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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

密集烘烤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采收；

B、编烟；C、装炉；D、变黄；E、定色；F、干筋。本发明

通过调控、组合烟叶变黄期适宜的时间，固定对

应温湿度下的烘烤时间，实现烘烤过程中的烟叶

变黄与失水互相协调的烘烤目标。该工艺能较大

的提高烘烤黄烟率，减少烟叶烤青、烤坏，改善烟

叶品质，本发明的方法简单，操作易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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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密集烘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采收：采收主脉变白发亮，具有成熟特征的烤烟烟叶；

B、编烟：同竿同质、同部位，稀密恰当；

C、装炉：将烟叶装入烤房，同炉同类，装均装满；

D、变黄：变黄期包括叶尖变黄阶段、主变黄阶段、全黄阶段；尖变黄阶段在2~3h内将干

球温度由自然温度升到32℃，湿球温度调整为31℃，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烘烤10~20h；主

变黄阶段以1.0℃/h的升温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37℃，湿球温度调整为34℃，稳定干湿球

温度不变，烘烤20~40h；全黄阶段以1.0℃/h的升温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42℃，湿球温度调

整为35℃，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烘烤10~40h，烟叶叶肉全黄，至此变黄期结束；

E、定色：定色期包括支脉变黄期和叶片干燥期，支脉变黄期是以1℃/1~2h的升温速率，

将干球温度升至47~48℃，湿球温度调整至36~37℃，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6~24h，烤到顶

台烟叶完全变黄；接着进入叶片干燥期，以0.5℃/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53~54℃，

湿球温度调整至37~38℃，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6~20h，烤到全烤房烟叶的支脉和叶肉干

燥；

F、干筋：干球温度60℃以前，烧大火，大排湿，以1℃/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67

℃，湿球温度调整至39~40℃，然后将干球温度稳定在67~68℃，烘烤20~30h，稳定干、湿球温

度，烤到全烤房烟叶的主脉干燥为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密集烘烤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中所

述的烤烟为k326品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密集烘烤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中所

述的烟叶为烟株的下部、中部或上部成熟的烟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密集烘烤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所

述的编烟的编烟量100-110片/竿，8-9kg/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密集烘烤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

述的装炉的装烟量为550-600竿/炉，密度为48~52kg/m
3，装烟原则为低温区域相对于装烟

密度少装1~2竿，高温区域相对于装烟密度多装1-2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密集烘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烤

房为气流下降式密集烤房。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密集烘烤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D中所

述的变黄由尖变黄阶段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开始至全黄需要70h。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156863 A

2



一种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密集烘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烟叶烘烤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密集烘烤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密集烘烤是现代烟草农业发展的一种方式，对节本增效，规模种植，安全生产等起

到很好的保障作用。而且烘烤是烤烟生产的关键技术环节，烘烤过程中的变黄期又是烟叶

烘烤的重要阶段。但密集烘烤时间的把控，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烟农一般通过

观察烤房内的烟叶变化来进行温湿度的时间调控，但其局限性高、随意性大，导致许多地方

烘烤的烟叶存在含青度高、僵硬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密集烘烤烟叶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尤其

是对于经验不丰富的烟农或者刚刚接触烤烟的实验人员，无法很好的在烘烤过程中尤其是

变黄期进行温湿度的时间和温度的调控。再加上新能源烤房和智能烤房的层层迭代，为了

满足烟叶可用性，对烘烤工艺参数选择要求越来越高，摸索一种适宜性较强的烘烤模式已

经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

[0003] 对此，有必要发明一种解决以上问题的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密集烘烤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密集烘烤方法。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包括以下步骤：

A、采收：采收主脉变白发亮，具有成熟特征的烤烟烟叶；

B、编烟：同竿同质、同部位，稀密恰当；

C、装炉：将烟叶装入烤房，同炉同类，装均装满；

D、变黄：变黄期包括叶尖变黄阶段、主变黄阶段、全黄阶段；尖变黄阶段在2~3h内将干

球温度由自然温度升到32℃，湿球温度调整为31℃，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烘烤10~20h；主

