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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木屑生物质颗粒燃料为对照ꎬ对不同配比烟秆和木屑生物质燃料的燃烧特性、烘烤过程温度拟合度以及能耗等方
面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ꎬ烟秆与木屑配方生物质燃料在烟叶烘烤中具有一定应用可行性ꎬ最佳配比为 １５％烟秆＋８５％木
屑ꎬ其低位热值为 １６ ７３１.２５ Ｊｇ －１ ꎬ烘烤过程中与目标温度的拟合度较高ꎬ能够满足烟叶烘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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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环境友好型的清洁能源ꎬ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和发
展

[１]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ꎬ生物质颗粒燃料在烟叶烘烤中的应用优势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２－６] ꎬ突出体

现在添加燃料对人工的依赖程度大幅度降低ꎬ烘烤过程中温湿度控制受加料过程的影响得到较大改善ꎬ实
际温湿度与目标值的拟合度得到有效提升 [２] .同时ꎬ以生物质能作为替代能源ꎬ可大幅度地降低 ＣＯ ２ 和硫
化物的排放ꎬ对改善环境、降低温室效应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７] .目前ꎬ烟叶烘烤中使用的生物质颗粒燃
料原料来源多为木屑或竹屑ꎬ原料成本较高ꎬ且对原料的依赖程度较大ꎬ导致生物质颗粒燃料的价格走势
波动较大.为了保障生物质颗粒燃料的持续、稳定供应ꎬ逐步形成了以生物质秸秆综合利用为代表的生物
质能有效利用途径ꎬ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ꎬ但原料本地化依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８－１０] .
福建省是中国烤烟种植的主产区之一ꎬ近年来烟叶产量约 １.０ × １０ ８ ｋｇ.随着清洁能源在烟叶烘烤上的
研究ꎬ生物质颗粒燃料在烟叶烘烤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ꎬ受生物质燃料原料来源和成本限制ꎬ生物质颗
粒燃料的价格波动及其示范推广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因素.然而ꎬ随着烘烤中上部叶带茎烘烤技术的不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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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ꎬ在实现上部叶烘烤质量提升的基础上ꎬ为烟秆的集中回收和成本控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研究
基于龙岩烟区生物质烤房和带茎烘烤技术的良好基础ꎬ开展烟秆生物质原料利用技术的可行性探索和技
术示范ꎬ为促进生物质颗粒成型燃料原料资源本地化ꎬ保障生物质烤房在烟叶烘烤中燃料的有效、稳定供
给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１
１.１

材料与方法
材料
生物质颗粒燃料的原料来源:木屑为木材加工厂中杉木加工后剩余废弃木料ꎬ烟秆为龙岩市长汀县烤

烟上部叶带茎烘烤后剩余废弃烟秆.烟秆与木屑配方生物质燃料在福建省长汀县长城木业有限公司加工

制作.以烟秆及杉木屑为原料ꎬ粉碎后按照试验设计的比例混合送入热风干燥炉烘干至含水量 ８％ ~ １３％ꎬ
将烘干后的燃料送入内部温度为 ８０ ~ ９０ ℃ 的搅拌加热器中ꎬ并利用平模机压制成型ꎬ获得直径为 ０.８ ~ １.０
ｃｍ、长度为 ４ ~ ６ ｃｍ 的实心圆柱成品.

供试的密集烤房位于龙岩市长汀县大同镇翠峰村烤房群ꎬ烤房设施设备符合« 密集烤房技术规范( 试

行) 修订版» 的要求 [１１] .
１.２

供试的新鲜烟叶取自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主栽品种云烟 ８７ 第 ２ 烤次采摘的烟叶.
试验设计

空载试验以 １００％木屑生物质颗粒燃料为对照( ＣＫ) 、１５％ 烟秆 ＋ ８５％ 木屑为处理 １( Ｔ１) ꎻ３０％ 烟秆 ＋
７０％木屑为处理 ２( Ｔ２) ꎻ５０％烟秆 ＋ ５０％木屑为处理 ３( Ｔ３) 、１００％烟秆处理 ４( Ｔ４) ꎬ各处理 ３ 次重复ꎬ共使

用 １５ 座烤房ꎬ烤房内不装烟.

