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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混合型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的关系，为混合型卷烟生产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

2004—2016年55份混合型卷烟标准样品的烟气主要化学成分和感官评吸得分为研究对象，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简单

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典型相关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结果】混合型卷烟样品焦油量、一氧化碳量和烟气烟碱量均值

分别为9.52、10.53和0.78 mg/支，52.73%的卷烟样品焦油量≤10 mg/支。焦油量较高的混合型卷烟样品，其烟气烟碱

量和一氧化碳量相对较高，卷烟焦油量、烟气烟碱量和一氧化碳量任意两者间均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下同），卷

烟烟气一氧化碳量与香气、谐调、杂气、刺激性和余味得分均呈极显著负相关。混合型卷烟样品的香气、谐调、杂气、

刺激性和余味得分均与烟气一氧化碳量有显著回归关系（P<0.05），与焦油量和一氧化碳量有多重回归关系。典型相

关分析结果表明，有2组典型变量达极显著水平；第Ⅰ组典型变量中烟气一氧化碳量对卷烟感官质量指标的影响载荷

绝对值依次为：香气>刺激性>杂气>余味>谐调，第Ⅱ组典型变量中烟气焦油量对卷烟感官质量指标的影响载荷绝对

值依次为：余味>香气>谐调>刺激性>杂气。灰色关联分析结果表明，烟气烟碱量与卷烟香气、谐调和余味得分的关

联度较高，焦油量与卷烟杂气和刺激性得分的关联度较高。【结论】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一氧化碳量与感官质量指

标呈极显著负相关，在混合型卷烟生产中应适当降低卷烟烟气一氧化碳量，协调好减害降焦与感官质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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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 and sensory quality of blended
type cigarette was studied，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oduction of blended type cigarette.【Method】
The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sensory scores of 55 blended type cigarette standard samples from 2004 to
2016 were researched by descrip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simple correlation analysis，regression analysis，canonical corre-
lation analysis and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Result】The average contents of tar，smoke nicotine and carbon monoxide
were 9.52，10.53 and 0.78 mg/cigarette，respectively. Sample of tar content ≤10 mg/cigarette was accounted for 52.73%
of total cigarette samples. For blended type of cigarette with high tar content，it had high smoke nicotine and carbon mo-
noxide. There were extremely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contents of tar，smoke nicotine and carbon mono-
xide of cigarette samples（P<0.01，the same below）.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and the scores of aroma，humorous，offen-
sive odor，irritation and aftertaste had extremely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The scores of cigarette aroma，hu-
morous，offensive odor，irritation and aftertaste had significant regression relationship with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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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混合型卷烟是以烤烟、白肋烟、香

