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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NC102上部烟叶的八段烘

烤工艺，包括Ⅰ控制段、Ⅱ控制段、Ⅲ控制段、Ⅳ控

制段、Ⅴ控制段、Ⅵ控制段、Ⅶ控制段和Ⅷ控制

段，每段均有升温过程和稳温过程、控制误差的

设置，除Ⅱ、Ⅲ、Ⅴ控制段以干球温度、湿球温度

为目标进行控制外，其余控制段均以干球温度为

目标进行控制。其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的烘烤

工艺可操作性强，在升温阶段，可使干球温度按

照设定升温速率均匀增加不会出现升温过快，在

稳温阶段，可使干、湿球温度在设定范围内波动，

该烘烤工艺可增强烟叶外观色度、提高优质烟叶

的成品率、提高评吸质量，并能减少能耗、降低烘

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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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发明公开了一种NC102上部烟叶的八段烘烤工艺，包括Ⅰ控制段、Ⅱ控制段、Ⅲ控制

段、Ⅳ控制段、Ⅴ控制段、Ⅵ控制段、Ⅶ控制段和Ⅷ控制段，其特征是：Ⅰ控制段包括30℃升温

过程、38℃升温过程和38℃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Ⅱ

控制段包括40℃升温过程、40℃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湿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

差为±0.5℃；Ⅲ控制段包括42℃升温过程、42℃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湿球温度为目标进

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4℃；Ⅳ控制段包括44℃升温过程、44℃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为目

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 .3℃；Ⅴ控制段包括46℃升温过程、46℃稳温过程，以干球温

度、湿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3℃；Ⅵ控制段包括48℃升温过程、50℃升温

过程和50℃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4℃；Ⅶ控制段包括54

℃升温过程、54℃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Ⅷ控制段包

括68℃升温过程、68℃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采用所

述八段烘烤工艺可有效增强NC102上部烟叶的成色，提高烟叶评吸质量，提高优质烟叶产

量，提高植烟效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NC102上部烟叶的八段烘烤工艺，其特征是：所述的Ⅰ控制

段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包括30℃升温过程、38℃升温过程和

38℃稳温过程，用于使烤房实时干球温度达到并控制在烟叶最佳变黄温度，促进烟叶内部

分物质降解而变黄，直到烟叶变黄程度达到8~9成；30℃升温过程是将装烟完成后的烤房室

内温度升至干球温度30.0℃，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低于20.0℃时的升温速率为3.0℃/h、高于

20.0℃后的升温速率为2.0℃/h；38℃升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30.0℃升至38.0

℃，升温速度为1.0℃/h；38℃稳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控制在38.0±0.5℃范围内

波动，稳温时长在24~48小时之间，只要烟叶变黄程度达到8~9成即可进入Ⅱ控制段，此时烤

房室内的湿球温度TS1与干球温度相差0.5℃左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NC102上部烟叶的八段烘烤工艺，其特征是：所述的Ⅱ控

制段以干球温度、湿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包括40℃升温过程、40℃

稳温过程，用于进一步降解烟叶内部分物质，使烟叶变黄、除湿脱水，直到全部变为黄叶青

筋且部分凋萎；40℃升温过程以实时干球温度为控制目标，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38.0℃

升至40.0℃、湿球温度从TS1降至37.0℃，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0.5℃/h、湿球温度的降温

速率为0.25(TS1-37.0)℃/h；40℃稳温过程以实时湿球温度为控制目标，将烤房室内干球

温度控制在40.0±0.5℃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从37.0℃降至35.0℃并控制在35.0±0.5℃

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的降温速率为0.20℃/h，稳温时长在12~32小时之间，只有当烟叶全

部变为黄叶青筋且有部分凋萎后方可进入Ⅲ控制段。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NC102上部烟叶的八段烘烤工艺，其特征是：所述的Ⅲ控

制段以干球温度、湿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4℃，包括42℃升温过程、42℃

稳温过程，用于烟叶进一步变黄和大分子物质充分降解以及香气前提物质形成和积累，使

烟叶全部塌架变软和脱水除湿；42℃升温过程以实时干球温度为控制目标，将烤房室内干

球温度从40.0℃升至42.0℃、湿球温度从35.0℃降至34.0℃，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0.5

℃/h、湿球温度的降温速率为0.25℃/h；42℃稳温过程以实时湿球温度为控制目标，将烤房

室内干球温度控制在42.0±0.4℃范围内、湿球温度从34.0℃降至31.5℃并控制在31.5±

0.4℃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的降温速率为0.25℃/h，稳温时长在12~24小时之间，当全部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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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塌架、卷边且湿球温度为31.5℃以下时，可进入Ⅳ控制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NC102上部烟叶的八段烘烤工艺，其特征是：所述的Ⅳ控

制段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3℃，包括44℃升温过程、44℃稳温过程，

用于进一步促进香气前提物质的积累、香气物质的形成和烟叶脱水除湿，使烟筋变黄和烟

叶形成小卷筒；44℃升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42.0℃升至44.0℃、湿球温度控制

在31.5±0.3℃范围内，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0.25℃/h；44℃稳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

温度控制在44.0±0.3℃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控制在31.5±0.3℃范围内波动，稳温时长

在4~12小时之间，当全部烟筋变黄、烟叶开始出现小卷筒且湿球温度维持在31.5℃以下，可

进入Ⅴ控制段。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NC102上部烟叶的八段烘烤工艺，其特征是：所述的Ⅴ控

