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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化技术的单株烤烟大田动态生育进程研究
林先丰 1，凌寿军 1，张金霖 2，张圣强 2，陈桢禄 3，陈泽鹏 3*
(1. 广东烟草清远市有限公司，清远 511518；2. 广东烟草清远市有限公司连州市分公司，连州 513400；
3. 中国烟草总公司广东省公司，广州 510610)
摘 要：为准确掌握烟株大田生育进程的外观形态及其对应的作物信息指标，采用单株栽培、信息化技术、人
工调查、定叶位挂牌标记和图像影音处理等方法，对单株烤烟的大田生育期和每片有效叶的产质量进行了研究。结
果表明，采集图像按照每秒 25 帧的频率制作成延时摄影，可将烟株长达 124 d 的大田生育进程用 5 min 呈现；旺
长期是各农艺性状快速生长的最主要时间段，株高、茎围和最大叶面积的生长进度达到或超过 1/3，14 片叶在此期
间萌发，占大田期萌发叶片数的 50%，而且全部最终成为有效叶；烟株 18 片有效叶对应的叶位为 No.15—32，叶
片干重从下往上呈现上升趋势，在 No.28 叶位达到峰值（17.64 g）后干重逐步下降；叶片收购价格变化趋势与重量
变化基本一致，烟叶等级与叶位的对应关系为 CF：No.18—24，BF：25—32，XF：No.15—17。采用“农用智能装
置的拍照方法及拍照系统”信息化平台可实现对烟株大田生长发育的全程监控和动态呈现，通过后期图像处理，获
得烟株物候期图像及对应农作物信息，为研究和优化烤烟大田生育进程及田间长相提供了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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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ynamic growth process of individual flue-cured tobacco
in the field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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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ianzhou Branch, Guangdong Qingyuan Municipal Tobacco Co., Ltd., Lianzhou 51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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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growth process and the corresponding crop
information index of flue-cured tobacco in the field, the methods of single plant cultiv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vestigation, fixed leaf listing mark and image processing were adopted. To study the growth duration after transplant and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each effective leaf of flue-cured tobacco.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llected images were made into delayed photography according to the frequency of 25 frames per second,
and the growth process of tobacco plant (124 d) could be presented in 5 min. The fast-growing stag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ime for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agronomic traits. The growth rate of plant height, stem girth and the
maximum leaf area reached or exceeded 1/3; 14 leaves accounted for 50% of the number of germinating leaves in
the field, and all of them became effective leaves. The leaf position No.15-32 became 18 effective leaves. The
weight of dry leaf increased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and the dry weight gradually decreased after the peak
value of leaf position No.28, and the change trend of leaf purchase price wa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change
of leaf weight.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obacco leaf grade and leaf position is CF: No.18-24, BF:
25-32, XF: No.15-17. By using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 of “Photographing and Photographing System of Agricultural Intelligent Equipment”, the whole process monitoring and dynamic presentation of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flue-cured tobacco in the field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image processing, the phenological phase
image and the corresponding crop information of flue-cured tobacco can be obtained,which provides an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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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for studying and optimizing the growth process and appearance of flue-cured tobacco in the field.
Key words: flue-cured tobacco; growth and development; phenological pha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ynamic study
烤烟大田生育期的长短因遗传因素、栽培水平
条件和生态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异[1-2]。优质烤烟合
理生育进程以及各生育时期适宜外观形态对于协调
烤烟个体与群体发育关系、促进烟株碳氮代谢适时
转换、获得满意产量和质量均具有重要意义[3]。烤烟
生长发育进程过快或过慢都会直接影响到烟叶田间
耐熟性和烘烤特性，导致烤烟产量和质量下降[4-5]。
调控烤烟的生育进程与外观主要农艺性状，是保证
烟草获得适宜产量、产值和质量的基础。在生产实
践中，可通过移栽期、覆盖方式、施肥和灌溉方法
等栽培措施对烤烟生长发育进程进行调控[6-9]。
生产优质烟叶既要有合理的群体结构，又要有
发育良好的个体[4]。然而，烟株发育是一个受遗传
因素和环境因素影响而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1,10]。
目前，国内外有关水稻、大豆等重要粮食、经济作
物生育进程的研究报道较多[11-12]，而关于烤烟生育
进程对烟叶产量和品质的研究较少，而且多局限于
栽培技术，如移栽期、种植密度、覆盖方式、施肥
和灌溉等对烤烟生长发育特性及其产质量影响方面
的研究。对于烟叶成活、团棵、现蕾、打顶和圆顶
（即下部叶成熟）等物候期代表性长相图片及动态
呈现、植株叶片的出叶生长和退化采摘情况、气象
和土壤等农作物信息鲜见相关研究。
本研究对单株烤烟的大田生长发育进行全程动
态调查研究，通过定时采集图像、气象和土壤等农
作物信息，实现对烤烟单株大田生长发育的全程监
控；通过收集、筛选并分析烤烟生育期的时间范围，
确定单株烤烟生育进程的时间区间；通过收集并分
析烤烟的田间长势长相，确定单株烤烟生育时期内
的长势长相数值。通过上述研究措施获取烤烟单株
大田生育的物候期代表性长相图片及动态呈现，准
确掌握烟株大田生育进程的外观形态及其对应的生
长环境指标，为实现对烤烟大田生长生育的动态调
控提供科学依据，以达到指导优质烟叶生产之目的。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烤烟品种为烤烟‘粤烟 97’烟苗，移栽采用
漂浮育苗方法[13]培育的烟苗，大田移栽烟苗的各项
指标为：苗龄 65 d，真叶 7 片，茎高 11.5 ㎝，茎围
1.2 ㎝，烟苗健壮无病虫害，叶色正绿，根系发达，

