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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烟草调制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红

花大金元烟叶的初烤方法，包括将红花大金元鲜

烟叶进行六段式烘烤，所述六段式烘烤包括变黄

前期、变黄中期、变黄后期、定色前期、定色后期

和干筋期；其中，变黄前期，烘烤温度为32℃-

33.5℃，烘烤温度与湿球温度之差为0.5℃-1℃。

本发明还具体涉及该方法所制得的烟叶及其在

烟草制品中的应用。本发明初烤方法能提高红花

大金元烤烟的等级质量，减少副组烟比例，提高

红花大金元烤烟的均价，改善烤烟的外观质量、

化学成分组成和感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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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红花大金元烟叶的初烤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1)变黄前期：将红花大金元鲜烟叶装炉，以1℃/小时-1 .5℃/小时的速率升温至烘烤

温度为32℃-33.5℃，烘烤温度与湿球温度之差为1℃，烘烤至底棚烟叶至少2厘米长度的叶

尖变黄；

(2)变黄中期：继续烘烤步骤(1)得到的烟叶，以0.1℃/小时-0.8℃/小时的速率升温至

烘烤温度为39℃-41℃，湿球温度保持在37℃-38℃，烘烤至烟叶的变黄面积达6成；

(3)变黄后期：继续烘烤步骤(2)得到的烟叶，以0.1℃/小时-0.9℃/小时的速率升温至

烘烤温度为42℃-43℃，湿球温度保持在37℃-38℃，烘烤至烟叶全部变黄；

(4)定色前期：继续烘烤步骤(3)得到的烟叶，以0.1℃/小时-0.9℃/小时的速率升温至

烘烤温度为46℃-47℃，湿球温度保持在37℃-40℃，烘烤至全炉烟叶的烟筋变成黄色或浅

黄色，并且，炉内一半的中、上层烟叶含水率达到18％(w/w)-22％(w/w)；

(5)定色后期：继续烘烤步骤(4)得到的烟叶，以1℃/小时-1.5℃/小时的速率升温至烘

烤温度为55℃-58℃，湿球温度保持在39℃-41℃，烘烤至9成烟叶的含水率达到18％(w/w)-

22％(w/w)；

(6)干筋期：继续烘烤步骤(5)得到的烟叶，以1℃/小时-1.5℃/小时的速率升温至烘烤

温度为60℃-63℃，湿球温度保持在38℃-41℃，烘烤至全炉烟叶及烟筋的含水率达到7％

(w/w)-10％(w/w)。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初烤方法，其包括如下1)至22)中的一项或者多项：

1)步骤(1)中，以1℃/小时-1.3℃/小时的速率升温；

2)步骤(1)中，烘烤温度为32.5℃-33.5℃；

3)步骤(1)中，烘烤时间为12-16小时；

4)步骤(2)中，以0.4℃/小时-0.7℃/小时的速率升温；

5)步骤(2)中，烘烤时间为16-20小时；

6)步骤(3)中，以0.4℃/小时-0.8℃/小时的速率升温；

7)步骤(3)中，烘烤时间为14-17小时；

8)步骤(4)中，以0.4℃/小时-0.8℃/小时的速率升温；

9)步骤(4)中，湿球温度保持在37℃-39℃；

10)步骤(4)中，烘烤至全炉烟叶的烟筋变成浅黄色，并且，炉内一半的中、上层烟叶含

水率达到20％(w/w)；

11)步骤(4)中，烘烤时间为13-16小时；

12)步骤(5)中，以1℃/小时-1.3℃/小时的速率升温；

13)步骤(5)中，烘烤温度为55℃-57℃；

14)步骤(5)中，烘烤至9成烟叶的含水率达到20％(w/w)；

15)步骤(5)中，烘烤时间为11-15小时；

16)步骤(6)中，以1℃/小时-1.3℃/小时的速率升温；

17)步骤(6)中，烘烤温度为61℃-63℃；

18)步骤(6)中，湿球温度保持在39℃-41℃；

19)步骤(6)中，烘烤至全炉烟叶及烟筋的含水率达到9％(w/w)；

20)步骤(6)中，烘烤时间为18-2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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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步骤(1)中，在升温之前，关闭炉子的进风口和排气口；

