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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原烟自动化精选的打叶复烤工艺，

包括原料准备、解耙、切叶尖、一次润叶、二次润

叶、打叶去梗工段，其特征在于：在一次润叶和二

次润叶之间设置了原烟自动精选环节，所述原烟

自动精选环节，包括烟叶自动分片单元、单层化

铺料单元、烟叶图像特征检测单元和自动分选单

元。本发明的优点在于：1.在一次润叶与二次润

叶工序之间，设计了原烟自动精选环节，从而解

决以往在打叶复烤原烟预处理段中拆包烟叶呈

折叠皱缩状态、无法进行机器视觉检测的难题；

2.原烟自动精选环节通过提取烟叶图像形状、颜

色和纹理信息，对烟叶进行自动在线分类，解决

了传统打叶复烤工艺中人工选叶存在的选叶质

量稳定性不高、选叶效率较低、选叶成本高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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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原烟自动化精选的打叶复烤工艺，包括原料准备、解耙、切叶尖、一次润叶、

二次润叶、打叶去梗工段，其特征在于：在一次润叶和二次润叶之间设置了原烟自动精选环

节，所述原烟自动精选环节，包括烟叶自动分片单元、单层化铺料单元、烟叶图像特征检测

单元和自动分选单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原烟自动化精选的打叶复烤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烟叶

自动分片单元，采用负压吸片方式，通过机械臂从一次润叶后输送带上吸取单张烟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原烟自动化精选的打叶复烤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单层

化铺料单元，通过带式输送机输送烟叶，通过振槽将润叶后的烟草物料分散摊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原烟自动化精选的打叶复烤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烟

叶图像特征检测单元，包括光源、光路系统、CCD和图像采集处理机，该单元可以实现动态输

送条件下对烟叶的高还原度成像，并通过提取烟叶图像形状、颜色和纹理信息，将原烟分类

识别为合格烟叶、青霉烟、杂物和不合格烟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原烟自动化精选的打叶复烤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源

为LED光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原烟自动化精选的打叶复烤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烟叶

分选单元，在带式输送机出口处，采用分拣机械手或者采用高压气阀喷吹的方式，将图像分

类识别出的合格烟叶、青霉烟、杂物和不合格烟叶逐次分选到各自对应的输送通道中。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原烟自动化精选的打叶复烤工艺，其特征在于：该工艺的

具体工作步骤如下：

1）在预处理车间对烟叶原料水分进行抽查检验，但温度低于25oC或者水分低于16%，并

根据烟叶板结程度、温度状况，确定是否需要预回潮；

2）烟把逐把铺放在摆把台上，由解把机进行接把；

3）对解把后的烟把，进行切尖处理；

4）对烟叶采用润叶回潮筒进行一次润叶处理，该过程通过雾化喷水和蒸汽施加，使烟

叶进行松散和舒展，并使得出口物料水分达到18-20%左右，温度达到55-65oC；

5）自动分片机采用负压吸片方式，通过机械臂从一次润叶后输送带上吸取单张烟叶，

并单层化放置于带式输送机皮带上；

6）单层化的烟叶经过LED光源和CCD反射成像，图像采集处理机采集烟叶图像、并提取

分析形状、颜色和纹理信息，将原烟分类识别为合格烟叶、青霉烟、杂物和不合格烟叶；

7）根据图像检测单元的分类判断，烟叶分选单元将合格烟叶、青霉烟、杂物和不合格烟

叶逐次分选到各自对应的输送通道中；

8）分选出的合格烟叶采用润叶回潮筒进行二次润叶处理，该过程通过雾化喷水和蒸汽

施加，使得出口物料水分达到19-21%左右，温度达到55-65oC；

9）润叶后的烟叶进入打叶去梗工段，在此工段中经过打叶机组的机械打叶和风分器的

风力分级作用，烟叶被分为片烟和烟梗；

10）片烟和烟梗分别进入复烤工序，经过隧道网带式复烤机处理，片烟复烤出口水分

11-13%，烟梗复烤出口水分11-14%；

11）烤后的片烟和烟梗分别进行打包和成品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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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原烟自动化精选的打叶复烤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打叶复烤工艺，具体是一种基于原烟自动化精选的打叶复烤工艺，属

于烟叶打叶复烤加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新鲜烤烟烟叶从田间采收并经初烤、分级收购后，形成不同等级的原烟。在烟草工

业中，这些不同等级的原烟首先需要进入打叶复烤加工工艺。该工艺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