变黄阶段以1.0℃/h的升温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37℃，湿球温度调整为34℃，稳定干湿球

温度不变，烘烤20~40h；全黄阶段以1.0℃/h的升温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42℃，湿球温度调

整为35℃，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烘烤10~40h，烟叶叶肉全黄，至此变黄期结束；

E、定色：定色期包括支脉变黄期和叶片干燥期，支脉变黄期是以1℃/1~2h的升温速率，

将干球温度升至47~48℃，湿球温度调整至36~37℃，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6~24h，烤到顶

台烟叶完全变黄；接着进入叶片干燥期，以0.5℃/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53~54℃，

湿球温度调整至37~38℃，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6~20h，烤到全烤房烟叶的支脉和叶肉干

燥；

F、干筋：干球温度60℃以前，烧大火，大排湿，以1℃/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67

℃，湿球温度调整至39~40℃，然后将干球温度稳定在67~68℃，烘烤20~30h，稳定干、湿球温

度，烤到全烤房烟叶的主脉干燥为止。

[000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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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发明的密集烘烤方法通过编装烟密度和烘烤过程对变黄期三个阶段时间的掌控，

实现烟叶失水与变黄的协调进行协调，达到变黄拖条，易定色的烘烤变黄要求。从而提高黄

烟率，改善烟叶品质。

[0007] 2、本发明通过调控、组合烟叶变黄期适宜的时间，固定对应温湿度下的烘烤时间，

不仅有效实现烘烤过程中的烟叶变黄与失水互相协调的烘烤目标，更重要的是通过将变黄

期分为三段式控时，使得烘烤经验不丰富的烟农或者初接触烤烟的实验人员能够快速掌

握，减少烟叶烤青、烤坏，改善烟叶品质。

[0008] 3、  本发明的密集烘烤方法操作简单，易掌握，便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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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或替换，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10] 本发明所述的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密集烘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采收：采收主脉变白发亮，成熟特征明显的烤烟烟叶；

B、编烟：同竿同质，同部位，稀密恰当；

C、装炉：将A步骤采集的烟叶装入烤房，同炉同类，装均装满；

D、变黄：变黄期包括叶尖变黄阶段、主变黄阶段、全黄阶段。尖变黄阶段在2~3h内将干

球温度由自然温度升到32℃，湿球温度调整为31℃；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烘烤10~20h。主

变黄阶段以1.0℃/h的升温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37℃，湿球温度调整为34℃；稳定干湿球

温度不变，烘烤20~40h。全黄阶段以1.0℃/h的升温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42℃，湿球温度调

整为35℃；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烘烤10~40h，烟叶叶肉全黄（由尖变黄阶段稳定干湿球温

度不变开始至全黄需要70h），至此变黄期结束。

[0011] E、定色：定色期包括支脉变黄期和叶片干燥期，支脉变黄期是以1℃/1~2h的升温

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47~48℃，湿球温度调整至36~37℃，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6~24h，

烤到顶台烟叶完全变黄；接着进入叶片干燥期，以0.5℃/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53~
54℃，湿球温度调整至37~38℃，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6~20h，烤到全烤房烟叶的支脉和

叶肉干燥；

F、干筋：干球温度60℃以前，烧大火，大排湿，以1℃/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67

℃，湿球温度调整至39~40℃，然后将干球温度稳定在67~68℃，烘烤20~30h，稳定干、湿球温

度，烤到全烤房烟叶的主脉干燥为止。

[0012] 所述的烤烟为k326品种。

[0013] 所述的烟叶为烟株的下部、中部或上部成熟的烟叶。

[0014] 所述的烟叶编烟量100-110片/竿，8-9kg/竿。

[0015] 所述的装烟量为550-600竿/炉，密度为48~52kg/m3进行装烟，装烟原则为低温区

域相对于装烟密度少装1~2竿，高温区域相对于装烟密度多装1-2竿。

[0016] 所述的烤房为气流下降式密集烤房。

[0017] 实施例1

1、烤烟品种：在玉溪市烘烤k326品种成熟烟叶；

2、对密集烤房进行检修，确保机械设备运行正常，墙体不漏气，湿温度传感器工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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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所使用的密集烤房为气流上升式密集烤房；

