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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碱减少棳挥发性酸增加棳产生和增加许多香气成

分暎晾制过程是白肋烟生产的重要环节棳晾制方法

和晾制环境对烟叶内在物质的转化和烟叶质量的形

成影响较大暎李进平等椲棾棴棿椵对晾房的温湿度进行研

究棳认为晾制湿度对白肋烟的质量及叶片含水率有

重要影响棳在低湿环境下晾制棳烟叶中自由水含量

下降 快棳高湿环境中下降 慢暎现阶段棳我国白

肋烟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晾制设备落后棳晾房

设计不合理棳并且缺乏对晾制环境的有效调节棳这

些也是需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重要方面暎关于晾制

过程的湿度环境对白肋烟品质的影响棳国内已有一

些报道椲棴椄椵棳但主要是涉及外观质量及常规成分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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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烟香味成分的分析却少见报道暎
本试验利用同时蒸馏萃取的方法进行前处理棳

然后通过气相色谱暍气质联用的分析鉴定技术棳测

定白肋烟中棽棸种有机酸含量棳研究不同晾制湿度

对白肋烟中非挥发性暍半挥发性有机酸含量的影

响棳探求有机酸的影响因子棳以期为生产优质白肋

烟的调制技术进行优化棳满足混合型卷烟需求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试验材料

试验田安排在湖北恩施崔坝基地棳海拔椆棸棸旐棳
土壤肥力中等棳地势平坦棳排灌方便棳前茬作物小

麦暎供试品种为鄂烟棾号暎试验田地势平坦棳排灌

方便棳种植行距为棻棽棸斻旐棳株距棿 斻旐暎土壤肥力

中等棳旔斎椂灡椄 棳土壤中有机质棾棸灡棽棸旂暏旊旂棴棻棳碱

解氮暍速效磷和速效钾质量分数分别为棽棿灡椂椆暍
棿灡棾椃和棾椃棸灡棾旐旂暏旊旂棴棻暎田间试验于棽棸棻棸年

和棽棸棻棻年进行暎晾制结束后取样棳选择斆棽斊级烟

叶棳在棿棸曟以下干燥棳研磨粉碎棳过棿棸目筛密封

保存暎
棻灡棽暋试验设计

低湿暍中湿暍高湿条件的控制在崔坝基地的标

准式椄椆科研晾房 棬湿度可以调节棭内进行棳晾制

时间 暙椂周棳选用中部叶棳以普通简易晾房 棬整
个晾制过程湿度为椄棸棩暙椄 棩棭作为对照棳科研

晾房内控制湿度如表棻暎

表棻暋晾制时期湿度条件

斣斸斺旍斿棻暋斎旛旐旈斾旈旚旟旍斿旜斿旍斾旛旘旈旑旂斸旘旈灢斻旛旘旈旑旂旓旀斣旓斺斸斻斻旓 棬单位棷棩棭
处理 凋萎期 变黄期 变褐期 干筋期

低湿棬斠斎棻棭 椂棸暙椃棸 暙椂 暙椂 棾 暙棿
中湿棬斠斎棽棭 椃棸暙椄棸 椂 暙椃 椂 暙椃 棿棸暙 棸
高湿棬斠斎棾棭 椄棸暙椆棸 椃 暙椄 椃 暙椄 棿 暙