22)步骤(6)结束后停火。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初烤方法，其中，第3)项中，步骤(1)中，烘烤时间为13-15小

时。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初烤方法，其中，第5)项中，步骤(2)中，烘烤时间为17-19小

时。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初烤方法，其中，第7)项中，步骤(3)中，烘烤时间为14-16小

时。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初烤方法，其中，第15)项中，步骤(5)中，烘烤时间为12-14小

时。

7.一种烟叶，其由权利要求1至6中任一项所述的初烤方法制备得到。

8.一种烟叶组合物，其包含权利要求7所述的烟叶。

9.一种烟草制品，其包含权利要求7所述的烟叶和/或权利要求8所述的烟叶组合物。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烟草制品，其为卷烟。

11.权利要求7所述的烟叶和/或权利要求8所述的烟叶组合物在烟草制品中的应用。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应用，其中，所述烟草制品为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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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初烤方法、烟叶、烟叶组合物、烟草制品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烟草调制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红花大金元烟叶的初烤方法，还涉及该

方法制得的烟叶以及所制得的烟叶在烟草制品中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烘烤烟叶仍普遍采用传统的三段式烘烤工艺，其一般操作步骤为：

[0003] 1)变黄阶段：点火后，烘烤温度以1℃/小时的速率升至34℃-36℃，湿球温度保持

在比干球温度(烘烤温度)低1℃-1.5℃，直至85％以上的底棚烟叶8成面积变黄；将烘烤温

度升高到40℃-42℃，湿球温度保持在36℃-37℃，使烟叶达到既变黄又变软；

[0004] 2)定色阶段：烘烤温度以每2-3小时升高1℃的速率升至  45℃-47℃，湿球温度缓

慢升高并保持在37℃-38℃，烟叶达到黄片黄筋且勾尖卷边至小卷筒时，烘烤温度的升温速

率可加快到每小时升高  1℃，直至54℃-55℃，湿球温度保持在37℃-38℃，继续烘烤22-30

小时，至叶背面灰白色变为黄色。

[0005] 3)干筋阶段：烘烤温度以1℃/小时的速率升至67℃-69℃，保持湿球温度为41℃-

42℃，烘烤20小时以上，至全炉烟叶含水率基本在12％  (w/w)左右，全炉烟叶的支脉含水率

接近12％(w/w)、主脉接近全干，停火。

[0006] 红花大金元属于烤烟的一种。红花大金元具有变黄期失水快、变黄慢，定色期失水

慢、难定色、难烘烤，不及时定色又容易变坏，不易烤又不耐烤的特性。本发明的发明人发

现：如采用传统三段式烘烤工艺初烤红花大金元烟叶，经常烤出青黑烟、杂色烟、青黄烟等

较多副组烟，严重影响了烟叶的内、外在质量和生产效益；而且，烟叶感官评吸的刺激性和

青杂气比较突出，高雅香气不易透发，造成红花大金元烟叶的独特清甜香气风味不能充分

表达。影响了红花大金元烟叶的工业可用性。

[0007] 目前，亟需一种能提高红花大金元烟叶质量的初烤方法。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红花大金元烟叶的初烤方法，该方法提高了红花大金元烤烟的

等级质量，减少了副组烟比例，提高了烤烟的整体均价，改善了烤烟的外观质量、化学成分

和感官质量。在此基础上，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烟叶、一种烟叶组合物及一种烟草制品。

[0009] 本发明第一方面涉及一种红花大金元烟叶的初烤方法，包括将红花大金元鲜烟叶

进行六段式烘烤，所述六段式烘烤包括变黄前期、变黄中期、变黄后期、定色前期、定色后期

和干筋期；

[0010] 其中，变黄前期，烘烤温度为32℃-33.5℃(例如32.5℃、33℃)，烘烤温度与湿球温

度之差为0.5℃-1℃(例如0.5℃、1℃)。

[0011]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六段式烘烤依次包括变黄前期、变黄中

期、变黄后期、定色前期、定色后期和干筋期。

[0012]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红花大金元鲜烟叶为选自上部烟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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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烟叶和下部烟叶中的至少一种。

