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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烟叶烤房，特别是一种低

温干筋烘烤的密集烤房，包括密集烤房，使用内

除湿装置实现降低53～54℃定色期结束之后的

干筋期的干湿球温度，维持干筋期的干球温度所

对应的湿球温度所产生的相对湿度Rh与常规烘

烤工艺的干筋期干湿球温度所对应的相对湿度

Rh相等或略低。还可以使用变频调速风机与冷风

进风门开启度配合的方法实现所述干筋期的相

对湿度Rh与常规烘烤工艺的干筋期的相对湿度

Rh相等或略低。最终确保在工艺规定的时间内将

烟叶全部烤干。本发明由于降低了干筋期的干球

温度，有利于降低能耗，同时，烘烤的烟叶不但桔

色比例显著提高，且色泽更亮丽，吃气香味显著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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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烟叶低温干筋烘烤密集烤房，包括密集烤房(1)，其烘烤工艺包括变黄期、定色

期和干筋期，其特征在于：降低53～54℃定色期结束之后的干筋期的干湿球温度，维持干筋

期的干球温度所对应的湿球温度所产生的相对湿度Rh与常规烘烤工艺的干筋期干湿球温

度所对应的相对湿度Rh相等或略低。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干筋烘烤密集烤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维持干筋期的干

球温度可以是55℃至不高于常规烘烤工艺所用的干筋期最低干球温度之间的任何一个温

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低温干筋烘烤密集烤房，其特征在于：所述维持干筋期的干球

温度可以是55℃到64℃之间的任何一个温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低温干筋烘烤密集烤房，其特征在于：所述维持干筋期的

干球温度所对应的湿球温度，应满足所对应的相对湿度Rh的降低等于或略低于从定色结束

的30％向19％和15％降低。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低温干筋烘烤密集烤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干湿球温度以及

所对应的相对湿度Rh采用以下任意组合之一：

a、干球55℃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b、干球59℃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c、干球57℃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d、干球58℃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e、干球59℃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d、干球60℃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f、干球61℃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g、干球62℃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h、干球63℃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i、干球64℃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6.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任一种低温干筋烘烤密集烤房，其特征在于：使用内除湿

装置(15)实现所述干筋期的相对湿度Rh与常规烘烤工艺的干筋期的相对湿度Rh相等或略

低。

7.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任一种低温干筋烘烤密集烤房，其特征在于：使用变频调

速风机(9)与冷风进风门(11)开启度配合的方法实现所述干筋期的相对湿度Rh与常规烘烤

工艺的干筋期的相对湿度Rh相等或略低。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低温干筋烘烤密集烤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内除湿装置(15)

可以是具有冷凝除湿功能的装置或者物理-化学除湿装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任一种低温干筋烘烤密集烤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具有冷凝

除湿功能的装置可以是安装在装烟室内部或者热风回风道(13)内的热泵，所述热泵的吸热

面迎向热风。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任一种低温干筋烘烤密集烤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物理-化

学除湿装置可以是安装在徘湿窗(14)上的除湿转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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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烟叶低温干筋烘烤的密集烤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烤烟房，尤其是一种烤烟干筋期采用低温烘烤的密集烤烟房，  属

烟草调制技术领域。

技术背景

[0002] 烤烟(包括明火烤烟和火管间接供热烤烟)作为烟草的一种类型，已经有数  百年

历史。自从180多年前，人们开始发现火管间接供热烤出的烟叶香气更纯香  宜人后，人们对

烤烟烘烤相关技术的探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烟叶密集烤房自  2008年在我国大规模建设

以来，全国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密集烤房数十万座，已  经成为烟叶调制烘烤的主要设施，尤

其是2009年国家烟草专卖局以国烟办综 〔2009〕418号文“国家烟草专卖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烤房设备招标采购管理办  法和密集烤房技术规范(试行)修订版》的通知”颁布施行以来，

烟叶密集烤房  按照规范建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收到各方的广泛欢迎。密集烤房包括加

