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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制丝设备管理研究
许华芳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湛江卷烟厂，广东 湛江 524033）
摘 要 在卷烟生产中，原料烟丝是卷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烟草设备则是卷烟生产的重要保障。在卷烟生产中，
制丝设备担负着对原料的加工工作。通过对制丝设备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改善措施，建立行之有效的制丝
设备管理制度，这对提高卷烟原料产量、改善卷烟品质有很大影响，进而对降低烟草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经
济效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针对烟草制丝设备管理策略进行了研究，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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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工业水平已有了飞速的进步，这为

2 制丝设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烟草行业今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目前生产
的烟草生产设备来看，自动化程度和智能化程度大大
提高，既保证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又提高了生产的

2.1 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较低

安全性。但是，从目前烟草生产设备的管理状况来看，
仍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为此，需要
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的设备管理系统，以提高设备的
使用效率。

1 烟草制丝的常见设备
1.1 切丝机设备

我国的卷烟生产起步较晚，但技术设备等方面与
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此，生产设备
的自动化程度和智能化程度都不高，这也严重影响了整
个烟草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进行设备制丝过程中，原
料浪费现象较为严重，如果没有及时更新设备，很难保
证生产的质量。由于卷烟生产的工艺比较复杂，对设备
的要求也比较高，这也使得部分厂家不愿对设备进行升
级，从而使设备的技术改造陷入了困难，得不到突破。

就烟草生产设备而言，它包括切丝机、叶片加料

2.2 电气故障、机械故障的发生概率相对较大

机和烘丝机，尤其是切丝机，它能实现烟叶的切割。
当然，在进行切丝时，既要保证烟丝的宽度，又要增
加卷烟丝的均匀性，靠手工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

一般卷烟生产企业高度重视生产效益，其生产进
保持高效运行，长时间的运行也使得制丝设备的电动

要充分利用切丝机的功能，才能大大提高卷烟的品质 [1]。

机不可避免地出现故障。此外，在卷烟生产设备中，

1.2 叶片加料机设备

度也成为人们关心的重点。因此，烟草制丝设备一直

切丝机发生电气故障的可能性也很大，是一个不容忽

作为烟草制丝生产设备之一的叶片加料机，同时
也是整个叶片处理工序中参数最多，最复杂的。其最

视的问题。从切丝机的组成上可以看出，一旦出现故障，

终目的是对烟叶进行二次增温增湿。为此，烟叶在切
丝之前需要添加香料并贮存一定时间，以便备好的香
料经过加料系统进入到叶片加料滚筒设备上的烟叶中，

找出问题的根源。一般情况下，当开关状态出现问题时，

随着滚筒的不断转动、翻炒，香料也能均匀地进入烟
叶里，进而增加烟叶的甜度与口感。（如图 2 所示）

就很难维持正常的工作，所以需要对设备进行检查，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故障，但经过处理后，故障仍
不能排除，说明电源系统出现了故障，从而影响了变
频器的信号，导致其无法正常工作，从而影响到设备
的生产效率。

1.3 烘丝机设备

2.3 烟梗处理过程中发生机械故障的概率高

采用烘丝机可以达到较好的干燥效果。我们国家

烟草制丝设备属于机器产品，由于长时间运行，

有一个关于烟丝干燥的明确标准，烟草公司要根据现
有的要求，制定出最科学的温度、湿度，以确保达到
既定的要求。在烟草生产中，烘丝机是一种不可或缺

也使得设备经常出现各种问题，为此，工作人员在进
设备实际运行情况，及时找出问题根源，并采取相应

的设备，具体工作原理如图 2 所示。

的对策。但从设备实际应用情况来看，当前烟梗的硬

行卷烟生产时，需要提高机械故障的重视力度，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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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切丝设备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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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烘丝机设备控制原理图
度较高，刀片磨损相对多一些，为此，在烟梗处理过
程中发生设备故障率相对比较高。

3 烟草制丝设备管理现状调查及原因分析
3.1 现状调查
在制丝方面，目前面临的主要现状有：一是我国
今后将会发展以片烟为原料的制丝工艺，但由于片烟
加工技术的复杂性，大部分的卷烟企业对技术革新的
积极性不高，很难跟上时代步伐，为此，一些卷烟企
业都只抱着观望态度。而一些烟草公司即使采用了进
口设备，但由于其在运行中的特殊性，或者与现有的
技术标准不符，使得设备出现许多问题，给企业的生
产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二是国内烟叶生产以烤烟
为主，随着目前混合型卷烟发展的趋势，国外某些国
家的卷烟焦油含量已经下降到 12 毫克，为此，国内卷
烟的产量与世界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三是在我国的
烟草生产中，由于原料利用率不高，导致了大量的原
料浪费，从而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2]。

