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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揭示了一种提升淹水烟叶烘烤质量

的处理方法，烟叶首先进行采收，之后对采收的

烟叶编烟装炕，最后对编烟装炕的烟叶进行烘

烤；所述烘烤包括变黄期、定色期、干筋期；本发

明的淹水特殊烟叶采收烘烤方法，对降低烤坏烟

的风险、提高烘烤安全性和烤后烟叶质量效果明

显，最大限度降低了烟农受灾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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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升淹水烟叶烘烤质量的处理方法，烟叶首先进行采收，之后对采收的烟叶编烟装

炕，最后对编烟装炕的烟叶进行烘烤；

所述烘烤包括变黄期、定色期、干筋期，其特征在于：

所述变黄期包括：

底棚叶尖变软阶段：干球温度38℃，湿球温度36‑35℃，稳温时间10‑12h；

底棚叶片变软阶段：干球温度40℃，湿球温度35.5‑34.5℃，稳温时间22‑26h；

上棚主脉变软阶段：干球温度42℃，湿球温度35‑34℃，稳温时间22‑32h；

所述定色期包括：

上棚叶片变筋阶段：干球温度46℃，湿球温度34.5‑35.5℃，稳温时间14‑20h；

底棚叶片干燥阶段：干球温度50℃，湿球温度36‑37℃，稳温时间6‑10h；

上棚叶片干燥阶段：干球温度54℃，湿球温度37‑38℃，稳温时间10‑14h；

所述干筋期包括：

底棚烟筋干燥阶段：干球温度60℃，湿球温度38‑39℃，稳温时间4‑8h；

上棚烟筋干燥阶段：干球温度68℃，湿球温度39‑40℃，稳温时间20‑24h；

所述采收的过程中，待淹水烟叶田间挂黄后、失水凋萎前分部位进行抢采，烟叶的中部

叶片和上部叶片分别采收3‑4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升淹水烟叶烘烤质量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棚叶

尖变软阶段升温时间为4h，所述底棚叶片变软阶段升温时间为4h，所述上棚主脉变软阶段

升温时间为16h，所述上棚叶片变筋阶段升温时间为4h，所述底棚叶片干燥阶段升温时间为

4h，所述上棚叶片干燥阶段升温时间为6h，所述底棚烟筋干燥阶段升温时间为8h。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提升淹水烟叶烘烤质量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采收的

过程中分两次采收，先采烟叶中部叶片，然后采烟叶上部叶片。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提升淹水烟叶烘烤质量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烟

叶编烟装炕的过程中，若将烟叶的中部叶片和上部叶片合并装炕，则将上部叶片挂在上中

棚，将中部叶片挂在中下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提升淹水烟叶烘烤质量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若仅烘烤烟

叶的中部叶片，则烘烤方法：

底棚叶尖变软阶段：干球温度38℃，湿球温度36‑35.5℃，稳温时间10h；

底棚叶片变软阶段：干球温度40℃，湿球温度35.5‑35℃，稳温时间22‑24h；

上棚主脉变软阶段：干球温度42℃，湿球温度35‑34.5℃，稳温时间22‑26h；

上棚叶片变筋阶段：干球温度46℃，湿球温度35‑35.5℃，稳温时间14‑16h；

底棚叶片干燥阶段：干球温度50℃，湿球温度36.5‑37℃，稳温时间6‑8h；

上棚叶片干燥阶段：干球温度54℃，湿球温度37.5‑38℃，稳温时间10‑12h；

底棚烟筋干燥阶段：干球温度60℃，湿球温度38.5‑39℃，稳温时间4‑6h；

上棚烟筋干燥阶段：干球温度68℃，湿球温度39.5‑40℃，稳温时间20‑22h。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提升淹水烟叶烘烤质量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若仅烘烤烟