热室  和装烟室，二个室由隔墙有耳隔开，在隔墙的顶部和底部设有循环风道，采用强  制通

风，按照热风的运行方向可划分为气流上升式和气流下降式两种。

[0003] 烘烤工艺和烘烤设施往往相辅相成、彼此相依相存，这也成就了作为现有技  术的

的烤烟烘烤工艺和能够实现该烘烤工艺的烘烤设施或者烤房。

[0004] 现在，全世界的烤烟生产及研究者，绝大部分均已习惯了“从常温开始用一  定的

时间，并设置一定的阶梯将温度逐步升到68℃左右，同时，随着温度的上  升和时间的推移，

逐渐降低被烘烤烟叶含水量和周边的空气相对湿度，最终完成  全部烘烤”这样一类烘烤工

艺和工艺曲线。纵观这类烘烤工艺和曲线，尽管它们  会因为种种原因(比如：不同国家，不

同地区，不同气候烟区，不同品种，甚至  不同部位等)的影响而有所差异，但也不难看出这

些烘烤工艺和曲线的相似度是  很高的，它们所有的工艺曲线走势高度一致。

[0005] 以目前较有代表的烟叶烘烤工艺曲线如表1所示，与烟叶烘烤关系密切的  温度

(干球温度、湿球温度)和时间，两者相互配合完成了整个烘烤进程。烘烤  进程中我们可以

看出，随时间的推移和温度的升高，烘烤工艺顺序按变黄(干球  温度：点火温度～38℃，湿

球温度：35～36℃)、定色(干球温度：40℃～53℃，  湿球温度：37～38℃)、干筋(干球温度：

55℃～68℃，湿球温度：40～41℃)  三个时期依次递进，最后停留在68℃直到全部烟叶(包

括叶肉和叶脉)干燥，  即结束烟叶烘烤。上述三个时期和各时期的温度范围几乎是全世界

烟叶烘烤均要 经历的过程。

[0006] 表1常规烟叶烘烤工艺曲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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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0008] 表中：Rh-相对湿度，h-时间，℃-摄氏温度

[0009] 众多研究表明，烟叶进入烤房后，其外观颜色的变化和内在物质的转换以  及两者

(颜色、物质)的固定，基本在前面两个时期(变黄期、定色期)就已经  完成。而55℃～68℃期

间的高温主要是促使烟叶主脉中的水分溢出，这期间烘  烤工艺的核心便是通过提高干球

温度(干球温度从定色期末的53℃～54℃逐渐  升至55℃～68℃)、微调湿球温度(湿球温度

从定色期末37℃～38℃逐渐升至  40～41℃)，通过大量供热和通风加剧烟叶内部水分的运

动以及促使烤房内烟层  间的相对湿度大幅度降低，维持长时间的高温和较低的湿度促使

烟叶最终得以干 燥。

[0010] 自人们发现火管供热可以烘烤烟叶以后，上述烘烤工艺便已被广大的烤烟  生产

者和研究者所接受，这是基于早期的自然通风烤房所形成的工艺。然而，随  着强制通风烤

房以及近年除湿机械的出现，这种靠高温和大量通风以达到烟叶最  后干燥的烘烤工艺已

不再是唯一的途径。

[0011] 尤其是，这种烘烤高温干筋烘烤有着以下二个方面明显的不足：

[0012] 1)干筋效率低、能耗高，保持干球温度68℃以上长达几十个小时，这  时由于烤房

内的相对湿度已经比较低了，而干球温度又较之外部  环境温度(气温，如25℃)高出较多，

排湿时进风带来的温差明  显，为了不降低干球温度，必须大量供热，导致能耗高；

[0013] 2)易出现桔色比例降低、色泽加深现象，降低了上等烟的比例。

发明内容

[0014] 针对上述高温干筋烘烤存在的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烟叶低温干筋烘  烤的

密集烤房，以求解决烤烟干筋期存在的高能耗问题并提高上等烟比例。

[001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16] 一种烟叶低温干筋烘烤的密集烤房，包括密集烤房，其烘烤工艺包括变黄期、  定

色期和干筋期，其特征在于：降低53～54℃定色期结束之后的干筋期的干湿  球温度，维持

干筋期的干球温度所对应的湿球温度所产生的相对湿度Rh与常规  烘烤工艺的干筋期干湿

球温度所对应的相对湿度Rh相等或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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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进一步，使用内除湿装置实现所述干筋期的相对湿度Rh与常规烘烤工艺的  干筋

期的相对湿度Rh相等或略低。也可以使用变频调速风机与冷风进风门开启  度配合的方法

实现所述干筋期的相对湿度Rh与常规烘烤工艺的干筋期的相对湿  度Rh相等或略低。

[0018] 所述的内除湿装置可以是具有冷凝除湿功能的装置或者化学除湿装置。

[0019] 所述的具有冷凝除湿功能的装置可以是安装在装烟室内部或者回风口风道 内的

热泵，所述热泵的吸热面迎向热风。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低温干筋烘烤的密集烤房的结构正视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低温干筋烘烤的密集烤房的结构左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的低温干筋烘烤的密集烤房的结构俯视图。

[0023] 图中：12—加热室；7—装烟室；8—回风口风道；9—变频调速风机；10— 回风进风

混合室；11—冷风进风门；13—热风口风道；14-排湿窗；15-内除湿  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对本发明做详细说明。

[0025] 表2低温干筋烟叶烘烤工艺曲线表

[0026]

[0027] 表中：Rh-相对湿度，h-时间，℃-摄氏温度

[0028] 从表1可以看出，现有技术普遍采用的干筋期干球温度从定色期末的53℃～  54℃

逐渐升至55℃～68℃、湿球温度从定色期末37℃～38℃逐渐升至40～41℃，  通过大量供热

和烤房内外通风(烤房装烟室内与外部大气环境之间通风)加剧烟 叶内部水分的运动以及

促使烤房内烟层间的相对湿度大幅度降低，维持长时间的  高温和较低的湿度促使烟叶最

终得以干燥。

[0029] 现有技术认为，烟叶烘烤过程中，其外观颜色的变化和内在物质的转换以及  两者

(颜色、物质)的固定，基本在前面两个时期(变黄期、定色期)就已经完  成，在烤烟大部分致

香基础物质形成后(53～55℃定色期结束后)，本发明利用 “停止干球温度的提升，依排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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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的需要降低相对湿度”的办法进入干筋期烘  烤。