料烟和其他晒晾烟为原料，经合适配比和特定加工

工艺而制成的一种烟草制品。随着卷烟工业的不断

发展，我国烟草行业已培育出“中南海”“都宝”“金

桥”等混合型卷烟品牌，但近年来国产混合型卷烟销

量和市场份额呈逐年下降态势，混合型卷烟发展进

入困难时期，亟待突破（屈湘辉等，2014）。2010年，

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的《烟草行业“卷烟上水平”总

体规划》明确提出：在抓好知名卷烟品牌发展的同

时，力争在混合型卷烟、雪茄烟、无烟气烟草制品的

发展上取得新突破。混合型卷烟烟气的主要化学成

分包括焦油、一氧化碳和烟气烟碱（Rodgman and

Green，2003；谢剑平等，2009；程传玲，2013），这3项

烟气指标是卷烟烟气危害性的评价标准（Hoffmann

et al.，2001；Baker et al.，2004）。卷烟烟气主要化学

成分对卷烟感官质量有重要影响，因此，研究混合型

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的关系对提高混

合型卷烟的安全性及保证卷烟质量的稳定性具有重

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国内有关混合型卷烟质量

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加料技术对混合型卷烟质量的

影响、混合型卷烟的发展状况和混合型卷烟配方优

化。郭俊成等（2006）研究了两次加里料和烘焙技术

对混合型卷烟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两次加里料、

再经烘焙处理能显著提高混合型卷烟的感官质量。

屈湘辉等（2014）、张烨（2015）分析了我国混合型卷

烟的发展状况，并提出中式混合型卷烟发展的建议

和对策。奚安等（2015）选用红茶、可可、烟草提取物

及果汁料作为混合型卷烟的料液，构建香基模块，采

用正交试验确定料液和香精的最佳配比，有效提高

了混合型卷烟的品质。郭广颂等（2018）开发了一种

智能优化选型系统用于混合型卷烟配方，为卷烟叶

组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关于卷烟感官质量与卷烟

烟气成分的关系研究相对较少，仅从简单相关系数

方面分析两者间的关系。石凤学等（2013）研究了烤

烟型卷烟感官质量与烟气成分的关系，结果表明，卷

烟焦油量、烟气烟碱量分别与香气、杂气、余味得分

呈中度正相关，烟气一氧化碳量与香气、杂气、余味、

刺激性得分均呈中度负相关。【本研究切入点】前人

关于混合型卷烟的研究多集中在混合型卷烟加香加

料（宗永立等，2004）、加工技术（周跃飞等，2009）、感

官质量（丁乃红等，2012）、裂解产物（刘志华等，

2012）、配方设计（奚安等，2015；郭广颂等，2018）等

方面，而针对混合型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卷烟

感官质量关系的研究较少。【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

混合型卷烟标准样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混合型

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的关系，探

究烟气主要化学成分对混合型卷烟感官质量的影

响，为混合型卷烟生产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

选取2004—2016年《卷烟感官标准样品说明

书》（全国烟草标准化卷烟标样分技术委员会，

2004—2016）有关混合型卷烟标准样品（共计55个）

的烟气主要化学成分和感官质量评价数据作为研究

对象。混合型卷烟标准样品的烟气焦油量、烟气烟

碱量和烟气一氧化碳量由国家烟草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进行检测，其中，卷烟烟气焦油量采用GB/T 19609—

2004《卷烟 用常规分析用吸烟机测定总粒相物和

焦油》的方法测定，烟气烟碱量采用YC/T 156—2001

或GB/T 23355—2009《卷烟 总粒相物中烟碱的测

定 气相色谱法》测定，烟气一氧化碳量采用YC/T

30—1996或GB/T 23356—2009《卷烟 烟气气相中

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散射红外法》进行测定；卷烟感

官质量参照GB 5606.4—2005《卷烟感官技术要求》

进行评价打分。

1. 2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2.0参照《SPSS统计分析大全》（武

松和潘发明，2014）的分析方法进行正态性检验、简

respectively（P<0.05），and all sensory indexes had multiple regression relationship with both tar and carbon monoxide con-
tent. Typ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two groups of typical variables reach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le-
vel. The order of load absolute value of carbon monoxide for cigarette sensory index in the first group typical variable was
aroma＞irritation＞offensive odor＞aftertaste＞humorous，and the order of load absolute value of tar for cigarette sensory
index in the second group typical variable was aftertaste＞aroma＞humorous＞irritation＞offensive odor.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smoke nicotine content and the scores of aroma，humorous and aftertaste
were high，an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ar content and the scores of offensive odor and irritation were high.【Conclusion】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has extreme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sensory quality index of blended type cigarette. There-
fore，carbon monoxide content can be reduced appropriately in the production of blended type cigarette，moreover，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reducing harm and tar content”and“sensory quality”should be coordinated.

Key words：blended type cigarette；tar；smoke nicotine；carbon monoxide；sensory quality；regression analysis；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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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采用DPS v14.50参照《DPS

数据处理系统——实验设计、统计分析及数据挖掘》

（唐启义，2010）的统计方法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和灰

色关联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混合型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统计

