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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提高K326品种烟叶质量的

高效率烘烤方法，以生物质燃料烘烤，采收适熟

K326品种烟叶；编竿装入烤房待烤；变黄期控制

包括变黄初期、变黄中期及变黄后期控制；定色

期控制包括定色初期及定色后期控制，定色初期

控制在变黄期控制结束后以1℃/1~2h速率升温；

干筋期控制将干球温度升至66~67℃，湿球温度

调整至40~42℃。本发明通过定色前期缓慢升温，

结合烤干筋期较高温度和较低湿度，解决传统

K326烟叶烘烤过程变黄容易定色难、烤后烟叶僵

硬、香气不足，以及升温慢、稳温不稳定导致的挂

灰烟、工艺执行不精准、烘烤时间长、燃烧效率

低、污染较大、加料频繁等问题，显著提高了中上

等烟的比例和烤后烟叶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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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K326品种烟叶外观质量的高效率烘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鲜叶采收、编

竿及装炉、变黄期控制、定色期控制、干筋期控制步骤，具体步骤如下：

A、鲜叶采收：采收适熟K326品种烟株的烟叶；

B、编竿及装炉：将采收的烟叶编竿，装入密集烤房待烘烤；

C、变黄期控制：采用生物质燃料分期烘烤，包括变黄初期控制、变黄中期控制及变黄后

期控制，所述变黄初期控制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由室温升至34～35℃，湿球温

度由室温调整至32～33℃，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至高温层烟叶叶尖明显变黄；所述变

黄中期控制在变黄初期结束后以1℃/1～2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38~40℃，湿球温

度调整至35~36℃，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至高温层叶黄8成左右；所述变黄后期控制在

变黄中期结束后以1℃/1~2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42~43℃，湿球温度保持35~36℃，

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至烟叶全黄、凋萎结束；

D、定色期控制：采用生物质燃料分期烘烤，包括定色初期控制、定色后期控制，所述定

色初期控制在C步骤结束后以1℃/1.5~2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45~46℃，湿球温度

调整至36~37℃，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至底台支脉全黄、勾尖卷边；所述定色后期控制

在定色初期结束后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55~56℃，湿球温度调整至38~39

℃，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至全炉烟叶叶片干燥、大卷筒结束；

E、干筋期控制：采用生物质燃料分期烘烤，在D步骤结束后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

温度升至66~67℃，湿球温度调整至40~42℃，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至全烤房烟叶的主

脉干燥为止，最后随炉冷却后出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提高K326品种烟叶外观质量的高效率烘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A步骤中采收烟株下部叶、中部叶、上部叶中的任一种或多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提高K326品种烟叶外观质量的高效率烘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A步骤中适熟的K326品种烟株烟叶表现为：叶色浅黄，主脉全白发亮，支脉变白，叶尖、叶

缘下卷，叶面起皱，有成熟斑，且茸毛大部分脱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提高K326品种烟叶外观质量的高效率烘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B步骤中烟叶编竿后装入上升式密集烤房，所述烟叶编竿的原则是同竿同质，同部位，稀

密恰当；所述装入密集烤房的原则是同炉同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提高K326品种烟叶外观质量的高效率烘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B步骤中烤房装烟的密度为42～45  kg/m3，装烟至烤房容积的95  %以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提高K326品种烟叶外观质量的高效率烘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C步骤中变黄初期控制经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2～18h使高温层烟叶变黄1/3，变黄中期

控制经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5～20h使高温层烟叶变黄2/3，变黄后期控制经稳定干、湿球

温度烘烤18～25h使底台烟叶完全变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提高K326品种烟叶外观质量的高效率烘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D步骤中定色前期控制经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20～25h使全炉烟叶支脉变黄，定色后期

控制经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8～25h使全烤房烟叶的支脉和叶肉干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提高K326品种烟叶外观质量的高效率烘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E步骤中经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24～36h使全烤房烟叶的主脉干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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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K326品种烟叶外观质量的高效率烘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烟草烘烤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显著提高烤后中上等烟比例和质

量、烘烤时间短的提高K326品种烟叶外观质量的高效率烘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烟草K326品种自1985年从美国引入我国以来，由于其产量中等偏高、颜色桔黄、色

