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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降低暖湿烟区黑糟烟发
生率的烟叶烘烤方法，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采收、
装炉、变黄、定色、干筋。本发明的方法通过控制
烘烤升温速率以及温湿度优化组合，
能使暖湿气
象条件下生长发育的，
含水量大、
干物质积累少、
耐烤性差的烟叶在烘烤过程中“变黄阶段”、
“定
色阶段”颜色变化与失水干燥程度协调同步，
从
而减少烤后黑糟烟的发生。有效提升上等烟比
例、均价以及烤后烟叶感官评吸质量，
为优化密
集烘烤变黄后的调控技术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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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降低暖湿烟区黑糟烟发生率的烟叶烘烤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烘烤方法包括
采收、
装炉、
变黄、
定色和干筋五个阶段，
具体步骤如下：
（1）采收：
挑选主脉全白发亮，
叶面呈淡黄色且50%以上茸毛已脱落的新鲜烟叶；
（2）装炉：
将烟叶装入烤房，
装烟量42~45kg/m3 ，
装烟至烤房容积的95%以上；
（3）变黄：
变黄阶段包括变黄初期、
变黄中期和变黄后期；
变黄初期：
温控设定为4h干球温度升高至34℃、
湿球温度升高至33℃，
恒温至高温层烟
叶叶尖变黄5cm，
结束；
变黄中期：
温控设定为6h干球温度升高至38℃、
湿球温度升高至35℃，
恒温至高温层烟
叶八成黄、
叶片凋萎塌架，
烟叶失水率为30%~40%，
结束；
变黄后期：
温控设定为12h干球温度升高至42℃、
湿球温度升高至35~36℃，
恒温至高温
层烟叶黄片青筋、
叶片勾尖卷边，
烟叶失水率至45%~50%；
低温层烟叶黄片青筋、
叶片凋萎塌
架，
烟叶失水率至30% 40%，
结束；
~
（4）定色：
定色阶段包括定色初期和定色后期；
定色初期：
温控设定为18h干球温度升高至48℃、湿球温度升高至37℃，
恒温至低温层
烟叶支脉全黄、
叶片向叶面卷缩且大部分干燥，
主脉和靠近主脉的少部分叶肉不干，
烟叶失
水率至60%以上，
结束；
定色后期：
温控设定为12h干球温度升高至54℃、湿球温度升高至38℃，
恒温至低温层
烟叶叶片全干，
只剩主脉不干，
烟叶失水率至70%~80%，
结束；
（5）干筋：
温控设定为12h干球温度升高至68℃、
湿球温度升高至39℃，
恒温至低温层烟
叶主脉干燥易折断，
烟叶失水率至90%以上，
烘烤结束。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叶烘烤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1）所述新鲜烟叶达到成熟
采收标准，
烟叶鲜干比大于9 .0。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叶烘烤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2）所述烟叶的装烟方式为
常规挂竿，
编烟量为100~110片/竿，
烤房的装烟量为42~45kg/m3。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叶烘烤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失水率的计算公式为失水率
=（烤前烟叶质量‒烤后烟叶质量）/烤前烟叶质量×100%。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叶烘烤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烟叶烘烤方法适用于上部
叶、
中部叶和下部叶。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叶烘烤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烤房为气流下降式密集烤
房。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叶烘烤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烟叶品种为云烟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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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降低暖湿烟区黑糟烟发生率的烟叶烘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方法属于烟草加工制技术领域，