分析结果

混合型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描述统

计见表1。混合型卷烟样品焦油量的变幅为4.40~

14.80 mg/支，平均值为 9.52 mg/支，变异系数为

27.08%；卷烟烟气一氧化碳量的变幅为5.00~15.20

mg/支，平均值为10.53 mg/支，变异系数为23.02%；

卷烟烟气烟碱量的变幅为0.37~1.27 mg/支，平均值

为0.78 mg/支，变异系数为26.26%。

GB 5606.6—2005《卷烟质量综合评定》规定：卷

烟焦油量≤10 mg/支和>15 mg/支档次分别为低和

高，卷烟烟气一氧化碳量≤10 mg/支和>15 mg/支的

档次分别为低和高。结果（表1）表明，混合型卷烟样

品中无高焦油卷烟，52.73%的卷烟样品为低焦油卷

烟，其余为中等焦油卷烟；41.82%的卷烟样品烟气一

氧化碳量≤10 mg/支，98.18%的卷烟样品烟气一氧化

碳量≤15 mg/支；烟气烟碱量为0.6~1.0 mg/支的卷烟

样品占样品总量的76.36%。

指标
Index

焦油量
Tar content

一氧化碳量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烟气烟碱量
Smoke nicotine content

平均值（mg/支）
Average

（mg/cigarette）
9.52

10.53

0.78

最小值（mg/支）
Minimum

（mg/cigarette）
4.40

5.00

0.37

最大值（mg/支）
Maximum

（mg/cigarette）
14.80

15.20

1.27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2.58

2.42

0.21

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27.08

23.02

26.26

范围（mg/支）
Range

（mg/cigarette）
≤10

11~15
>15
≤10

11~15
>15
≤0.5

0.6~1.0
>1.0

百分率（%）
Percentage

52.73
47.27
-

41.82
56.36
1.82

12.73
76.36
10.91

累积百分率（%）
Cumulative
percentage

52.73
100.00

-
41.82
98.18

100.00
12.73
89.09

100.00

表 1 混合型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区间分布
Table 1 Interval distribution of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blended type cigarette

对混合型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数据进

行正态性检验，结果（表2）表明，无论进行Kolmogo-

rov-Smirnov检验还是Shapiro-Wilk检验，卷烟标准样

品焦油量、一氧化碳量和烟气烟碱量的检验统计量

所对应的P均大于0.05，表明数据服从正态分布。

2. 2 混合型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间的关系

为详细研究不同焦油量混合型卷烟样品烟气

主要化学成分间的关系，依据GB 5606.6—2005《卷

烟质量综合判定》中卷烟焦油量档次的划分方法，参

照《生物统计学》组距式分组法（李春喜等，2008），根

据中等焦油卷烟焦油量数据的全距和组数得出组距

为2.5 mg/支，以12.5 mg/支为临界值，将中等焦油卷

烟（10 mg/支<焦油量≤15 mg/支）细分为中低焦油卷

烟和中高焦油卷烟。因此，根据卷烟烟气焦油量将卷

烟样品分为低焦油卷烟（焦油量≤10.0 mg/支）、中低

焦油卷烟（10.0 mg/支<焦油量≤12.5 mg/支）和中高

焦油卷烟（12.5 mg/支<焦油量≤15.0 mg/支）3组，研

究不同档次焦油量混合型卷烟样品一氧化碳量和烟

气烟碱量的排序关系。结果（图1）表明，不同档次焦

油量混合型卷烟样品的一氧化碳量和烟气烟碱量排

序均表现为：中高焦油卷烟>中低焦油卷烟>低焦油

卷烟，一氧化碳量（F=21.78，P=0.000）和烟气烟碱量

（F=55.35，P=0.000）在不同档次焦油量卷烟样品间

均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下同）。可见，焦油产生

量较低的混合型卷烟样品，其烟气烟碱量和一氧化

碳量相对较低；焦油产生量较高的混合型卷烟样品，

其烟气烟碱量和一氧化碳量相对较高，说明混合型

卷烟样品焦油产生量与烟气烟碱量、一氧化碳量有

密切关系。

进一步分析卷烟样品焦油量与烟气烟碱量和

一氧化碳量的关系，结果（图2）表明，卷烟烟气烟碱

量（y）与焦油量（x）呈线性正相关，线性回归方程为

表 2 混合型卷烟主要烟气成分数据的正态性检验结果
Table 2 Normality test of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blended type cigarette