制段以干球温度、湿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3℃，包括46℃升温过程、46℃

稳温过程，用于促进香气物质的形成和脱水除湿，使全部烟叶形成小卷筒；46℃升温过程以

实时干球温度为控制目标，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44.0℃升至46.0℃、湿球温度从31.5℃

降至30.7℃，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0.25℃/h、湿球温度的降温速率为0.10℃/h；46℃稳温

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控制在46.0±0.3℃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控制在30.7±0.3℃

范围内波动，稳温时长在4~12小时之间，当烟叶全部变成小卷筒且实时湿球温度维持在

30.7℃以下，可进入Ⅵ控制段。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NC102上部烟叶的八段烘烤工艺，其特征是：所述的Ⅵ控

制段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4℃，包括48℃升温过程、50℃升温过程

和50℃稳温过程，用于进一步促进香气物质转化合成和烟叶脱水除湿；48℃升温过程是将

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46.0℃升至48.0℃、湿球温度控制在31.0±0.4℃范围内，干球温度的

升温速率为0.25℃/h；50℃升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48.0℃升至50.0℃、湿球温

度控制在31.0±0.4℃范围内，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0.5℃/h；50℃稳温过程是将烤房室

内干球温度控制在50.0±0.4℃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控制在31.0±0.4℃范围内波动，稳

温时长在12~24小时之间，当部分烟叶形成大卷筒且实时湿球温度为31.0℃时，可进入Ⅶ控

制段。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NC102上部烟叶的八段烘烤工艺，其特征是：所述的Ⅶ控

制段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包括54℃升温过程、54℃稳温过程，

用于促进香气物质合成而形成致香物，使烟叶脱水干片、烟筋变黄且定色；54℃升温过程是

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50.0℃升至54.0℃、湿球温度控制在32.0±1.0℃范围内，干球温度

的升温速率为1.0℃/h；54℃稳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控制在54.0±0.5℃范围内波

动、湿球温度控制在32.0±0.5℃范围内波动，稳温时长在4~12小时之间，当烟叶色度均匀

并全部形成大卷筒且实时湿球温度为32.0℃时，可进入Ⅷ控制段。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NC102上部烟叶的八段烘烤工艺，其特征是：所述的Ⅷ控

制段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包括68℃升温过程、68℃稳温过程，

用于烟叶的干片、干筋和香气物质的挥发、净化；68℃升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

54.0℃升至68.0℃、湿球温度控制在33.0±1.0℃范围内，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1.0℃/h；

68℃稳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控制在68.0±0 .5℃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控制在

33.5±0.5℃范围内波动，稳温时长在24~48小时之间，当烤房观察窗玻璃上没有水珠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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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房装烟室门边观察窗看到烟叶、烟筋全部烘干，即结束烘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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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102上部烟叶的八段烘烤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的烟叶烘烤工艺，尤其是一种针对NC102上部烟叶采用的八段烘烤工

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密集烘烤在设备和工艺等方面已取得重大突破和创新，在节能、提质、省工、

减耗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先进的烤房设备作为烘烤工艺的载体，降低了技术复杂

性，降低了烟叶烘烤风险，烟叶整体质量也得到了有效提升，烟叶等级结构明显改善，操作

人员不必掌握大量的、成套的烘烤技术，只通过简单劳动就可实现高技术的烘烤过程，有效

促进了专业化烘烤的发展，提高了烟叶烘烤质量和效益，使劳动效率大大提高。

[0003] NC102烤烟品种是美国F.W .Richard种子公司登记注册的F1代杂交种，于2002~
2004年通过美国官方品种实验，2006年由云南中烟工业公司和云南烟草公司引入云南省试

种并获成功。该品种耐肥性较好，高抗黑胫病、中抗病病毒、气质较好、余味回甜、杂气较轻、

劲头适中，是一种适合做高档高端卷烟的烤烟品种。目前针对NC102的研究主要着重在种植

和品质特征分析方面，对于NC102的烟叶烘烤工艺仍然采用传统的“三段五步式”烘烤工艺，

该烘烤工艺是一种通用性的烘烤技术规范，是基于传统密集烤房的一种烘烤工艺，虽然一

些研究学者对此工艺进行了研究改进，但仍然存在一下问题：①传统烘烤工艺无法满足先

进的密集烤房烘烤需求，例如内循环密集烤房烘烤系统，该烘烤系统去除了原有烤房上的

排湿窗改排湿为除湿，相比于排湿采用除湿对升温速度、稳温时长、实时干湿球温度差的控

制要求更高，除湿过程中所设定的湿球温度目标值与传统烘烤工艺所设定的湿球温度目标

值已经完全不一样，采用热泵和电能供热，使供热和升温速度控制更加的灵活，而传统的

“三段五步式”烘烤工艺无法满足；②传统的烘烤工艺只注重烟叶的脱水排湿，而不考虑烟

叶内部物质的转化、合成所需要的最佳温湿度，致使烘烤出的烟叶颜色浅淡、油分不足、香

气量降低、评吸质量低，从而降低了本身烟叶的经济价值，不能发挥出NC102的优势和潜力，

降低了烟农的收入；③传统烘烤工艺已经无法匹配先进的控制系统，对于现在先进的控制

系统可以按照先进烘烤工艺根据装烟室内烟叶凋萎和干燥程度自动调整烤房内的静压、叶

间隙风速，使装烟室内各个点的实时干球温度误差在较小的范围内，从而可以避免由于上

棚、中棚、下棚之间的温度差而导致烟叶在外观和吃香上存在差异。因此，应结合各地的生

产实践，根据不同类型密集烤房、烟草种植方式、烟叶品种、各地域气候条件，确定相应规模

密集烤房的关键烘烤参数，细化、优化、完善密集烤房烘烤工艺，改进密集烤房烘烤工艺的

不足之处，提高烟叶吃香味和工业可用性。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NC102上部烟叶的八段烘烤工艺。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NC102上部烟叶的八段烘烤工艺，包括Ⅰ控制段、Ⅱ控制