进一步属于烟草烘烤工艺，
具体涉及一种一种
降低暖湿烟区黑糟烟发生率的烟叶烘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使用最为广泛的“烤烟三段式烘烤工艺”将烟叶烘烤过程分为“变黄阶
段”、
“定色阶段”、
“干筋阶段”，
每个阶段设定了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控制范围以及升温速
率，
烟叶颜色及形状变化目标。但因各地烟区光、
热、
水等气候条件差异较大，
造成烟叶的烘
烤特性有明显差异，
如何使烘烤工艺与烟叶烘烤特性相适应，
减少烤坏烟叶产生比例，
特别
是黑槽烟的比例，
一直是各地烟叶烘烤技术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0003] 所谓
“黑槽烟”是指烤后的烟叶呈褐色或深褐色、
叶片薄、
重量轻、
弹性差、
易糟碎、
似桐叶。在暖湿气候条件下生长发育的烟叶含水量大、干物质积累少、
耐烤性差，
烟叶在烘
烤过程中“变黄阶段”、
“定色阶段”颜色变化与失水干燥程度往往不协调、
不同步，
烤后黑糟
烟比例尤其高。
[0004] 为此，
本发明研发了一种适用于栽培于暖湿烟区烟草的降低暖湿烟区黑糟烟发生
率的烟叶烘烤方法，
该方法能明显降低黑糟烟的发生率，
成为暖湿烟区烟叶生产提质增效
的有效途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降低暖湿烟区黑糟烟发生率的烟叶烘烤方法，
所述烘
烤方法包括采收、
装炉、
变黄、
定色和干筋五个阶段，
具体步骤如下：
[0006] （1）采收：
挑选主脉全白发亮，
叶面呈淡黄色且50%以上茸毛已脱落的新鲜烟叶；
[0007] （2）装炉：
将烟叶装入烤房，
装烟量42~45kg/m3 ，
装烟至烤房容积的95%以上；
[0008] （3）变黄：
变黄阶段包括变黄初期、
变黄中期和变黄后期；
[0009] 变黄初期：
湿球温度升高至33℃，
恒温至高温
温控设定为4h干球温度升高至34℃、
层烟叶叶尖变黄5cm左右，
结束；
[0010] 变黄中期：
温控设定为6h干球温度升高至38℃、
湿球温度升高至35℃，
恒温至高温
层烟叶八成黄、
叶片凋萎塌架，
烟叶失水率为30%~40%，
结束；
[0011] 变黄后期：
温控设定为12h干球温度升高至42℃、
湿球温度升高至35~36℃，
恒温至
高温层烟叶黄片青筋、
叶片勾尖卷边，
烟叶失水率至45%~50%；
低温层烟叶黄片青筋、
叶片凋
萎塌架，
烟叶失水率至30%~40%，
结束；
[0012] （4）定色：
定色阶段包括定色初期和定色后期；
[0013] 定色初期：
温控设定为18h干球温度升高至48℃、湿球温度升高至37℃，
恒温至低
温层烟叶支脉全黄、
叶片向叶面卷缩且大部分干燥，
主脉和靠近主脉的少部分叶肉不干，
烟
结束；
叶失水率至60%以上，
[0014] 定色后期：
温控设定为12h干球温度升高至54℃、湿球温度升高至38℃，
恒温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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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层烟叶叶片全干，
只剩主脉不干，
烟叶失水率至70%~80%，
结束；
[0015] （5）干筋：
温控设定为12h干球温度升高至68℃、
湿球温度升高至39℃，
恒温至低温
烟叶失水率至90%以上，
烘烤结束。
层烟叶主脉干燥易折断，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7] 针对暖湿气候条件下生长发育的烟叶，
本发明的方法进行了烘烤工艺的改进和调
整：
（1）在变黄中期，
6h将干球温度由34℃升至38℃、湿球温度35℃，
升温速率为2℃/3h，
相
较于一般烘烤方式（1℃/h）略有减缓；
（2）变黄后期，
12h将干球温度由38℃至42℃，
湿球温
度稳定在35~36℃，
升温速率1℃/3h，
相较于一般烘烤方式（1℃/h）明显减慢；
（3）定色初期，
以1℃/3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48℃、
湿球温度37℃；
（4）定色后期，
以0 .5℃/h的升温
速度将干球温度升至54℃、
湿球温度38℃，
升温速率与一般烘烤方式相同，
因为经过定色初
期的排湿，
烟叶水分含量已与常规烘烤方式的烟叶相同。
[0018]
总之，
本发明通过控制烘烤升温速率以及干湿球温度的优化组合，
使得烘烤过程
中暖湿烟区烟叶的颜色变化与失水干燥程度协调同步，
明显降低了黑糟烟的发生率，
有效
