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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气象因子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的关联程度，为合理进行烤烟种植区划及生产特色优质烟叶

提供理论指导。【方法】从湖南省桃源县国家一般气象站收集2014—2018年桃源县烟区逐月平均气温、逐月日照时数

和逐月降水量的气象数据，采集6个乡镇的烟叶样品进行美拉德反应产物含量测定，对各气象因子与烤烟美拉德反应

产物进行描述统计、简单相关和典型相关统计分析。【结果】桃源县烟区平均气温和日照时数基本满足烟叶生长需要，

而降水相对较多。其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以糠醛为主，各产物均具有中等强度变异。 简单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烟

叶美拉德反应产物中，月平均气温和月平均日照时数对美拉德反应产物影响明显，其中糠醛含量与8月平均日照时

数呈显著正相关（P<0.05，下同），糠醇含量与7月平均气温及5月、7月平均日照时数呈显著负相关。典型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气象因子对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影响的排序为月平均日照时数>月平均气温>月平均降水量；4月和8月的

平均气温及3月的平均日照时数对美拉德反应产物中的糠醇、糠醛和3,4-二甲基-2,5-呋喃二酮含量影响显著或极显著

（P<0.01）。【结论】烤烟大田期的月平均气温和月平均日照时数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含量密切相关。桃源县烤烟种

植中应选择日照时间相对较长的地区或耐高温的烤烟品种，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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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Explor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eteorological factors and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s of
flue-cured tobacco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rationally dividing flue-cured tobacco planting and produ-
cing characteristic and high-quality tobacco leaves. 【Method】Meteorological data of monthly average temperature，
monthly sunshine hours and monthly rainfall in Taoyuan tobacco area from 2014 to 2018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National
General Meteorological Station of Taoyuan County，Hunan Province. Tobacco leaves from six townships were collect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Maillard reaction. Descriptive statistics，simple correlation and canonical correla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for each meteorological factor and the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s of flue-cured tobacco.【Result】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sunshine hours in the tobacco area of Taoyuan County basically met the needs of tobacco leaf
growth，but the precipitation was relatively high. The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 was mainly furfural，and each product
had a moderate intensity variation. Simpl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ed：among the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s of to-
bacco leaves，the monthly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monthly average sunshine hours had obvious effects on the Maill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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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生态条件对烟叶品质影响巨大，同