泽饱满、油份多、烟味浓、劲头足，是非常理想的主料烟叶，一直是我国西南烟区种植面积较

广的特色品种之一。

[0003] 现有技术中，无论是采用传统的燃煤烘烤，还是部分采用生物质燃料、天然气和点

烘烤，都是将K326定色前期的温度设置为48~49℃，升温速率为1℃/h，普遍存在烟叶烘烤过

程中变黄容易定色难的问题；而且使用传统燃煤烘烤时还容易出现升温过快、稳温不稳定

的问题，容易导致烤后烟叶僵硬、香气不足、挂灰烟比例大，烟叶外观质量差。此外，现有技

术在K326烟叶的烘烤过程中，一般认为适当提高干筋期的湿度能够明显改善烟叶的外观质

量、化学成分协调性和感官质量，但也存在烘烤后部分烟叶正反面色差大的外观质量问题；

而且较高的干筋期湿度，也会导致烘烤过程中较大的热量损失和燃料浪费，使得烘烤时间

过长，污染物排放量大。

[0004] 为此，研发一种提高K326品种烟叶外观质量的烘烤方法，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显著提高烤后中上等烟比例和质量、烘烤

时间短的提高K326品种烟叶外观质量的高效率烘烤方法。

[0006]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包括鲜叶采收、编竿及装炉、变黄期控制、定色期控制、干筋

期控制步骤，具体步骤如下：

A、鲜叶采收：采收适熟K326品种烟株的烟叶；

B、编竿及装炉：将采收的烟叶编竿，装入密集烤房待烘烤；

C、变黄期控制：采用生物质燃料分期烘烤，包括变黄初期控制、变黄中期控制及变黄后

期控制，所述变黄初期控制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由室温升至34～35℃，湿球温

度由室温调整至32～33℃，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至高温层烟叶叶尖明显变黄；所述变

黄中期控制在变黄初期结束后以1℃/1～2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38~40℃，湿球温

度调整至35~36℃，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至高温层叶黄8成左右；所述变黄后期控制在

变黄中期结束后以1℃/1~2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42~43℃，湿球温度保持35~36℃，

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至烟叶全黄、凋萎结束；

D、定色期控制：采用生物质燃料分期烘烤，包括定色初期控制、定色后期控制，所述定

色初期控制在C步骤结束后以1℃/1.5~2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45~46℃，湿球温度

调整至36~37℃，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至底台支脉全黄、勾尖卷边；所述定色后期控制

在定色初期结束后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55~56℃，湿球温度调整至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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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至全炉烟叶叶片干燥、大卷筒结束；

E、干筋期控制：采用生物质燃料分期烘烤，在D步骤结束后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

温度升至66~67℃，湿球温度调整至40~42℃，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至全烤房烟叶的主

脉干燥为止，最后随炉冷却后出炉。

[000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1、本发明通过在定色前期的时候缓慢升温，升温速率为1℃/1.5~2h，升到45~46℃控

温，而且使用生物质燃料烘烤，与传统的燃煤烘烤相比，控温稳定，不会出现猛升温或猛降

温的情况，工艺执行精准，不仅解决了烟叶在烘烤过程中变黄容易定色难的问题，而且减少

挂灰烟的比例，有效避免传统烘烤中易出现的烤黑烟及烤青烟现象，从而显著提高了烟叶

烘烤后的外观质量。

[0008]   2、本发明根据K326品种烟叶的烘烤特点，通过变黄期、定色期和干筋期干湿球温

度及升温速率的控制，特别是通过控制干筋期采用较高温度和较低湿度，具体表现为干球

温度升至66~67℃，湿球温度调整至40~42℃，与现有的烘烤工艺相比，一方面可以加速主脉

水分的排除，烟叶主脉在定色期已经干燥了1/3～1/2，残留的水分不多，只是主脉表皮厚，

组织紧密，水分蒸发较慢，但不需要大量的通风排湿，有利于减小烟叶正反面色差，大幅提

升了烟叶的外观质量；另一方面烟叶叶片大部分已经干燥，烤房内部烟竿之间空隙变大，高

温低湿干筋有效减少热量的损失和燃料的浪费，从而可明显缩短烘烤时间，而且可有效减

轻污染物的排放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不以任何方式对本发明加以限制，

基于本发明教导所作的任何变更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10] 本发明包括鲜叶采收、编竿及装炉、变黄期控制、定色期控制、干筋期控制步骤，具

