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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估算烟支中烟丝的再造

烟叶丝实掺比例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①测试

叶丝中和再造烟叶丝中烟碱和氯含量；②按掺配

比例计算掺配混合物料中的烟碱和氯含量；③准

测试烟支中烟碱和氯含量；④计算出烟丝中再造

烟叶丝实际占比；⑤对XN、XCl进行可信度判定，取

XN、XCl的平均值即为烟支中再造烟叶丝实际占比

X。本发明的方法无需建模、简单快速，结果准确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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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估算烟支中烟丝的再造烟叶丝实掺比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①分别取叶丝、再造烟叶丝的多个样品，按照标准测试所述叶丝中烟碱和氯含量，取平

均值记为YN、YCl；按照标准测试所述再造烟叶丝中烟碱和氯含量，取平均值记为ZN、ZCl；

②设再造烟叶丝掺配比例为X0，将再造烟叶丝与叶丝在线掺配、滚筒混合后得配方丝，

计算配方丝中烟碱和氯含量为HN、HCl；

③取烟支中烟丝的多个样品，按照标准测试烟支中烟丝的烟碱和氯含量，取平均值记

为PN、PCl；

④根据以上数值计算出烟支中烟丝的再造烟叶丝的XN、XCl：

XN＝X0-(HN-PN)/(ZN-YN)

XCl＝X0-(HCl-PCl)/(ZCl-YCl)；

⑤对XN、XCl进行可信度判定，当满足以下条件：

|XN-XCl|≤1.0％时

取XN、XCl的平均值即为烟支中烟丝的再造烟叶丝实掺比例X：

X＝(XN+XCl)/2；

所述的多个样品为5个以上，且多个样品中的烟碱、氯含量检测值分别满足RSD％≤

2.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①、②和③中所述的标准为YC/T 

42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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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快速估算烟支中烟丝的再造烟叶丝实掺比例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烟草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快速估算烟支中烟丝的再造烟叶丝实掺

比例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再造烟叶丝在卷烟配方中的掺配应用对节约原料成本以及卷烟减害降焦等具有

重要的意义。随着制再造烟叶丝技术的升级完善，再造烟叶丝掺配比例不断提高，其对卷烟

质量的影响越来越凸显。生产样品的在线测试结果表明，再造烟叶丝形态结构是影响卷烟

质量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在相同的再造烟叶丝设定掺配比例下，不同的再造烟叶丝形态结

构最终进入烟支中的再造烟叶丝比例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卷烟的质量稳定性。原因是由

于再造烟叶丝在混合、输送及卷烟机卷制等工艺过程中，部分的细碎再造烟叶丝被筛分、剔

除、吸附而损耗。

[0003] 近几年来，随着“中短细支”卷烟的兴起，卷烟烟支的参数(如烟支的直径或长度)