3、一炉只能装烤一个品种；

4、温湿度传感器的挂放：湿温度传感器一支挂烤房的顶层、一支挂在烤房底层。感温头

低至叶尖上5cm。

[0018] 5、编装烟要求：编烟密度7kg/竿，合理装烟密度49kg/m3，做到编匀，装匀。装烟原

则为低温区域相对于装烟密度少装1竿，高温区域相对于装烟密度多装2竿。

[0019] 一种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密集烘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采收：采收主脉变白发亮，成熟特征明显的烤烟烟叶；

B、编烟：同竿同质，同部位，稀密恰当；

C、装炉：将A步骤采集的烟叶装入烤房，同炉同类，装均装满；

D、变黄：变黄期包括叶尖变黄阶段、主变黄阶段、全黄阶段。尖变黄阶段在2h内将干球

温度由自然温度升到32℃，湿球温度调整为31℃。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烘烤10h；主变黄阶

段以1.0℃/h的升温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37℃，湿球温度调整为34℃。稳定干湿球温度不

变，烘烤20h；全黄阶段以1.0℃/h的升温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42℃，湿球温度调整为35℃。

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烘烤40h，烟叶叶肉全黄，至此变黄期结束；

E、定色：定色期包括支脉变黄期和叶片干燥期，支脉变黄期是以1℃/1h的升温速率，将

干球温度升至47℃，湿球温度调整至36℃，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24h，烤到顶台烟叶完全

变黄；接着进入叶片干燥期，以0.5℃/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53℃，湿球温度调整至

37℃，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20h，烤到全烤房烟叶的支脉和叶肉干燥；

F、干筋：干球温度60℃以前，烧大火，大排湿，以1℃/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67

℃，湿球温度调整至39℃，然后将干球温度稳定在67℃，烘烤30h，稳定干、湿球温度，烤到全

烤房烟叶的主脉干燥为止。

[0020] 实施例2

1、烤烟品种：在玉溪市烘烤k326品种成熟烟叶；

2、对密集烤房进行检修，确保机械设备运行正常，墙体不漏气，湿温度传感器工作正

常；所使用的密集烤房为气流上升式密集烤房；

3、一炉只能装烤一个品种；

4、温湿度传感器的挂放：湿温度传感器一支挂烤房的顶层、一支挂在烤房底层。感温头

低至叶尖上5cm。

[0021] 一种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密集烘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采收：采收主脉变白发亮，具有成熟特征的k326品种烤烟烟叶；所述的烟叶为烟株的

下部、中部或上部成熟的烟叶；

B、编烟：同竿同质、同部位，稀密恰当；编烟量110片/竿，8kg/竿；

C、装炉：将烟叶装入烤房，同炉同类，装均装满；装烟量为590竿/炉，密度为20kg/m3，装

烟原则为低温区域相对于装烟密度少装1竿，高温区域相对于装烟密度多装1竿。所述的烤

房为气流下降式密集烤房；

D、变黄：变黄期包括叶尖变黄阶段、主变黄阶段、全黄阶段；尖变黄阶段在2h内将干球

温度由自然温度升到32℃，湿球温度调整为31℃，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烘烤15h；主变黄阶

段以1.0℃/h的升温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37℃，湿球温度调整为34℃，稳定干湿球温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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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烘烤25h；全黄阶段以1.0℃/h的升温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42℃，湿球温度调整为35℃，

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烘烤20h，烟叶叶肉全黄（由尖变黄阶段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开始至

全黄需要70h），至此变黄期结束；

E、定色：定色期包括支脉变黄期和叶片干燥期，支脉变黄期是以1℃/2h的升温速率，将

干球温度升至47℃，湿球温度调整至36℃，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24h，烤到顶台烟叶完全

变黄；接着进入叶片干燥期，以0.5℃/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54℃，湿球温度调整至

38℃，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7h，烤到全烤房烟叶的支脉和叶肉干燥；

F、干筋：干球温度60℃以前，烧大火，大排湿，以1℃/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67