段、Ⅲ控制段、Ⅳ控制段、Ⅴ控制段、Ⅵ控制段、Ⅶ控制段和Ⅷ控制段，其特征是：Ⅰ控制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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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30℃升温过程、38℃升温过程和38℃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

±0.5℃；Ⅱ控制段包括40℃升温过程、40℃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湿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

制，控制误差为±0.5℃；Ⅲ控制段包括42℃升温过程、42℃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湿球温

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4℃；Ⅳ控制段包括44℃升温过程、44℃稳温过程，以干

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3℃；Ⅴ控制段包括46℃升温过程、46℃稳温过程，

以干球温度、湿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3℃；Ⅵ控制段包括48℃升温过程、

50℃升温过程和50℃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4℃；Ⅶ控制

段包括54℃升温过程、54℃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Ⅷ

控制段包括68℃升温过程、68℃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

℃；采用所述八段烘烤工艺可有效增强NC102上部烟叶的成色，提高烟叶评吸质量，提高优

质烟叶产量，提高植烟效益。

[0006] 在本发明中，所述的Ⅰ控制段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包

括30℃升温过程、38℃升温过程和38℃稳温过程，用于使烤房实时干球温度达到并控制在

烟叶最佳变黄温度，促进烟叶内部分物质降解而变黄，直到烟叶变黄程度达到8~9成；30℃

升温过程是将装烟完成后的烤房室内温度升至干球温度30.0℃，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低于

20.0℃时的升温速率为3.0℃/h、高于20.0℃后的升温速率为2.0℃/h；38℃升温过程是将

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30.0℃升至38.0℃，升温速度为1.0℃/h；38℃稳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

干球温度控制在38.0±0.5℃范围内波动，稳温时长在24~48小时之间，只要烟叶变黄程度

达到8~9成即可进入Ⅱ控制段，此时烤房室内的湿球温度TS1与干球温度相差0.5℃左右。

[0007] 在本发明中，所述的Ⅱ控制段以干球温度、湿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

±0 .5℃，包括40℃升温过程、40℃稳温过程，用于进一步降解烟叶内部分物质，使烟叶变

黄、除湿脱水，直到全部变为黄叶青筋且部分凋萎；40℃升温过程以实时干球温度为控制目

标，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38.0℃升至40.0℃、湿球温度从TS1降至37.0℃，干球温度的升

温速率为0.5℃/h、湿球温度的降温速率为0.25(TS1-37.0)℃/h；40℃稳温过程以实时湿球

温度为控制目标，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控制在40.0±0.5℃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从37.0℃

降至35.0℃并控制在35.0±0.5℃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的降温速率为0.20℃/h，稳温时长

在12~32小时之间，只有当烟叶全部变为黄叶青筋且有部分凋萎后方可进入Ⅲ控制段。

[0008] 在本发明中，所述的Ⅲ控制段以干球温度、湿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

±0.4℃，包括42℃升温过程、42℃稳温过程，用于烟叶进一步变黄和大分子物质充分降解

以及香气前提物质形成和积累，使烟叶全部塌架变软和脱水除湿；42℃升温过程以实时干

球温度为控制目标，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40.0℃升至42.0℃、湿球温度从35.0℃降至

34.0℃，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0.5℃/h、湿球温度的降温速率为0.25℃/h；42℃稳温过程

以实时湿球温度为控制目标，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控制在42.0±0.4℃范围内、湿球温度从

34.0℃降至31.5℃并控制在31.5±0.4℃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的降温速率为0.25℃/h，稳

温时长在12~24小时之间，当全部烟叶塌架、卷边且湿球温度为31.5℃以下时，可进入Ⅳ控

制段。

[0009] 在本发明中，所述的Ⅳ控制段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3℃，

包括44℃升温过程、44℃稳温过程，用于进一步促进香气前提物质的积累、香气物质的形成

和烟叶脱水除湿，使烟筋变黄和烟叶形成小卷筒；44℃升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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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升至44.0℃、湿球温度控制在31.5±0.3℃范围内，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0.25℃/

h；44℃稳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控制在44.0±0.3℃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控制在

31.5±0.3℃范围内波动，稳温时长在4~12小时之间，当全部烟筋变黄、烟叶开始出现小卷

筒且湿球温度维持在31.5℃以下，可进入Ⅴ控制段。

[0010] 在本发明中，所述的Ⅴ控制段以干球温度、湿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

±0.3℃，包括46℃升温过程、46℃稳温过程，用于促进香气物质的形成和脱水除湿，使全部

烟叶形成小卷筒；46℃升温过程以实时干球温度为控制目标，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44.0

℃升至46.0℃、湿球温度从31.5℃降至30.7℃，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0.25℃/h、湿球温度

的降温速率为0.10℃/h；46℃稳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控制在46.0±0.3℃范围内

波动、湿球温度控制在30.7±0.3℃范围内波动，稳温时长在4~12小时之间，当烟叶全部变

成小卷筒且实时湿球温度维持在30.7℃以下，可进入Ⅵ控制段。

[0011] 在本发明中，所述的Ⅵ控制段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4℃，

包括48℃升温过程、50℃升温过程和50℃稳温过程，用于进一步促进香气物质转化合成和

烟叶脱水除湿；48℃升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46.0℃升至48.0℃、湿球温度控制