发生了改变，造成了现有的卷烟配伍技术、再造烟叶丝加工条件无法适应该要求。如细支卷

烟由于直径较小，工艺上常需降低切丝宽度以提高烟支中烟丝分布均匀性，减少竹节烟发

生率，改善烟支吸阻稳定性。而切丝宽度的降低势必导致烟丝结构差异，因此与之配伍的再

造烟叶丝也需在工艺上进行匹配，由此，“再造烟叶单独成丝”技术应运而生。而更小规格尺

寸的再造烟叶丝在掺配过程中，存在更严重的“损耗现象”，即实际掺入烟支中的再造烟叶

丝比例低于设计比例，卷烟的质量稳定性不能保证。

[0004] 中国专利CN106896032A公开了一种测定烟丝、梗丝、再造烟叶配方烟丝均匀性的

方法。该方法根据纤维素和总糖在烟丝、梗丝、再造烟叶中的含量差异，建立了评估物料掺

配均匀性的总体纤维素法。该方法无需建模无需外加标识物，操作较为方便，但无法表征物

料特别是再造烟叶丝实际掺入比例。

[0005] 中国专利CN103263069A公开了一种表征叶丝、膨胀丝和梗丝掺配均匀性的方法。

该方法测定不同掺配比例混合烟丝标准样品的填充值和碎丝率，并建立掺配比例与混合烟

丝的填充值和碎丝率关联的数学模型，然后测定待测样品的填充值和碎丝率，并依据数学

模型表征掺配烟丝的均匀性。但在实际生产中，烟草物料存在不同程度的造碎，填充值和碎

丝率波动较大，因此该方法精度较低，仍然无法真实表征物料的实际掺入比例。

[0006] 中国专利CN104198325A公开了基于计算机视觉的烟丝中梗丝比例测定方法。该方

法利用图像采集系统分别采集待测烟丝各组分图像，然后获取待测烟丝各组分的图像特征

并计算再造烟叶丝的特征数据量，建立特征数据库。根据相关度计算结果对梗丝组分分析

识别，由分拣系统分拣出待测烟丝中的梗丝，称量并计算梗丝组分比例，该方法得到梗丝组

分比例精度较高，但该方法建模过程需要大量样品积累，当梗丝形态结构发生变化时又需

重新建模，方法欠灵活性。同时，由于引入图像采集系统和分拣系统，方法成本高，操作复

杂，不适于再造烟叶丝生产的在线分析。

[0007] 烟碱和氯是烟草中两个很重要的化学指标，是反映烟草内在品质的评价指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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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人意外发现，叶丝和再造烟叶丝中的烟碱和氯的含量稳定、且叶丝中烟碱和氯的含

量和再造烟叶丝中烟碱和氯的含量不同且差异稳定，同时在实际测试中烟碱和氯含量测定

误差小，不易受其他成分干扰。

发明内容

[0008]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公开一种快速估算烟支中烟丝的再造烟叶丝实掺比例的

方法。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9] 除非另有说明，本发明的所有样品及烟碱和氯含量、比例及百分比的单位都为重

量单位。

[0010] 一种快速估算烟支中烟丝的再造烟叶丝实掺比例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①分别取叶丝、再造烟叶丝的多个样品，按照标准测试所述叶丝中烟碱和氯含量，

取平均值记为YN、YCl；按照标准测试所述再造烟叶丝中烟碱和氯含量，取平均值记为ZN、ZCl；

[0012] ②设再造烟叶丝掺配比例为X0，将再造烟叶丝与叶丝在线掺配、滚筒混合后得掺

配混合物料(配方丝)，计算配方丝中的烟碱和氯含量为HN、HCl；

[0013] ③取烟支中烟丝的多个样品，按照标准测试烟支中烟丝的烟碱和氯含量，取平均

值记为PN、PCl；

[0014] ④根据以上数值计算出烟支中烟丝的再造烟叶丝的XN、XCl：

[0015] XN＝X0-(HN-PN)/(ZN-YN)

[0016] XCl＝X0-(HCl-PCl)/(ZCl-YCl)；

[0017] ⑤对XN、XCl进行可信度判定，当满足以下条件：

[0018] |XN-XCl|≤1.0％时

[0019] 取XN、XCl的平均值即为烟支中烟丝的再造烟叶丝实掺比例X：

[0020] X＝(XN+XCl)/2。

[0021] 优选地，步骤①、②和③中所述的多个样品为5个以上，且多个样品中的烟碱、氯含

量检测值分别满足RSD％≤2.5％。

[0022] 优选地，步骤①、②和③中所述的标准为YC/T  426—2012。

[0023] 本发明的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一种快速估算烟支中烟丝的再造烟叶丝实掺比例

的方法，主要步骤包括取样制样、含量测定、方法误差判定、计算再造烟叶丝损耗量、可信度

判定及烟支中烟丝中的再造烟叶丝比例计算；

[0024] 1、取样制样：取纯叶丝、纯再造烟叶丝及烟支中烟丝(跑条丝)，分别制备≥5份平

行样，记录再造烟叶丝设计掺配量X0；

[0025] 2、含量测定：按照YC/T  426—2012烟草均匀混合度的测定规定的方法，分别测定

各平行样品烟碱、氯含量，取烟碱、氯含量平均值并记录；

[0026] 3、方法误差判定：依次分析各平行样的烟碱、氯含量测定值，计算出各样品烟碱、

氯含量的RSD％值并评价，如RSD％＞2.5％，需重新混合取样测定；

[0027] 4、计算再造烟叶丝损耗量：若RSD％≤2.5％，则依次根据叶丝与再造烟叶丝、掺配

混合后的配方丝与烟支中烟丝(跑条丝)中的烟碱、氯含量差值，分别计算再造烟叶丝是损

耗量XSN、XSCl。其中HN、HCl，PN、PCl，ZN、ZCl，YN、YCl分别为混合后的配方丝、烟支中烟丝(跑条

丝)、纯再造烟叶丝、纯叶丝中烟碱、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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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XSN＝(HN-PN)/(GN-YN)