提高了烤后烟叶质量。烤后烟叶的外观质量、
上等烟比例和均价等明显提高，
为烟农收入提
供技术性保障。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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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导所作的任何变换或替换，
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0] 本发明所述的降低暖湿烟区黑糟烟发生率的烟叶烘烤方法包括采收、
装炉、
变黄、
定色和干筋五个阶段，
具体步骤如下：
[0021] （1）采收：
挑选主脉全白发亮，
叶面呈淡黄色且50%以上茸毛已脱落的新鲜烟叶；
[0022] （2）装炉：
将烟叶装入烤房，
装烟量42~45kg/m3 ，
装烟至烤房容积的95%以上；
[0023] （3）变黄：
变黄阶段包括变黄初期、
变黄中期和变黄后期；
[0024] 变黄初期：
温控设定为4h干球温度升高至34℃、
湿球温度升高至33℃，
恒温至高温
层烟叶叶尖变黄5cm左右，
结束；
[0025] 变黄中期：
湿球温度升高至35℃，
恒温至高温
温控设定为6h干球温度升高至38℃、
层烟叶八成黄、
叶片凋萎塌架，
烟叶失水率为30%~40%，
结束；
[0026] 变黄后期：
温控设定为12h干球温度升高至42℃、
湿球温度升高至35~36℃，
恒温至
高温层烟叶黄片青筋、
叶片勾尖卷边，
烟叶失水率至45%~50%；
低温层烟叶黄片青筋、
叶片凋
萎塌架，
烟叶失水率至30%~40%，
结束；
[0027] （4）定色：
定色阶段包括定色初期和定色后期；
[0028] 定色初期：
温控设定为18h干球温度升高至48℃、湿球温度升高至37℃，
恒温至低
主脉和靠近主脉的少部分叶肉不干，
烟
温层烟叶支脉全黄、
叶片向叶面卷缩且大部分干燥，
叶失水率至60%以上，
结束；
[0029] 定色后期：
温控设定为12h干球温度升高至54℃、湿球温度升高至38℃，
恒温至低
温层烟叶叶片全干，
只剩主脉不干，
烟叶失水率至70%~80%，
结束；
[0030] （5）干筋：
温控设定为12h干球温度升高至68℃、
湿球温度升高至39℃，
恒温至低温
层烟叶主脉干燥易折断，
烟叶失水率至90%以上，
烘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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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所述新鲜烟叶应达到成熟采收标准，
烟叶鲜干比大于9 .0。
[003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
烤房烟叶的装烟方式为常规挂竿，
编烟量为100~110片/
3
装烟至烤房容积的95%以上；
竿，
烤房的装烟量为42~45kg/m ，
[0033] 方法中提到的失水率计算公式为：
[0034] 失水率=（烤前烟叶质量‒烤后烟叶质量）/烤前烟叶质量×100%。
[0035] 本发明适用于栽培于暖湿烟区烟草的烟叶烘烤，
特别是云南主栽品种云烟87，
并
且适用于烟草上中下各部叶的烘烤。
[003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
所述烤房为气流下降式密集烤房。
[0037] 下面结合实施例来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0038] 实施例1
[0039] 试验烟叶品种为云烟87，
采集于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县永平镇松盘山村和宁洱县勐
先镇和平村，
试验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
[0040] （1）处理组：
在2个采集地，
采收云烟87的上、
中、
下部烟叶，
分别使用本发明所述方
法进行烘烤，
烤房为气流下降式密集烤房。
[0041] 烟叶烘烤具体过程如下：
[0042] （a）采收：
挑选烟叶鲜干比大于9 .0，
主脉全白发亮，
叶面呈淡黄色且50%以上茸毛
已脱落的新鲜烟叶；
[0043] （b）装炉：
烟叶采用常规挂竿，
编烟量为100~110片/竿，
装入烤房，
烤房的装烟量为
3
42~45kg/m ，
装烟至烤房容积的95%以上；
[0044] （c）变黄：
变黄阶段包括变黄初期、
变黄中期和变黄后期；
[0045] 变黄初期：
湿球温度升高至33℃，
恒温至高温
温控设定为4h干球温度升高至34℃、
层烟叶叶尖变黄5cm左右，
结束；
[0046] 变黄中期：
温控设定为6h干球温度升高至38℃、
湿球温度升高至35℃，
恒温至高温
层烟叶八成黄、
叶片凋萎塌架，
烟叶失水率为30%~40%，
结束；