在31.0±0.4℃范围内，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0.25℃/h；50℃升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

温度从48.0℃升至50.0℃、湿球温度控制在31.0±0.4℃范围内，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

0.5℃/h；50℃稳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控制在50.0±0.4℃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

控制在31.0±0.4℃范围内波动，稳温时长在12~24小时之间，当部分烟叶形成大卷筒且实

时湿球温度为31.0℃时，可进入Ⅶ控制段。

[0012] 在本发明中，所述的Ⅶ控制段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

包括54℃升温过程、54℃稳温过程，用于促进香气物质合成而形成致香物，使烟叶脱水干

片、烟筋变黄且定色；54℃升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50.0℃升至54.0℃、湿球温度

控制在32.0±1.0℃范围内，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1.0℃/h；54℃稳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

干球温度控制在54.0±0.5℃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控制在32.0±0.5℃范围内波动，稳温

时长在4~12小时之间，当烟叶色度均匀并全部形成大卷筒且实时湿球温度为32.0℃时，可

进入Ⅷ控制段。

[0013] 在本发明中，所述的Ⅷ控制段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

包括68℃升温过程、68℃稳温过程，用于烟叶的干片、干筋和香气物质的挥发、净化；68℃升

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54.0℃升至68.0℃、湿球温度控制在33.0±1.0℃范围内，

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1.0℃/h；68℃稳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控制在68.0±0.5℃

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控制在33.5±0.5℃范围内波动，稳温时长在24~48小时之间，当烤房

观察窗玻璃上没有水珠且从烤房装烟室门边观察窗看到烟叶、烟筋全部烘干，即结束烘烤。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烘烤工艺可操作性强，在升温阶段，可使干球温度

按照设定升温速率均匀增加不会出现升温过快，在稳温阶段，可使干、湿球温度在设定范围

内波动，该烘烤工艺可增强烟叶外观色度、提高优质烟叶的成品率、提高评吸质量，并能减

少能耗、降低烘烤成本。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NC102上部烟叶的八段烘烤工艺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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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7] 参见附图1，是本发明的NC102上部烟叶的八段烘烤工艺曲线图。

[0018] NC102上部烟叶的八段烘烤工艺包括Ⅰ控制段、Ⅱ控制段、Ⅲ控制段、Ⅳ控制段、Ⅴ

控制段、Ⅵ控制段、Ⅶ控制段和Ⅷ控制段。其中，Ⅰ控制段包括30℃升温过程、38℃升温过程

和38℃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Ⅱ控制段包括40℃升

温过程、40℃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湿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Ⅲ控

制段包括42℃升温过程、42℃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湿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

为±0.4℃；Ⅳ控制段包括44℃升温过程、44℃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

误差为±0.3℃；Ⅴ控制段包括46℃升温过程、46℃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湿球温度为目标

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3℃；Ⅵ控制段包括48℃升温过程、50℃升温过程和50℃稳温过

程，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4℃；Ⅶ控制段包括54℃升温过程、54℃稳

温过程，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Ⅷ控制段包括68℃升温过程、68

℃稳温过程，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采用所述八段烘烤工艺可

有效增强NC102上部烟叶的成色，提高烟叶评吸质量，提高优质烟叶产量，提高植烟效益。8

个温度段的目标温度是以干球温度作为参考值，每个温度段都有升温过程和稳温过程，每

个升温过程都有各自的升温速度、升温时长、湿球温度设定值、干湿球温度差、干球湿球温

度控制误差，升温过程中按照升温速度进行缓慢的稳定的升温，同时对于需要除湿的温度

段，在升温过程采取先除湿后升温，即当实时干球温度达到每小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温度而

实时湿球温度长时间维持在目标温度以上，则应当停止升温进行稳温直到实时湿球温度能

够降低到目标温度以下再开始升温，当升温到温度段所要达到的目标温度后进入稳温过

程，每个稳温过程都是以当前阶段的目标温度作为参考值，在稳温过程中使实时干球温度

在设定的参考值误差范围内波动，当烟叶变化达到当前温度段的目标任务且装烟室内实时

湿球温度能够维持在目标值以下则稳温过程结束，稳温过程中需要观察的参数包括稳温时

长、干湿球温度控制误差，具体稳温时长由装烟室内实时干球温度在设定的目标温度上维

持的时间、外部环境、烟叶成熟度共同决定，而稳温过程结束的标志则是以烟叶的变化程度

和实时湿球温度作为参考对象，升温过程和稳温过程中的相关参数在烘烤过程中可根据环

境温度和天气情况进行适当修改，因为相比于阴雨天气，晴朗、阳光充足的天气变黄期、干

片期、干筋期持续时间段且烟叶内部物质降解、转化、形成更完全，当所在温度段的稳温过

程段需要除湿时，烘烤过程中以湿球温度作为首要参考值，可以适当调整干球温度控制误

差，由于每个温度段的干球温度目标值都有与之对应的湿球温度目标值，所以干球温度控

制误差调整值要结合当前阶段湿球温度，因此实时调整的值需要在干湿球温度控制误差范

围以内，每个升温过程设定的升温速度和干湿球温度控制误差是用于避免在升温期间加热

设备供热过量导致装烟室内平均温度超过设定的目标值将烟叶烤坏；采用8温度段烘烤工

艺可有效增强NC102上部烟叶的色度，可提高烟叶评吸质量，可提高优质烟叶产量，可提高

经济效益。各个控制段（或温度段）的具体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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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控制段