棻灡棾暋试验方法

棻灡棾灡棻暋白肋烟中酸性成分的前处理暋在酸性成分

的试验中棳挥发性和一部分半挥发性有机酸分析时

的前处理棳采用同时蒸馏萃取装置 棬图棻棭棳有机

溶剂使用二氯甲烷暎同时蒸馏萃取装置一端接盛有

棽灡棸旂烟末 棬过棿棸目筛棭及棾棸旐斕水的棻棸棸棸
旐斕平底烧瓶棳使用电炉加热暎同时蒸馏萃取装置

的另一端接盛有棿棸旐斕二氯甲烷的棻棸棸旐斕烧瓶棳
该端在水浴锅上加热棳水浴温度为椂棸曟暎同时蒸

馏萃取进行棽旇暎同时蒸馏萃取完成后棳把二氯甲

烷溶液先后用棽棸旐斕棿棩的氢氧化钠溶液洗涤棽
次暎合并棽次洗涤后的氢氧化钠溶液棳往其中缓缓

加入棻 旐斕棽棸棩的硫酸溶液棳然后分别用棽棸旐斕
二氯甲烷萃取棾次棳合并二氯甲烷萃取液棳并加入

棻棸旂无水硫酸钠棳干燥过夜暎 后把二氯甲烷溶

液浓缩至棻旐斕棳加入苯乙酸甲酯作为内标棳然后

进行 斍斆棷斖斢分析暎
半挥发性和非挥发性有机酸分析时采用以下

方法进行处理椇准确称取棻旂烟样于棻棸棸旐斕 锥

形瓶中棳加 入 棸棸毺斕 己 二 酸 的 甲 醇 溶 液 棬棻棸
旐旂暏旐斕棴棻棭棳再加入棽 旐斕棻棸棩的硫酸甲醉溶液棳
摇匀棳静置过夜暎过夜后第棽斾棳将之过滤到有 棸
旐斕蒸馏水棽棸旐斕的分液漏斗中棳摇匀棳用二氯

甲烷萃取棾次棳每次棻 旐斕棳收集萃取液于棻棸棸

图棻暋同时蒸馏萃取装置图

斊旈旂灡棻暋斆旇斸旘旚旓旀斢旈旐旛旍旚斸旑斿旓旛旙斢旚斿斸旐斈旈旙旚旈旍旍斸旚旈旓旑灢斿旞旚旘斸斻旚旈旓旑
斿旕旛旈旔旐斿旑旚

注椇棻为棻棸棸棸旐斕的大烧瓶椈棽为棻棸棸旐斕的小烧瓶椈棾为电炉椈
棿为水浴锅暎

旐斕的具塞锥形瓶中棳加入 旂的无水硫酸钠干燥

过夜棳然后取上清液棻毺斕进样暎
棻灡棾灡棽暋酸性成分的定性暍定量及气相色谱条件暋
对上面前处理得到的挥发性和一部分半挥发性有机

酸样品液以及衍生化得到的非挥发性和半挥发性样

品液进 行 毛 细 管 气 相 色 谱棷质 谱 分 析棳分 别 用

棾棿第 期 景延秋等椇不同晾制湿度对白肋烟有机酸含量的影响



斎斝椂椄椆棸斍斆棷斎斝椆椃棾和 斎斝椄椆棸斍斆棷斎斝椆椃棽斖斢鉴

定结果暎定性棬斍斆 条件棭条件为椇斎斝灢斏斘斘斚斪斄斬
毛细管柱椇棾棸旐 暳棸灡棽 旐旐棶旈棶斾棶暳棸灡棽 毺旐斾棶旀棳
载气 为 氮 气棳进 样 口 温 度 棽棸曟棳检 测 器 温 度

棽棸曟棳程 序 升 温椇椄棸曟 棬棽 旐旈旑棭棽 曟暏旐旈旑棴棻

棽棻棸曟 棬棸旐旈旑棭棳进样量棽毺斕棳分流比棻棸暶棻棳电

离电压椃棸斿斨棳离子源温度 棽棸棸曟棳传输线温度

棽棽棸曟棳使用 斪旈旍斿旟谱库进行图谱检索暎
非挥发性和半挥发性有机酸定量测定暎假定相

对校正因子为棻棳采用己二酸作为内标进行定量棳定
性定量条件棬斍斆棷斖斢条件棭椇色谱柱为 斎斝灢 棬椂棸旐
暳棸灡棽 旐旐棶旈棶斾棶暳棸灡棽 毺旐斾棶旀棶棭椈载气及流速为