体步骤如下：

A、鲜叶采收：采收适熟K326品种烟株的烟叶；

B、编竿及装炉：将采收的烟叶编竿，装入密集烤房待烘烤；

C、变黄期控制：采用生物质燃料分期烘烤，包括变黄初期控制、变黄中期控制及变黄后

期控制，所述变黄初期控制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由室温升至34～35℃，湿球温

度由室温调整至32～33℃，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至高温层烟叶叶尖明显变黄；所述变

黄中期控制在变黄初期结束后以1℃/1～2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38~40℃，湿球温

度调整至35~36℃，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至高温层叶黄8成左右；所述变黄后期控制在

变黄中期结束后以1℃/1~2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42~43℃，湿球温度保持35~36℃，

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至烟叶全黄、凋萎结束；

D、定色期控制：采用生物质燃料分期烘烤，包括定色初期控制、定色后期控制，所述定

色初期控制在C步骤结束后以1℃/1.5~2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45~46℃，湿球温度

调整至36~37℃，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至底台支脉全黄、勾尖卷边；所述定色后期控制

在定色初期结束后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55~56℃，湿球温度调整至38~39

℃，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至全炉烟叶叶片干燥、大卷筒结束；

E、干筋期控制：采用生物质燃料分期烘烤，在D步骤结束后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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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升至66~67℃，湿球温度调整至40~42℃，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至全烤房烟叶的主

脉干燥为止，最后随炉冷却后出炉。

[0011] 所述A步骤中采收烟株下部叶、中部叶、上部叶中的任一种或多种。

[0012] 所述A步骤中适熟的K326品种烟株烟叶表现为：叶色浅黄，主脉全白发亮，支脉变

白，叶尖、叶缘下卷，叶面起皱，有成熟斑，且茸毛大部分脱落。

[0013] 所述B步骤中烟叶编竿后装入上升式密集烤房，所述烟叶编竿的原则是同竿同质，

同部位，稀密恰当；所述装入密集烤房的原则是同炉同质。

[0014] 所述B步骤中烤房装烟的密度为42～45  kg/m3，装烟至烤房容积的95  %以上。

[0015] 所述C步骤中变黄初期控制经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2～18h使高温层烟叶变黄1/

3，变黄中期控制经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5～20h使高温层烟叶变黄2/3，变黄后期控制经

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8～25h使底台烟叶完全变黄。

[0016] 所述D步骤中定色前期控制经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20～25h使全炉烟叶支脉变

黄，定色后期控制经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8～25h使全烤房烟叶的支脉和叶肉干燥。

[0017] 所述E步骤中经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24～36h使全烤房烟叶的主脉干燥为止。

[0018] 实施例1

S100：采收玉溪市江川区九溪镇适熟的K326品种烟株的烟叶。

[0019] S200：将采收的烟叶按同竿同质、同部位，稀密恰当的原则编竿，然后按同炉同质

的原则，以42  kg/m3的密度装入上升式密集烤房至容积的96  %待烘烤。

[0020] S300：采用生物质燃料进行分期烘烤，包括变黄初期控制、变黄中期控制及变黄后

期控制，所述变黄初期控制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由室温升至34℃，湿球温度由

室温调整至32℃，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6h至高温层烟叶叶尖明显变黄；所述变黄中

期控制在变黄初期结束后以1℃/1.5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39℃，湿球温度调整至

35℃，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5h至高温层叶黄8成左右；所述变黄后期控制在变黄中期

结束后以1℃/1.5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42℃，湿球温度保持36℃，然后稳定干、湿

球温度烘烤18h至烟叶全黄、凋萎结束。

[0021] S400：采用生物质燃料分期烘烤，包括定色初期控制、定色后期控制，所述定色初

期控制在S300烘烤结束后以1℃/2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45℃，湿球温度调整至36

℃，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25h至底台支脉全黄、勾尖卷边；所述定色后期控制在定色初

期结束后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55℃，湿球温度调整至39℃，然后稳定干、湿

球温度烘烤22h至全炉烟叶叶片干燥、大卷筒结束。

[0022] S500：采用生物质燃料分期烘烤，在S400烘烤结束后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

温度升至66℃，湿球温度调整至40℃，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2h至全烤房烟叶的主脉干