Ⅰ控制段也称38℃温度段，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包括30℃

升温过程、38℃升温过程和38℃稳温过程，用于使烤房实时干球温度达到并控制在烟叶最

佳变黄温度，促进烟叶内部分物质降解而变黄，直到烟叶变黄程度达到8~9成；30℃升温过

程是将装烟完成后的烤房室内温度升至干球温度30.0℃，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低于20.0℃时

的升温速率为3.0℃/h、高于20.0℃后的升温速率为2.0℃/h；38℃升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

干球温度从30.0℃升至38.0℃，升温速度为1.0℃/h；38℃稳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

控制在38.0±0.5℃范围内波动，稳温时长在24~48小时之间，只要烟叶变黄程度达到8~9成

即可进入Ⅱ控制段，此时烤房室内的湿球温度TS1与干球温度相差0.5℃左右。

[0019] 38℃温度段为该温度段的干球温度目标值为38.0℃，包括升温过程和稳温过程，

用于按一定的升温速度使实时干球温度达到烟叶的最佳变黄温度，并且促进烟叶内部的物

质开始降解使烟叶变黄；所述的升温过程为将实时干球温度从室温升至38.0℃，包括两个

升温区间：室温至30.0℃、30.0℃~38.0℃，室温至30.0℃为用于将实时干球温度从室温升

到30.0℃，升温过程中控制升温速度为2.0~3.0℃/h，升温时长根据室温调整，当室温低于

20.0℃，可适当提高升温速度，使装烟室内的温度快速达到30.0℃，但是升温速度不能过

快，避免出现烤青烟，当装烟室内平均温度超过30.0℃以后，烟叶内部物质开始发生变化，

在该升温过程中要注意观察装烟室前后玻璃窗上的水珠形成情况，如果在在升温过程中没

有水珠形成，则需要检查风机的运行状况、进出风口是否畅通，该升温过程不除湿，但是需

要观察实时干湿球温度差；30.0℃~38.0℃用于将实时干球温度从30.0℃升至38.0℃，升温

时长为8小时，升温速率为1.0℃/h，升温过程中实时干球温度和每小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温

度之差保持在1.0℃以内，升温过程中注意观察装烟室前后玻璃窗上的水珠形成情况，同时

保持干湿球温度差在1.0℃以内，当实时干球温度减去实时湿球温度大于1时，则要检查风

机、除湿设备的运行状况和进出风口是否畅通，当实时干球温度减去实时湿球温度小于-1

时，首先检查干湿球温度计是否接反，其次检查干湿球温度计是否故障，该升温过程为烟叶

变黄前期，在此期间烟叶内部物质已经开始分解，少量烟叶开始变黄；所述的稳温过程为将

实时干球温度保持在38.0℃左右，波动范围为目标温度38.0±0.5℃以内，稳温时长为24~
48小时，稳温过程中实时湿球温度保持在38.0℃以下，在该稳温过程使烟叶内部的叶绿素

降解，使烟叶变黄，由于烟叶变化黄程度不仅取决于装烟室内部的温度，还和环境温度、种

植区域密切相关，因此烟叶烘烤过程中的稳温时长会各有不同，稳温期间主要观察烟叶变

化和干湿球温度差，在该稳温过程中实时干湿球温度差的绝对值不能超过1，如果实时干球

温减去实时湿球温度大于1，会出现烤青烟，如果实时湿球温度减去实时干球温度大于1，说

明装烟室水分太多，可开启除湿，将实时湿球温度降低到38.0℃以下，因为长时间的湿度高

于温度烟叶变黄的已经烟叶会直接变黑，当烟叶达到8~9成黄且实时湿球温度低于38.0℃

以下，该温度段完成，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由于每一个温度段的起始过程是升温过程，升温

时中又会有水分析出，所以进入下一温度段之前，必须保持实时湿球温度低于稳温过程所

设定的目标湿球温度，从该温度段开始表示烟叶变黄期开始。

[0020] Ⅱ控制段

Ⅱ控制段也称40℃温度段，以干球温度、湿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

℃，包括40℃升温过程、40℃稳温过程，用于进一步降解烟叶内部分物质，使烟叶变黄、除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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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水，直到全部变为黄叶青筋且部分凋萎；40℃升温过程以实时干球温度为控制目标，将烤

房室内干球温度从38.0℃升至40.0℃、湿球温度从TS1降至37.0℃，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

0.5℃/h、湿球温度的降温速率为0.25(TS1-37.0)℃/h；40℃稳温过程以实时湿球温度为控

制目标，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控制在40.0±0.5℃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从37.0℃降至35.0

℃并控制在35.0±0.5℃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的降温速率为0.20℃/h，稳温时长在12~32

小时之间，只有当烟叶全部变为黄叶青筋且有部分凋萎后方可进入Ⅲ控制段。

[0021] 40℃温度段为该温度段的干球温度目标值为40.0℃，包括升温过程和稳温过程，

用于促进烟叶内部物质的降解，使烟叶变黄、脱水除湿；所述的升温过程用于将实时干球温

度从38.0℃升至40.0℃，设定的目标湿球温度为36.0℃，升温时长为4小时，升温速率为0.5

℃/h，升温过程中实时干球温度和每小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温度之差保持在0.5℃以内，升温