茎秆柔韧性好。
试验地点设在广东省清远市连州星子烟站试验
田。供试土壤为紫色土地，基本农化性状为：自然
含水量 2.8%，pH7.45，有机质 1.2%，全氮 0.075%，
全磷 0.085%，全钾 1.879%，速效氮 95.0 mg·kg-1，
速效磷 0.2 mg·kg-1，速效钾 104.0 mg·kg-1。
1.2 试验方法
1.2.1 试验设计 为避免干扰，获得理想拍摄效果，
采取单株膜上移栽方式，烟株四周 5 m 范围内不种
植其他任何作物；还苗期晚上用塑料拱顶覆盖烟苗
防霜冻，天亮后揭开。田间肥水管理、中耕管理和
采摘烘烤等操作采用当地优质烤烟规范化生产管理
措施。
采用“农用智能装置的拍照方法及拍照系统”
信息化平台对烤烟单株大田生长发育进行全程监
控。控制中心按照每 15 min 的时间间隔启动拍照指
令，并发送至中心控制器；中心控制器开启摄像头，
设置摄像头的拍摄参数，检测当前环境是否适合拍
照；如果不合适，则中心控制器启动摄像头参数补
偿模式，或控制中心重新设定拍照指令；如果合适，
按照当前设定的摄像头参数进行拍照；摄像头识别
目标物图像，并将拍摄图像发送至控制中心，与拍
照目标物参数进行核对；如果误差不超过设定阈值，
则符合控制中心要求；如果误差超过设定阈值，不
符合控制中心要求，调整摄像头拍摄参数；控制中
心将符合要求的图像保存，并记录拍照信息。通过
移动 App 可以实时远程查看和下载图片[14]。
设置“农用智能装置的拍照方法及拍照系统”
在 2017 年 2 月 15 日—7 月 31 分别于 5:00 至 20:00
每 15 min 和 20:00 至次日 5:00 每 60 min 的频率实
时采集气象、土壤等农作物信息。气象信息采集项
目包括：大气温度、大气湿度、露点温度、光照强
度、大气压强、降雨量（15 min 累计雨量）、风向
和风速；土壤信息采集项目包括：地膜内的土壤温
度和湿度、地膜外的土壤温度和湿度。
后期将单个静止的图像制作成延时摄影视频，
得到一个动态的视频，从而以明显变化的影像再现
烤烟大田生育缓慢变化过程。根据视觉暂留的效果
要求，每帧图像显示时间可设定为 0.04～0.10 s。本
研究参照电视画面每秒 25 帧图像的频率，即每帧图
像显示 0.04 s。每帧图像显示时间设定越短，视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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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越流畅、动作越快；图像显示时间设定越长，
人眼视觉暂留效果受到影响，视频看起来不太连贯。
1.2.2 调查与测定 烟苗去除底脚叶 3 片，留 5 cm
以上长度的叶片 4 片后进行移栽。自下而上定叶位
挂牌标记，以新出生叶片长度达 5 cm 定义为出叶，
调查记录烟株各片叶的出叶日期、退化或采收日期，
研究烟株不同叶位在各生育期的生长发育情况。
分别记录移栽、成活、团棵、现蕾、打顶、圆
顶、中部叶成熟和上部叶成熟的日期，分别在烟株
团棵、现蕾、打顶和圆顶时调查烟株农艺性状，具
体包括株高、茎围、节距、株型、叶数、最大叶片
的长与宽、叶面积等形态指标，测定与方法参考烟
草行业推荐标准[15]。采摘烘烤后按照国家烤烟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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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16]对每张叶片进行分级，按照当地烤后烟叶收
购价格（2017 年二价区）计算每张叶片的价格。
1.2.3 图像和数据处理 采用 Photoshop 软件对采
集图片进行处理；采用影音制作软件将采集图片制
作成视频；采用 Excel 2013 进行前期数据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单株烤烟生育期的动态呈现
根据记录，在单株整个大田生育期（124 d）一
共采集到图像 8 556 张，删除因户外拍摄而出现的
聚焦模糊或杂物遮挡的图像（约占总数 10%），按
照每秒 25 帧的频率把图像制作成时长约 5 min 的延
时摄影，重现单株 124 d 大田生育进程。