燥为止，最后随炉冷却后出炉。

[0023] 实施例2

S100：采收玉溪市江川区九溪镇适熟的K326品种烟株的烟叶。

[0024] S200：将采收的烟叶按同竿同质、同部位，稀密恰当的原则编竿，然后按同炉同质

的原则，以44  kg/m3的密度装入上升式密集烤房至容积的97  %待烘烤。

[0025] S300：采用生物质燃料进行分期烘烤，包括变黄初期控制、变黄中期控制及变黄后

期控制，所述变黄初期控制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由室温升至35℃，湿球温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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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调整至33℃，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2h至高温层烟叶叶尖明显变黄；所述变黄中

期控制在变黄初期结束后以1℃/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40℃，湿球温度调整至35

℃，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8h至高温层叶黄8成左右；所述变黄后期控制在变黄中期结

束后以1℃/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43℃，湿球温度保持35℃，然后稳定干、湿球温

度烘烤20h至烟叶全黄、凋萎结束。

[0026] S400：采用生物质燃料分期烘烤，包括定色初期控制、定色后期控制，所述定色初

期控制在S300烘烤结束后以1℃/1.5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46℃，湿球温度调整至

37℃，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23h至底台支脉全黄、勾尖卷边；所述定色后期控制在定色

初期结束后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56℃，湿球温度调整至38℃，然后稳定干、

湿球温度烘烤18、25h至全炉烟叶叶片干燥、大卷筒结束。

[0027] S500：采用生物质燃料分期烘烤，在S400烘烤结束后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

温度升至67℃，湿球温度调整至42℃，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36h至全烤房烟叶的主脉

干燥为止，最后随炉冷却后出炉。

[0028] 实施例3

S100：采收玉溪市江川区九溪镇适熟的K326品种烟株的烟叶。

[0029] S200：将与实施例1的S200一致。

[0030] S300：采用煤炭作为燃料进行分期烘烤，其它与实施例1的S300一致。

[0031] S400：采用煤炭作为燃料进行分期烘烤，其它与实施例1的S400一致。

[0032] S500：采用煤炭作为燃料进行分期烘烤，其它与实施例1的S500一致。

[0033] 实施例4

S100：采收玉溪市江川区九溪镇适熟的K326品种烟株的烟叶。

[0034] S200：将与实施例1的S200一致。

[0035] S300：采用煤炭作为燃料进行分期烘烤，其它与实施例2的S300一致。

[0036] S400：采用煤炭作为燃料进行分期烘烤，其它与实施例2的S400一致。

[0037] S500：采用煤炭作为燃料进行分期烘烤，其它与实施例2的S500一致。

[0038] 试验组1按实施例1进行，试验组2按实施例2进行，对照组1按实施例3进行，对照组

2按实施例4进行，烘烤试验结果见表1、表2。

[0039] 表1玉溪市江川区九溪镇不同燃料排放情况

表2玉溪市江川区九溪镇烤烟外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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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知：

1、试验组1的烘烤时间比对照组1节省24h；烟尘排放量比对照组1降低1733.79mg/m³；

CO排放量比对照组降低20319mg/m³；烘烤用工比对照组1减少1.96个/炉。

[0040] 2、试验组2的烘烤时间比对照组2节省36h；烟尘排放量比对照组2降低1662.88mg/

m³；CO排放量比对照组2降低20728mg/m³；烘烤用工比对照组2减少1.88个/炉。

[0041] 由表2可知：

1、试验组1的烟叶外观质量颜色比对照组1高1分；身份比对照组高1分；油分和身份比

对照组均高2分；残伤比对照组低1.5分。

[0042] 2、试验组2的烟叶外观质量叶片结构比对照组2高1分；身份比对照组高1分；油分

和身份比对照组均高2分；残伤比对照组低0.4分。

[0043] 实施例5

S100：采收昆明市禄劝县云龙乡适熟的K326品种烟株的烟叶。

[0044] S200：将采收的烟叶按同竿同质、同部位，稀密恰当的原则编竿，然后按同炉同质

的原则，以45  kg/m3的密度装入上升式密集烤房至容积的98%待烘烤。

[0045] S300：采用生物质燃料进行分期烘烤，包括变黄初期控制、变黄中期控制及变黄后

期控制，所述变黄初期控制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由室温升至35℃，湿球温度由

室温调整至32℃，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8h至高温层烟叶叶尖明显变黄；所述变黄中

期控制在变黄初期结束后以1℃/2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40℃，湿球温度调整至35

℃，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20h至高温层叶黄8成左右；所述变黄后期控制在变黄中期结

束后以1℃/2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42℃，湿球温度保持36℃，然后稳定干、湿球温