[0013]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变黄前期，烘烤温度高于湿球温度。

[0014]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变黄前期，烘烤至底棚烟叶至少2厘米长度的

叶尖变黄。

[0015]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变黄前期，烘烤时间为12-16  小时，更优选为

13-15小时，例如14小时。

[0016]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变黄中期，以0.1℃/小时-0.8℃/  小时的速

率升温至烘烤温度，优选以0.4℃/小时-0.7℃/小时的速率升温至烘烤温度，例如0.3℃/小

时、0.5℃/小时、0.6℃/小时。

[0017]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变黄中期，烘烤温度为  39℃-41℃(例如39.5

℃、40℃、40.5℃)，湿球温度为37℃-38℃(例如37.5℃)。

[0018]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变黄中期，烘烤至烟叶的变黄面积达6成。

[0019]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变黄中期，烘烤时间为16-20  小时，优选为

17-19小时，例如18小时。

[0020]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定色后期，以1℃/小时-1 .5℃/  小时的速率

升温至烘烤温度，优选以1℃/小时-1.3℃/小时的速率升温至烘烤温度，例如1.2℃/小时、

1.4℃/小时。

[0021]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定色后期，烘烤温度为  55℃-58℃，优选为55

℃-57℃，例如55.5℃、56℃。

[0022]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干筋期，烘烤温度为60℃-63℃  (例如61℃、

62℃)，湿球温度为38℃-41℃(例如39℃、40℃)。

[0023]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干筋期，烘烤温度为  61℃-63℃，湿球温度为

39℃-41℃。

[0024]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变黄前期，以1℃/小时-1 .5℃/  小时的速率

升温至烘烤温度，优选以1℃/小时-1.3℃/小时的速率升温至烘烤温度，例如1.1℃/小时、

1.2℃/小时。

[0025]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变黄后期，以0.1℃/小时-0.9℃/  小时的速

率升温至烘烤温度，优选以0.4℃/小时-0.8℃/小时的速率升温至烘烤温度，例如0.3℃/小

时、0.5℃/小时、0.6℃/小时、0.7℃/小时。

[0026]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变黄后期，烘烤温度为  42℃-43℃，例如42.5

℃。

[0027]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变黄后期，湿球温度保持在  37℃-38℃，例如

37.5℃。

[0028]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变黄后期，烘烤时间为14-17  小时，优选为

14-16小时，例如15小时。

[0029]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定色前期，以0.1℃/小时-0.9℃/  小时的速

率升温至烘烤温度，优选以0.4℃/小时-0.8℃/小时的速率升温至烘烤温度，例如0.3℃/小

时、0.5℃/小时、0.6℃/小时、0.7℃/小时。

[0030]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定色前期，烘烤温度为  46℃-47℃，例如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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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1]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定色前期，湿球温度保持在  37℃-40℃，优选

为37℃-39℃，例如38℃。

[0032]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定色前期，烘烤至全炉烟叶的烟筋变成黄色

或浅黄色，并且，炉内一半的中、上层烟叶含水率达到20％  (w/w)。

[0033]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定色前期，烘烤时间为13-16  小时，例如14小

时、15小时。

[0034]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定色后期，湿球温度保持在  39℃-41℃，例如

40℃。

[0035]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定色后期，烘烤至9成烟叶的含水率达到20％

(w/w)。

[0036]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定色后期，烘烤时间为11-15  小时，优选为

12-14小时，例如13小时。

[0037]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干筋期，烘烤时间为18-22小时，例如19小时、

20小时、21小时。

[0038]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初烤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9] (1)变黄前期：将红花大金元鲜烟叶装炉，以1℃/小时-1 .5℃/小时的速率升温至