图 1 8 个物候期烟草形态及作物信息
Figure 1 Tobacco appearance and crop information indexes in eight phenological ph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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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单株烤烟生育期的图像信息
挑选 8 个物候期代表性图像进行后期处理（图
1），分别是：移栽（图 1a）
、成活（图 1b）、团棵（图
1c）、现蕾（图 1d）、打顶（图 1e）、圆顶（图 1f）、
中部叶成熟（图 1g）和上部叶成熟（图 1h），每张
图像批注对应的生育日期、农艺性状，以及实时采
集的气象、土壤等农作物信息。图像设置蓝色网格
背景，每个小网格的长和宽分别对应图像显示平面
长 1 cm，宽 1 cm，小网格面积对应图像显示平面 1
cm2。

图 2 单株烤烟生育进程时期分布甘特图
Figure 2 Period distribution gantt diagram of tobacco ideal
growth process

2.3 单株烤烟生育进程和区间分布
由生育进程时期分布甘特图（图 2）和各物候
期图像信息可见，单株大田生育进程总时间为 124
d，划分为由还苗期（10 d）、伸根期（36 d）、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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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2 d）、成熟期（56 d）。从 2 月 27 日移栽开始
（烟株形态见图 1a），至 3 月 9 日烟苗不再萎蔫，
新叶开始出现，标志着烟苗已经成活（形态见图 1b）
而进入伸根期。伸根期烟株经过 36 d 的缓慢生长，
于 4 月 14 日表现出团棵期形态（图 1c）后进入旺
长期，生长中心从伸根期的地下部分转移到地上部
分。旺长期烟株经过 22 d 的快速生长，茎迅速长高
加粗，叶数迅速增加，叶面积迅速扩大，于 5 月 6
日现蕾（形态见图 1d）后进入成熟期。现蕾 9 d 后
于 5 月 15 日进行初花打顶（形态见图 1e），之后叶
片出现分层落黄，分别于 5 月 29 日、6 月 13 日和 7
月 1 日采摘下部叶、中部叶和上部叶（成熟形态见
图 1f—图 1h）
，成熟期持续最长，达到 56 d。
2.4 单株烤烟物候期农艺性状调查结果
根据团棵、现蕾、打顶和圆顶 4 个物候期所测
定的农艺性状绘制生育期农艺生长进度百分比堆积
柱形图（图 3）。由图 3 可见，虽然旺长期持续时间
占整个大田生育期（124 d）不足 1/5（17.74%），但
各农艺性状在旺长期的生长进度均达到或超过 1/5。
在旺长期，株高、茎围和最大叶面积的生长进度达
到或超过 1/3，分别为 42.22%、33.68%和 31.14%；
一共有 14 片叶在旺长期出叶（叶位 No.19—32）
，
占单株总叶数的 43.75%，而且全部最终成为有效叶
片，占总有效叶片数的 77.78%。烟株现蕾后，叶位
达到 No.32 且不再增加。

