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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分级实训中部位判定准确率提升途径探析
赵百英 张艳艳 代 琛 王保义
渊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中等专业学校袁山东青州 262500冤
摘要 烟叶等级判定是烟叶分级技术培训的主要内容袁是烟叶分级技术员必须掌握的技能遥 烟叶分级体系
按照分类要分型要分组要分级来进行袁同一类型烟叶中分组是分级的前提袁而部位是首要的分组因素袁只有将部
位判定准确袁才能将烟叶等级判定正确袁从而将烟叶按等级质量区分袁提高可用性遥 本文分析了烤烟分级实训中
部位错判率及错误趋向袁找出了易错等级及错判原因袁并提出了提高烟叶部位判定准确率的途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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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的烤烟国家标准对部位进行了明确定

部位判定准确性是培训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遥

义袁根据烟叶在烟株上的着生位置袁将部位分为上尧

1

中尧下 3 个部位袁不同部位的烟叶其外观特征表现不

1.1 部位判定错误率

烟叶内在质量也有差异 遥 根据不同部位烟叶外观特

培训班单片烟和把烟快速定级试卷各 50 份袁分析其

容遥 但在分级实训中袁部位错判率占比很大遥 在实际

技能培训班中袁单片烟快速定级测试部位判定错误

同[1]遥 烟叶部位与烟叶质量之间关系密切袁不同部位
[2]

征将烟叶按部位区分开袁是烟叶分级的一项重要内

烤烟分级实训中部位错判率及分布趋向
随机抽取 2020要2021 年度五期烟叶分级技能

部位判定错误率渊表 1冤遥 可以看出袁在五期烟叶分级

烟叶收购工作中袁部位错判将会直接导致等级错误袁

率平均值为16.24%袁把烟快速定级错误率平均值为

降低烟叶等级纯度和等级合格率遥 因此袁提升烟叶

11.60%袁单叶烟高于把烟遥

表 1 各培训班次部位判定错误率
测试类别

单位院%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11.8

12.0

10.6

11.1

12.5

单片烟快速定级
把烟快速定级

16.6

16.2

1.2 部位判定错误分布趋向
对抽取的单片烟和把烟快速定级测试试卷中
的部位判定错误等级进行统计袁分析得出上尧中尧下
3 个部位错判比例渊表 2尧3冤遥 可以看出院在单片烟和
把烟快速定级测试中袁上尧中尧下 3 个部位之间错判

15.8

16.3

16.3

16.24
11.60

比例占总部位错判的 99%以上遥

1.3 部位判定错误主要等级

对下部与中部以及中部与上部易错区间的错误
表 2 各培训班次部位渊单片烟冤之间错判比例
相混部位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比例袁以下部与中部之间的错判率最高袁单片烟为

下部-中部

65.36%袁把烟为 67.42%曰中部与上部之间次之袁单片

中部-上部

烟为 33.66%袁把烟为 31.86%曰上部与下部之间最少袁

平均

上部-下部

65.1

67.2

63.5

68.8

65.36

1.2

0.8

1.2

0.7

1.0

0.98

36.6

34.1

31.6

35.8

30.2

表 3 各培训班次部位渊把烟冤之间错判比例
相混部位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作者简介 赵百英渊1985要冤袁女袁山东诸城人袁硕士袁讲师遥 研

下部-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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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上部
上部-下部

平均

62.2

分别为 0.98%和 0.72%遥 下部-中部尧中部-上部错判
究方向院烟叶生产与加工遥

单位院%

33.66

单位院%
平均

63.7

67.6

67.2

70.4

68.2

67.42

0.6

1.4

0.4

1.0

0.2

0.72

35.7

31.0

32.4

28.6

31.6

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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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进行统计分析袁得出部位判定错误的主要等级
渊图 1尧2冤遥

由图 1 可见袁在下部与中部易错区间,以 X2F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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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F尧X2F-C3F尧X2L-C4L尧X2L-C3L 4 对易错等级发
生频率最高袁其中院单片烟 X2F-C4F 错判率为最高袁

为 28.29%袁X2F-C3F 为 18.15%袁X2L-C4L 为 11.00%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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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下部与中部易错等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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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部与上部易错等级分布