烘烤温度为32℃-33.5℃，烘烤温度与湿球温度之差为  1℃，烘烤至底棚烟叶至少2厘米长

度的叶尖变黄；

[0040] (2)变黄中期：继续烘烤步骤(1)得到的烟叶，以0.1℃/小时-0.8℃/  小时的速率

升温至烘烤温度为39℃-41℃，湿球温度保持在37℃-38℃，烘烤至烟叶的变黄面积达6成；

[0041] (3)变黄后期：继续烘烤步骤(2)得到的烟叶，以0.1℃/小时-0.9℃/  小时的速率

升温至烘烤温度为42℃-43℃，湿球温度保持在37℃-38℃，烘烤至烟叶全部变黄；

[0042] (4)定色前期：继续烘烤步骤(3)得到的烟叶，以0.1℃/小时-0.9℃/  小时的速率

升温至烘烤温度为46℃-47℃，湿球温度保持在37℃-40℃，烘烤至全炉烟叶的烟筋变黄或

变成浅黄色，并且，炉内一半的中、上层烟叶含水率达到18％(w/w)-22％(w/w)。

[0043] (5)定色后期：继续烘烤步骤(4)得到的烟叶，以1℃/小时-1.5℃/  小时的速率升

温至烘烤温度为55℃-58℃，湿球温度保持在39℃-41℃，烘烤至9成烟叶的含水率达到18％

(w/w)-22％(w/w)；

[0044] (6)干筋期：继续烘烤步骤(5)得到的烟叶，以1℃/小时-1 .5℃/  小时的速率升温

至烘烤温度为60℃-63℃，湿球温度保持在38℃-41℃，烘烤至全炉烟叶及烟筋的含水率达

到7％(w/w)-10％(w/w)。

[0045]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包括如下1)至22)中的一项或者多项：

[0046] 1)步骤(1)中，以1℃/小时-1.3℃/小时的速率升温，例如1.1℃/  小时、1.2℃/小

时；

[0047] 2)步骤(1)中，烘烤温度为32.5℃-33.5℃，例如32.5℃、33℃；

[0048] 3)步骤(1)中，烘烤时间为12-16小时，更优选为13-15小时，例如14小时；

[0049] 4)步骤(2)中，以0.4℃/小时-0.7℃/小时的速率升温，例如0.3℃/  小时、0.5℃/

小时、0.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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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5)步骤(2)中，烘烤时间为16-20小时，优选为17-19小时，例如18小时；