斎斿棸灡椄旐斕暏旐旈旑棴棻椈进样口温度为棽棸曟椈升温

程序为棿棸曟 棬棽旐旈旑棭椄曟暏旐旈旑棴棻棽棿棸曟 棬棻 旐旈旑棭椈
分流比和进样量为不分流进样棻旛斕暎质谱作为检

测器棳质谱条件椇传输线温度为棽椄棸曟椈离子源温

度为棻椃椃曟椈电离能为椃棸斿斨椈质量数范围为棾 暙
棸棸斸旐旛椈斖斢谱库为 斘斏斢斣棸棽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不同湿度晾制条件对白肋烟烟叶非挥发性有

机酸含量的影响

非挥发性有机酸占有机酸总量的椂 棩暙椃 棩棳
是有机酸中的重要成分棳其中柠檬酸含量 大棳在

有机酸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为 棿灡椂棩暙椂椄灡椂棩棳
其次是苹果酸暍乙二酸和丙二酸棳含量 小的是壬

二酸暎柠檬酸含量虽占有机酸总量比例较高棳但是

各处理间的变异系数较小暎对照的柠檬酸含量

高棳中湿处理 低棳前者比后者高棿灡棻棩暎苹果

酸以低湿处理含量 高棳对照含量 低棳前者较后

者高棻棻棿灡棿棽棩椈非挥发性有机酸除了苹果酸暍柠

檬酸以外棳乙二酸暍丙二酸暍延胡索酸暍丁二酸暍
棽灢甲基灢棽灢羟基灢丁二酸暍棽灢乙酸基灢棽灢烯灢丁二酸暍异

柠檬酸等的含量在中湿晾制条件下 高棳并且随着

湿度的升高大部分呈降低趋势暎棽灢甲基灢棽灢羟基灢丁

二酸含量低棳在各处理间变异系数也较小 棬图棽棳
表棽棭暎
棽灡棽暋不同湿度晾制条件对白肋烟烟叶挥发性有机

酸含量的影响

挥发性有机酸稳定性较差棳通常情况下较难准

确检测暎本试验中棳挥发性的有机酸如毬灢甲基戊酸

和毭灢戊酮酸棳只在湿度较小的晾制条件才能检测

出来棳而随着湿度的升高域难以检测 棬表棽棭暎
棽灡棾暋不同湿度晾制条件对白肋烟烟叶高级饱和脂

肪酸含量的影响

图棽暋白肋烟中半挥发性酸和非挥发性酸成分的气相色

谱图

斊旈旂灡棽暋斍斸旙斻旇旘旓旐斸旚旓旂旘斸旐旓旀旙斿旐旈灢旜旓旍斸旚旈旍斿旓旘旂斸旑旈斻斸斻旈斾斸旑斾
旑旓旑旜旓旍斸旚旈旍斿旓旘旂斸旑旈斻斸斻旈斾旈旑斅旛旘旍斿旟斣旓斺斸斻斻旓