度烘烤25h至烟叶全黄、凋萎结束。

[0046]   S400：采用生物质燃料分期烘烤，包括定色初期控制、定色后期控制，所述定色初

期控制在S300烘烤结束后以1℃/1.5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45℃，湿球温度调整至37

℃，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24h至底台支脉全黄、勾尖卷边；所述定色后期控制在定色初

期结束后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55℃，湿球温度调整至39℃，然后稳定干、湿

球温度烘烤20h至全炉烟叶叶片干燥、大卷筒结束。

[0047] S500：采用生物质燃料分期烘烤，在S400烘烤结束后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

温度升至67℃，湿球温度调整至41℃，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32h至全烤房烟叶的主脉

干燥为止，最后随炉冷却后出炉。

[0048] 实施例6

S100：采收昆明市禄劝县云龙乡适熟的K326品种烟株的烟叶。

[0049] S200：将采收的烟叶按同竿同质、同部位，稀密恰当的原则编竿，然后按同炉同质

的原则，以43kg/m3的密度装入上升式密集烤房至容积的96%待烘烤。

[0050] S300：采用生物质燃料进行分期烘烤，包括变黄初期控制、变黄中期控制及变黄后

期控制，所述变黄初期控制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由室温升至34℃，湿球温度由

室温调整至33℃，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4h至高温层烟叶叶尖明显变黄；所述变黄中

期控制在变黄初期结束后以1℃/1.5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38℃，湿球温度调整至

36℃，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6h至高温层叶黄8成左右；所述变黄后期控制在变黄中期

结束后以1℃/1.5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43℃，湿球温度保持35℃，然后稳定干、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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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温度烘烤23h至烟叶全黄、凋萎结束。

[0051]   S400：采用生物质燃料分期烘烤，包括定色初期控制、定色后期控制，所述定色初

期控制在S300烘烤结束后以1℃/2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46℃，湿球温度调整至36

℃，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20h至底台支脉全黄、勾尖卷边；所述定色后期控制在定色初

期结束后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56℃，湿球温度调整至38℃，然后稳定干、湿

球温度烘烤18h至全炉烟叶叶片干燥、大卷筒结束。

[0052] S500：采用生物质燃料分期烘烤，在S400烘烤结束后以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

温度升至66℃，湿球温度调整至40℃，然后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24h至全烤房烟叶的主脉

干燥为止，最后随炉冷却后出炉。

[0053] 实施例7

S100：采收昆明市禄劝县云龙乡适熟的K326品种烟株的烟叶。

[0054] S200：将与实施例5的S200一致。

[0055] S300：采用煤炭作为燃料进行分期烘烤，其它与实施例5的S300一致。

[0056] S400：采用煤炭作为燃料进行分期烘烤，其它与实施例5的S400一致。

[0057] S500：采用煤炭作为燃料进行分期烘烤，其它与实施例5的S500一致。

[0058] 实施例8

S100：采收昆明市禄劝县云龙乡适熟的K326品种烟株的烟叶。

[0059] S200：将与实施例6的S200一致。

[0060] S300：采用煤炭作为燃料进行分期烘烤，其它与实施例6的S300一致。

[0061] S400：采用煤炭作为燃料进行分期烘烤，其它与实施例6的S400一致。

[0062] S500：采用煤炭作为燃料进行分期烘烤，其它与实施例6的S500一致。

[0063] 试验组3按实施例5进行，试验组4按实施例6进行，对照组3按实施例7进行，对照组

4按实施例8进行，试验结果见表3、表4。

[0064] 表3昆明市禄劝县云龙乡不同燃料排放情况

表4昆明市禄劝县云龙乡烤烟外观质量

由表3可知：

1、试验组3的烘烤时间比对照组3节省28h，烟尘排放量比对照组3降低1721.88mg/m³；

CO排放量比对照组3降低20319mg/m³；烘烤用工比对照组3减少1.95个/炉。

[0065] 2、试验组4的烘烤时间比对照组4节省12h；烟尘排放量比对照组4降低1720.79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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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³；CO排放量比对照组4降低20152mg/m³；烘烤用工比对照组4减少1.88个/炉。

[0066] 由表4可知：

1、试验组3的烟叶外观质量身份比对照组3高1分；油分和色度比对照组均高2分。

[0067] 2、试验组4的烟叶外观质量油分比对照组4高1分；色度比对照组高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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