一品种烟草在不同生态环境条件下生长，其形态特

征和农艺性状各异，化学品质和香气风格也有所不

同（肖金香等，2003；张小全等，2016；姬兴杰和石英，

2017）。生态环境包括气象因子和土壤条件，其中气

象因子是影响烟叶品质的主要生态学外因（程昌新

等，2005）。美拉德反应是烟草中重要的特征风味物

质形成反应，能形成烟草中很多重要的天然香气；且

美拉德反应产生的中间产物，是烟叶中重要香味物

质的前体物质（苏强，2014）。因此，研究气象因子与

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的关系，对烤烟栽培的合理区

划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不同气候条件对烤

烟香气质量的影响不同（张小全等，2016）。许自成

等（2005）研究发现，铜山烟区较强的太阳辐射、较适

宜的降雨量和较长的日照时数，对提高当地烟叶的

香气质和香气量有重要影响。汪孝国等（2008）研究

发现，气候因素对豫西烟叶可用性的影响程度排序

依次为降水量<日照时数<气温。顾欣等（2014）研究

认为，黔东南降水量充沛，特别是8月降水量逐渐减

少，有利于烟叶品质的提高；而日照时数相对较少，

漫射光增多，促进了芳香物质的形成。刘冰洋等

（2016）研究表明，气象因子对烤烟香味前体物有重

要影响，日照时数对烟叶石油醚提取物影响较大，而

成熟期日照时数和旺长期平均气温对烟叶腺毛分泌

物影响较大。苗春雨等（2017）研究表明，贵州中部

山区和武陵山区烟叶各生育期的平均气温与β-大马

酮含量均呈显著负相关，而与法尼基丙酮含量均呈

极显著正相关。【本研究切入点】目前针对不同植烟

区内气象因子与烤烟常规化学成分相关性的研究已

有较多报道，但针对气象因子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

物相关性的研究较少。【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湖南

省常德市桃源县气象数据和烟叶样品为研究对象，

通过描述性统计、简单相关和典型相关分析方法，揭

示不同时期气象因子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的关联

程度，为合理进行烤烟种植区划及生产特色优质烟

叶提供理论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 1 气象资料采集

从湖南省桃源县国家一般气象站收集2014—

2018年植烟区逐月平均气温、逐月日照时数和逐月

降水量的气象数据。

1. 2 烟叶样品采集与测定

2018年在桃源县植烟区，以村为单位，由专业

分级人员按照GB 2635—1992《烤烟》采集当地主栽

品种云烟87的C3F（中橘三）烤后烟叶样品56个，每

份2 kg。采集地分为6个乡（镇），其中盘塘镇17个，

三阳港镇7个，青林乡4个，泥窝潭乡8个，九溪镇10

个，牛车河镇10个。烟叶样品统一送至河南农业大

学烟草学院进行分析测定，利用蒸馏萃取仪和气

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测定烤烟样品的美

拉德反应产物含量。

1. 3 统计分析

将植烟区各年份逐月气象数据统一按月份求

平均值，并以3—8月烤烟大田生长期的气象数据进

行相关分析。采用SPSS 20.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

计、简单相关和典型相关分析。其中，变异系数（CV）

表示观察值的变异程度或离散程度，CV≤10%为弱

变异性，10%<CV≤100%为中等强度变异性，CV>

100%为强变异性（薛志婧等，2011）。

reaction products. Among them，the furfural content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verage sunshine hours
in August（P<0.05，the same below）. Furfuryl alcohol content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n July and the average sunshine hours in May and July. The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ed，the
effects of meteorological factors of light，temperature and water on the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s of tobacco leaves were：
monthly average sunshine hours>monthly average temperature>monthly average rainfall；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n April
and August and the average sunshine hours in March had an effect on the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s. The content of furfu-
ryl alcohol，furfural and 2, 5-furandione，dihydro-3, 4-dimethyl had significant or extremely significant effect（P<0.01）.
【Conclusion】The monthly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monthly average sunshine hours of flue-cured tobacco in the Taoyuan
tobacco area of Huna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 content of tobacco leaves. Long sunshine time
or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t flue-cured tobacco varieties can be selected so that it can increase the total product of flue-
cured tobacco Maillard reaction in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flue-cured tobacco；meteorological factors；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s；correlation
Foundation item：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Project of He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172107000001）；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China Tobacco Hubei Industrial Co.，Ltd.（2018420000340277）；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esearch Project of Changde Branch of Hunan Tobacco Corporation（201843070024015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Chongqing Tobacco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201850000024316）

王林等：气象因子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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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桃源县烟区气候基本特征

2014—2018年，桃源县烟区3—8月平均气温为

22.6 ℃，从3月开始，月平均气温逐渐升高，7月达最

高，8月有所降低，呈7月>8月>6月>5月>4月>3月的

趋势（图1）。3—8月总日照时数为773.4 h，月平均日

照时数为128.9 h，以7月日照时数最多，3月日照时数

最少，平均日照时数呈7月>8月>6月>4月>5月>3月

的趋势（图2）。3—8月平均降水量为171.5 mm，大

田生长期降水量主要集中在6—8月，以7月最多，呈

7月>6月>8月>5月>4月>3月的趋势（图3）。

2. 2 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1可知，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中，糠醛为主

要物质，平均含量为22.37 µg/g，糠醇、2-乙酰基呋

喃、5-甲基糠醛、3,4-二甲基-2,5-呋喃二酮和2-乙酰

基吡咯等美拉德反应产物的平均值分别为2.58、

0.70、2.10、0.66和1.10 µg/g，各反应产物在样品间存

在中等强度变异，其中2-乙酰基吡咯的变异系数最

大，为35.72%，2-乙酰基呋喃变异系数最小，为12.15%。

糠醛的向右偏移程度相对较大，其他美拉德反应产

物均向右偏移较小。除3,4-二甲基-2,5-呋喃二酮外，

其他物质峰度均大于0，呈陡峭态分布。

2. 3 主要气象因子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的简单

相关分析

将桃源县盘塘镇、牛车河镇、三阳港镇、青林

乡、九溪乡和泥窝潭乡6个植烟乡（镇）烟叶样品的美

拉德反应产物与气象因子进行简单相关分析，结果

（表2）表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中，糠醛与8月平均

日照时数呈显著正相关（P<0.05，下同），糠醇与7月

平均气温及5月、7月平均日照时数呈显著负相关，其

他美拉德反应产物与气象因子的相关性未达显著水

平（P>0.05，下同）。

图 1 桃源县3—8月平均气温统计（2014—2018）
Fig.1 Average temperature statistics for Taoyuan County from