叶的上部叶片，则烘烤方法：

底棚叶尖变软阶段：干球温度38℃，湿球温度35.5‑35℃，稳温时间12h；

底棚叶片变软阶段：干球温度40℃，湿球温度35‑34.5℃，稳温时间24‑2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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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棚主脉变软阶段：干球温度42℃，湿球温度34.5‑34℃，稳温时间26‑32h；

上棚叶片变筋阶段：干球温度46℃，湿球温度34.5‑35℃，稳温时间16‑20h；

底棚叶片干燥阶段：干球温度50℃，湿球温度36‑36.5℃，稳温时间8‑10h；

上棚叶片干燥阶段：干球温度54℃，湿球温度37‑37.5℃，稳温时间12‑14h；

底棚烟筋干燥阶段：干球温度60℃，湿球温度38‑38.5℃，稳温时间6‑8h；

上棚烟筋干燥阶段：干球温度68℃，湿球温度39‑39.5℃，稳温时间22‑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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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淹水烟叶烘烤质量的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烤烟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提升淹水特殊烟叶烘烤质量的采收烘烤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烟叶生产是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的，受外界天气条件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成熟期

经常遭受强降雨等极端灾害天气，导致烟田遭受严重的涝灾，不利于烟叶的正常成熟和采

收烘烤，造成烟叶产质量水平和烟农种烟收益大幅下降，不利于烟叶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

农户种烟积极性的稳定。烟叶淹水超过24小时后，由于根系受损，吸收水分养分的能力大为

下降，不能满足烟草叶片正常生长或成熟的需要，导致叶片在田间凋萎，加上采收烘烤方法

不当，烤后烟叶青杂和挂灰现象严重、质量较差、交售均价较低，烟农受灾损失较大，严重挫

伤了农户的种烟积极性。

[0003] 烟叶采收烘烤主要包括成熟采收、编烟装炕、烤房烘烤等工艺流程，即待烟叶在田

间成熟落黄后进行采收、编竿、装入烤房，采用合适的烘烤工艺进行烘烤，以将烟叶在田间

形成的产质量进行固定，是一项工艺性与艺术性很强的技术。烘烤包括变黄期、定色期、干

筋期3个阶段，其对烘烤工艺的精准性要求很高，主要通过烤房内温度、湿度及升温稳温时

间的精准组合与控制，使烟叶变化达到各关键温度点所要求的变化状态，最终将田间采收

的鲜烟叶烤黄烤干、烤软烤熟烤香，生产实践中需根据不同烟叶的素质特点精准设计烘烤

工艺，尤其是湿球温度、时间的设计控制精准度要求更高，一般湿球温度设计控制精准度不

超过0.3‑0.5℃、时间设计控制精准度不超过1‑2h，才能保证烟叶烘烤质量和烘烤安全性，

如超过该精准度范围，则烤后烟叶质量大幅下降、烤坏烟风险大幅增加。

[0004] 目前烟叶采收和烘烤的工艺如下：

[0005] 1、采收。云烟87、云烟97栽后95‑100天，成熟度达到所采烟叶占比色卡中部叶5级

90％以上为准。

[0006] 2、编装。120‑130片/竿或24斤左右/夹；400‑420竿或340‑350夹，编紧夹牢装匀，底

棚大门处按正常密度装烟，切勿强挤硬推，增加装烟密度。

[0007] 3、烘烤。工艺整体核心为中温中湿，烤熟烤软烤香。适度提高变黄前期变黄程度、

变黄前期适度排湿、降低变黄后期和定色前期排湿压力，变黄温度以38℃和40℃为主，促进

淀粉等内含物转化。烘烤总时间控制在6.5天左右。

[0008] 烘烤关键点如下：

[0009] ①变黄时间：以38℃和40℃为主变黄期，以叶片变化为标准，38℃结束时底棚烟叶

达到7‑8成黄(除主支脉两侧及叶基部叶肉含青外其余全黄)，40℃结束时底棚达到黄片青

筋。38和40℃温度点稳温时间分别至少18小时以上。

[0010] ②提前排湿：在38℃开始主动适度排湿，自控仪湿球温度不得高于36.5，40℃开始

逐渐加大排湿，40℃后期自控仪湿球温度不得高于36.5℃。

[0011] ③适度提高定色期湿球温度。42‑46℃慢升温定色，过度时间不得低于14小时，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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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稳温时间不得少于12小时，烤房湿度不得低于37℃。定色后期适度提高湿球温度，增加橘

