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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叶卷雪茄作为一种销售量比较大的雪茄产品,已经成为了我国国内雪茄制品的重要生产方
向,但在实际加工中目前的加工工艺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全面规范卷制工艺,找到
工艺规范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对多个环节的技术标准进行有效调整,从而全面提高全叶卷手工雪茄制
作工艺。
[关键词] 雪茄；全叶卷手工雪茄；工艺技术
中图分类号：S3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key technology of Handmade Cigar with Whole Leaf Roll
Deguang Zeng
Great Wall cigar factory of China tobacco in Sichuan Province
[Abstract] as a cigar product with large sales volume, whole leaf roll ciga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oduction
direction of cigar products in China, but there is no unified standard for the current processing technology in the
actual processing. In this case, only by comprehensively standardizing the rolling process, finding the practical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specification, and effectively adjusting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of multiple links,
can we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full leaf rolled handmade cig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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