实载试验以 １００％木屑生物质颗粒燃料为对照( ＣＫ) 、１５％ 烟秆 ＋ ８５％ 木屑为处理 １( Ｔ１) ꎻ３０％ 烟秆 ＋
７０％木屑为处理 ２( Ｔ２) ꎻ５０％烟秆 ＋ ５０％木屑为处理 ３( Ｔ３) ꎬ各处理 ３ 次重复ꎬ共使用 １２ 座烤房ꎬ每间烤房

内按照 ４００ 杆进行装烟.

试验鲜烟叶取自同一田块、施肥水平一致、中等肥力、生长整齐一致的云烟 ８７ 烟株.各处理烟叶烘烤

前进行人工分选ꎬ挂杆标记以保证鲜烟叶素质一致ꎬ装烟数量相同ꎬ烘烤工艺均采用龙岩市三长两短保湿
烘烤工艺.整个烘烤过程中ꎬ３６ ~ ４２ ℃ 为烟叶主要变黄期ꎬ４５ ~ ５５ ℃ 为烟叶主要定色期ꎬ５６ ~ ６５ ℃ 为烟叶主
要干筋期.
１.３

指标检测和数据分析
燃料燃烧特性测定:由福建省 １２１ 地质大队检测中心检测燃料水分含量、灰分含量、氢含量、硫含量和

低位发热值.其中ꎬ水分含量:采用莱希特 ＬＸＴ￣５００Ｃ 生物质燃料水分检测仪测定ꎻ灰分含量:称取一定量的
干燥生物质燃料样品ꎬ放入马弗炉中ꎬ加热到 ８１５±１０ ℃ ꎬ灰化并灼烧至质量恒定ꎬ以最终残留物的质量占
样品质量的百分数作为灰分含量ꎻ氢含量:参照 ＧＢ / Ｔ ４７６—２００８« 煤中碳和氢的测定方法» [１２] ꎻ硫含量:采
用库仑滴定法检测ꎻ低位发热值:参照 ＧＢ / Ｔ ３０７２７—２０１４ « 固体生物质燃料发热量测定方法» [１３] .

烘烤过程中温湿度测定:整个烘烤过程中ꎬ每 ４ ｈ 记录 １ 次烤房的温度、湿度、烟叶变化情况、操作情

况和烟窗尾气温度等.其中ꎬ装烟室的温度和湿度采用数显温湿度计测定.
能耗测定:采用电子称测定烟叶和燃料的重量.

烤后烟叶质量评价:烘烤后将整烤烟叶由分级技师参照 ＧＢ２６３５—１９９２« 烤烟» [１４] 评定烤烟等级、称

重.在不同处理烤房中各取烤后烟样 ２ ｋｇ.

２
２.１

数据处理: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和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统计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

结果与分析

不同配比生物质颗粒燃料燃烧特性的差异分析
不同配比生物质燃料燃烧特性如表 １ 所示ꎬ均符合« 中国烟草总公司关于印发密集烤房生物质颗粒

成型燃料燃烧机技术规范( 试行) 的通知( 中烟办[２０１８]３０ 号) » 文件中关于燃料条件的参数规定 [１５] .低位
热值均在 １２ ０００ Ｊｇ －１ ( 燃料条件参数规定的最低标准) 以上ꎬ但是低位热值随烟秆含量比重的增加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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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ꎬ各处理间均达到显著性差异ꎬ其中 Ｔ４ 处理低位发热值最低ꎬ仅为 １３ ７９２ Ｊｇ －１ ꎻ水分含量均达到≤