[0029] XSCl＝(HCl-PCl)/(GCl-YCl)

[0030] 5、根据如下公式计算烟支中再造烟叶丝实际占比XN、XCl；

[0031] XN＝X0-XSN

[0032] XCl＝X0-XSCl

[0033] 6、可信度判定：对XN、XCl进行可信度判定：若|XN-XCl|≤1.0％，则烟支中烟丝的再

造烟叶丝实掺比例X为XN、XCl的均值，X＝(XN+XCl)/2；若|XN-XCl|＞1.0％，则可能由于样品不

够均匀，需重新混合取样测试计算。

[003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5] 1、申请人意外发现，叶丝和再造烟叶丝中的烟碱和氯的含量稳定、且叶丝中烟碱

和氯的含量和再造烟叶丝中烟碱和氯的含量不同且差异稳定，同时在实际测试中烟碱和氯

含量测定误差小，不易受其他成分干扰，灵敏度高。其中纯叶丝中的烟碱含量较再造烟叶丝

高约3-8倍，而再造烟叶丝中的氯含量较纯叶丝约高2-7倍。

[0036] 2、本发明根据生产过程中配方烟丝的实际状态，对最终掺入烟支中烟丝(跑条丝)

中的再造烟叶丝实掺比例进行估算。本方法无需建模、简单快速，结果准确可靠。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具体地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此。

[0038] 除非另有说明，本发明的所有样品及烟碱和氯含量、比例及百分比的单位都为重

量单位。

[0039] 实施例1：常规烟支中烟丝的再造烟叶丝比例估算

[0040] 本发明的一种快速估算烟支中烟丝的再造烟叶丝实掺比例的方法，主要步骤包括

取样制样、含量测定、方法误差判定、计算再造烟叶丝损耗量、可信度判定及烟支中烟丝的

再造烟叶丝实掺比例计算。

[0041] 采取在线横截面取样法取常规卷烟纯叶丝、预掺配的再造烟叶丝各7份，每份

200g；按设计再造烟叶丝掺配比例10％在线掺入再造烟叶丝，滚筒混配后取配方丝7份，每

份200g；在卷烟机处取一次烟支中烟丝7份，每份200g；按照YC/T  426—2012方法，分别测定

纯叶丝、再造烟叶丝、配方丝及烟支中烟丝样品中的烟碱、氯含量，具体见下表1。

[0042] 表1常规烟支中烟丝各样品烟碱、氯含量记录及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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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根据表1中各样品中烟碱、氯含量数据，进行方法误差判定，测定值均满足RSD％＜

2.5％，方法测量精度符合要求。然后根据纯叶丝与再造烟叶丝、掺配混合后的配方丝与烟

支中烟丝的烟碱、氯含量差值，计算再造烟叶丝损耗量XZN＝2.0947％、XZCl＝2.3058％。可信

度判定：|XN-XCl|≤1.0％；取两者均值即得再造烟叶丝实际过程损耗量XZS＝2.2003％，则烟

支中再造烟叶丝实际占比XZ＝7.7997％。

[0045] 实施例2：中短支卷烟中烟丝的再造烟叶丝比例估算

[0046] 采取在线横截面取样法取中短支卷烟纯叶丝、预掺配的再造烟叶丝各7份，每份

200g；按设计再造烟叶丝掺配比例8％在线掺入再造烟叶丝，滚筒混配后取配方丝7份，每份

200g；在卷烟机处取一次烟支中烟丝7份，每份200g；按照YC/T  426—2012方法，分别测定纯

叶丝、再造烟叶丝、配方丝及烟支中烟丝样品中的烟碱、氯含量，具体见下表2。

[0047] 表2中短支卷烟中烟丝各样品烟碱、氯含量记录及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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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0049] 根据表2中各样品中烟碱、氯含量数据，进行方法误差判定，测定值均满足RSD％＜

2.5％，方法测量精度符合要求。然后根据纯叶丝与再造烟叶丝、掺配混合后的配方丝与烟

支中烟丝的烟碱、氯含量差值，计算再造烟叶丝损耗量XZN＝1.9546％、XZCl＝1.7003％。可信

度判定：|XN-XCl|≤1.0％；取两者均值即得再造烟叶丝实际过程损耗量XZS＝1.8275％，则烟

支中再造烟叶丝实际占比XZ＝8.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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