3.2 原因分析
1. 设备保养监管不到位。设备维护管理不力，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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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现设备维护的目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一
是由于制丝设备台数多，在时间和人员的限制下，难
以保证每日的维护质量，无法有效地监控，造成设备
的维护；二是在生产时出现了设备的损坏，特别是光
电管、划窗阀、管线盒、管道接头等易受损的零件，
如果出现故障，将会影响整个生产的正常运转；三是
一些维修人员在接受修理工作后，无法迅速发现问题
的根源，造成维护时间的延长，从而影响了生产的持续。
此外，一些职工的学习意识不强，没有形成良好的学
习环境。
2. 设备点检管理制度不够健全。设备点检管理体
系不完善，点检工作走过场。大部分工厂的设备点检
都是采用设备管理系统来管理，每天的点检结果都是
在后台显示“点检合格”，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反映
出异常，点检过程的细节记录不到位，导致设备无法
得到及时的解决。经分析发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如下：一是由于车间的工人年纪较大，不了解设备管
理系统，发现异常情况无法及时向系统报告；二是工
作人员的责任心不强，有些人员对仪器的检查不认真、

管理科学

2022 年 8 期 ( 上 ) 总第 503 期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不仔细；三是机械和电力部门缺乏团结合作的精神，
仅靠机械和电气修理工，往往不能正确地分析和解决
问题，从而造成相同的故障反复发生。

4 烟草制丝设备管理改进思路及对策实施
4.1 完善设备管理制度
第一，加强制丝设备的日常管理。强化设备的日
常监控，制定一系列规范的工作流程。第二，根据制
丝设备的特性及故障情况，制定相应的维护措施。对
出现的设备故障要进行深入的分析、总结，并根据已
有的资源，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检修方案。维修完
毕后，要进行细致的分类，发现任何问题都要及时分析，
重点检查，快速维修，以便达到设备运行和使用的最
低成本。第三，确保设备的安全使用。对设备维护人
员进行操作程序的细化，强化其在维护中的质量控制，
并能及时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第四，加强设备的日
常养护，根据设备的维护特点，进行定期的检修和备
品的替换，并编制相关的故障和维修报告。了解设备
的操作和维护状况，制定合理的维护方案，可以延长
设备的使用寿命，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

4.2 全方位、多角度解决设备维修疑难问题
针对各类设备故障，由设备技术人员与专业维修
人员组成技术攻关小组，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预防性维
修，对各类“疑难杂症”及缺陷进行追踪、诊断，并
根据需要，为生产厂商提供技术支援。
1. 做好设备的技术改造。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烟
草制丝设备在技术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
能量消耗上，在同等品质的情况下，烟丝的消耗显然
太大了。因此，当务之急是对卷烟制丝设备进行技术
改造，确保卷烟制丝设备的技术水平有明显提高。从
烟丝膨胀的观点来看，传统的烟丝和梗丝加工工艺都
是落后的，生产效率低，质量难以保证，膨胀、定型
等方面出现诸多问题，而且投入巨大。现在要做的，
就是对卷烟的膨胀和干燥定型进行技术改造，保证卷
烟制丝设备的性能更加强大。设备改造是整个行业的
重中之重，技术改造和设备的研发，都能让烟草的品
质更上一层楼。
2. 辅联设备的优化。在烟草制丝设备的优化中，
辅联设备的作用不容忽视，必须对其进行技术改造。
为了确保工艺改进的顺利完成，必须正视和了解辅联
设备对烟丝品质的影响。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辅联设
备都可以作为辅助手段，通过对工艺进行有效的优化，
使整个装置的工作更加平稳，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工作
的效率。要真正实现辅联设备的优化，就必须对其特
性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以保证其工作性能得到极大的

提升，从而达到生产工艺的要求。对辅联设备的控制
系统进行了分析，发现它包括贮柜、电子秤、金属探
测器等多个控制系统，而贮柜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
能把贮柜的控制系统做好，那么整个设备的运转就会
变得更加稳定，同时还可以对一些重要的生产过程进
行有效的控制，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混料等技术上的
问题。为了更好地实现贮柜的控制，应确保最优的界
面设计，同时还要考虑顺控逻辑的解释。此外，还要
设计和优化金属探测器、电子秤，这样才能让卷烟的
制作过程变得更有条理。

4.3 提升检维修技能
第一，以培训促技术，围绕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学习型班组”为契机，通过“走出去、请进来”，
在各车间进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技能竞赛和培训，以
提升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经过各种训练，操作人员
在理论和操作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为以后的设备
维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用实际行动提升
技术。为了真正提升年轻工人的维修技术，把“一人
一师”带到工作岗位上，“徒弟”们在“师傅”的指
导下，亲自动手，把维修的技术真正掌握 [3]。

4.4 强化责任意识
设备管理要不断强化设备点检、维护的有效监管，
不断提升设备维护技术水平，以预防性检修取代计划
性检修，未雨绸缪，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并利用信
息化平台推动设备的精益管理。企业应建立健全的设
备管理与考核体系，责任落实到班组、个人，以进一
步强化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

5 结语
总之，制丝设备在我国烟草企业的生产中占有重
要地位，其生产工艺的优劣将对卷烟产品的品质和产
量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重要
的影响。企业应从对完善设备的管理制度入手，针对
目前制丝设备存在的问题，全方位、多角度解决设备
维修疑难问题，并通过培训和竞赛提升人员检维修技
能，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和企业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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