[0051] 6)步骤(3)中，以0.4℃/小时-0.8℃/小时的速率升温，例如0.3℃/  小时、0.5℃/

小时、0.6℃/小时、0.7℃/小时；

[0052] 7)步骤(3)中，烘烤时间为14-17小时，优选为14-16小时，例如15小时；

[0053] 8)步骤(4)中，以0.4℃/小时-0.8℃/小时的速率升温，例如0.3℃/  小时、0.5℃/

小时、0.6℃/小时、0.7℃/小时；

[0054] 9)步骤(4)中，湿球温度保持在37℃-39℃，例如38℃；

[0055] 10)步骤(4)中，烘烤至全炉烟叶的烟筋变成浅黄色，并且，炉内一半的中、上层烟

叶含水率达到20％(w/w)；

[0056] 11)步骤(4)中，烘烤时间为13-16小时，例如14小时、15小时；

[0057] 12)步骤(5)中，以1℃/小时-1.3℃/小时的速率升温，例如1.1℃/  小时、1.2℃/小

时；

[0058] 13)步骤(5)中，烘烤温度为55℃-57℃，例如56℃；

[0059] 14)步骤(5)中，烘烤至9成烟叶的含水率达到20％(w/w)；

[0060] 15)步骤(5)中，烘烤时间为11-15小时，优选为12-14小时，例如13小时；

[0061] 16)步骤(6)中，以1℃/小时-1.3℃/小时的速率升温，例如1.1℃/  小时、1.2℃/小

时；

[0062] 17)步骤(6)中，烘烤温度为61℃-63℃，例如62℃；

[0063] 18)步骤(6)中，湿球温度保持在39℃-41℃，例如40℃；

[0064] 19)步骤(6)中，烘烤至全炉烟叶及烟筋的含水率达到9％(w/w)；

[0065] 20)步骤(6)中，烘烤时间为18-22小时，例如19小时、20小时、  21小时；

[0066] 21)步骤(1)中，在升温之前，关闭炉子的进风口和排气口；

[0067] 22)步骤(6)结束后停火。

[0068]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烘烤时间是指各阶段中升温完成之后进行烘烤的

时间。

[0069]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烘烤温度即为干球温度。

[0070] 本发明第一方面的实施方式中，各阶段中，烘烤温度不低于湿球温度。

[0071] 本发明第二方面涉及一种烟叶，其由本发明第一方面中任一所述初烤方法制备得

到。

[0072] 本发明第三方面涉及一种烟叶组合物，其包含本发明第二方面所述的烟叶。

[0073] 本发明第四方面涉及一种烟草制品，其包含本发明第二方面所述的烟叶和/或本

发明第三方面所述的烟叶组合物；优选地，所述烟草制品为卷烟。

[0074] 本发明第五方面涉及本发明第二方面中任一所述的烟叶和/或本发明第三方面中

任一所述的烟叶组合物在烟草制品中的应用；优选地，所述烟草制品为卷烟。

[0075] 本发明中，如无特别说明，

[0076] 术语“红花大金元”原名路美邑烟，从大金元变异株中选出，因花色深红而得名，是

云南烟区的主要栽培品种之一。红花大金元株是筒形或塔形，株高100-140cm，节距4-

4.7cm，茎围9.5-11cm。腰叶长椭圆形，叶尖渐尖，叶面较平，叶缘波浪状，叶色绿色，叶耳大，

主脉较粗，叶肉组织细致，茎叶角度小，叶片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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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术语“初烤”是指将田间生长成熟含水率80％-90％的鲜烟叶，采收后置于特定设

备中，通过人为的调整温湿度和通风等条件，经烘烤调制成含水率16％-18％的原烟。

[0078] 术语“三段式烘烤”是指鲜烟叶经田间采摘后进入烤房进行初烤的一种方法，分为

三个阶段，变黄阶段、定色阶段和干筋阶段。

[0079] 术语“湿球温度”是指用湿纱布包扎普通温度计的感温部分，纱布下端浸在水中，

以维持感温部位空气湿度达到饱和，在纱布周围保持一定的空气流通，使周围空气接近达

到等焓。示数达到稳定后，此时温度计显示的读数近似认为湿球温度。

[0080] 术语“干球温度”是指从暴露于空气中而又不受太阳直接照射的干球温度表上所

读取的数值，是接触球体表面空气的实际温度，也称烘烤温度。

[0081] 术语“底棚烟叶”一般指装烟室内下层挂烟杆上的烟叶。

[0082] 术语“烤烟”是指烟叶，一年生草本，茄科。植株被腺毛，高1米左右。叶柄不明显或

成翅状柄。用手摸起来，叶发黏。圆锥花序顶生。花萼筒状，花冠漏斗状，形似军号，末端粉红

色。蒴果，种子黄褐色。原产于南美洲，世界各地有栽培。

[0083] 术语“叶尖”是叶基的对应词，也就是叶片的尖端部分。

[0084] 术语“烟筋”是指烟叶的叶片的主脉和支脉。

[0085] 术语“主脉”是指植物叶片中央自叶柄至叶端的一条茎脉。

[0086] 术语“支脉”是指从主脉分出的叶脉。

[0087] 术语“烟草制品”是指全部或部分由烟叶为原材料生产的、供抽吸、吸吮、咀嚼或鼻

吸的制品。所述烟草制品包括但不限于卷烟和嚼烟。

[0088] 术语“上部烟叶、中部烟叶、下部烟叶”，根据国家标准分级因素(GB  2635-92，烤烟

[S])进行判断，主要有成熟度、叶片结构、身份、油分、色度等指标。其中，所述身份为指烟叶

身份，是指烟叶厚度、细胞密度或单位面积的重量，也是综合状态的概念。

[0089] 本发明取得的有益效果：

[0090] 本发明初烤方法，提高了红花大金元烤烟的等级质量，减少了副组烟比例，提高了

烤烟的整体均价，改善了烤烟的外观质量、化学成分组成和感官质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91] 实施例