指标
Index

焦油量 Tar content
一氧化碳量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烟气烟碱量 Smoke nicotine content

Kolmogorov-Smirnov检验 Kolmogorov-Smirnov test
统计量 Statistics

0.118
0.091
0.101

P
0.056
0.200
0.200

Shapiro-Wilk检验 Shapiro-Wilk test
统计量 Statistics

0.967
0.981
0.978

P
0.136
0.547
0.401

刘春奎等：混合型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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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bB

cC

aA

bB

cC
aA

bB

cC

0.00

3.00

6.00

9.00

12.00

15.00

低焦油卷烟中低焦油卷烟中高焦油卷烟

0.00

0.30

0.60

0.90

1.20

1.50

焦油量Tar content
一氧化碳量Carbon monoxide content
烟气烟碱量Smoke nicotine content

y=0.0734x+0.0836，经检验线性方程达显著水平（F=

295.45，P=0.000）；卷烟烟气一氧化碳量（y）与焦油量

（x）也呈线性正相关，线性回归方程为y=0.7807x+

3.1035，经检验线性方程达显著水平（F=117.17，P=

0.000）。

混合型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间的简单

相关系数见表3。结果表明，混合型卷烟样品烟气焦

油量、烟气烟碱量和一氧化碳量任意两者间均呈极

显著正相关，其中焦油量与烟气烟碱量的简单相关

系数高达0.921。

2. 3 混合型卷烟样品感官评吸得分统计结果

混合型卷烟样品感官评吸得分统计结果见表

4。混合型卷烟样品香气得分为22.00~30.50分，谐调

得分为3.50~6.00分，杂气得分为7.50~11.00分，刺激

性得分为14.00~19.00分，余味得分为17.00~23.00分。

混合型卷烟样品感官质量指标的变异相对较小，除

了谐调得分的变异系数大于10.00%外，其余感官质

量指标得分的变异系数均小于10.00%。从峰度系数

来看，卷烟样品感官质量指标中，除了谐调的峰度系

数小于0外，其余指标的峰度系数均大于0，为尖峭

峰，数据分布较集中，其中余味峰度系数的绝对值最

大，数据分布最集中；从偏度系数来看，感官评吸各

指标数据均为负偏峰。

2. 4 混合型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

的简单相关分析结果

混合型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

量的简单相关系数见表5。其中，卷烟烟气一氧化碳

量与香气得分、谐调得分、杂气得分、刺激性得分和

余味得分均呈极显著负相关，说明烟气一氧化碳量

越高，香气、谐调、杂气、刺激性和余味得分越低；混

合型卷烟样品香气得分、谐调得分、杂气得分、刺激

性和余味得分间均呈极显著正相关，说明香气质好、

香气量足的卷烟样品，其余味舒适，杂气较少、刺激

性较小，杂气和刺激性得分较高。

2. 5 混合型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

的回归分析结果

为研究混合型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

感官评吸得分的关系，分别对卷烟香气（y1）、谐调

（y2）、杂气（y3）、刺激性（y4）、余味（y5）等感官评吸得

分与焦油量（x1）、一氧化碳量（x2）、烟气烟碱量（x3）等

烟气主要化学成分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分别构建线

性、二次项、符合、增长、对数、立方、S型、指数、Logis-

tic、幂、逆模型等函数关系，从中选出P<0.05且R2最

大者，得到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卷烟感官评吸

得分的最优回归方程（表6）。结果表明，混合型卷烟

图 1 混合型卷烟焦油量与烟气烟碱量和一氧化碳量高低
的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ar content ，smoke nicotine
content and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of blended type
cigarette

图柱上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同一化学成分的不同档次焦油量
卷烟样品间存在极显著（P<0.01）或显著（P<0.05）差异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among the chemical component of dif-
ferent tar grades in cigarette sample，and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图 2 混合型卷烟样品焦油量与烟气烟碱量和一氧化碳量的关系模型
Fig.2 The relational model between tar content and smoke nicotine and between tar content and carbon monoxide of blended type

cigarette
A：焦油量与烟气烟碱量的关系模型；B：焦油量与烟气一氧化碳量的关系模型

A：The relational model between tar content and smoke nicotine content；B：The relational model between tar content and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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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Index
焦油量 Tar content