通过打叶风分设备使烟叶中的叶片和烟梗分离，再对叶片与烟梗分别进行复烤，然后分别

作为卷烟厂工业原料进行打包和贮存；另一方面，烟叶从收购环节进入打叶复烤加工的过

程中，存在一定比例青霉烟和杂物及混级烟叶，原料等级质量水平和纯度很难达到卷烟工

业直接使用的要求。为了保证烟叶质量，必须在打叶复烤加工前对卷烟工业企业接收的等

级烟叶进行分拣纯化，主要对烟叶原料中的青霉杂和非等级烟叶进行分选作业。上述选叶

作业对于保障卷烟工业原料的纯净度和稳定性有重要意义。其主要任务是：（1）按照规定指

标（标样）或卷烟企业客户要求，将等级烟叶进行再次分选为符合等级要求的合格烟叶和低

于等级要求的不合格烟叶；（2）挑检出青烟、霉烂变色的烟叶；（3）挑选出非烟杂物。上述选

叶作业对于保障卷烟工业原料的纯净度和稳定性有重要意义。

[0003] 从目前的选叶手段来看，人工分拣烟叶是目前打叶复烤企业普遍采用的手段。人

工选叶方式包括静态挑选和动态挑选两种方式。静态挑选多采用人工解把、边选边装的“地

摊”式挑选分级方式，存在占地面积大、生产环境差、烟叶造碎大、物流组织较零乱等缺点。

动态挑选即采用在皮带机上选叶并自动收集装箱的方式，与静态挑选相比解决了物流组织

的问题。尽管在人工选叶的组织方式上有所进步，但目前人工分拣烟叶质量仍极度依赖于

分拣人员的技术水平，也容易受个体主观情绪、身体素质等影响，不同选叶工人作业水平也

参差不齐。同时，企业存在季节性的临时用工频繁更替，且用工成本不断攀升。上述因素均

造成了目前人工选叶质量稳定性不高、选叶效率较低、选叶成本高等问题。

[0004] 近年来，机器视觉在农产品品质检测和分级方面有着广泛的研究应用。在烟草加

工方面，发明专利CN103801514A提出了一种制丝线烟叶自动化精选装置及方法，该方面主

要是针对卷烟厂制丝生产线中的叶片原料，提出了采用机器视觉的叶片中青霉烟、杂物、含

梗烟在线检测工艺和装置。该发明方法主要适用于卷烟厂制丝生产工艺设计，仅适用于叶

梗分离后的叶片原料，难以在打叶复烤工艺中应用。同时也无法实现符合等级要求的合格

烟叶和低于等级要求的不合格烟叶分离。

[0005] 综上所述，可以将机器视觉与原烟精选除杂、等级烟叶图像特征识别结合，并应用

到打叶复烤工艺中，以实现对烟叶物料的高效自动化选叶，有效降低选叶损耗率，保障卷烟

工业原料的纯净度和稳定性。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原烟自动化精选的打叶复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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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该发明是针对现有打叶复烤工艺，利用机器视觉方法实现对打叶复烤过程烟叶原料

中青霉烟、杂物、合格等级烟叶和非等级烟叶的分类识别与自动精选，形成一套新的打叶复

烤工艺，有效克服现有工艺中选叶方式存在的不足。

[0007]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完成：一种基于原烟自动化精选的打叶复烤工艺，包括

原料准备、解耙、切叶尖、一次润叶、二次润叶、打叶去梗工段，其中：在一次润叶和二次润叶

之间设置了原烟自动精选环节，所述原烟自动精选环节，包括烟叶自动分片单元、单层化铺

料单元、烟叶图像特征检测单元和自动分选单元。

[0008] 与传统打叶复烤工艺相比，本发明提出的工艺在一次润叶和二次润叶之间设置了

原烟自动精选环节，烟叶经过一次润叶后通过自动精选流程分选为合格烟叶、青霉烟、杂物

和不合格烟叶，合格烟叶通过后续二润工序后进入打叶去梗工段、复烤工段。

[0009] 所述原烟自动精选环节，主要包括烟叶自动分片单元、单层化铺料单元、烟叶图像

特征检测单元和自动分选单元。

[0010] 所述烟叶自动分片单元，主要采用负压吸片方式，通过机械臂从一次润叶后输送

带上吸取单张烟叶。

[0011] 所述单层化铺料单元，主要通过带式输送机输送烟叶，通过振槽将润叶后的烟草

物料分散摊薄。

[0012] 所述的烟叶图像特征检测单元，主要包括光源、光路系统、CCD和图像采集处理机，

该单元可以实现动态输送条件下对烟叶的高还原度成像，并通过提取烟叶图像形状、颜色

和纹理信息，将原烟分类识别为合格烟叶、青霉烟、杂物和不合格烟叶。

[0013] 所述烟叶分选单元，在带式输送机出口处，采用分拣机械手或者采用高压气阀喷

吹的方式，将图像分类识别出的合格烟叶、青霉烟、杂物和不合格烟叶逐次分选到各自对应

的输送通道中。

[0014]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原烟自动化精选的打叶复烤工艺，其具体工作步骤如下：

