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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介绍烟叶质量追溯概念入手，通过对烟草行业质量追溯应用现状的进行分析，以福建省光泽县烟
叶质量追溯体系建设为例，阐述了该体系的应用效果，同时激发了对今后工作的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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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tobacco leaf quality traceabilit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obacco industry quality traceability,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tobacco leaf quality traceability system in Guanze County,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pound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system, and at the same time inspires some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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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研究质量追溯问题时，“可追溯性”是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1]。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质量
溯源，二是质量追踪[2]。有国内学者研究了烟叶全程质量追溯系统[3]，也有部分学者对烟草产品的仓储
物流系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与设计[4] [5]。目前，烟草行业可以分为农业、复烤、工业、市场 4 个环节，
烟草产品已经解决了从工业到市场的质量追溯，但由于烟叶种植生产的环境复杂，在收购储运中环节较
多、可控因素较少，所以农业到复烤过程中的信息查询成为了质量追溯系统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之一[6]。
光泽县位于福建省西北部，武夷山脉北段，是福建省 19 个边界县(市)之一，下辖 3 镇 5 乡，90 个村
(居)委会，总人口 16.5 万人，具有中国南方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特征。境内构造地貌特征相当明
显，低山丘陵分布广，全县拥有耕地 20 万亩，人均耕地 1.21 亩，光泽县属中亚热带，四季较匀、温和
潮湿。年平均气温 17.6℃，一月平均气温 6.0℃，七月平均气温 27.8℃。极端最高气温 39.7℃，极端最低
气温−9.5℃。秋温仍高于春温。年降雨量 1864 毫米，为武夷山多雨区的县份之一。无霜期 271 天。年平
均寒潮 3~4 次。常年烟叶种植面积稳定在 4 万亩左右，是南平第三大烟区，本文总结归纳了光泽县烟叶
收购质量可追溯试点工作，简单阐述了该体系的应用效果，并且激发了今后工作的一些思考。

2. 系统应用流程
烟叶收购质量可追溯系统在应用前要将收购各要素导入系统内，包括烟农姓名、种植面积、品种，
收购磅组、评级人员、专业化初分人员、主评员、打包员等信息，同时还需要制作各个等级牌，牌内有
接收信息以上的芯片。
在收购时，由专业化分级员初分后的原烟经主评定级，开等级单并随烟放置一张(空信息)等级牌，在
解码过磅区等级牌自动与接收器连接，电脑内显示相应等级，微机员只要确认重量即可(相关信息也传递
到等级牌芯片内)，进入仓库内的烟叶分收磅组同户烟农等待成包，由打包员通过等级牌在赋码一体机扫
码后自动出内外标，(由于个别等级单户无法成包时，多张等级牌扫码后，赋码机可添加另外农户信息)，
最终实现成包工作。
光泽县开展烟叶收购质量可追溯试点工作，主要是在收购过程中结合了赋码机，通过二维码对成包
的烟叶可以追溯到烟农、专业化分级员、评级员、打包员等信息，发现问题能追根溯源，既实现烟叶收
购等级平稳，还对收购人员等级意识拉紧一根弦。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起到很大效果。