１２％的技术标准要求ꎬ但随烟秆比重的增加燃料水分含量呈现上升的趋势ꎬ其中 Ｔ４ 处理水分含量最高ꎬ达
１１.４７％ꎻ燃料灰分含量与水分含量呈现类似的趋势ꎬ随烟秆比重的增加而呈现上升ꎬ并以 Ｔ４ 处理灰分含
量最高ꎬ达 ９.３２％ꎻ各处理间氢含量无显著性差异.此外ꎬ水分含量的变化趋势也可能是导致燃料低位热值
下降的因素.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处理
ＣＫ

水分含量 / ％

灰分含量 / ％

１６７３１±１７６.４８ｂ

８.９４±０.３６ｂｃ

３.３６±０.２７ｂ

１７２９２±１５２.５３ａ

Ｔ２

１５６１８±１５０.０２ｃ

Ｔ３

２.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ｅｌｌｅｔｓ ｆｕｅｌ

低位热值 / ( Ｊｇ －１ )

Ｔ１

１)

不同配比生物质颗粒燃料燃烧特性差异分析 １)

１４８６８±１１７.９１ｄ

Ｔ４

１３７９２±１４７.６３ｅ

８.６０±０.５６ｃ

９.９２±０.６２ｂ

１０.２８±１.０５ａｂ
１１.４７±０.６８ａ

同列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数据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ꎬ下同.

氢含量 / ％

硫含量 / ％

２.２１±０.２６ｃ

５.４６±０.３２ａ

０.０８±０.０１ｃ

３.９３±０.６２ｂ

５.６５±０.５６ａ

０.１８±０.０３ａ

４.２６±０.４３ｂ
９.３２±０.８１ａ

５.６０±０.２７ａ
５.５７±０.４８ａ
５.５１±０.６８ａ

０.１０±０.０１ｃ
０.１４±０.０２ｂ

０.１６±０.０２ａｂ

不同配比生物质颗粒燃料烘烤过程中温度曲线与目标值拟合度分析
空载试验( 生物质颗粒燃烧机设置统一烘烤工艺曲线模式ꎬ相同的燃烧时间、升温速率和稳温时间ꎬ

并同时点火) 烘烤过程中的温度曲线与目标值拟合情况显示:ＣＫ 处理在点火后 ４ ｈ 即达到目标温度 ３６

℃ ꎬ并且在之后的燃烧过程中与目标温度的拟合度较高ꎻＴ３ 处理也可以在约 ４ ｈ 时达到目标温度ꎬ但在变
黄期和干筋期的某些时间点与目标温度存在约 １ ℃ 的偏差ꎻＴ１ 和 Ｔ２ 处理分别在点火后 ８ 和 １２ ｈ 达到目
标温度ꎬ且在之后的燃烧过程中与目标温度的拟合度较高ꎻ但是ꎬＴ４ 处理在变黄期、定色期和干筋期与目
标温度均存在拟合度较差的现象ꎬ在整个烘烤过程中炉膛内无明火且出现回烟较重的现象ꎬ表明该处理不
宜开展实载试验( 图 １) .

图１
Ｆｉｇ.１

不同配比生物质颗粒燃料干球温度工艺吻合曲线( 空载试验)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ｙ￣ｂａｌ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ｅｌｌｅｔｓ ( ｎｏｎ￣ｌｏａｄ ｔｅｓｔ)

