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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用于香烟的过

滤器，其包括封装在壳体中、以石墨烯纳米复合

物为基础的材料。所述过滤器可以重复使用并且

插入任何香烟或烟草吸烟产品。所述过滤器为独

立产品或与每根香烟一体地制造。通过减少吸入

烟雾中的焦油含量和其他有毒化学物质，所述过

滤器为吸烟者提供安全的吸烟选择，而不改变他

们的吸烟习惯。石墨烯基纳米复合材料过滤器从

(香烟、比迪烟、水烟等的)烟雾中吸附有毒因子。

通过对陶瓷粒子进行处理并且以碳粒子涂覆陶

瓷粒子来制造所述过滤器。所述碳粒子被碳化。

以碳涂覆的陶瓷粒子根据形状和尺寸而分离，并

且在惰性条件下对其进行化学处理以将碳转化

为石墨烯。以石墨烯涂覆的粒子经化学修饰以增

进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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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造用于香烟烟草烟雾的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过滤器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方法包括：

以一酸清洗陶瓷材料，并且其中，所述酸对所述陶瓷材料的表面进行去污，并且其中，

所述酸活化所述陶瓷材料的表面，并且其中，所述酸使用预定的浓度，并且其中，所述酸的

预定浓度范围为10-60％v/v；

在预定温度范围对所述陶瓷粒子进行退火，并且其中，所述预定温度范围为600-900

℃；以使用一溶剂的一碳前驱物涂覆所述陶瓷粒子以获得涂覆的陶瓷粒子，并且其中，所述

陶瓷粒子和所述碳前驱物在液相或分散相中混合，并且其中，在混和所述碳前驱物、溶剂和

所述陶瓷粒子之后，通过在预定温度范围加热以使所述碳前驱物干燥，并且其中，所述碳前

驱物的浓度范围为5-20％w/w；

通过在空气中以预定温度范围加热来碳化存在于所述陶瓷粒子表面的所述碳前驱物，

并且其中，加热将所述碳前驱物转化为无定形碳，并且其中，所述预定温度范围为200-400

℃，并且其中，在加热之后，以无定形碳涂覆获得所述陶瓷粒子；

依照粒度和颗粒形状分离以无定形碳涂覆的所述陶瓷粒子，并且其中，以无定形碳涂

覆的所述陶瓷粒子根据粒度在直径300-500微米的范围内而分离，并且其中，以无定形碳涂

覆的所述陶瓷粒子根据具有不规则形和不平整表面的圆形形状而分离；

在一惰性环境条件中以预定温度范围对以无定形碳涂覆的所述陶瓷粒子进行退火，并

且其中，退火将无定形碳转化为石墨烯，并且其中，所述预定温度范围为600-900℃，并且其

中，所述惰性环境条件包括氩气、氮气和氢气，并且其中，退火产生具有石墨烯或石墨烯纳

米复合材料的陶瓷粒子；

对具有石墨烯或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所述陶瓷粒子进行化学处理以活化表面，并且

其中，所述化学处理为一酸处理，并且其中，所述酸选自由硫酸、盐酸以及硝酸组成的群组，

并且其中，所述酸处理使所述石墨烯层多孔化并且增加对香烟烟雾的化学吸附或复数个有

毒化合物的吸附，并且其中，所述吸附的有毒化合物为氨、甲醛、主流总粒相物(MS-TPM)、尼

古丁、焦油以及亚硝胺；并且

通过将所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填充到一具有管状构造的壳体中以形成一过滤

管柱，来制造一烟草烟雾过滤器，并且其中，填入的所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量为

0.5-1.5公克，并且其中，所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直接以颗粒状形式填入所述过滤管

柱，或先将所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模压为一圆柱形管柱，并且其中，所述圆柱形管柱

包括一模压的、烧结的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并且其中，所述烧结的圆柱形管柱包括安

装到所述过滤管柱中的、模压的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陶瓷材料选自由二氧化硅、氧化铝、氧

化钛以及氧化锆组成的群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碳前驱物选自由糖、焦油以及沥青组

成的群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溶剂选自由水、乙醇以及己烷组成的

群组。

5.一种用于香烟的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器包括：

一口部件；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476488 A

2



一过滤管柱，并且其中，所述过滤管柱包括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

一前塞；

一后塞；

一香烟固定部分；以及

一固定所述香烟的圆柱管，

并且其中，所述过滤管柱位于前塞和后塞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以0.5-

1.5公克的量填入所述过滤管柱。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塞和所述后塞由多孔材料制造，

并且其中，所述多孔材料为醋酸纤维素。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过滤器从

香烟烟雾中吸附所述有毒化合物，并且其中，所述从香烟烟雾中吸附的有毒化合物为氨、甲

醛、主流总粒相物(MS-TPM)、尼古丁、焦油以及亚硝胺，并且其中，依所述香烟烟雾中待吸附

的有毒物质或化合物决定，通过化学修饰，将复数个官能团结合到所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

合材料的表面上，并且其中，所述官能团选自由氧基官能团、硫基官能团、硝基官能团、卤素

基官能团、磷基官能团以及硼基官能团组成的群组，并且其中，通过在环境空气中加热所述

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煅烧)以及化学处理，将所述氧基官能团添加到所述石墨烯陶瓷

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并且其中，通过对所需官能团特有的化学处理，将所述硫基官能

团、所述硝基官能团、所述卤素基官能团、所述磷基官能团以及所述硼基官能团添加到所述

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并且其中，将所述官能团添加到所述石墨烯陶瓷纳米

复合材料的表面上，以根据有毒化合物对所述官能团的亲合力，从所述香烟烟雾中去除复

数个有毒化合物。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过滤器，其特征在于，以所述后塞和所述前塞包装所述石墨烯