一氧化碳量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烟气烟碱量 Smoke nicotine content

统计量
Statistics
相关系数
P（双侧）
相关系数
P（双侧）
相关系数
P（双侧）

焦油量
Tar content

1.000

0.830**
0.000

0.921**
0.000

一氧化碳量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0.830**
0.000
1.000

0.700**
0.000

烟气烟碱量
Smoke nicotine content

0.921**
0.000

0.700**
0.000
1.000

表 3 混合型卷烟焦油量、一氧化碳量和烟气烟碱量间的简单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3 Simple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tar content，carbon monoxide content and smoke nicotine content of blended type ciga-
rette

**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表5和表8同
**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1）.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5 and Table 8

表 4 混合型卷烟感官评吸得分的统计结果
Table 4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sensory score of blended type cigarette

指标
Index

香气得分 Aroma score
谐调得分 Humorous score
杂气得分 Offensive odor score
刺激性得分 Irritation score
余味得分 Aftertaste score

最小值
Minimum

22.00
3.50
7.50
14.00
17.00

最大值
Maximum

30.50
6.00
11.00
19.00
23.00

极差
Range

8.50
2.50
3.50
5.00
6.00

平均值
Average

27.66
4.77
10.10
17.31
21.45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1.66
0.52
0.79
0.98
1.17

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6.00
10.82
7.82
5.66
5.45

偏度系数
Skewness
coefficient

-0.53
-0.34
-0.93
-0.90
-1.19

峰度系数
Kurtosis

coefficient
1.18
-0.19
0.63
0.83
2.28

表 5 混合型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的简单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5 Simpl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sensory quality of blended type cigarette

指标
Index

焦油量
Tar content

一氧化碳量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烟气烟碱量
Smoke nicotine content

香气得分
Aroma score

谐调得分
Humorous score

杂气得分
Offensive odor score

刺激性得分
Irritation score

余味得分
Aftertaste score

统计量
Statistics
相关系数
P（双侧）
相关系数
P（双侧）
相关系数
P（双侧）
相关系数
P（双侧）
相关系数
P（双侧）
相关系数
P（双侧）
相关系数
P（双侧）
相关系数
P（双侧）

香气得分
Aroma score

-0.018
0.899

-0.369**
0.006
-0.016
0.908
1.000

0.866**
0.000

0.938**
0.000

0.938**
0.000

0.950**
0.000

谐调得分
Humorous score

-0.073
0.596

-0.492**
0.000
-0.007
0.957

0.866**
0.000
1.000

0.908**
0.000

0.938**
0.000

0.930**
0.000

杂气得分
Offensive odor score

-0.168
0.220

-0.558**
0.000
-0.105
0.447

0.938**
0.000

0.908**
0.000
1.000

0.953**
0.000

0.973**
0.000

刺激性得分
Irritation score

-0.142
0.303

-0.540**
0.000
-0.064
0.641

0.938**
0.000

0.938**
0.000

0.953**
0.000
1.000

0.978**
0.000

余味得分
Aftertaste score

-0.168
0.219

-0.540**
0.000
-0.108
0.432

0.950**
0.000

0.930**
0.000

0.973**
0.000

0.978**
0.000
1.000

样品烟气一氧化碳量与卷烟香气得分、谐调得分、杂

气得分、刺激性得分和余味得分均具有显著的回归

关系（P<0.05，下同）。

对混合型卷烟样品感官指标与焦油量（x1）、一

氧化碳量（x2）和烟气烟碱量（x3）进行多重回归分析，

得到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的回归方程（表

7）。结果表明，混合型卷烟样品香气得分、谐调得

分、杂气得分、刺激性得分、余味得分与烟气主要化

学成分间存在极显著的多重回归关系。

2. 6 混合型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

的典型相关分析结果

以卷烟焦油量（x1）、一氧化碳量（x2）和烟气烟碱

量（x3）为第1组变量，以卷烟香气（y1）、谐调（y2）、杂气

（y3）、刺激性（y4）和余味（y5）等感官评吸得分为第2组

变量，对两组变量进行典型相关分析。结果（表8）表

明，在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的3组

典型相关系数中，第Ⅰ组的典型相关系数为0.8847，

表 6 混合型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的回归分析
结果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sensory quality of blended type cigarette