3. 系统应用效果
在烟叶收购站和移库工作中，对烟叶质量检验时普遍使用到质量可追溯系统，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效果突出。
(一) 利于等级平衡指导
通过二维码信息直接可以追溯到收购磅组和收购时间段，对烟草站等级平衡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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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方面可以通过查询磅组之间收购量和等级比例柱形图分析，分时段查找该农户烟叶进行现场等级
平衡，查找原因，解决相应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对不同磅组之间进行平衡，有助于全站收购质量均衡。
另外，在站点检查和移库验收时，可以通过二维码可以了解到烟草站收购在何时出现等级波动，波动程
度有多大，是全面波动或是个别磅组产生波动等。总体来讲，实行该系统后，在等级平衡上更有针对性，
采取的方法更具有指导性。
(二) 利于质量观念树立
目前烟技员、烟农技能水平参差不齐，对烟叶收购的标准和新的观念理解程度不一致，利用集中培
训和讲解有利于大面积人员效果的提高，很难寻找到差异。在收购中我司充分利用追溯系统，对一部分
烟技员等级质量观念进行改进。例如：对中棵型烟叶质量定位问题的纠正，在移库中发现个别烟技员对
质量好的中棵型理解偏差，通过可追溯系统，我们找到了这一些烟技员有针对性的进行培训和讲解，使
其真正认识到“中棵型”烟株(中棵型烟叶即打顶完定叶后，株高为 110 ± 10 cm，留叶数在 16 ± 3 片，烟
株最大定型叶叶长 75 ± 5 cm，顶叶长 50 ± 5 cm，株型呈腰鼓型，叶色浓绿到正绿，发育充分)。在评吸
和化学成分优势，改正等级质量观念，从而也对烟农种植好“中棵型”烟株，选好中棵型烟叶起导向作
用。
(三) 利于区域特征追踪
光泽县烟叶种植东西南北距离 53.7~84.7 千米，海拔 200~800 米，各乡镇、村土壤气候均有所差异，
所生产的烟叶质量特点也略有不同。今年通过可追溯系统的利用，基本可掌握各乡镇原烟外观质量特点，
在辅以试验站定点土壤养分含量测定数据分析，对土壤肥料状况和缺失微量元素有初步概况，对于明年
烟叶增补微量元素试验地选择有更加明确的方向。另外，区域外观特征追溯还可以使用在追溯烟技员技
术指导能力的判断，例如在验收时发现集中某些村出现同一类烘烤质量问题，分公司和烟草站在进行上
户调查，发现烟技员在烘烤时有一个时段阶段末目标未指导到位，而且从该烟技员近 3 年指导过的烟农
普遍存在该现象，今后将重点对该烟技员进行培训和督查。因此，通过收购质量可追溯系统对区域特征
判断不但对烟叶本身进行追踪，还能对指导烟技员技术能力的追踪。
(四) 利于课题效果检验
当前很多试验示范项目只能通过取样、报表等方式检验试验示范效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取样人
员主观趋向，通过可追溯系统可以对示范户收购后的整体烟叶质量进行客观判断，有利于整体效果检验。
2019 年对寨里儒州村 100 亩紫云英–烟叶轮作示范区课题试验效果检验，从收购开始每户烟农烟叶进行
定点跟踪，最终各个层级人员都能得到烟叶质量实际情况。
(五) 利于人员思想把控
烟叶收购公平、公正是各级领导和烟农最关注的问题。收购前对收购人员的警醒教育和制度管理起
到关键性作用，今年收购质量可追溯系统的应用对收购人员震慑也起到了辅助作用。以往烟叶打包后就
无法溯源，即使出现质量问题也无从查起，质量可追溯系统直接可以查找到人、查找到时间段，使得收
购人员思想上始终要紧绷一根绳，能主动抵御人情烟、关系烟发生，起到共同监督、相互制约，形成公
平、公正阳光收购的良好氛围。
(六) 利于成包质量管理
今年收购一个明显特点是非烟物质控制严、打包质量好，这是也基于可追溯系统的利用。今年在收
购前就与专业化分级队员签订协议，发现非烟物质直接对专业化分级组进行经济处罚，专业化分级队员
在初分时就时刻关注非烟物质清理。在烟叶打包过程中严格执行烟叶不外露规定，包内烟叶整齐，不会
造成堆垛倾斜、滑包等现象，有利于仓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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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今后工作几点思考
(一) 建立抽验数据库，为科学考核提供依据。在站点考核中更加细化考核内容，把收购等级质量波
动情况列入月绩效或年度考核内容，可以更加科学考核全站收购等级质量。
(二) 科学调配技术力量，通过质量追溯可以对烟技员缺失的技术环节进行评价，有的放矢的进行个
性化培训，促进其提高技能。另外通过对烟技员能力评价在今后烟技员双向选择和网格化管理过程中，
站点对烟技员岗位配置起到参考作用。
(三) 有针对性指导烟农，通过可追溯系统对特定农户烟叶进行分析，调查土壤、栽培、烘烤、保管、
初分等等具体影响因素，今后有针对性进行指导，同时逐步建立烟叶外观质量与土壤化学成分数据系统
衔接，最终形成配方施肥、因户施策等技术措施，最终达到工业需求的烟叶质量。

5. 结束语
通过建立完善烟叶质量追溯系统，工业企业通过二维码可以追溯烟叶的种植收购过程的详细信息，
赋予每个烟包独立的“身份证”，实现质量管理与安全性控制贯穿烟叶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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