过程中通过调整升温速度和升温时长来控制升温过程，避免升温过快烤坏烟叶，升温过程

中保持实时湿球温度在36.0℃以下，由于升温过程中会有水珠析出，所以升温过程以实施

湿球温度作为首要观察参考值，如果实时湿球温度长时间维持在36.0℃以上，可以适当降

低升温速度，使实时干湿球温度差大于设定干湿球温度差；所述的稳温过程为将实时干球

温度保持在40.0℃左右，波动范围为40.0℃±0.5℃以内，稳温过程湿球温度目标值设定为

35.0℃，稳温过程用于促进烟叶内部物质的降解，使全部烟叶达到黄叶青筋和，并且同时脱

水除湿，稳温期间控制实时干球温度不超过40.5℃，湿球温度不超过36.0℃，如果在稳温期

间实时干球温度超过40.5℃，同时实时湿球温度超过36.0℃，会使烟叶变黑，稳温时长为12

~32小时，具体稳温时间由装烟室内实时干球温度在设定的目标温度上维持的时间、外部环

境、烟叶成熟度共同决定，当装烟室内实时湿球温度能够控制在35.0℃以下，且烟叶全部变

黄青筋，有部分的烟叶已经塌架凋萎，表示该温度段完成，可以进入下一温度段。

[0022] Ⅲ控制段

Ⅲ控制段也称42℃温度段，以干球温度、湿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4

℃，包括42℃升温过程、42℃稳温过程，用于烟叶进一步变黄和大分子物质充分降解以及香

气前提物质形成和积累，使烟叶全部塌架变软和脱水除湿；42℃升温过程以实时干球温度

为控制目标，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40.0℃升至42.0℃、湿球温度从35.0℃降至34.0℃，干

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0.5℃/h、湿球温度的降温速率为0.25℃/h；42℃稳温过程以实时湿球

温度为控制目标，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控制在42.0±0.4℃范围内、湿球温度从34.0℃降至

31.5℃并控制在31.5±0.4℃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的降温速率为0.25℃/h，稳温时长在12

~24小时之间，当全部烟叶塌架、卷边且湿球温度为31.5℃以下时，可进入Ⅳ控制段。

[0023] 42℃温度段为该温度段干球温度设定值为42.0℃，包括升温过程和稳温过程，用

于促使烟叶进一步变黄和大分子物质充分降解以及香气前提物质形成和积累，使烟叶全部

塌架变软和脱水除湿；所述的升温过程用于将实时干球温度升从40.0℃升至42.0℃，升温

时长为4小时，升温速度为0.5℃/h，升温过程中实时干球温度和每小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温

度之差保持在0.4℃以内，升温过程通过调整升温速度和升温时长来调整升温进度，避免升

温过快烤坏烟叶和升温过慢浪费能源，其中升温速度和升温时长根据环境温度、烟叶种植

地域、除湿设备效率可适当的调整，升温过程的湿球温度目标值为33.5℃，用于在升温过程

中使实时湿球温度保持在33.5℃以下，升温过程中以湿球温度作为首要参考值，如果实时

湿球温度长时间维持在33.5℃以上，可以适当降低升温速度，使实时干湿球温度差大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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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干湿球温度差；所述的稳温过程为将干球温度保持在42.0℃左右，波动范围控制在42.0

±0.4℃以内，湿球温度保持在31.5℃以下，最高不得超过32.0℃，避免烟叶由于脱水不足

导致硬变黄造成烤黑烟，稳温过程用于促使烟叶进一步变黄和大分子物质充分降解以及香

气前提物质形成和积累，稳温过程的稳温时长为12~24小时，具体稳温时间由装烟室内实时

干球温度在设定的目标温度上维持的时间、外部环境、烟叶成熟度共同决定，烟叶成熟度越

好且变黄期间天气晴朗，室外环境温度高，则稳温时长在12小时左右就可以使烟叶全部塌

架变软，否者稳温时长会变长，当全部烟叶塌架、卷边，此时烟叶有弹性，烟筋在手指上缠绕

不断拆，表示该温度段完成，可以进入下一温度段，该温度段完成标志着烟叶变黄完成。

[0024] Ⅳ控制段

Ⅳ控制段也称44℃温度段，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3℃，包括44

℃升温过程、44℃稳温过程，用于进一步促进香气前提物质的积累、香气物质的形成和烟叶

脱水除湿，使烟筋变黄和烟叶形成小卷筒；44℃升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42.0℃

升至44.0℃、湿球温度控制在31.5±0.3℃范围内，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0.25℃/h；44℃

稳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控制在44.0±0.3℃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控制在31.5±

0.3℃范围内波动，稳温时长在4~12小时之间，当全部烟筋变黄、烟叶开始出现小卷筒且湿

球温度维持在31.5℃以下，可进入Ⅴ控制段。

[0025] 44℃温度段为该温度段干球温度目标值为44.0℃，包括升温期和稳温期，用于进

一步促进香气前提物质的积累、香气物质的形成和烟叶脱水除湿，使烟筋变黄和形成小卷

筒；所述的升温过程用于将实时干球温度从42.0℃升至44.0℃，升温时长为8小时，升温速

度为0.25℃/h~0.5℃/h，对于控制精度高的加热设备可以设定升温速度为0.25℃/h，对于

控制精度不高的加热设备可以设定升温速度为0.5℃/h，当升温速度为0.5℃/h时，为了保

持8小时的升温时长，当达到每小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温度时稳温一个小时保持实时湿球温

度在设定的目标温度以下，升温过程中控制实时干球温度和每小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温度之