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

y1 =-0.009x2
3+0.184x2

2-0.925x2+28.568

y2=-0.020x2
2+0.304x2+3.874

y3 =-0.005x2
3+0.119x2

2-0.888x2+12.651

y4 =-0.001x2
3－0.012x2

2+0.494x2+15.376

y5 =-0.007x2
3+0.164x2

2-1.236x2+25.086

F

7.715

11.175

13.870

12.198

11.811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刘春奎等：混合型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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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组的典型相关系数为0.6212，经显著性检验，第

Ⅰ组和第Ⅱ组典型变量均达极显著水平，具有统计

学意义；第Ⅲ组典型变量的相关系数最小，经显著性

检验，该组典型变量未达显著水平（P>0.05）。烟气

主要化学成分与卷烟感官得分的相关性研究，可转

化为研究第Ⅰ组和第Ⅱ组典型相关变量间的关系。

采用标准化的典型系数得出典型相关模型mi、

li，然后分别计算第Ⅰ组和第Ⅱ组典型变量得分与原

始变量的相关系数rui、rvi（王欣等，2007）。根据典型

变量得分与原始变量的相关系数（表9）可知，第Ⅰ组

典型变量中卷烟烟气一氧化碳量与刺激性得分和杂

气得分呈极显著负相关；第Ⅱ组典型变量中卷烟焦

油量与香气得分呈极显著正相关、与余味得分呈极

显著负相关。

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
y1 =0.877x1-0.002x2

3-4.305x3+25.794
y2=0.001x1

3-0.001x2
3+5.111

y3=0.013x1
2-0.001x2

3+10.398
y4 =0.017x1

2-0.001x2
3+17.633

y5=0.019x1
2-0.002x2

3+21.881

F
17.983
44.861
48.728
46.577
38.428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7 混合型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的多重
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7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sensory quality of blended
type cigarette

表 8 混合型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的典型相关
分析结果
Table 8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sensory quality of blended type ciga-
rette

典型变量
Typical
variable
Ⅰ
Ⅱ
Ⅲ

相关系数（λ）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8847**
0.6212**
0.2774

Wilk’s检测
Wilk’s

detection
0.1232
0.5669
0.9231

卡方值（χ2）
Chi-square

value
103.6596
28.0948
3.9634

df

15
8
3

P

0.0001
0.0005
0.2654

表 9 混合型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典型变量的相关系数
Table 9 Typic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sensory quality of blended type cigarette