黄色烟叶比例。干球50‑54℃时烤房湿球温度不得低于38℃。

[0012] ④合理设置稳温点：可将40℃分两段设置便于主动排湿管理。

[0013] ⑤六是风机风力调控：进入68℃后风机调为低速档烘烤，可增加致香物质积累和

减少油份损耗。

[0014] (2)云烟87烘烤工艺整体参考云烟97，主要有以下2点区别：

[0015] ①变黄时间稍短：变黄时间较97短4‑6小时，38和40℃温度点稳温时间分别至少16

小时以上。

[0016] ②定色期变筋时间稍长。46℃稳温时长增加2小时。

[0017] 烘烤工艺表如下：

[0018]

[0019] 目前淹水特殊烟叶采收烘烤的方法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还有以标准的采收和

烘烤为基础进行处理，则存在以下问题：

[0020] 采收时机和方法把握不当、采收的烟叶未落黄或在田间已失水凋萎，未按部位进

行分类抢采和编烟装炕，烘烤工艺针对性不强，未能根据淹水烟叶的素质特点精准设计制

定烘烤工艺，烘烤过程中变黄期各阶段时间分配不合理、低温变黄时间过长、高温变黄时间

不够，变黄期至定色期湿球温度偏高，增加了烘烤操作难度和烤坏烟的风险，烤后烟叶颜色

灰暗、质量结构水平较差，以中等和下低等烟为主、级外烟(不予收购)比例偏大，杂色、糟片

等烤坏烟现象严重，烟农种烟收益大幅下降，不利于降低烟农受灾损失、稳定种烟积极性。

[0021] 烟叶生产中急需操作简便、针对性强、提升烘烤质量的淹水特殊烟叶采收烘烤技

术，以最大限度降低烟农受灾损失、保障烟农种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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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22]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实现一种克服淹水特殊烟叶现有采烤技术的不足，