March to August（2014—2018）

图 2 桃源县3—8月平均日照时数统计（2014—2018）
Fig.2 Average sunshine hours in Taoyuan County from March

to August（2014—2018）

图 3 桃源县3—8月平均降水量统计（2014—2018）
Fig.3 Average rainfall in Taoyuan County from March to Au-

gust（2014—2018）

表 1 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s

美拉德反应产物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

糠醛（µg/g）Furfural
糠醇（µg/g）Furfuryl alcohol
2-乙酰基呋喃（µg/g）2-acetylfuran
5-甲基糠醛（µg/g）5-methylfurfural
3,4-二甲基-2,5-呋喃二酮（µg/g）2,5-furandione,dihydro-3,4-dimethyl
2-乙酰基吡咯（µg/g）2-acetylpyrrole

变幅
Range

18.05~42.13
1.69~4.59
0.59~1.09
1.52~3.94
0.33~1.02
0.49~2.61

平均值
Mean

22.37
2.58
0.70
2.10
0.66
1.10

标准差
Standad
deviation

3.73
0.44
0.08
0.44
0.16
0.39

变异系数
（%）

CV
16.67
16.92
12.15
20.88
24.88
35.72

偏度
Degree of
deviation

3.73
0.44
0.08
0.44
0.16
0.39

峰度
Kurt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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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主要气象因子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的典型

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气象因子与烤烟美拉德反应的

的相关性，将气象因子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进行

典型相关分析。为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将气象

因子分为月平均气温、月平均降水量和月平均日照

时数3个变量组，分别进行典型相关分析。由表3可

知，月平均气温、月平均降水量和月平均日照时数与

美拉德反应产物第1对典型变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9933、0.9899和0.9968，表明各指标对美拉德反应

产物影响的排序依次为月平均日照时数>月平均

气温>月平均降水量。月平均气温和月平均日照时

数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第1对典型变量的相关性

均达显著水平，与第2~6对典型变量的相关性不显

著；月平均降水量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6对典型变

量的相关性均不显著。据此结果，继续对3—8月的

月平均气温和平均日照时数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

进行分析。由于各原始变量间的单位和数量级不

同，先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进行典型相关

分析（王育军等，2014）。

由表4可知，月平均气温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

物的第1对典型变量的构成为：

U1=0.8546X1-1.2500X2+0.3207X3-0.3631X4+

1.0509X5-0.3822X6 （1）

V1=-0.9523Y1-0.7381Y2+0.4482Y3+0.7500Y4+

0.4106Y5-0.0545Y6 （2）

式（1）和（2）中，U1和V1表示月平均气温和烤烟

美拉德反应产物的1对典型变量，其中U1表示为月平

均气温组成的典型变量，V1为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

组成的典型变量，X1、X2、X3、X4、X5和X6分别表示3—8

月平均气温的标准化典型系数，Y1、Y2、Y3、Y4、Y5和Y6

分别表示6种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的标准化典型系

数。在第1对典型变量（U1，V1）中，U1与8月平均气

温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下同），与4月平均气温

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6494和-0.5565，

表明4月和8月平均气温对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含量

有重要影响。V1与糠醇和糠醛呈极显著负相关，

与3,4-二甲基-2,5-呋喃二酮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

数分别为-0.4721、-0.5067和0.3825。说明桃源县烟

区4月和8月的平均气温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中的

糠醇、糠醛和3,4-二甲基-2,5-呋喃二酮含量关系密

切，随着4月和8月平均气温的升高，糠醇和糠醛含量

增加，3,4-二甲基-2,5-呋喃二酮含量降低。

由表4可知，月平均日照时数与烤烟美拉德反

应产物的第2对典型变量构成为：

U2=-3.4954X1-1.0637X2-4.1580X3+1.2086X4+

2.0803X5-0.4562X6 （3）

V2=-0.8371Y1-1.0139Y2+0.7802Y3+0.4722Y4+

0.4949Y5+0.2434Y6 （4）

式（3）和（4）中，U2和V2表示月平均日照时数和

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组成的1对典型变量，其中U2表

示月平均日照时数组成的典型变量，V1为烤烟美拉

德反应产物组成的典型变量，X1、X2、X3、X4、X5和X6分

别表示3—8月平均日照时数的标准化典型系数，Y1、

气象因子
Meteorolgical factor
平均气温
Average temperature

平均降水量
Average rainfall

平均日照时数
Average sunshine hours

月份
Month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糠醛
Furfural

0.279
0.309
0.396
0.410
-0.103
0.392
-0.196
0.104
0.226
0.017
-0.143
-0.192
0.271
0.436
-0.313
0.434
-0.248
0.517*