[0092] 1.原料：产自福建南平烟区的红花大金元鲜烟叶，采摘成熟度适熟，采摘部位为中

部。

[0093] 2.初烤方法：

[0094] (1)变黄前期：将采摘的红花大金元鲜烟叶装炉，及时关闭进风洞和排气窗，然后

点火。烘烤温度以1.2℃/小时的速率升至33℃，湿球温度保持在32℃，烘烤14小时，此时底

棚烟叶2厘米以上长度的尖部已变黄。

[0095] (2)变黄中期：继续烘烤步骤(1)得到的烟叶，烘烤温度以0.6℃/  小时的速率升至

40℃，湿球温度保持在37℃，烘烤18小时，此时烟叶的变黄面积达6成。

[0096] (3)变黄后期：继续烘烤步骤(2)得到的烟叶，烘烤温度以0.6℃/  小时的速率升至

42.5℃，湿球温度保持在37.5℃，烘烤15小时，此时烟叶已基本全黄。

[0097] (4)定色前期：继续烘烤步骤(3)得到的烟叶，烘烤温度以0.6℃/  小时的速率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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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湿球温度保持在38℃，烘烤约14小时，此时全炉烟叶的烟筋已变成浅黄色，并且，炉

内的中层和上层挂烟杆上一半烟叶的含水率为20％(w/w)。

[0098] (5)定色后期：继续烘烤步骤(4)得到的烟叶，烘烤温度以1.2℃/  小时的速率升至

56℃，湿球温度保持在40℃，烘烤13小时，此时9成烟叶的含水率为20％(w/w)，致香物质已

大量形成。

[0099] (6)干筋期：继续烘烤步骤(5)得到的烟叶，烘烤温度以1.2℃/  小时的速率升至62

℃，湿球温度保持在40℃，烘烤20小时，此时全炉烟叶及烟筋的含水率在9％(w/w)，停火。

[0100] 对比例1  传统三段式初烤工艺

[0101] 1.原料：与实施例相同。

[0102] 2.初烤方法：

[0103] 1)变黄阶段：将红花大金元鲜烟叶装炉，及时关闭进风洞和排气窗，然后点火，烘

烤温度以1℃/小时的速率升至36℃，湿球温度保持比烘烤温度低1.5℃，烘烤至85％底棚烟

叶的8成面积明显变黄；然后将烘烤温度升高到41℃，湿球温度保持在37℃，使烟叶达到既

变黄又变软。并且，在这一阶段，当烘烤温度达到41℃时，逐渐开启进风洞和排气扇。

[0104] 2)定色阶段：继续烘烤步骤1)得到的烟叶，烘烤温度以每2.5小时升高1℃的速率

升温至46℃，湿球温度缓慢升高并保持在37.5℃，烟叶达到黄片黄筋且勾尖卷边至小卷筒

时，烘烤温度的升温速率加快到每  1小时升温1℃，直至达到54℃，湿球温度继续保持在

37.5℃，继续烘烤  22小时，至叶背面灰白色变为黄色。

[0105] 3)干筋阶段：继续烘烤步骤2)得到的烟叶，烘烤温度以1℃/小时的速率升至68℃，

保持湿球温度为41℃，烘烤23小时，全炉烟叶含水率已达到8％(w/w)，停火。当烘烤温度达

到60℃以上，逐渐关小进风洞和排气窗。

[0106] 对比例2  变黄前期烘烤温度和湿球温度的影响

[0107] 原料同实施例。参考实施例的初烤方法，其中，变黄前期，烘烤温度为34℃-35℃，

湿球温度比烘烤温度低2℃，其余与实施例相同。

[0108] 与实施例初烤得到的烟叶相比，对比例2初烤得到的烟叶较粗糙、不细腻，较僵硬、

不柔软，光泽较暗。

[0109] 对比例3  变黄前期烘烤时间的影响

[0110] 原料同实施例。参考实施例的初烤方法，其中，缩短变黄前期的烘烤时间，当烘烤

至底棚烟叶发热、叶尖开始变黄即结束该阶段，其余与实施例相同。

[0111] 与实施例初烤得到的烟叶相比，对比例3初烤得到的烟叶颜色较不均匀，光泽较

暗。

[0112] 对比例4  变黄中期升温速率的影响

[0113] 原料同实施例。参考实施例的初烤方法，其中，变黄中期，烘烤温度以1℃/小时的

速率升至40℃，其余与实施例相同。

[0114] 与实施例初烤得到的烟叶相比，对比例4初烤得到的烟叶颜色分布较不均匀，烟叶

组织较粗糙、不细腻，烟叶较僵硬、不柔软。

[0115] 对比例5  变黄中期烘烤温度和湿球温度的影响

[0116] 原料同实施例。参考实施例的初烤方法，其中，变黄中期，烘烤温度升至37℃-38

℃，湿球温度保持在35℃-36℃，其余与实施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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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7] 与实施例初烤得到的烟叶相比，对比例5初烤得到的烟叶颜色较浅，烟叶组织较粗