提供一种操作简便、针对性强、提升烘烤质量的淹水特殊烟叶采收烘烤方法，以最大限度降

低烟农受灾损失，稳定或保障烟农种烟收益和种烟积极性，促进烟农脱贫增收。

[0023]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提升淹水烟叶烘烤质量的处理方

法，烟叶首先进行采收，之后对采收的烟叶编烟装炕，最后对编烟装炕的烟叶进行烘烤；

[0024] 所述烘烤包括变黄期、定色期、干筋期；

[0025] 所述变黄期包括：

[0026] 底棚叶尖变软阶段：干球温度38℃，湿球温度36‑35℃，稳温时间10‑12h；

[0027] 底棚叶片变软阶段：干球温度40℃，湿球温度35.5‑34.5℃，稳温时间22‑26h；

[0028] 上棚主脉变软阶段：干球温度42℃，湿球温度35‑34℃，稳温时间22‑32h；

[0029] 所述定色期包括：

[0030] 上棚叶片变筋阶段：干球温度46℃，湿球温度34.5‑35.5℃，稳温时间14‑20h；

[0031] 底棚叶片干燥阶段：干球温度50℃，湿球温度36‑37℃，稳温时间6‑10h；

[0032] 上棚叶片干燥阶段：干球温度54℃，湿球温度37‑38℃，稳温时间10‑14h；

[0033] 所述干筋期包括：

[0034] 底棚烟筋干燥阶段：干球温度60℃，湿球温度38‑39℃，稳温时间4‑8h；

[0035] 上棚烟筋干燥阶段：干球温度68℃，湿球温度39‑40℃，稳温时间20‑24h。

[0036] 所述底棚叶尖变软阶段升温时间为4h，所述底棚叶片变软阶段升温时间为4h，所

述上棚主脉变软阶段升温时间为16h，所述上棚叶片变筋阶段升温时间为4h，所述底棚叶片

干燥阶段升温时间为4h，所述上棚叶片干燥阶段升温时间为6h，所述底棚烟筋干燥阶段升

温时间为8h。

[0037] 所述采收的过程中，待淹水烟叶田间挂黄后、失水凋萎前分部位进行抢采，烟叶的

中部叶片和上部叶片分别采收3‑4片。

[0038] 所述采收的过程中分两次采收，先采烟叶中部叶片，然后采烟叶上部叶片。

[0039] 所述烟叶编烟装炕的过程中，若将烟叶的中部叶片和上部叶片合并装炕，则将上

部叶片挂在上中棚，将中部叶片挂在中下棚。

[0040] 若仅烘烤烟叶的中部叶片，则烘烤方法：

[0041] 底棚叶尖变软阶段：干球温度38℃，湿球温度36‑35.5℃，稳温时间10h；

[0042] 底棚叶片变软阶段：干球温度40℃，湿球温度35.5‑35℃，稳温时间22‑24h；

[0043] 上棚主脉变软阶段：干球温度42℃，湿球温度35‑34.5℃，稳温时间22‑26h；

[0044] 上棚叶片变筋阶段：干球温度46℃，湿球温度35‑35.5℃，稳温时间14‑16h；

[0045] 底棚叶片干燥阶段：干球温度50℃，湿球温度36.5‑37℃，稳温时间6‑8h；

[0046] 上棚叶片干燥阶段：干球温度54℃，湿球温度37.5‑38℃，稳温时间10‑12h；

[0047] 底棚烟筋干燥阶段：干球温度60℃，湿球温度38.5‑39℃，稳温时间4‑6h；

[0048] 上棚烟筋干燥阶段：干球温度68℃，湿球温度39.5‑40℃，稳温时间20‑22h。

[0049] 若仅烘烤烟叶的上部叶片，则烘烤方法：

[0050] 底棚叶尖变软阶段：干球温度38℃，湿球温度35.5‑35℃，稳温时间12h；

[0051] 底棚叶片变软阶段：干球温度40℃，湿球温度35‑34.5℃，稳温时间24‑2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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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上棚主脉变软阶段：干球温度42℃，湿球温度34.5‑34℃，稳温时间26‑32h；