糠醇
Furfuryl alcohol

0.434
0.185
0.012
0.326

-0.519*
0.211
-0.446
0.135
0.492
-0.226
0.237
-0.298
0.501
0.050

-0.531*
0.232

-0.556*
0.193

2-乙酰基呋喃
2-acetylfuran

0.165
-0.103
0.185
0.014
-0.411
0.061
-0.235
-0.348
-0.067
-0.123
-0.242
-0.358
0.092
0.190
-0.337
0.027
-0.372
0.253

5-甲基糠醛
5-methylfurfural

0.310
-0.108
0.159
0.398
-0.169
-0.218
-0.150
-0.402
-0.042
-0.339
-0.010
-0.235
0.188
-0.113
-0.312
0.003
-0.285
-0.044

3,4-二甲基-2,5-呋喃二酮
2,5-furandione，dihydro-3,4-dimethyl

-0.032
0.030
0.250
0.083
0.106
0.055
-0.004
-0.092
-0.103
0.098
-0.257
-0.103
-0.053
0.295
-0.050
0.167
0.000
0.279

2-乙酰基吡咯
2-acetylpyrrole

0.433
0.120
0.080
0.248
-0.305
0.057
-0.126
-0.172
0.107
-0.376
0.094
-0.094
0.339
-0.067
-0.353
0.151
-0.319
0.060

表 2 气象因子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的相关系数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meteorological factors and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s of tobacco leaves

*表示显著相关（P<0.05）。表3和表4同
*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3 and Tab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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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Y3、Y4、Y5和Y6分别表示6种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

的标准化典型系数。在第2对典型变量（U2，V2）中，

U2与3月平均日照时数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0.5195，表明3月平均日照时数对烤烟美拉德反应产

物含量有重要影响。V2与糠醇和糠醛呈极显著负相

关，与3,4-二甲基-2,5-呋喃二酮呈显著正相关，相关

系数分别为-0.4201、-0.5285和0.3392。说明桃源县

烟区3月平均日照时数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中的

糠醇、糠醛和3,4-二甲基-2,5-呋喃二酮含量密切相

关，随着3月平均日照时数的增加，糠醇和糠醛含量

增加，3,4-二甲基-2,5-呋喃二酮含量降低。

3 讨论

生态条件尤其是气象因子对烤烟的生长发育

有重要影响，烤烟大田生长的最适宜温度是22~

28 ℃，最低不低于10~13 ℃，最高不可超过35 ℃；日

照时数需在500~700 h（刘国顺，2003）。同时，优质

烟叶大田期对降水的要求是：还苗期及伸根期降水

量需80~100 mm、旺长期降水量在100~200 mm、成

熟期降水量在80~120 mm（田斌，2012）。本研究通

过对湖南省桃源县烟区2014—2018年的气象因子进

行分析，发现该烟区烤烟大田生长期月平均温度为

22.6 ℃，月平均日照时数为128.9 h，3—8月总日照时

表 4 气象因子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的显著典型变量构成
Table 4 Meteorological facto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significant canonical variables of tobacco leaf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s

表 3 气象因子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的典型相关系数
Table 3 Canonic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meteorological factors and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s of tobacco leaves

变量组1 Variable group 1
月平均气温
Monthly average temperature

月平均降水量
Monthly average rainfall

月平均日照时数
Monthly average sunshine hours

变量组2 Variable group 2
美拉德反应产物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

美拉德反应产物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

美拉德反应产物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

典型相关系数 Canonic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9933*
0.9364
0.7906
0.6153
0.2622
0.1525
0.9899
0.9084
0.7501
0.6014
0.3034
0.0494

0.9968*
0.8561
0.7782
0.7153
0.2582
0.0801

P
0.0414
0.4362
0.7939
0.8962
0.9502
0.6740
0.1155
0.6414
0.8676
0.9078
0.9462
0.8923
0.0351
0.6711
0.7111
0.7547
0.9670
0.8260

λ表示典型变量相关系数，mi 和 rui 表示气象因子的标准化典型系数和典型负载系数，lj 和 rvj 表示美拉德反应产物的标准化典型系数和典型
负载系数。**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
λ presented canonic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mi and rui presented standardized canonical coefficient and canonical loading of weather factors，lj and
rvj presented standardized canonical coefficient and canonical loading of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s. **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0.01）

平均气温
Average temperature

3月 March
4月 April
5月 May
6月 June
7月 July
8月 August
美拉德反应产物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
糠醛 Furfural
糠醇 Furfuryl alcohol
2-乙酰基呋喃 2-acetylfuran
5-甲基糠醛 5-methylfurfural
3,4-二甲基-2,5-呋喃二酮
2,5-furandione，dihydro-3，4-dimethyl
2-乙酰基吡咯 2-acetylpyrrole

