窖温

湿度的形成，难以为烤烟后期生长打好基础，导致烟

株生长发育不良及干物质积累较少，进而影响其化

学成分的协调性及综合品质评价。

4 结论

井窖移栽方式下，随井窖深度的增加，土壤温

度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而土壤湿度整体上

呈上升趋势；井窖深度为10 cm的环境条件最有利于

烟株早生快发和产质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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