[0053] 上棚叶片变筋阶段：干球温度46℃，湿球温度34.5‑35℃，稳温时间16‑20h；

[0054] 底棚叶片干燥阶段：干球温度50℃，湿球温度36‑36.5℃，稳温时间8‑10h；

[0055] 上棚叶片干燥阶段：干球温度54℃，湿球温度37‑37.5℃，稳温时间12‑14h；

[0056] 底棚烟筋干燥阶段：干球温度60℃，湿球温度38‑38.5℃，稳温时间6‑8h；

[0057] 上棚烟筋干燥阶段：干球温度68℃，湿球温度39‑39.5℃，稳温时间22‑24h。

[0058] 本发明的淹水特殊烟叶采收烘烤方法，对降低烤坏烟的风险、提高烘烤安全性和

烤后烟叶质量效果明显，最大限度降低了烟农受灾损失。

具体实施方式

[0059] 本发明针对淹水特殊烟叶干物质积累不充分、成熟度不够、耐烤性差等烟叶素质

特点，采取以“失水凋萎前分类抢采，按部位分类编烟装炕，高温变黄、低湿定色”核心的淹

水特殊烟叶采烤方法，即对淹水超过24小时受灾的烟叶，在烟叶凋萎前分中部和上部实施

抢采，分中部和上部编烟装炕，将主变黄温度由38‑40℃提高到40‑42℃，较现有烘烤工艺降

低变黄期和定色前期湿球温度1‑3℃，防止烟叶养分过度消耗，减少青杂、挂灰和糟片等低

次烟叶比例，提高烤后烟叶质量和烘烤安全性。发明内容具体如下：

[0060] (一)失水凋萎前分类采收。待淹水烟叶田间挂黄后、失水凋萎前分部位进行抢采，

一般分中部3‑4片、上部3‑4片进行两次采收，中部叶达到8‑9黄、上部叶达到9‑10成黄，两次

采收于同一天内进行，先采中部、后采上部，或者一批人采收中部、另外一批人采收上部，将

采收的烟叶分类堆放。

[0061] (二)按部位分类编烟装炕。分中部3‑4片、上部3‑4片进行编烟，每竿编烟120‑130

片。再进行分类装炕，每个烤房装烟380‑400竿，如采收的受灾烟叶较多，则将中部和上部分

别单独装炕；如受灾烟叶较少，则进行合并装炕，上部叶挂在上中棚、中部叶挂在中下棚。单

竿编烟数量和单座烤房装烟数量分别较传统方式减少10％左右，以降低排湿难度。

[0062] (三)“高温变黄、低湿定色”烘烤。烘烤工艺主要包括变黄期、定色期、干筋期3个阶

段，根据烟叶变化状态细分为8个关键阶段，其中变黄期3个、定色期3个、干筋期2个。工艺核

心为延长40‑42℃高温变黄时间14‑20h，实行高温变黄，提高烟叶变黄速度和均匀性，防止

烟叶养分过度消耗；降低变黄期和定色前期湿球温度1‑3℃，提高烟叶失水干燥程度，防止

烤房湿度过大导致的挂灰、糟片等烤坏烟现象发生。烤房温湿度主要通过自控仪配合自动

加煤设备、冷风口、排湿窗实现。分中上部合并装炕、中部单独装炕、上部单独装炕3种装炕

方式，对烘烤工艺具体操作要求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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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0064] 1、变黄期

[0065] (1)底棚叶尖变软阶段：烟叶装炕结束后，关闭烤房门和冷风口，点火并在3‑5小时

内将烤房干球温度升到38℃，控制烤房湿球温度36‑35℃，延时稳温至底棚叶尖变黄10‑

15cm，一般稳温时间10‑12h，风机中高速运转。如烘烤的仅为中部3‑4片，烤房湿球温度控制

在36‑35.5℃，稳温时间10小时左右；烘烤的仅为上部3‑4片，烤房湿球温度控制在35.5‑35

℃，稳温时间12小时左右。

[0066] (2)底棚叶片变软阶段：烟叶变化达到阶段(1)要求的状态后，以每小时升温0.5℃

的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40℃，控制湿球温度在35.5‑34.5℃，延时稳温至底棚烟叶达到黄片

青筋、叶片变软的状态，一般稳温时间22‑26h，风机中高速运转。如烘烤的仅为中部3‑4片，

烤房湿球温度控制在35.5‑35℃，稳温时间22‑24h；烘烤的仅为上部3‑4片，烤房湿球温度控

制在35‑34.5℃，稳温时间24‑26h。

[0067] (3)上棚主脉变软阶段：烟叶变化达到阶段(2)要求的状态后，以每小时升温0.5℃

的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42℃，控制湿球温度在35‑34℃，延时稳温至上棚黄片青筋和主脉变

软、底棚勾尖卷边的状态，一般稳温22‑32h，风机高速运转。如烘烤的仅为中部3‑4片，烤房

湿球温度控制在35‑34.5℃，稳温时间22‑26h；烘烤的仅为上部3‑4片，烤房湿球温度控制在

34.5‑34℃，稳温时间26‑32h。

[0068] 2、定色期

[0069] (4)上棚叶片变筋阶段：烟叶变化达到阶段(3)要求的状态后，以每小时升温0.25

℃的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46℃，控制湿球温度在34.5‑35.5℃，稳温至上棚黄片黄筋和小卷