糙、不细腻。

[0118] 对比例6  变黄中期烘烤时间的影响

[0119] 原料同实施例。参考实施例的初烤方法，其中，变黄中期，烘烤至烟叶的变黄面积

达7-8成，其余与实施例相同。

[0120] 与实施例初烤得到的烟叶相比，对比例6初烤得到的烟叶颜色较浅且颜色较不均

匀。

[0121] 测试例1  外观质量评价

[0122] 根据国家标准GB  2635-92“烤烟”评价实施例和对比例1-6初烤得到的烟叶的外观

质量，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

[0123] 表1  烟叶外观质量评价结果

[0124]

[0125] 由表1可知，与对比例1-6初烤得到的烟叶相比，本发明初烤得到的烟叶的外观质

量最好，评分最高。本发明初烤得到烟叶的颜色、成熟度、叶片结构、身份、油分、色度各项外

观指标的得分均高于对比例1-6初烤得到的烟叶。

[0126] 测试例2 等级质量评价

[0127] 根据国家标准GB  2635-92“烤烟”对实施例和对比例1-6初烤得到的烟叶分等级，

结果见表2。

[0128] 表2  烟叶等级质量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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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9]

[0130] 由表2可知，与对比例1-6初烤得到的烟叶相比，本发明初烤得到的烟叶中，上等烟

比例更高，下等烟比例更低，橘黄烟比例更高，杂色烟比例更低，均价更高。

[0131] 测试例3 化学成分分析

[0132] 将实施例、对比例1-6初烤得到的烟叶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结果见表3。

[0133] 其中，各成分的分析方法按照如下标准(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  进行：

[0134] YC/T160-2002“烟草及烟草制品总植物碱的测定连续流动法”；

[0135] YC/T159-2002“烟草及烟草制品水溶性糖的测定连续流动法(水溶性糖的测定包

括总糖和还原糖的测定)”；

[0136] YC/T162-2011“烟草及烟草制品氯的测定连续流动法”；

[0137] YC/T217-2007“烟草及烟草制品钾的测定连续流动法”。

[0138] 表3  烟叶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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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9]

[0140]

[0141] 1代表水溶性总糖与水溶性还原糖的差值；2代表水溶性总糖与总植物碱的重量

比；3代表水溶性还原糖与总植物碱的重量比；4代表钾与氯的重量比。

[0142] 通常本领域认为，水溶性总糖和水溶性还原糖含量高比较好；总植物碱含量的适

宜标准是：中部叶2.0％-2.8％。

[0143] 比较实施例和对比例1-6初烤得到的烟叶中的化学成分发现：实施例比对比例1-6

烟叶的总植物碱含量更低，实施例烟叶的总植物碱含量更适宜；实施例比对比例1-6烟叶的

水溶性总糖和水溶性还原糖含量更高；实施例比对比例1-6烟叶的钾含量更高。并且，实施

例比对比例1-6  烟叶的总糖碱比、还原糖碱比和钾氯比更高，两糖差更大。这说明，与对比

例1-6相比，本发明方法初烤得到的烟叶化学成分含量更适宜，转化更充分，谐调性更好，烟

叶内在品质更高。

[0144] 测试例4 感官质量评吸分析

[0145] 根据烟草行业标准YC/T138-1998“烟草及烟草制品感官评价方法”，利用整体循环

评吸方法对实施例、对比例1-6中初烤得到的烟叶进行感官质量评吸分析，结果见表4。

[0146] 表4  烟叶感官质量评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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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7]

[0148]

[0149] 感官评吸结果表明，与对比例1-6初烤得到的烟叶相比，本发明初烤得到的烟叶香

气质更高雅，香气更丰富，刺激性更低，余味更舒适，整体感官质量更高。

[0150]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

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

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

变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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