差保持在0.3℃以内，升温过程期间实时湿球温度保持在31.5℃以下，同时通过调整升温速

度和升温时长来控制升温过程，避免升温过快使得烟叶内部物质降解不充分，造成香气物

质无法形成；所述的稳温过程为干球温度保持在44.0±0.3℃内波动，湿球温度保持在31.5

℃以下，最大波动不得超过32.0℃，稳温过程用于进一步促进香气前提物质的积累、香气物

质的形成和烟叶脱水除湿，稳温过程的稳温时长为4~12小时，具体稳温时间由装烟室内实

时干球温度在设定的目标温度上维持的时间、外部环境、烟叶成熟度共同决定，当全部烟叶

开始出现小卷筒、烟筋变黄，且实时湿球温度维持在31.5℃以下，表示该温度段完成，可以

进入下一温度段，从该温度段开始烟叶烘烤进入定色阶段。

[0026] Ⅴ控制段

Ⅴ控制段也称46℃温度段，以干球温度、湿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3

℃，包括46℃升温过程、46℃稳温过程，用于促进香气物质的形成和脱水除湿，使全部烟叶

形成小卷筒；46℃升温过程以实时干球温度为控制目标，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44.0℃升

至46.0℃、湿球温度从31.5℃降至30.7℃，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0.25℃/h、湿球温度的降

温速率为0.10℃/h；46℃稳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控制在46.0±0.3℃范围内波动、

湿球温度控制在30.7±0.3℃范围内波动，稳温时长在4~12小时之间，当烟叶全部变成小卷

筒且实时湿球温度维持在30.7℃以下，可进入Ⅵ控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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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46℃温度段为该阶段干球温度目标值为46.0℃，包括升温过程和稳温过程，用于

促进香气物质的形成和脱水除湿，使全部烟叶形成小卷筒；所述的升温过程用于将实时干

球温度从44.0℃升至46.0℃，升温时长8小时，升温速度0.25℃/h~0.5℃/h，对于控制精度

高的加热设备可以设定升温速度为0.25℃/h，对于控制精度不高的加热设备可以设定升温

速度为0.5℃/h，当升温速度为0.5℃/h时，为了保持8小时的升温时长，当达到每小时所要

达到的目标温度后，稳温一个小时保持实时湿球温度在设定的目标温度以下，升温过程中

控制实时干球温度和每小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温度之差保持在0.3℃以内，升温期间湿球温

度保持在31.0℃以下，升温过程中通过调整升温速度和升温时长使实时干球温度始终保持

在设定的范围内，同时保持实时湿球温度在目标值以下，避免升温过快的同时实时湿球温

度过高造成挂灰、黑糟烟；所述的稳温过程为将实时干球温度保持在46.0℃±0.3℃范围内

波动，湿球温度保持在31.0℃以下，不得超过31.5℃，稳温过程用于促进烟叶内部香气物质

形成和脱水除湿，稳温时长4~12小时，具体稳温时间由装烟室内实时干球温度在设定的目

标温度上维持的时间、外部环境、烟叶成熟度共同决定，当烟叶全部变成小卷筒，且实时湿

球温度维持在31.0以下，表示该温度段完成，可以进入下一温度段。

[0028] Ⅵ控制段

Ⅵ控制段也称50℃温度段，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4℃，包括48

℃升温过程、50℃升温过程和50℃稳温过程，用于进一步促进香气物质转化合成和烟叶脱

水除湿；48℃升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46.0℃升至48.0℃、湿球温度控制在31.0

±0.4℃范围内，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0.25℃/h；50℃升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

48.0℃升至50.0℃、湿球温度控制在31.0±0.4℃范围内，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0.5℃/h；

50℃稳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控制在50.0±0 .4℃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控制在

31.0±0.4℃范围内波动，稳温时长在12~24小时之间，当部分烟叶形成大卷筒且实时湿球

温度为31.0℃时，可进入Ⅶ控制段。

[0029] 50℃温度段为该温度段干球温度目标值为50.0℃，包括升温过程和稳温过程，用

于进一步促进香气物质转化合成和烟叶脱水除湿；所述的升温过程为将实时干球温度从

46.0℃升至50.0℃，升温过程包括两个升温区间：46℃~48℃、48℃~50℃，46℃~48℃用于将

实时干球温度从46.0℃升至48.0℃，升温时长为8小时，升温速度为0.25℃/h~0.5℃/h，对

于控制精度高的加热设备可以设定升温速度为0.25℃/h，对于控制精度不高的加热设备可

以设定升温速度为0.5℃/h，当升温速度为0.5℃/h时，为了保持8小时的升温时长，当达到

每小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温度后，稳温一个小时保持实时湿球温度在设定的目标温度以下，

升温过程中控制实时干球温度和每小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温度之差保持在0.4℃以内，湿球

温度保持在31.0℃以下，最高不得超过31.5℃，升温过程中通过调整升温速度和升温时长

来控制升温过程，避免在升温过程中实时干球温度超过每小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温度和实时

湿球温度长时间高于目标设定值而导致烟叶变坏，48℃~50℃用于将实时干球温度从48℃

升至50℃，升温时长4小时，升温速度0.5℃/h，升温过程中控制实时干球温度和每小时所要

达到的目标温度之差使之保持在1.0℃以内，湿球温度保持在31.5℃以下，最高不得超过

32.0℃，升温区间用于使实时干球温度达到该温度段的目标温度，且通过升温速度和升温

时长调控升温进度，避免升温过程中实时干球温度超过每小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温度和实时