变量
Variable

x1

x2

x3

y1

y2

y3

y4

y5

第Ⅰ组典型变量 Group I typical variable
mi

0.4274
-1.5177
0.4736

li

-1.7043
-0.0498
1.4034
1.5311
-0.4097

rui

-0.3959
-0.8314
-0.1957

rvi

0.6155
0.8041
0.8204
0.8231
0.7876

第Ⅱ组典型变量 Group Ⅱ typical variable
mi

2.9509
-1.0603
-1.4648

li

2.7334
1.7397
-0.1173
-1.0012
-2.7436

rui

0.7222
0.3625
0.5098

rvi

0.5838
0.5100
0.4006
0.4002
0.3774

表 10 典型冗余分析结果
Table 10 Redundancy analysis of typical variable

典型变量
Typical
variable

U1

V1

U2

V2

组内变异解释
Interpretation of

intra-group variation

0.2954

0.5993

0.3043

0.2128

组间变异解释
Interpretation of

inter-group variation

0.4690

0.2313

0.0821

0.1174

根据典型变量组成及其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两

对典型变量的表达式。

U1=0.4274x1-1.5177x2+0.4736x3

V1=-1.7043y1-0.0498y2+1.4034y3+1.5311y4-

0.4097y5

U1中x2系数的绝对值最大，V1中y3、y4和y1系数的

绝对值较大，说明第Ⅰ组典型相关主要取决于烟气

主要化学成分中的一氧化碳量与感官质量指标中香

气得分、杂气得分和刺激性得分间的极显著或显著

相关性。烟气一氧化碳量对卷烟感官质量指标的影

响载荷绝对值依次为：香气得分>刺激性得分>杂气

得分>余味得分>谐调得分。

U2=2.9509x1-1.0603x2-1.4648x3

V2=2.7334y1+1.7397y2-0.1173y3-1.0012y4-

2.7436y5

U2中x1的系数最大，V2中y1和y5系数的绝对值较

大，说明第Ⅱ组典型相关主要取决于烟气主要化学

成分中的焦油量与感官质量指标中香气得分和余味

得分间的极显著或显著相关性。烟气焦油量对卷烟

感官质量指标的影响载荷绝对值依次为：余味得分>

香气得分>谐调得分>刺激性得分>杂气得分。

对两组典型变量进行典型冗余分析，结果（表

10）表明，第Ⅰ典型变量U1可解释烟气主要化学成分

29.54%的组内变异，并解释卷烟感官质量46.90%的

变异；而典型变量V1可解释卷烟感官质量59.93%的

组内变异，并解释烟气主要化学成分23.13%的变异。

第Ⅱ典型变量U2可解释烟气主要化学成分30.43%的

组内变异，并解释卷烟感官质量8.21%的变异；而典

型变量V2可解释卷烟感官质量21.28%的组内变异，

并解释烟气主要化学成分11.74%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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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混合型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

的灰色关联分析结果

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的灰色关

联分析见表11。结果表明，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

指标与香气得分、谐调得分和余味得分的灰色关联

系数均表现为：烟气烟碱量>焦油量>一氧化碳量；卷

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指标与杂气得分和刺激性得分

的灰色关联系数表现为：焦油量>烟气烟碱量>一氧

化碳量。

表 11 混合型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的灰色关联系数
Table 11 Grey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sensory quality of blended type cigarette

指标 Index
香气得分 Aroma score
谐调得分 Humorous score
杂气得分 Offensive odor score
刺激性得分 Irritation score
余味得分 Aftertaste score

焦油量 Tar content
0.3357
0.3508
0.3648
0.3342
0.3400

一氧化碳量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0.3109
0.2956
0.3075
0.3054
0.3119

烟气烟碱量 Smoke nicotine content
0.3428
0.3708
0.3545
0.3310
0.3402

3 讨论

混合型卷烟是当今世界卷烟产品的主流，Marl-

boro、Kent等美式混合型卷烟在世界烟草行业占有

重要地位（于川芳等，1999）。与烤烟型卷烟相比，混

合型卷烟在原料的选择和使用、评吸质量、安全性和

经济性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且这些优势已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混合型卷烟在全球的发展。然而在我

国，随着烤烟型卷烟大力实施减害降焦，混合型卷烟

低焦优势不再，因此生产焦油量低、安全性高的混合

型卷烟已成为我国烟草行业的发展趋势（屈湘辉

等，2014）。低焦油卷烟也是英国、美国、日本等卷烟

生产国卷烟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和中国烟草学会，2010；谢剑平，2017；Wang et al.，