X2L-C3L为 23 . 01 % 曰 把 烟 X2F - C4F 为 21 . 43 % 尧

6 s袁在对烟叶部位外观特征把握不精准情况下袁极易

为 19.68%曰单片烟和把烟快速定级中呈现相同的分

2.1.2 对各个产区烟叶部位特征差异了解不够遥 烟

由图 2 可见袁中部与上部易错区间中以 C3F-B2L

烤烟情况有较大差异袁使烟叶部位特征呈现差异性遥

X2F-C3F 为 19.38%尧X2L-C4L 为 9.61%袁X2L-C3L
布趋势遥

造成部位错判遥

叶部位外观特征表现一定的规律性袁但各地区栽种

和 C3F-B2F 2 对易错等级发生频率最高袁其中院单片

在烟叶分级技能培训中袁所用烟叶样品涵盖全国五

把烟分别为 15.76%和 19.57%袁其中 C4L-B3L 在把

致部位错判遥

烟 C3F-B2L 错判率为 37.97%袁C3F-B2F 为 22.09%曰

大烟区袁如不能充分了解各产区烟叶特征袁也易导

烟快速定级中错判率也较高袁为 14.13%遥

2.1.3 交接部位烟叶判定难度较大遥 从部位错判分

2 部位错判原因分析

布趋向可以发现袁 交接部位烟叶错判占比较大袁尤

2.1 学员相关知识掌握不全

其是下部与中部的几个等级遥 由此可见交接部位的

2.1.1 对部位外观特征区分点把握不精准遥 不同部

烟叶外观特征差异较小袁给烟叶部位的判定带来一

位的烟叶具有不同的外观特征袁具体表现不同遥 然

定难度遥

而袁在烟叶快速定级过程中袁每片烟叶定级时间仅为

2.1.4 部位判定方法掌握不熟练遥 单片烟判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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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把烟判定方法有一定差异遥 由各班次单片烟和把

3.1.3 交接部位烟叶判定技巧遥 交接部位的烟叶判

烟的错判率数据可以看出袁单片烟的错判率比把烟

定时主要参考因素为叶片均匀性和脉相遥 中部与下

高遥 由此可见袁单片烟的部位判定难度高于把烟遥

部烟叶区分具体表现为叶片厚薄均匀尧无尖基差的

2.2 实操训练流程较粗放

划归中部袁尖厚基薄的划归下部曰中部与上部区分表

烟叶分级培训主要分为理论授课和实操训练
2 个模块袁其中理论授课比重较小袁主要以实操训练

现为主支脉半遮半露尧皱缩感强的划归中部袁主脉
渊特别是基部冤较粗显的划归上部[6]遥

为主袁持续实操训练易使学员产生视觉疲劳和野赶

3.1.4 熟练掌握不同形式下的部位判定方法遥 单片

场子冶现象袁不能及时总结学习经验袁降低了学习效

烟快速定级和把烟快速定级是烟叶分级培训尧竞赛

果袁也影响部位判定准确率遥

的重要内容袁2 种形式的测试袁其判定方法有差异遥

3

针对单片烟袁影响部位判定的多种因素表现在一片

烟叶部位判定准确率提升途径

3.1 归纳总结部位判定知识点

烟叶上袁因素之间表现有差异袁有时产生矛盾袁没有

部位判定知识点主要包括烟叶部位变化的一般

其他参考烟叶情况下袁主要因素把握不准时易造成

规律尧烟叶的区域外观特征规律尧交接部位烟叶判定

错判遥 针对把烟袁因把内有多片烟叶做参考袁当一片

技巧和单叶烟与把烟判定方法遥

烟叶部位特征不明显时袁可以参考其他烟叶的部位

3.1.1 掌握烟叶部位特征变化一般规律遥 烟叶部位

特征进行判定袁而且上尧中尧下 3 个部位的把烟有不

的判定主要依靠人的感官来进行袁有眼看尧手摸尧鼻

同的整体表现袁判定部位时不能局限于其中一片烟

闻等袁而且判定的参考因素也有多种袁需要技术人员

叶袁要整体把握遥

综合考虑多种参考因素得出结论遥 主要参考因素有

3.2 形成高效实操训练流程
烟叶技能培训设计实操训练模块组成如图 3 所

脉相尧叶形尧身份尧叶面尧颜色[3]等袁这些因素对烟叶部
位外观特征变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袁即烟叶部
位特征变化一般规律遥 当遇到某一因素变化与规律