湿球温度长时间高于目标设定值而导致烟叶变坏；所述的稳温过程为将干球温度保持在

说　明　书 8/10 页

12

CN 109288111 A

12



50.0±0.4℃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保持在31.5℃以下，最高不得超过32.0℃，稳温过程用

于促进烟叶内部香气物质转化合成和烟叶脱水、除湿以达到干片的目的，稳温时长为12~24

小时，具体稳温时间由装烟室内实时干球温度在设定的目标温度上维持的时间、外部环境、

烟叶成熟度共同决定，当部分烟叶形成大卷筒，表示该温度段完成。

[0030] Ⅶ控制段

Ⅶ控制段也称54℃温度段，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包括54

℃升温过程、54℃稳温过程，用于促进香气物质合成而形成致香物，使烟叶脱水干片、烟筋

变黄且定色；54℃升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50.0℃升至54.0℃、湿球温度控制在

32.0±1.0℃范围内，干球温度的升温速率为1.0℃/h；54℃稳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

度控制在54.0±0.5℃范围内波动、湿球温度控制在32.0±0.5℃范围内波动，稳温时长在4

~12小时之间，当烟叶色度均匀并全部形成大卷筒且实时湿球温度为32.0℃时，可进入Ⅷ控

制段。

[0031] 54℃温度段为该温度段干球温度目标值为54.0℃，包括升温过程和稳温过程，用

于促进香气物质的合成，使烟叶脱水除湿、烟筋变黄，完成定色；所述的升温过程用于使实

时干球温度从50.0℃升至54.0℃，升温时长为4小时，升温速度为1.0℃/h，升温过程中控制

实时干球温度和每小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温度之差保持在1.0℃以内，湿球温度控制在32.0

℃以下，最高不得超过33.0℃，升温过程通过控制升温速度和升温时长控制升温进度，避免

升温过快烤坏烟叶；所述的稳温过程为将实时干球温度保持在54.0±0.5℃左右波动，湿球

温度保持在32.0℃以下，最高不得超过33.0℃，稳温过程用于进一步促进烟叶脱水干片和

致香物的形成，稳温时长4~12小时，具体稳温时间由装烟室内实时干球温度在设定的目标

温度上维持的时间、外部环境、烟叶成熟度共同决定，当烟叶面色均匀，且全部形成大卷筒，

表示该温度段完成，该温度段完成标志着定色完成。

[0032] Ⅷ控制段

Ⅷ控制段也称68℃温度段，以干球温度为目标进行控制，控制误差为±0.5℃，包括68

℃升温过程、68℃稳温过程，用于烟叶的干片、干筋和香气物质的挥发、净化；68℃升温过程

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从54.0℃升至68.0℃、湿球温度控制在33.0±1.0℃范围内，干球温

度的升温速率为1.0℃/h；68℃稳温过程是将烤房室内干球温度控制在68.0±0.5℃范围内

波动、湿球温度控制在33.5±0.5℃范围内波动，稳温时长在24~48小时之间，当烤房观察窗

玻璃上没有水珠且从烤房装烟室门边观察窗看到烟叶、烟筋全部烘干，即结束烘烤。

[0033] 68℃温度段为该温度段的干球温度目标值为68.0℃，包括升温过程和稳温过程，

用于烟叶干筋和香气的挥发、净化过程；所述的升温期为将实时干球温度从54 .0℃升至

68.0℃，包括两个升温区间：54.0℃~60.0℃、60.0℃~68.0℃，54.0℃~60.0℃用于将实时干

球温度从54.0℃升至60.0℃，升温时长6小时，升温速度为1.0℃/h，升温过程中控制实时干

球温度和每小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温度之差保持在1.0℃以内，湿球温度控制在33.0℃以下，

最高不得超过34.0℃，升温区间通过升温速度和升温时长控制升温进度，可使实时干球温

度按照一个设定的升温速度到达目标温度，避免升温过快将烟叶烤坏，60.0℃~68.0℃升温

区间用于将实时干球温度从60.0℃升至68.0℃，升温时长为8小时，升温速度1.0℃/h，升温

过程中控制实时干球温度和每小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温度之差保持在1.0℃以内，湿球温度

为34℃以下，最高不得超过35℃，升温过程中可通过设定升温速度和升温时长调整升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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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避免由于升温过快出现烤红烟；所述的稳温过程为将实时干球温度保持在68.0±0.5℃

左右波动，湿球温度为34.0℃以下，最高不得超过35.0℃，稳温过程用于将实时干球温度维

持在68.0℃左右，以便于加快干筋速度和香气的挥发、净化，稳温时长为24~48小时，具体稳

温时间由装烟室内实时干球温度在设定的目标温度上维持的时间、外部环境、烟叶成熟度

共同决定，当观察窗的玻璃上没有水珠且从装烟室门边观察窗口所看的烟叶筋全部烘干，

说明全部烟叶、烟筋已经烤干，表示该温度段完成，该温度段完成标志着烟叶干筋完成，也

标志着整个烘烤完成。

[0034]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NC102上部烟叶的八段烘烤工艺包括8个温度段，每个温度都

有升温过程，每个升温过程都有各自的升温速度和升温时长，通过调整升温速度和升温时

长可以控制升温过程，可以避免由于升温过快导致将烟叶烤坏，根据烟叶的变化程度灵活

的调整稳温时长，不仅可以充分促进烟叶内部物质降解、转化、合成，提高了烟叶的物理特

性、外观质量、评吸品级，还可以节约能源，降低能耗，提高经济效益。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己，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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