2017）。

自2002年以来，英国卷烟焦油量一直控制在10

mg/支以内；2008年日本卷烟焦油量的平均值为6.6

mg/支，近年来一直维持在6.9 mg/支（谢剑平，2017）。

本研究以混合型卷烟标准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和

感官评吸得分为研究对象，分析混合型卷烟标准样

品烟气焦油量、一氧化碳量、烟气烟碱量与感官质量

的关系，结果表明，混合型卷烟样品烟气一氧化碳量

的均值为10.53 mg/支，98.18%的卷烟样品烟气一氧

化碳量≤15 mg/支；烟气烟碱量的均值为0.78 mg/支，

76.36%的卷烟样品烟气烟碱量为0.5~1.0 mg/支；焦

油量的均值为9.52 mg/支，52.73%的卷烟样品为低

焦油卷烟，说明发展低焦油卷烟仍然是我国混合型

卷烟生产的重要任务。我国卷烟减害降焦的研究思

路是“稳步降焦，重在减害”（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

国烟草学会，2010）。降低卷烟烟气中一氧化碳量，

对于提高卷烟安全性仍至关重要（李基成，2015）。

混合型卷烟标准样品感官质量指标中除了谐调得分

的变异系数大于10.00%外，其余感官质量指标得分

的变异系数均小于10.00%，感官质量指标得分的变

异相对较小，与卷烟企业保持卷烟产品风格和评吸

质量的稳定性有重要关系。

混合型卷烟样品烟气焦油量、烟气烟碱量和一

氧化碳量任意两者间均呈极显著正相关，简单相关

系数均在0.700以上，其中焦油量与烟气烟碱量的简

单相关系数高达0.921，说明焦油量与烟气烟碱量有

密切关系。石凤学等（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烤烟

型卷烟烟气烟碱量与焦油量有较明显的正相关性。

本研究中，不同档次焦油量混合型卷烟样品的一氧

化碳量和烟气烟碱量排序均表现为：中高焦油卷烟>

中低焦油卷烟>低焦油卷烟，说明焦油释放量较高的

混合型卷烟样品，其烟气烟碱量和一氧化碳量相对

较高，与烟气焦油量和烟气烟碱量的简单相关系数

高的结论一致。混合型卷烟样品烟气一氧化碳量与

香气得分、谐调得分、杂气得分、刺激性得分和余味

得分均呈极显著负相关，与石凤学等（2013）研究得

出烤烟型卷烟一氧化碳量与感官评吸得分的关系

一致。

典型相关分析是研究两组变量间相关的一种

统计方法，通过研究两组综合指标间的关系来反映

两组变量间的关系，能较全面地反映变量组间的内

在联系，已广泛应用于变量组群间的相互关系研究

（邓小华等，2011；贾琳等，2016）。本研究通过对卷

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和卷烟感官质量两组变量进行

典型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有2组典型相关系数达极

显著水平，其典型相关系数（0.8847和0.6212）均比烟

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指标间任一个简单相关

系数的绝对值大。已有研究证实典型相关分析效果

优于简单相关分析（王建民等，2014）。从典型变量

构成中各指标的载荷量，可找出组成各典型变量的

主要指标（于建军等，2009）。根据典型变量构成的

线性表达式可看出，第Ⅰ组典型变量中烟气一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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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量及卷烟香气得分、刺激性得分和杂气得分的载

荷量相对较大，第Ⅱ组典型变量中烟气焦油量及卷

烟香气得分和余味得分的载荷量相对较大。这与卷

烟香气得分、谐调得分、杂气得分、刺激性和余味得

分与烟气一氧化碳量和焦油量呈多重回归关系有一

定关联。

灰色系统理论的关联度分析是基于灰色系统

的灰色过程，灰色关联分析能找出系统因素间影响

最大的因素，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将复杂问题简单

化（邓小华等，2006）。按照灰色关联分析原则，灰色

关联系数大的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系最密切，灰色

关联系数小的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系疏远（唐启义，

2010）。本研究中，混合型卷烟烟气烟碱量与香气、

谐调得分、余味得分的灰色关联系数均最大，一氧化

碳量与这3种感官质量指标的灰色关联系数最小，说

明烟气烟碱量与卷烟香气得分、谐调得分和余味得

分的关联度相对较大；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指标

与杂气得分和刺激性得分的灰色关联系数表现为焦

油量>烟气烟碱量>一氧化碳量，说明焦油量与卷烟

杂气得分和刺激性得分的关联度相对较大。

4 结论

混合型卷烟样品烟气一氧化碳量与香气、谐

调、杂气、刺激性和余味得分均呈极显著负相关，在

混合型卷烟生产中适当降低卷烟烟气一氧化碳量对

于提高卷烟安全性有重要作用，同时需协调好减害

降焦与感官质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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