图 3 生育期农艺性状分布百分比
Figure 3 Percentage accumulation of agronomic traits in growth duration after transplant

成熟前期（现蕾至打顶）持续时间虽然只有 9 d，
仅占整个大田生育期（124 d）的 7.26%。但在此期
间，除了节距、叶位和有效叶数外，其他农艺性状
的生长进度均达到或超过 14.00%，其中茎围、最大

叶宽的生长进度均超过 20%，最大叶面积的生长进
度甚至达到 33.62%。
成熟中期（打顶至圆顶）持续时间为 14 d，占
整个大田生育期（124 d）的 11.29%，各农艺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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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进度均比较缓慢，其中最大叶宽在打顶时达
到最大，打顶后不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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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株展、最大叶长和叶宽，接近半数叶位
（No.5—18，No.1—4 为移栽烟苗叶片）在此期间
萌发，但随着生长，此期间萌发 14 片叶大部分退
化脱落，只有最后萌发的 4 片最终成为有效叶片。

图 4 烘烤后有效叶片重量和价格分布情况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effective leaf weight and price after baking

其他生育期（包括还苗期、伸根期和成熟采摘
后期）总时间为 79 d，占整个大田生育期（124 d）
的 63.71%，此期间有明显生长进度的农艺性状为节

Figure 5

图 5 单片烟叶烤后等级雷达分布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grade of single leaf tobacco

表 1 烘烤后有效叶片的产质量调查
Table 1 Quality inventory of effective leaves after baking
总重/g 占单株比/%
收购等级
单叶均价/元
Gross Proportion of
Acquisition
Average
weight plant weight
grade
price
46.65
21.48
0.19
X2F，X3F，C3F，C4F

下部叶 Lower

单叶均重/g
Average
weight
7.78

中部叶 Middle

14.01

84.05

38.70

C2F，C3F，B3F

0.39

2.35

41.24

上部叶 Upper

14.42

86.50

39.83

B1F，B2F，B3F

0.37

2.19

38.49

部位
Position

单株合计 Total

217.20

2.5 有效叶片的产量和产值调查结果
由图 4 可见，单株 18 片有效叶对应的叶位为
No.15—32。下部叶 No.15（第 1 片有效叶）烤后干
重最小，仅 4.13 g，叶片干重从下往上呈现上升趋
势；至中部叶 No.24（第 10 片有效叶）干重出现第
1 个小高峰 16.55 g，约为 No.15 的 4 倍；至上部叶
No.28（第 14 片有效叶）干重达到最大值 17.64 g，
叶位再往上叶片干重呈现下降趋势。叶片价格变化
趋势与重量变化基本一致，但 No.15、No.25、No.26、
No.31 和 No.32 片叶的价格水平明显低于重量水平，
烤后等级为 X3F 和 B3F。
由图 5 可见，烟株 18 片有效叶对应的叶位为
No.15—32，烟叶等级与叶位的对应关系为 CF：
No.18—24，BF：25—32，XF：No.15—17。单株叶
片烤后重量合计 217.20 g，价格合计 5.70 元。将烟
株自下而上按有效叶片第 1～6 片（No.15—20）为
下部叶、7～12 片（No.21—26）为中部叶、13～18
片（No.27—32）为上部叶定部位，各部位重量和收
购等级情况详见表 1。