℃，湿球温度调整至3℃，然后将干球温度稳定在68℃，烘烤30h，稳定干、湿球温度，烤到全

烤房烟叶的主脉干燥为止。

[0022] 实施例3

1、烤烟品种：在玉溪市烘烤k326品种成熟烟叶；

2、对密集烤房进行检修，确保机械设备运行正常，墙体不漏气，湿温度传感器工作正

常；所使用的密集烤房为气流上升式密集烤房；

3、一炉只能装烤一个品种；

4、温湿度传感器的挂放：湿温度传感器一支挂烤房的顶层、一支挂在烤房底层。感温头

低至叶尖上5cm。

[0023] 一种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密集烘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采收：采收主脉变白发亮，具有成熟特征的k326品种烤烟烟叶；所述的烟叶为烟株的

上部成熟的烟叶；

B、编烟：同竿同质、同部位，稀密恰当；编烟量100片/竿，8kg/竿；

C、装炉：将烟叶装入烤房，同炉同类，装均装满；装烟量为550竿/炉，密度为48kg/m3，装

烟原则为低温区域相对于装烟密度少装1竿，高温区域相对于装烟密度多装1竿。所述的烤

房为气流下降式密集烤房；

D、变黄：变黄期包括叶尖变黄阶段、主变黄阶段、全黄阶段；尖变黄阶段在3h内将干球

温度由自然温度升到32℃，湿球温度调整为31℃，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烘烤20h；主变黄阶

段以1.0℃/h的升温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37℃，湿球温度调整为34℃，稳定干湿球温度不

变，烘烤30h；全黄阶段以1.0℃/h的升温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42℃，湿球温度调整为35℃，

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烘烤20h，烟叶叶肉全黄（由尖变黄阶段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开始至

全黄需要70h），至此变黄期结束；

E、定色：定色期包括支脉变黄期和叶片干燥期，支脉变黄期是以1℃/2h的升温速率，将

干球温度升至48℃，湿球温度调整至37℃，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6h，烤到顶台烟叶完全

变黄；接着进入叶片干燥期，以0.5℃/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54℃，湿球温度调整至

38℃，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6h，烤到全烤房烟叶的支脉和叶肉干燥；

F、干筋：干球温度60℃以前，烧大火，大排湿，以1℃/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67

℃，湿球温度调整至40℃，然后将干球温度稳定在68℃，烘烤20h，稳定干、湿球温度，烤到全

烤房烟叶的主脉干燥为止。

[0024] 实施例4

1、烤烟品种：在玉溪市烘烤k326品种成熟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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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密集烤房进行检修，确保机械设备运行正常，墙体不漏气，湿温度传感器工作正

常；所使用的密集烤房为气流上升式密集烤房；

3、一炉只能装烤一个品种；

4、温湿度传感器的挂放：湿温度传感器一支挂烤房的顶层、一支挂在烤房底层。感温头

低至叶尖上5cm。

[0025] 一种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密集烘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采收：采收主脉变白发亮，具有成熟特征的k326品种烤烟烟叶；所述的烟叶为烟株的

下部成熟的烟叶；

B、编烟：同竿同质、同部位，稀密恰当；编烟量110片/竿，  9kg/竿；

C、装炉：将烟叶装入烤房，同炉同类，装均装满；装烟量为560竿/炉，密度为49kg/m3，装

烟原则为低温区域相对于装烟密度少装2竿，高温区域相对于装烟密度多装2竿。所述的烤

房为气流下降式密集烤房；

D、变黄：变黄期包括叶尖变黄阶段、主变黄阶段、全黄阶段；尖变黄阶段在2~3h内将干

球温度由自然温度升到32℃，湿球温度调整为31℃，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烘烤15h；主变黄

阶段以1.0℃/h的升温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37℃，湿球温度调整为34℃，稳定干湿球温度

不变，烘烤25h；全黄阶段以1.0℃/h的升温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42℃，湿球温度调整为35

℃，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烘烤30h，烟叶叶肉全黄（由尖变黄阶段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开始