高级饱和脂肪酸总量 棬表棽棭大小依次为低湿

椌中湿椌高湿椌对照棳其中以软脂酸含量 高棳约

占该类别总量的 椂 棩棳各处理间的变异系数达

棾椃灡棿椃棩棳低湿处理中含量 高棳高湿处理中含量

低暎其次是十四酸棳约占该类香气成分总量的

棻棾灡椃棿棩棳低湿处理中含量 高棳对照中含量 低棳
且各处理间的变异系数达棿椄灡椆椆棩暎硬脂酸暍棻棿灢
甲基十六酸和十七碳酸的含量在各处理间的变化相

同棳依次为低湿椌中湿椌高湿椌对照暎除挥发性有

机酸以外棳十七碳酸在有机酸类香气物质总量中含

量 低暎
棽灡棿暋不同湿度晾制条件对白肋烟烟叶高级不饱和

脂肪酸含量的影响

高级不饱和脂肪酸总量 棬表棽棭在有机酸总量

中含量 低棳各处理间含量大小依次为中湿椌对照

椌高湿椌低湿暎其中油酸含量大小依次为低湿椌中

湿椌对照 椌 高 湿棳各处理间 变异系数 较大棳为

棻棽棻灡棾椂棩暎亚麻酸占高级不饱和脂肪酸总量的比例

高棳约为 棸灡椃棾棩棳含量大小依次为低湿椌高湿

椌中湿椌对照暎亚油酸含量大小依次为低湿椌对照

椌中湿椌高湿暎
棽灡 暋不同湿度晾制条件对白肋烟烟叶有机酸总含

量的影响

棽棸种有机酸的总量在低湿条件下 高棳比对

照高棻椂灡棽椂棩暎由于柠檬酸在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较

大棳如果除去柠檬酸棳剩下棻椆种有机酸的总量以

处理棽棳即中湿条件下 高暎低湿和中湿处理间有

机酸总量差异较小棳但与高湿和对照间差异较大棳
各处理间变异系数较小暎

棿棿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椄卷



表棽暋不同晾制湿度处理下白肋烟烟叶中有机酸香味成分含量

斣斸斺旍斿棽暋斚旘旂斸旑旈斻斸斻旈斾斻旓旑旚斿旑旚旓旀斺旛旘旍斿旟旚旓斺斸斻斻旓旍斿斸旜斿旙旚旘斿斸旚斿斾旝旈旚旇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斸旈旘灢斻旛旘旈旑旂旇旛旐旈斾旈旚旟

香气物
处理棷棬旐旂暏旂棴棻棭

斣棻 斣棽 斣棾 斆斔
变异系数棷棩

非挥发性有机酸 乙二酸 椄灡棽棾椂 棻棻灡椆棻 棻棸灡棾 椄灡椂椄 棻椃灡椃椂
丙二酸 棻灡椆棽椄 棾灡椆棽棿 棾灡棻椃 棻灡椆棿 棾灡椄
柠檬酸 棿灡椂棽 棿棾灡椂椄 棿棿灡棸棽 棿灡椂棿椄 棽灡棾棽
苹果酸 棻椄灡椂 棻棿灡棾椄棻 椆灡棿棿棿 椄灡椂椆椄 棾椂灡棾棾

异柠檬酸 棸灡棾椂椂 棸灡棾椃椃 棸灡棾棽棾 棸灡棻棸棽 棿棿灡棻棻
延胡索酸 棸灡棻棿棾 棸灡棽棻 棸灡棽棿 棸灡棻棻 棽椆灡椂棸

棽灢甲基灢棽灢羟基

灢丁二酸 棸灡棻棻椆 棸灡棻棽椂 棸灡棻棽 棸灡棻棻椆 棾灡棸椆
丁二酸 棸灡棽棸 棸灡棽椂 棸灡棽棿棿 棸灡棻棽椄 棽椃灡椃棿

棽灢乙酸基灢棽灢烯

灢丁二酸 棸灡棸椄椂 棸灡棸椆 棸灡棸椃 棸灡棻棸 棻椂灡棾椆
壬二酸 棸灡棸椄棻 棸灡棸棿 棸灡棸椆 棸灡棸椄椃 棽椄灡椂椃
总计 椃灡棿棾棿 椃灡棸椄棻 椂椄灡棽棽棽 椂灡椂 椂灡椆椂

高级饱和脂肪酸 软脂酸 棸灡椄椄棽 棸灡椂 棸灡棿棸椂 棸灡棿棿椃 棾椃灡棿椃
十四酸 棸灡棽棸 棸灡棸椆棿 棸灡棸椄椄 棸灡棸椄椂 棿椄灡椆椆
硬脂酸 棸灡棻棻棿 棸灡棸椆 棸灡棸椄椄 棸灡棸椂椄 棽棸灡椆棾