[0030] 结合表2，具体的方案为：

[0031] 1)不改变常规烘烤工艺(检索查新发表过或受保护的工艺)的变黄期、定  色期工

艺的前提下，执行常规烘烤工艺到定色期结束后，进入干筋期的最终目标  干球温度不需要

定到过去惯用的68℃，只要沿着或略高于定色期的最高温度，  对湿球的控制温度进行适当

设置，再通过适当加大通风量或借助除湿机械(如热  泵除湿机等冷凝式内除湿或者其他物

理、化学除湿方式)的办法，逐将烤房内的  相对湿度进行有效降低，维持干筋期的干球温度

所对应的湿球温度所产生的相对  湿度Rh与常规烘烤工艺的干筋期干湿球温度所对应的相

对湿度Rh相等或略低， 最终确保在工艺规定的时间内将烟叶全部烤干。

[0032] 2)在1)的基础上，维持干筋期的干球温度可以是55℃至常规烘烤工艺所  用的干

筋期最低干球温度(不包含)之间的任何一个温度。

[0033] 3)在2)的基础上，维持干筋期的干球温度可以是55℃到64℃之间的任  何一个温

度。

[0034] 4)在1)或者3)基础上，维持干筋期的干球温度所对应的湿球温度的设  置，应满足

所对应的相对湿度Rh的要求，该相对湿度Rh的降低等于或略低于从  定色结束的30％向

19％和15％降低。

[0035] 5)在4)的基础上，具体干湿球的设置以及对应的相对湿度有以下组合(但  不限于

以下组合)：

[0036] a、干球55℃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0037] b、干球59℃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0038] c、干球57℃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0039] d、干球58℃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0040] e、干球59℃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0041] d、干球60℃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0042] f、干球61℃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0043] g、干球62℃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0044] h、干球63℃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0045] i、干球64℃时，湿球 对应相对湿度

[0046] 结合图1、图2和图3，本发明的低温干筋烘烤密集烤房，包括密集烤房1，  其烘烤工

艺包括变黄期、定色期和干筋期，其特征在于：降低53～54℃定色期  结束之后的干筋期的

干湿球温度，维持干筋期的干球温度所对应的湿球温度所产  生的相对湿度Rh与常规烘烤

工艺的干筋期干湿球温度所对应的相对湿度Rh相等 或略低。

[0047] 可以使用内除湿装置15实现所述干筋期的相对湿度Rh与常规烘烤工艺的干  筋期

的相对湿度Rh相等或略低。

[0048] 本发明的低温干筋烘烤密集烤房，可以使用变频调速风机9与冷风进风门11  开启

度配合的方法实现所述干筋期的相对湿度Rh与常规烘烤工艺的干筋期的相  对湿度Rh相等

或略低。

[0049] 本发明的低温干筋烘烤密集烤房，所述的内除湿装置15可以是具有冷凝除  湿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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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装置或者物理-化学除湿装置。

[0050] 本发明的低温干筋烘烤密集烤房，所述的具有冷凝除湿功能的装置可以是安  装

在装烟室内部或者热风回风道13内的热泵，所述热泵的吸热面迎向热风。

[0051] 本发明的低温干筋烘烤密集烤房，所述的物理-化学除湿装置可以是安装在  徘湿

窗14上的除湿转轮。

[0052] 使用本发明的低温干筋低温干筋烘烤密集烤房，由于降低了干筋期的干球温  度，

降低了进风-徘湿过程中的烤房内外温差，减少了干筋期稳温所需的加热能  耗，从而明显

有利于降低能耗。

[0053] 同时，从理论上讲，可以明显降低由于68℃及以上温度的烤红烟的损失率。

[0054] 本发明经实际烘烤验证，烘烤的烟叶不但桔色比例显著提高，且色泽更亮丽，  过

去评吸中较为明显的苦味及毛刺感显著减小，而其它有益的香韵、浓度等无明  显下降。

[0055] 烤烟生产技术的提升和变革总是随着烤烟生产及相关横向技术的发展而发  展

的，伴随着这个发展，与烤烟烘烤调制技术有关的烘烤工艺技术和配套设施也  得到了提升

和变革。长期的烤烟生产实践证明，市场的需要和变化与生产技术的  革新永远是相辅相成

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技术和需要。

[0056] 本发明所提出的一种烤烟低温干筋低温干筋烘烤密集烤房，不但有着较高的  学

术价值，而且也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其从低温干筋的角度诠释了烤烟烘烤及  烘烤工艺不

为人知的另一面，具有较强的超前性和领先性，对下一步烘烤设施的 改进和提升有着较强

的引领性，特别是对于当前普受关注的热泵除湿烘烤和风机  变频调速烘烤的研究和推进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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