至全黄需要70h），至此变黄期结束；

E、定色：定色期包括支脉变黄期和叶片干燥期，支脉变黄期是以1℃/1h的升温速率，将

干球温度升至47℃，湿球温度调整至36℃，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22h，烤到顶台烟叶完全

变黄；接着进入叶片干燥期，以0.5℃/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53℃，湿球温度调整至

37℃，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8h，烤到全烤房烟叶的支脉和叶肉干燥；

F、干筋：干球温度60℃以前，烧大火，大排湿，以1℃/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67

℃，湿球温度调整至39℃，然后将干球温度稳定在67℃，烘烤25h，稳定干、湿球温度，烤到全

烤房烟叶的主脉干燥为止。

[0026] 实施例5

1、烤烟品种：在玉溪市烘烤k326品种成熟烟叶；

2、对密集烤房进行检修，确保机械设备运行正常，墙体不漏气，湿温度传感器工作正

常；所使用的密集烤房为气流上升式密集烤房；

3、一炉只能装烤一个品种；

4、温湿度传感器的挂放：湿温度传感器一支挂烤房的顶层、一支挂在烤房底层。感温头

低至叶尖上5cm。

[0027] 一种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密集烘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采收：采收主脉变白发亮，具有成熟特征的k326品种烤烟烟叶；所述的烟叶为烟株的

中部成熟的烟叶；

B、编烟：同竿同质、同部位，稀密恰当；编烟量105片/竿，  9kg/竿；

C、装炉：将烟叶装入烤房，同炉同类，装均装满；装烟量为570竿/炉，密度为50kg/m3，装

烟原则为低温区域相对于装烟密度少装1竿，高温区域相对于装烟密度多装2竿。所述的烤

房为气流下降式密集烤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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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变黄：变黄期包括叶尖变黄阶段、主变黄阶段、全黄阶段；尖变黄阶段在2~3h内将干

球温度由自然温度升到32℃，湿球温度调整为31℃，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烘烤18h；主变黄

阶段以1.0℃/h的升温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37℃，湿球温度调整为34℃，稳定干湿球温度

不变，烘烤32h；全黄阶段以1.0℃/h的升温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42℃，湿球温度调整为35

℃，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烘烤20h，烟叶叶肉全黄（由尖变黄阶段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开始

至全黄需要70h），至此变黄期结束；

E、定色：定色期包括支脉变黄期和叶片干燥期，支脉变黄期是以1℃/2h的升温速率，将

干球温度升至48℃，湿球温度调整至37℃，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20h，烤到顶台烟叶完全

变黄；接着进入叶片干燥期，以0.5℃/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54℃，湿球温度调整至

38℃，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7h，烤到全烤房烟叶的支脉和叶肉干燥；

F、干筋：干球温度60℃以前，烧大火，大排湿，以1℃/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67

℃，湿球温度调整至40℃，然后将干球温度稳定在68℃，烘烤22h，稳定干、湿球温度，烤到全

烤房烟叶的主脉干燥为止。

[0028] 实施例6

1、烤烟品种：在玉溪市烘烤k326品种成熟烟叶；

2、对密集烤房进行检修，确保机械设备运行正常，墙体不漏气，湿温度传感器工作正

常；所使用的密集烤房为气流上升式密集烤房；

3、一炉只能装烤一个品种；

4、温湿度传感器的挂放：湿温度传感器一支挂烤房的顶层、一支挂在烤房底层。感温头

低至叶尖上5cm。

[0029] 一种三段式控时变黄的烤烟密集烘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采收：采收主脉变白发亮，具有成熟特征的k326品种烤烟烟叶；所述的烟叶为烟株的

下部、中部或上部成熟的烟叶；

B、编烟：同竿同质、同部位，稀密恰当；编烟量100片/竿，  9kg/竿；

C、装炉：将烟叶装入烤房，同炉同类，装均装满；装烟量为580竿/炉，密度为51kg/m3，装

烟原则为低温区域相对于装烟密度少装2竿，高温区域相对于装烟密度多装1竿。所述的烤

房为气流下降式密集烤房；

D、变黄：变黄期包括叶尖变黄阶段、主变黄阶段、全黄阶段；尖变黄阶段在2~3h内将干

球温度由自然温度升到32℃，湿球温度调整为31℃，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烘烤20h；主变黄