根据空载试验结果剔除 Ｔ４(１００％烟秆) 处理的基础上开展实载试验ꎬ烘烤过程的温度曲线与目标值

拟合情况显示:ＴＩ 和 ＣＫ 处理的生物质颗粒燃料在点火后 ４ ｈ 即可达到目标温度 ３６ ℃ ꎬ并且在之后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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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过程中与目标温度的拟合度较高ꎻＴ２ 处理的生物质颗粒燃料也可在 ４ ｈ 达到目标温度ꎬ但变黄期实际
温度与目标温度在个别时间点存在约 １ ℃ 的偏差ꎬ并在烘烤 １２０ ｈ 时出现严重的回烟现象ꎬ无法继续开展
试验ꎬ后续改用 １００％木屑处理的生物质燃料进行烘烤ꎻＴ３ 处理的生物质颗粒燃料在变黄期出现温度上升
较缓的现象ꎬ变黄及定色期多次出现与目标温度偏差约 ２ ℃ ꎬ在定色期和干筋期出现炉膛火势向进料口回
烧的严重现象ꎬ后续改用 １００％木屑处理的生物质颗粒燃料进行烘烤( 图 ２) .结果表明ꎬ１５％ 烟秆 ＋ ８５％ 木
屑( Ｔ１) 制作的生物质颗粒可以满足烟叶烘烤的实际需要.然而ꎬＴ２ 和 Ｔ３ 处理的生物质颗粒燃料则分别在
定色期和干筋期出现燃烧不畅( 回烟) 和炉膛火势回烧的现象ꎬ推测可能是掺入烟秆的生物质燃料在燃烧
过程中产生的焦油量偏高ꎬ导致炉膛内结渣过多所致.

图２

２.３

Ｆｉｇ.２

不同配比生物质颗粒燃料干球温度工艺吻合曲线图( 实载试验)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ｙ￣ｂａｌ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ｅｌｌｅｔｓ ( ｌｏａｄ ｔｅｓｔ)

不同配比生物质颗粒燃料能耗分析
空载试验不同配比生物质燃料能耗差异如表 ２ 所示:每烤消耗生物质燃料在 ９２１.６７ ~ １ ４７５.００ ｋｇꎬ且

消耗燃料数量随烟秆配比的增加而升高ꎬ各处理之间均达到显著性差异ꎬ其中 Ｔ４ 处理所需燃料最多ꎬ每烤

达到 １ ４７５.００ ｋｇꎻ各处理间耗电量在 １０４.３３ ~ １０８.００ ｋＷｈ －１ 范围内ꎬ没有显著性差异.实际生产过程中ꎬ
每吨木屑原料的购置费 ４００ 元ꎬ烟秆回收价格可控制在每吨 ２００ 元ꎬ经充分调研后确定随着烟秆配比的增
加生物质燃料价格可一定程度下调( 表 ２) .每座烤房的燃料动力费 ９２７.７５ ~ １ ０１２.７５ 元ꎬ其中 ＣＫ 与 Ｔ１ 处
理间无显著性差异ꎬＴ２、Ｔ３ 和 Ｔ４ 处理燃料动力费每烤分别比 ＣＫ 多出 ５１.２５ 元、６２.２５ 元和 ８５ 元.此外ꎬ将
烟秆作为生物质燃料的原料来源ꎬ烟农另外可获得 ０.２ 元ｋｇ －１ 的烟秆回收费用.

实载试验过程中 Ｔ２ 和 Ｔ３ 处理由于出现较严重的回烟和温度拟合度偏差较大等情况ꎬ无法完成整个

烘烤进程ꎬ暂不做能耗比较分析.ＣＫ 和 Ｔ１ 处理在实载烘烤过程中消耗燃料数量达到显著性差异ꎬＴ１ 处理
消耗燃料量比 ＣＫ 高出 １９.２３％ꎻ耗电量方面二者无显著性差异ꎻ由于燃料销售价格的差异ꎬ最终 Ｔ１ 处理
相比 ＣＫ 而言ꎬ每烤的燃料动力费略高ꎬ但尚未达到显著性差异ꎻ按照每千克干烟量消耗的燃料动力费计
算ꎬＣＫ 处理为 ２.３３ 元ꎬＴ１ 处理为 ２.３５ 元ꎬ二者之间差异可忽略不计( 表 ３) .