1.  在预处理车间对烟叶原料水分进行抽查检验，但温度低于25oC或者水分低于16%，

并根据烟叶板结程度、温度状况，确定是否需要预回潮；

2.  将烟把逐把铺放在摆把台上，由解把机进行接把；

3.  对解把后的烟把，进行切尖处理；

4.  对烟叶采用润叶回潮筒进行一次润叶处理，该过程通过雾化喷水和蒸汽施加，使烟

叶进行松散和舒展，并使得出口物料水分达到18-20%左右，温度达到55-65oC；

5. 自动分片机采用负压吸片方式，通过机械臂从一次润叶后输送带上吸取单张烟叶，

并单层化放置于带式输送机皮带上；

6. 单层化的烟叶经过LED光源和CCD反射成像，图像采集处理机采集烟叶图像、并提取

分析形状、颜色和纹理信息，将原烟分类识别为合格烟叶、青霉烟、杂物和不合格烟叶；

7.  根据图像检测单元的分类判断，烟叶分选单元将合格烟叶、青霉烟、杂物和不合格

烟叶逐次分选到各自对应的输送通道中；

8.  分选出的合格烟叶采用润叶回潮筒进行二次润叶处理，该过程通过雾化喷水和蒸

汽施加，使得出口物料水分达到19-21%左右，温度达到55-65oC；

9.  润叶后的烟叶进入打叶去梗工段，在此工段中经过打叶机组的机械打叶和风分器

的风力分级作用，烟叶被分为片烟和烟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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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片烟和烟梗分别进入复烤工序，经过隧道网带式复烤机处理，片烟复烤出口水分

11-13%，烟梗复烤出口水分11-14%；

11.  烤后的片烟和烟梗分别进行打包和成品输出。

[0015]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1.在一次润叶与二次润叶工序之间，设计了原烟自动精选环节，从而解决以往在打叶

复烤原烟预处理段中拆包烟叶呈折叠皱缩状态、无法进行机器视觉检测的难题；

2.  原烟自动精选环节通过提取烟叶图像形状、颜色和纹理信息，对烟叶进行自动在线

分类，解决了传统打叶复烤工艺中人工选叶存在的选叶质量稳定性不高、选叶效率较低、选

叶成本高等问题。

附图说明

[0016] 图1现行打叶复烤工艺流程图；

图2本发明设计的打叶复烤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本发明通过附图及以下具体实例作进一步描述，但本发明内容并不限于此。

[0018] 结合附图1、附图2，进一步对本发明特点进行说明：①通过光学成像和计算机图像

分析，通过提取烟叶图像中形状、颜色和纹理信息，对烟叶进行自动在线分类，较附图1传统

工艺中人工选叶方式更为高效、准确；②与附图1传统工艺相比，附图2中本发明将原烟自动

精选环节设计在一次润叶与二次润叶工序之间，一次润叶工艺以尽可能实现烟叶松散和舒

展的目的，可为烟叶图像检测提供必要条件，从而解决以往在打叶复烤原烟预处理段中拆

包烟叶呈折叠皱缩状态、无法进行机器视觉检测的难题；③附图1传统工艺中一润工序增温

增湿强度低于二润工序，附图2中本发明则尽可能提升一润工序增温增湿强度，使得加水加

温松散的目标尽量在该工序完成，以满足烟叶图像识别需求。

[0019] 实施例1

一种基于原烟自动化精选的打叶复烤工艺，如图2所示。其主要工艺步骤如下：

①烟叶原料开箱解把；

②将解把后烟叶进行切叶尖处理，之后进行一次润叶工序，使烟叶增温增湿，提高烟叶

耐加工性。

[0020] ③一次润叶后物料由喂料机送至原烟精选单元，通过以下步骤进行原烟精选，流

程如图2所示：

a) .烟叶由喂料机进入振槽，在振槽抖动下烟叶被抖散平铺，自动分片机采用负压吸片

方式，通过机械臂从一次润叶后输送带上吸取单张烟叶，并单层化放置于带式输送机皮带

上;

b) .分散后烟叶输送至摊薄皮带，摊薄皮带利用速度差实现烟叶单层化铺料，结团烟叶

被输送至皮带后方被带出生产线；

c) .非结团烟叶进入下一级皮带，进入烟叶图像特征识别及分拣单元，光源照射皮带上

的烟叶，采集烟叶图像，经过图像处理识别其中青霉烟和非烟杂物；

d) .被识别的青霉烟和非烟杂物经过剔除机构时，经由剔除机构的高压气阀喷出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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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青霉烟和非烟杂物剔除。

[0021] ④原烟自动精选后的合格烟叶进入二次润叶、打叶去梗工序；

⑤复烤后成品烟片、烟梗打包装箱；

⑥选叶质量方面，达到现传统人工选叶质量标准要求，本发明中原烟自动精选环节对

青霉烟和杂物的识别和剔除的综合准确率在90%以上，明显的青、霉变、杂、僵叶片比例≤

3%。在烟叶精选质量不低于传统人工选叶的条件下，自动化精选效率较人工选叶方式提高

150%左右，相同选叶流量下平均每万担烟叶选叶用工数量降低60%以上；在选叶损耗率方面

较传统人工方式降低30%以上。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1990677 A

6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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