[0047] 变黄后期：
温控设定为12h干球温度升高至42℃、
湿球温度升高至35~36℃，
恒温至
高温层烟叶黄片青筋、
叶片勾尖卷边，
烟叶失水率至45%~50%；
低温层烟叶黄片青筋、
叶片凋
萎塌架，
烟叶失水率至30%~40%，
结束；
[0048] （d）定色：
定色阶段包括定色初期和定色后期；
[0049] 定色初期：
温控设定为18h干球温度升高至48℃、湿球温度升高至37℃，
恒温至低
温层烟叶支脉全黄、
叶片向叶面卷缩且大部分干燥，
主脉和靠近主脉的少部分叶肉不干，
烟
叶失水率至60%以上，
结束；
[0050] 定色后期：
温控设定为12h干球温度升高至54℃、湿球温度升高至38℃，
恒温至低
温层烟叶叶片全干，
只剩主脉不干，
烟叶失水率至70%~80%，
结束；
[0051] （e）干筋：
温控设定为12h干球温度升高至68℃、
湿球温度升高至39℃，
恒温至低温
层烟叶主脉干燥易折断，
烟叶失水率至90%以上，
烘烤结束。
[0052] （2）对照组：
在2个采集地，
采收云烟87的上、
中、
下部烟叶，
分别使用当地常规方法
进行烘烤，
烤房为气流下降式密集烤房。
[0053] 烟叶烘烤具体过程如下：
[0054] （a）采收：
挑选烟叶鲜干比大于9 .0，
主脉全白发亮，
叶面呈淡黄色且50%以上茸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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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脱落的新鲜烟叶；
[0055] （b）装炉：
烟叶采用常规挂竿，
编烟量为100~110片/竿，
装入烤房，
烤房的装烟量为
3
42~45kg/m ，
装烟至烤房容积的95%以上；
[0056] （c）变黄：
变黄阶段包括变黄初期、
变黄中期和变黄后期；
[0057] 变黄初期：
温控设定为4h干球温度升高至34℃、
湿球温度升高至33℃，
恒温至高温
层烟叶叶尖变黄5cm左右，
结束；
[0058] 变黄中期：
温控设定为以1℃/1~2h的升温速率，
干球温度升高至38℃、
湿球温度升
高至35℃，
恒温至高温层烟叶八成黄、
叶片凋萎塌架，
烟叶失水率为30%~40%，
结束；
[0059] 变黄后期：
温控设定为以1℃/1~2h的升温速率，
干球温度升高至42℃、
湿球温度升
高至35~36℃，
恒温至高温层烟叶黄片青筋、
叶片勾尖卷边，
烟叶失水率至45%~50%；
低温层
烟叶黄片青筋、
叶片凋萎塌架，
烟叶失水率至30%~40%，
结束；
[0060] （d）定色：
定色阶段包括定色初期和定色后期；
[0061] 定色初期：
温控设定为以1℃/1~2h的升温速率，
干球温度升高至48℃、
湿球温度升
高至37℃，
恒温至低温层烟叶支脉全黄、
叶片向叶面卷缩且大部分干燥，
主脉和靠近主脉的
少部分叶肉不干，
烟叶失水率至60%以上，
结束；
[0062] 定色后期：
温控设定为以1℃/1~2h的升温速率，
干球温度升高至54℃、
湿球温度升
恒温至低温层烟叶叶片全干，
只剩主脉不干，
烟叶失水率至70%~80%，
结束；
高至38℃，
[0063] （e）干筋：
温控设定为以1℃/1~ 2h的升温速率，
干球温度升高至68℃、湿球温度升
高至39℃，
恒温至低温层烟叶主脉干燥易折断，
烟叶失水率至90%以上，
烘烤结束。
[0064] 结果如表1所示。
[0065] 由表1可知：
松盘山村的上‑试验组的上等烟比 例比上‑对照组高9 .70%，均价高
5 .07元/公斤，
评吸得分高2 .65，
黑槽烟比例下降21 .46%；
中‑试验组的上等烟比例比中‑对
照组高8 .53%，
均价高5 .32元/公斤，
评吸得分高3 .34，
黑槽烟比例下降23 .00%；
下‑试验组的
上等烟比例比下‑对照组高9 .63%，
均价高5 .52元/公斤，
评吸得分高3 .42，
黑槽烟比例下降
21 .65%。
[0066] 由表1可知：
和平村的上‑试验组的上等烟比例比上‑对照组6 .8%，
均价高5 .27元/
公斤，
评吸得分高3 .36，
黑槽烟比例下降19 .88%；
中‑试验组的上等烟比例比中‑对照组高
11 .75%，
均价高5 .34元/公斤，
评吸得分高3 .86，
黑槽烟比例下降21 .43%；
下‑试验组的上等
烟比 例比 下‑对照组高9 .32% ，均价高6 .15元/公斤 ，评吸得分高2 .75 ，黑槽烟比 例下降
24 .51%。
[0067] 因此，
从实施例结果来看，
本发明显著降低了黑槽烟的发生率，
明显提高了烟叶上
等烟的比例、
均价和评吸质量，
对暖湿烟区的烟叶加工有着很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0068] 表1不同烘烤工艺烟叶烘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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