 １４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每烤燃料量
ｋｇ

每吨燃料价格
元

Ｔ１

１０２５.００±２８.３５ｂ

８５０

Ｔ３

１２５０.００±２４.２５ｄ

ＣＫ

９２１.６７±３５.１７ａ

Ｔ２

１１５８.３３±３４.２８ｃ

Ｔ４

ＣＫ
Ｔ１

用电价格

ｋＷｈ －１

元ｋＷ －１ ｈ －１

１０５.６７±４.５７ａ

０.５０

１０４.３３±５.２１ａ

８００

１０４.６７±５.１３ａ

０.５０

９９０.００±２６.１９ｂ

０.５０

不同配比生物质颗粒燃料能耗分析( 实载试验)

９２７.７５±３２.８５ａ

９７９.００±３１.６２ｂ

０.５０

１０８.００±３.４５ａ

每烤燃料动力费
元
９２４.０９±３０.１２ａ

０.５０

１０５.００±３.２６ａ

６５０

表３

每烤耗电量

９５０
７５０

１４７５.００±３２.８７ｅ
Ｔａｂｌｅ ３

２.４

不同配比生物质颗粒燃料能耗分析( 空载试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ｅｌｌｅｔ ｆｕｅｌ ( ｎｏｎ￣ｌｏａｄ ｔｅｓｔ)

处理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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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２.７５±３０.６９ｂ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ｅｌｌｅｔ ｆｕｅｌ ( ｌｏａｄ ｔｅｓｔ)

每烤燃料量
ｋｇ

１０８３.３３±３２.６６ａ

１２９１.６７±３６.５８ｂ

每烤电耗量
ｋＷｈ －１

２５３.００±７.２５ａ
２４７.６７±６.２１ａ

每烤燃料动力费
元
１１５５.６６±３０.２７ａ
１２２１.７５±３３.１８ａ

每烤鲜烟重量
ｋｇ

３８０２.４０±６１.２５ａ
３８２９.２８±４６.５９ａ

每烤干烟重量
ｋｇ

干烟能耗

鲜干比

４９６.７２±２６.５２ａ

元ｋｇ －１

７.４６±０.２１ａ

５２０.２４±２７.１８ａ

２.３３±０.０８ａ

７.３６±０.２８ａ

２.３５±０.１２ａ

不同配比生物质颗粒燃料对烤后烟叶经济效益的影响
本研究对使用不同配比生物质颗粒燃料烘烤的烟叶经济效益进行统计分析ꎬ结果如表 ４ 所示:ＣＫ 与

Ｔ１ 处理相比ꎬ二者在单叶重、上中等烟比例、均价和干烟综合效益等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其中ꎬ在上等烟
比例方面 ＣＫ 比 Ｔ１ 处理略高ꎻ而中等烟比例方面 Ｔ１ 处理却比 ＣＫ 略高ꎻ干烟的综合效益方面 ＣＫ 比 Ｔ１ 处
理略高ꎬ表明使用烟秆和木屑复混生物质颗粒燃料并未显著增加烟叶烘烤成本.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处理
ＣＫ

３

Ｔ１

不同配比生物质颗粒燃料对烟叶经济效益的影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ｅｌｌｅｔ ｆｕｅｌ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ｌｅａｖｅｓ
单叶重 / ｇ

９.１２±０.１６ａ
９.２１±０.１３ａ

上等烟比例
％

８３.１６±１.３５ａ
８０.０７±１.２３ａ

中等烟比例
％

１１.９３±１.０５ａ
１３.５４±１.３８ａ

干烟均价

干烟能耗

干烟综合效益

２８.５８±０.２６ａ

２.３３±０.０８ａ

２６.２５ａ

元ｋｇ －１

２８.２９±０.３１ａ

元ｋｇ －１

２.３５±０.１２ａ

元ｋｇ －１
２５.９４ａ

讨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环保意识的提升ꎬ生物质颗粒燃料作为清洁能源ꎬ已经逐步走入了人们的生产