阶段以1.0℃/h的升温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37℃，湿球温度调整为34℃，稳定干湿球温度

不变，烘烤25h；全黄阶段以1.0℃/h的升温速度，将干球温度升到42℃，湿球温度调整为35

℃，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烘烤25h，烟叶叶肉全黄（由尖变黄阶段稳定干湿球温度不变开始

至全黄需要70h），至此变黄期结束；

E、定色：定色期包括支脉变黄期和叶片干燥期，支脉变黄期是以1℃/2h的升温速率，将

干球温度升至47℃，湿球温度调整至37℃，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18h，烤到顶台烟叶完全

变黄；接着进入叶片干燥期，以0.5℃/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54℃，湿球温度调整至

38℃，稳定干、湿球温度，烘烤20h，烤到全烤房烟叶的支脉和叶肉干燥；

F、干筋：干球温度60℃以前，烧大火，大排湿，以1℃/1h的升温速率，将干球温度升至67

℃，湿球温度调整至39℃，然后将干球温度稳定在67℃，烘烤28h，稳定干、湿球温度，烤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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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房烟叶的主脉干燥为止。

[0030] 试验例1——烘烤后烟叶质量对比

试验组1为按实施例1进行，试验组2按实施例2进行，试验组3按实施例3进行，试验组4

为按实施例4进行，试验组5按实施例5进行，试验组6按实施例6进行，对照组按常规烘烤方

法进行，试验结果见表1。

[0031] 表1烟叶烘烤质量对比

本发明实施例1（试验组1）烟叶烤后黄烟率高，烤青、挂灰、烤枯等坏烟合计比传统烤法

低6.79个百分点；质量好，上等烟比例比传统烤法高5.33个百分点，上中等比例增加6.29个

百分点；售价高，均价增高3.10元/kg。感官评吸得分高出1.9分，烟叶品质得到明显改善。

[0032] 本发明实施例2（试验组2）烟叶烤后黄烟率高，烤青、挂灰、烤枯等坏烟合计比传统

烤法低10.87个百分点；质量好，上等烟比例比传统烤法高14.07个百分点，上中等比例增加

9.80个百分点；售价高，均价增高2.63元/kg。感官评吸得分高出3.1分，烟叶品质得到明显

改善。

[0033] 本发明实施例3（试验组3）烟叶烤后黄烟率高，烤青、挂灰、烤枯等坏烟合计比传统

烤法低10.48个百分点；质量好，上等烟比例比传统烤法高10.33个百分点，上中等比例增加

7.53个百分点；售价高，均价增高5.43元/kg。感官评吸得分高出1.3分，烟叶品质得到明显

改善。

[0034] 本发明实施例4（试验组4）烟叶烤后黄烟率高，烤青、挂灰、烤枯等坏烟合计比传统

烤法低9.38个百分点；质量好，上等烟比例比传统烤法高8.14个百分点，上中等比例增加

6.86个百分点；售价高，均价增高5.40元/kg。感官评吸得分高出2.0分，烟叶品质得到明显

改善。

[0035] 本发明实施例5（试验组5）烟叶烤后黄烟率高，烤青、挂灰、烤枯等坏烟合计比传统

烤法低7.07个百分点；质量好，上等烟比例比传统烤法高9.55个百分点，上中等比例增加

8.19个百分点；售价高，均价增高5.90元/kg。感官评吸得分高出3.1分，烟叶品质得到明显

改善。

[0036] 本发明实施例6（试验组6）烟叶烤后黄烟率高，烤青、挂灰、烤枯等坏烟合计比传统

烤法低6.69个百分点；质量好，上等烟比例比传统烤法高10.30个百分点，上中等比例增加

说　明　书 7/8 页

9

CN 109156863 A

9



7.43个百分点；售价高，均价增高4.67元/kg。感官评吸得分高出1.3分，烟叶品质得到明显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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