筒、底棚接近大卷筒的状态，一般稳温14‑20h，风机高速运转。如烘烤的仅为中部3‑4片，烤

房湿球温度控制在35‑35.5℃，稳温时间14‑16h；烘烤的仅为上部3‑4片，烤房湿球温度控制

在34.5‑35℃，稳温时间16‑20h。

[0070] (5)底棚叶片干燥阶段：烟叶变化达到阶段(4)要求的状态后，以每小时升温1℃的

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50℃，控制湿球温度在36‑37℃，稳温至底棚大卷筒的状态，一般稳温

6‑10h，风机中高速运转。如烘烤的仅为中部3‑4片，烤房湿球温度控制在36.5‑37℃，稳温时

间6‑8h；烘烤的仅为上部3‑4片，烤房湿球温度控制在36‑36.5℃，稳温时间8‑10h。

[0071] (6)上棚叶片干燥阶段：烟叶变化达到阶段(5)要求的状态后，以每小时升温1℃的

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54℃，控制湿球温度在37‑38℃，稳温至上棚大卷筒的状态，一般稳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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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h，风机中速运转。如烘烤的仅为中部3‑4片，烤房湿球温度控制在37.5‑38℃，稳温时

间10‑12h；烘烤的仅为上部3‑4片，烤房湿球温度控制在37‑37.5℃，稳温时间12‑14h。

[0072] 3、干筋期

[0073] (7)底棚烟筋干燥阶段：烟叶变化达到阶段(6)要求的状态后，以每小时升温1℃的

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60℃，控制湿球温度在38‑39℃，稳温至底棚干筋的状态，一般稳温4‑

8h，风机中低速运转。如烘烤的仅为中部3‑4片，烤房湿球温度控制在38.5‑39℃，稳温时间

4‑6h；烘烤的仅为上部3‑4片，烤房湿球温度控制在38‑38.5℃，稳温时间6‑8h。

[0074] (8)上棚烟筋干燥阶段：烟叶变化达到阶段(7)要求的状态后，以每小时升温1℃的

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68℃，控制湿球温度在39‑40℃，稳温至整炕烟叶干筋的状态，一般稳

温20‑24h，风机低速运转。如烘烤的仅为中部3‑4片，烤房湿球温度控制在39.5‑40℃，稳温

时间20‑22h；烘烤的仅为上部3‑4片，烤房湿球温度控制在39‑39.5℃，稳温时间22‑24h。

[0075] 本发明的优点：对于淹水特殊烟叶，于失水凋萎前分中部3‑4片、上部3‑4片进行分

类采收，按照中部、上部进行分类编烟装炕，执行“高温变黄、低湿定色”烘烤工艺，较传统烘

烤工艺延长40‑42℃高温变黄时间14‑20h、降低变黄期和定色前期湿球温度1‑3℃，操作简

便、针对性强，大幅降低了杂色烟、黑糟烟等烤坏烟的风险，提高了烘烤安全性和烤后烟叶

质量，改善了烤后烟叶颜色灰暗、组织结构僵硬、油分偏少的不足，大幅降低了下低等烟和

级外烟比例、提升了上等烟比例和交售均价，最大限度降低了烟农受灾损失，稳定或保障了

烟农种烟收益和种烟积极性，促进烟农脱贫增收。

[0076] 本发明的采收方式已在安徽皖南烟区试验验证，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具体应用效果如下：

[0077]

[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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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0080] 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淹水特殊烟叶采收烘烤，对降低烤坏烟的风险、提高烘

烤安全性和烤后烟叶质量效果明显，最大限度降低了烟农受灾损失。

[0081] 上面对本发明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发明具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式的限制，

只要采用了本发明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改进，或未经改进将本发

明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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