典型变量1 Canonical variable 1
λ1=0.9933

mi
0.8546
-1.2500
0.3207
-0.3631
1.0509
-0.3822

lj

-0.9523
-0.7381
0.4482
0.7500
0.4106

-0.0545

rui
-0.3177

-0.5565*
-0.0863
-0.3086
0.2315

-0.6494**
rvj

-0.4721**
-0.5067**
-0.0583
0.2195

0.3825**

-0.1418

平均日照时数
Average sunshine hours

3月 March
4月 April
5月 May
6月 June
7月 July
8月 August
美拉德反应产物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
糠醛 Furfural
糠醇 Furfuryl alcohol
2-乙酰基呋喃 2-acetylfuran
5-甲基糠醛 5-methylfurfural
3,4-二甲基-2,5-呋喃二酮
2,5-furandione，dihydro-3,4-dimethyl
2-乙酰基吡咯 2-acetylpyrrole

典型变量2 Canonical variable 1
λ2=0.9968

mi
-3.4954
-1.0637
-4.1580
1.2086
2.0803
-0.4562

lj

-0.8371
-1.0139
0.7802
0.4722
0.4949

0.2434

rui
-0.5195*
-0.1923
0.2804
-0.4573
0.2696
-0.3007

rvj

-0.4201**
-0.5285**

0.0187
0.1939
0.3392*

0.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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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气象因子与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的显著典型变量构成
Table 4 Meteorological facto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significant canonical variables of tobacco leaf Maillard reaction products

数在773.4 h，基本可满足烟叶生长需求；而月平均降水

量为171.5 mm，除旺长期满足烟株需水外，还苗期、

伸根期和成熟期降水量均过大，不利于烟株生长。

气候条件是影响烟叶香气的主要原因之一（刘

彩云等，2010），而美拉德反应是烟叶香气产生的重

要方式之一。美拉德反应是氨基酸和还原糖之间的

非酶棕色化反应，与烟叶风格特征有重要关系，是形

成高香气量的主要原因之一（景延秋等，2005；周冀

衡等，2005）。美拉德反应主要发生在调制、陈化、加

工过程中（王荣浩等，2019），但气候条件也对美拉德

反应产物有重要影响。李玲燕等（2015）研究表明，

烤烟大田生长期内的平均气温是与美拉德反应相关

性较大的气象因子，降水量与日照时数则无明显相

关性。张小全等（2016）研究表明，大田期平均温度

对烤烟云烟87美拉德反应产物含量有较大影响。本

研究结果表明，烤烟大田生长期平均气温与美拉德

反应产物均呈正相关，与上述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究

其原因，可能是温度和光照能影响烟株的正常生长

代谢和某些次生代谢的合成（杨红旗，2006），影响美

拉德反应前体物的产生，从而影响美拉德反应产物

的含量。李天福等（2006）研究表明，成熟期的气温

与旺长期的降水量对烟叶香吃味有重要影响，其香

吃味与7月气温呈负相关，而与6月降水量和8月气温

呈正相关。李鹏飞（2009）研究表明，在烟叶定长阶

段和欠熟阶段干旱可促进美拉德反应产物含量的升

高，进入适熟阶段干旱则不利于美拉德反应产物的

积累，而气温和降水是影响干旱的重要因素。潘玲

（2016）通过偏相关分析研究了湖北烤烟中性香气成

分与生态因素的相关性，结果表明，6月日照时数与

糠醛和糠醇含量呈负相关，6月降水量与糠醛、糠醇

和2-乙酰基吡咯含量呈正相关。本研究通过典型相

关分析，发现随着4月和8月平均气温升高，糠醇和糠

醛含量增加，3,4-二甲基-2,5-呋喃二酮含量降低；随

着3月平均日照时数的增加，糠醇和糠醛含量增加，

3,4-二甲基-2,5-呋喃二酮含量降低，与潘玲（2016）的

研究结果有所差异，可能与试验地点、烟草品种、栽

培方式及分析方法等因素不同有关。

烤烟在大田生长期内，气象因素对各时期烟叶

美拉德反应影响的程度不同，本研究仅对气温、降水

量和日照时数3个气象因子与美拉德反应产物的相

关性进行了初步分析，光照强度等其他气象因子及

经纬度、海拔、土壤和地形等因素对烟叶品质和香味

物质含量变化的影响还有待深入研究。

4 结论

烤烟大田期的月平均气温、月平均日照时数与

烤烟美拉德反应产物含量关系密切。桃源县烟区烤

烟种植中应选日照时间相对较长的地区或耐高温的

烤烟品种，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烤烟美拉德反应产

物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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