示遥 培训模块设摸底测试尧实操训练尧结业考试 3 个遥

增设摸底测试和实操训练中的总结环节遥

变化相矛盾时袁要抓住主要参考因素袁如不能明确判

摸底测试主要通过分析摸底试卷袁了解学员的

定烟叶部位时袁以脉相和叶形为主要参考因素遥 然而袁

总体水平和薄弱项渊包含部位错判分析冤袁根据分析

脉相中又有多个参考点袁如主支脉夹角尧主脉颜色尧

结果袁设计后续课程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遥 实操训练

脉槽深度以及木质化程度等[4]袁叶形又包括叶片形状

是培训的主体袁在野回看冶基础上增设总结环节袁主要

和叶尖尖锐程度等参考点袁这些因素随部位变化都

针对回看过程中争议比较大尧相似度高或者错误率

呈现一定的规律袁对于这些规律学员要熟练掌握遥

较高的某产区烟叶袁将此类烟叶集中在一起袁学员各

3.1.2 充分了解各产区烟叶外观特征遥 各产烟区的

自发表意见袁进行充分讨论袁最后由授课教师进行归

生态条件和种植条件对烟叶外观特征有较大影响袁

纳总结遥

不同区域烟叶外观特征差异较明显[5]袁要正确区分部

4

位袁除掌握部位外观特征的一般规律外袁还要对其区

综上所述袁在烟叶分级培训中袁对于部位的判定

域部位外观特征有一定了解遥 例如院北方烟区烟叶因

看似简单袁失分却相当严重袁学员要充分重视袁认识

成熟度稍欠袁叶面组织细腻袁整体呈现野嫩相冶袁皱缩

到部位判定的重要性遥 部位判定需要综合各个因素

感较强曰黄淮烟区烟叶总体呈现叶片身份差较大袁油

全面分析袁不能仅依靠某一因素袁同时充分考虑各烟

分稍差袁弹性差袁叶面较粗糙曰东南烟区烟叶叶片较

叶产区之间的差异性袁结合眼观尧手摸进行综合分析

薄曰长江中上游烟区烟叶颜色较鲜亮等遥 学员充分了

与判断遥 在烟叶分级培训过程中袁应加强对烟叶部位

解各产区烟叶的外观特征袁在判定部位时袁首先定位

外观特征尧不同区域烟叶部位外观特征以及交接部

产区袁再进行部位判定就会相对简单遥

位判定要点的讲解袁配以合理实操训练方式和课堂

176

结语

赵百英等院烟叶分级实训中部位判定准确率提升途径探析
培训
摸底测试
试卷
分析

分析
结果

实操训练
候考

测试

结业考试

回看

总结

试卷
分析

分析
结果

图 3 实操训练组成

2003.

教学模式袁才能够提高部位判定的准确率袁提高烟叶
工商企业的满意度和增加烟农收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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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设备进行降温袁不需要翻垛遥 整体来说袁富氮低氧

3 结论与讨论

气调密封储存后的烟叶整体质量较自然环境下储存

试验结果表明袁通过向密封烟垛内加入高纯度

的好袁并且能有效减少烟叶造碎和翻垛的人工费用袁

氮气袁能使密封烟垛内的氧气浓度尧湿度迅速下降袁

可在广元市推广应用该项技术以保障烟叶储存过程

5 d 左右可使氧气浓度下降至 1.50%~2.00%袁湿度下

的质量遥

致袁避免垛心发热遥 富氮低氧气调密封储存通过与

[1] 杨庆袁常勇袁王文袁等.烟叶物理气调法密封降氧工艺研

降至 68%左右曰7 d 左右可使垛内的温度与外界一

外界气体交换袁将烟垛内烟叶蒸发的水分和烟叶青
杂气带出袁降低了烟垛内温度尧湿度尧氧气浓度袁创
造了有利于烟叶储存的环境遥
富氮低氧气调密封储存 3 个月的烟叶颜色均

匀尧色度较好尧油分较多袁并且能促进含青烟叶去青
变黄袁而自然环境下储存的烟叶在颜色尧色度和油分
上稍差一些遥 富氮低氧气调密封储存的烟叶重量增
加较自然环境下储存的多袁并且能有效阻止烟叶霉
变和杀死害虫 遥 自然环境下储存的烟垛内会发热袁
[2]

需定时进行翻垛袁而富氮低氧气调密封储存通过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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