棻棿灢甲基十六酸 棸灡棸椂棾 棸灡棸棿 棸灡棸棿棿 棸灡棸棾椃 棽棾灡棿椂
十七碳酸 棸灡棸棿棽 棸灡棸棽椄 棸灡棸棽椃 棸灡棸棽棾 棽椃灡椂棽

总计 棻灡棾棸椂 棸灡椄棽棽 棸灡椂棾 棸灡椂椂棻 棾灡椂椄
高级不饱和脂肪酸 油酸 棸灡棸棿椄 棸灡棽椂椆 棸灡棸棾棾 棸灡棸棾棽 棻棽棻灡棾椂

亚麻酸 棸灡棿椂椃 棸灡棻椃棿 棸灡棻椆棿 棸灡棻椂椆 椃灡棾
亚油酸 棸灡棻椆棻 棸灡棻棾 棸灡棻棽棻 棸灡棻棻 棽棻灡棸棻
总计 棸灡椃棸椂 棸灡椃棾 棸灡棾棿椄 棸灡棾棽 棿棸灡棻椄

挥发性有机酸 毭灢戊酮酸 棸灡棸棽 棸灡棸棿 棸 棸 棻棻椃灡棿棽
毬灢甲基戊酸 棸灡棸棻棿 棸 棸 棸 棽棸棸灡棸棸

有机酸总量棬除柠檬酸棭 棾棻灡椃椃椆斸 棾棽灡椄棾椂斸 棽灡棽棸棾斺 棽棸灡椆棽斻 棽棸灡棾棿
有机酸总量 椃椃灡棾椆椆斸 椃椂灡棻椂斸 椂椆灡棽棽棾斺 椂椂灡椃棾斻 椃灡棾椆

注椇同行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暎

棾暋讨论与结论

有机酸分为挥发性和非挥发性棽种棳挥发性有

机酸能增进烟叶和烟气的香气棳降低烟气的碱性棳
减少刺激性棳使气味变得醇和椲棻棻棴棻棾椵椈非挥发性有

机酸主要影响气味棳可调节烟气酸性棳中和游离

碱棳使吸味醇和棳在烟气中起平衡作用椲棻棿棴棻椂椵暎虽

然有机酸对烟叶无直接的作用棳但可以通过调节卷

烟的酸碱度棳使吸味醇和棳还可以增加烟气浓度棳
进而间接影响烟草的香吃味暎苹果酸能增加烟气酸

性棳改善烟气特征棳特别是对生物碱含量较高的烟

草有良好作用棳能使烟气平和暎柠檬酸含量与烟叶

质量呈负相关棳含量较高会使烤烟吃味变差椲棻椃椵暎

试验结果显示棳棽棸种有机酸的总量在低湿条

件下 高棳中湿条件下次之椈柠檬酸以中湿处理中

低棳苹果酸以低湿处理中 高椈半挥发性有机酸

以低湿条件下含量 高棳非挥发性有机酸在中湿处

理条件下含量 高棳挥发性有机酸稳定性差棳在湿

度较大的环境下难以检测暎晾制过程湿度过高棳会

使烟叶含水量较高棳不利于烟叶内化学变化棳甚至

造成霉烂等现象椈湿度过低棳烟叶内自由水含量较

低棳不能满足物质转化的需要棳调制后烟叶的柠檬

酸含量较高暎综合评价棳在白肋烟晾制过程中棳凋

萎期湿度椃棸棩暙椄棸棩暍变黄期湿度椂 棩暙椃 棩暍
变褐期湿度椂 棩暙椃 棩暍干筋期湿度棿棸棩暙 棸棩
时棳即中湿处理下棳白肋烟中的柠檬酸含量 低棳

棿第 期 景延秋等椇不同晾制湿度对白肋烟有机酸含量的影响



苹果酸含量较高棳有机酸含量 为适宜棳更有利于

白肋烟香吃味的形成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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