和生活.中国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先后从韩国、日本、荷兰等国引进以螺杆压机为主的技术设备开展生
物质成型技术研究ꎬ但由于设备螺杆磨损快和产品没有市场等原因ꎬ发展缓慢 [１６] .近年来ꎬ中国围绕生物
质固化成型技术研究和设备研发的不断深入ꎬ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随着生物质压块、生物质气化、生物质煤
生产技术日趋成熟ꎬ在烟叶烘烤中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研究 [１７－２０] .王汉文等 [２１] 率先在烤烟生产中进行了
玉米和小麦秸秆压块替代煤炭烤烟的试验ꎬ结果表明ꎬ秸秆压块可以满足烟叶烘烤的热量需求.随着研究
的不断深入ꎬ木屑、竹屑等为原料的生物质颗粒燃料在烟叶烘烤中的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ꎬ并能够有效改
善烤后烟叶质量ꎬ提高烟叶可用性 [５－６ꎬ２２] .但是ꎬ生物质燃料的原料来源及价格走势直接关系到生物质燃料
在烟叶烘烤中推广应用的可行性问题.同时ꎬ生物质燃料原料体积大、运输成本高ꎬ同样是制约其发展的主
要因素.因此ꎬ获得稳定的本地化原料来源ꎬ是保障生物质燃料在烟叶烘烤中推广应用的前提.

烟秆作为烤烟生物量的重要组成部分ꎬ约占植株干物质含量的 ５０％ꎬ能够为生物质燃料制备提供一

定的原料来源.烟秆的低位发热值与玉米秸秆相近ꎬ而远高于小麦秸秆ꎬ表明烟秆作为生物质颗粒燃料的
原料能够满足烟叶烘烤中的能量需求 [２１] .本研究中ꎬ１５％烟秆 ＋ ８５％木屑处理的生物质燃料在空载和实载
中与目标温度均能表现出较好的拟合度ꎬ燃料能耗和烤后烟叶经济效益分析均可满足烟叶烘烤需求. 然
而ꎬ烟秆掺比较高的处理在燃烧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烟或回炉现象ꎬ导致无法完成烘烤进程ꎬ推测
可能是由于烟秆燃烧过程中焦油量较高造成严重结渣等因素造成的.王行等 [２３] 研究表明ꎬ烟秆等农经作
物秸秆燃烧易结渣ꎬ可作为生物质燃料的辅助原料掺兑使用ꎬ该结果与本研究结果相吻合.温丽娜 [２４] 等研
究了云南省主要农林废弃物的热值ꎬ认为秸秆类样品中以烟杆、玉米秆、麦秆的热值较高.但是ꎬ该研究并
未在烟叶烘烤中开展应用试验ꎬ同时认为玉米秸秆的结渣情况高于烟杆ꎬ可能由于使用的是植株全秆ꎬ而
玉米根系发达ꎬ取样时携带的泥土过多所致 [２４] .该现象提醒我们开展烟秆回收工作时ꎬ要切实注意杜绝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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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根部携带泥土ꎬ减少燃烧过程中结渣现象ꎬ有效提高燃料的燃烧性能.同时ꎬ针对掺入烟秆比例较高的
生物质颗粒燃料有待进一步开展配套的燃烧机开发或燃烧工艺的改进研究.此外ꎬ烟秆作为生物质燃料的
原料来源ꎬ可以有效避免目前将烟秆直接还田、随意遗弃或就地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２５] .

４

结论

本研究首次对上部带茎烘烤后的烟秆作为生物质燃料原料在烟叶烘烤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ꎬ结果表

明ꎬ在木屑中掺入 １５％烟秆作为生物质燃料原料制备的生物质燃料点火容易、火力强、温度调节灵敏度

高ꎬ在烤后烟叶化学成分和能耗比较中与纯木屑生物质燃料无显著性差异ꎬ可以满足烤烟烘烤工艺需求ꎬ
在烟叶烘烤中开展应用示范具有较好的可行性.针对较高烟秆配比的生物质燃料的燃烧特性差异以及试
验过程中存在的升温不畅等问题ꎬ仍需开展配套的燃烧机开发或燃烧工艺改进.同时ꎬ可以预见烟秆作为
生物质燃料利用后可以有效减少直接回田造成的病害传播和环境污染问题ꎬ但针对全株烟秆的回收利用
还需要开展配套组织回收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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