总价/元
Total
price
1.16

占单株产值比/%
Proportion of
output per plant
20.27

5.70

3

讨论与结论

植物生长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通过研究烤
烟单株大田生长，计算得到烤烟大田生育期平均每
天长高仅 0.75 cm，即便在生长速度最快的旺长期，
每天也只有 1.73 cm。烤烟一个大田生育期达到 124
d，约 178 560 min，若采用全程录像，将占用大量
网络资源和存储空间。本研究采用信息化技术采集
图像、气象和土壤等农作物信息，实现对烤烟单株
大田生长发育的全程监控，图像及农作物信息可通
过移动 App 实时远程查看和下载。通过后期图像处
理，获得移栽、成活、团棵、现蕾、打顶、圆顶、
中部叶成熟及上部叶成熟共 8 个物候期代表性图像
及其对应的农艺性状、气象和土壤等农作物信息；
采集图像按照每秒 25 帧的频率制作成延时摄影，将
烟株长达 124 d 的大田生育进程用 5 min 流畅呈现。
通过上述研究措施获取烤烟单株大田生育的物候期
代表性长相图片及动态呈现，准确掌握烟株大田生
育进程的外观形态及其对应的生长环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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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大田生育期 120～130 d，其中，还苗
期为 7～10 d，伸根期 25～30 d，旺长期 25～30 d，
成熟期 50～60 d[3-4]。本研究中单株的大田生育期时
间（124 d）虽然符合粤烟 97 的生育期标准（120 d
左右）[17]，但存在伸根期过长（36 d）、旺长期不足
（22 d）的问题。根据粤烟 97 品种标准[17]，打顶株
高 90～110 cm，茎围 9.5～10.0 cm，节距 4.5～5.5
cm，有效叶 18～20 片，腰叶长 65～75 cm，宽 25～
35 cm。本研究中单株的打顶株高（82 cm）、节距（4.0
cm）均未达标准的要求，茎围（9.5 cm）、腰叶长（64
cm）、有效叶（18 片）仅达到标准的最低要求。
单株的多个农艺性状指标偏低，与伸根期过长
（36 d）和旺长期不足（22 d）有着直接关系。经查
阅单株农事操作记录，伸根期没有进行揭膜和中耕
培土（由图 1e 可见，直至打顶日期没有揭膜、垄面
低矮），不利于烟株根系生长，导致单株延迟达到团
棵长相；而且挤占了旺长期时间，单株在现蕾后，
多个农艺性状还保持着较高的生长进度，并在成熟
中后期呈现轻微倒塔形（图 1g 和图 1h），最终造成
多个农艺性状指标偏低。
种植密度可以改变烟株有效截光叶面积、群体
光合效能和田间微气象条件，协调平衡烤烟大田群
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影响到烟株的生长发育，并
从营养分配、致香成分含量等方面影响烟株的产量
和质量[18-22]。栽培过稀，单株烟草的生长环境较好，
有充足的光照条件及适宜的通风条件，个体发育较
好，单叶重较高[23-24]。本研究以烤烟单株为研究对
象，最大限度排除了其他植物对图片拍摄的影响，
获得了较为理想的大田生育进程图像信息；但单株
的大田生长情况、农艺性状、气候和土壤等作物信
息与合理密植的烟株有一定区别，如因种植密度下
降使中部叶和上部叶的单叶重、产量构成比例增加，
单株产量和产值偏高。
研究还获取了单株大田生长过程的大气温度和
湿度、露点温度、光照强度、大气压强、降雨量（15
min 累计雨量）、风向和风速等气象信息，以及地膜
内的土壤温度和湿度、地膜外的土壤温度和湿度等
土壤信息，为进一步研究单株生育进程与田间气象、
土壤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采用“农用智能装置的拍照方法及拍照系统”
信息化平台可实现对烟株大田生长发育的全程监控
和动态呈现，通过后期图像处理，获得烟株物候期
图像及对应农作物信息，为研究和优化烤烟大田生
育进程及田间长相提供了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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