陶瓷纳米复合材料，并且其中，所述后塞使所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保持在所述过滤

管柱中，并且其中，所述前塞由醋酸纤维素制造，并且其中，所述后塞由醋酸纤维素或塑料

网制造，并且通过直径比过滤器壳体小的塑料管的帮忙，所述后塞紧密地安装到所述口部

件中。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香烟的圆柱管设计为与复数

个吸烟产品配合，并且其中，所述固定香烟的圆柱管是锥形的，从内部以配合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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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石墨烯基烟草烟雾过滤器及一种合成石墨烯复合物的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案主张2016年4月29日提交的印度临时专利申请案的优先权，其申请号为

201611015050，名称为“一种使用石墨烯基烟草烟雾过滤器用于过滤烟草烟雾的系统及方

法”，并且其全部内容在此作为参考。

[0002] 本发明一般而言涉及石墨烯纳米技术领域和石墨烯纳米技术在消费产品中的应

用。本发明具体地涉及一种用于过滤烟草烟雾的烟草过滤器。本发明更具体地涉及一种具

有石墨烯基材料的烟草过滤器和合成石墨烯基材料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石墨烯是由仅具有一个原子厚度的sp2-混成轨域的碳组成的二维(2D)结构，由于

其突出且广泛的应用而被称为“奇迹材料”。由于石墨烯从气态和水溶液中去除各种有害化

学物质和化合物的突出的能力或特性，石墨烯作为一种新型吸附剂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各

种有机化合物在石墨烯层之间被捕获，这提供了有效的过滤。由于层之间的化学的吸附(化

学吸附)，使有机化合物被捕获。

[0004] 燃烧的香烟产生烟雾，烟雾是悬浮在气相中的液体粒子的复杂浓缩气溶胶，并且

由环境中的氧气、氮气、以及从香烟产生的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组成。气溶胶中的这些次微

米级液体粒子本身是由烟草的蒸馏、热裂解和燃烧产生的多种化合物的复杂组合物。因此，

存在于香烟烟雾中的化合物与气溶胶相结合或在气相中游离。在烟草燃烧过程中产生的这

些化合物直接蒸馏到烟雾中，或在彼此之间发生反应。然后将由这种化学反应产生的反应

产物蒸馏到烟雾中。香烟烟雾中存在7000多种不同的化合物。香烟烟雾中存在的许多化合

物是有毒的并且具有严重的健康风险。吸烟的主要健康风险包括呼吸道相关疾病和心血管

风险。研究显示1,3-丁二烯是最重要的致癌物质。丙烯醛和乙醛是产生呼吸道相关疾病的

最大风险的原因。心血管风险主要归因于氰化物、砷和甲酚。其他具有显着健康风险的化合

物包括N-亚硝胺和多环芳香烃(PAHs)。

[0005] 在石墨烯基平面上具有诸如-CHO、-C＝O、-COOH、-OH等官能团的官能团化石墨烯

层显示出对有机化合物的优异吸附。石墨烯的这种能力用于过滤香烟烟雾中的各种有毒成

份。然而，在香烟过滤器中单独使用石墨烯并不是利用石墨烯的突出性质来获得更安全的

吸烟解决方案的具成本效益的途径。此外，使用原始的石墨烯基过滤器不能确定过滤器的

结构和化学完整性。

[0006] 因此，需要一种具成本效益且可重复使用的过滤器，其在吸烟过程中从香烟烟雾

中去除有毒化学化合物而不损失化学和结构完整性，并且还允许烟雾容易通过。对于设计

这种过滤器也有一需求，以便于与复数个等级、类别或品牌的烟草吸烟产品一起使用。更有

对于石墨烯基烟草烟雾过滤器的需求。还有对于具有石墨烯基复合物的烟草过滤器和合成

石墨烯基复合物的方法的需求。

[0007] 本发明解决了上述缺点、劣势和问题，通过阅读和研究以下说明书将理解这些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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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劣势和问题。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实施例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石墨烯基过滤器，其用于从香烟烟雾中去除

有毒化学化合物并为吸烟者提供安全的替代方案。

[0009] 本发明实施例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香烟过滤器，其为一种独立产品，并且可

附接在任何品牌的烟草类别或等级的吸烟产品上，例如香烟、雪茄、小雪茄烟、小雪茄、比迪

烟、水烟、丁香烟、烟斗、电子烟等。

[0010] 本发明实施例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石墨烯组成的石墨烯基过滤器，所述

石墨烯组成包括石墨烯和陶瓷的纳米复合物。

[0011] 本发明实施例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烟草的石墨烯基过滤器，其具有颗粒

状形式或烧结的陶瓷形式的石墨烯基复合物。

[0012] 本发明实施例的又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石墨烯基过滤器，其具有化学修饰的石墨

烯基复合物，以从吸入的烟雾中去除有毒的有机化学化合物。

[0013] 本发明实施例的又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石墨烯基复合物的石墨烯基过滤器，

其用于从吸入的烟雾中去除有毒物质。

[0014] 本发明实施例的又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石墨烯基复合物的石墨烯基过滤器，

其用于降低吸入烟雾中的焦油含量。

[0015] 本发明实施例的又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石墨烯基复合物的石墨烯基过滤器，

其用于烟草吸烟产品，对吸入的烟雾的尼古丁含量的影响最小。

[0016] 由于以下结合附图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这些和其他目的和优点将变得显而易

见。

[0017] 本发明的各种实施例提供一种石墨烯基过滤器，其从烟草烟雾中去除焦油和有毒

化学化合物，并且为吸烟者提供安全的吸烟替代方案。

[0018]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供一种制造由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制成的香烟过

滤器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以酸清洗陶瓷材料。所述酸对陶瓷材料的表面进行去

污。所述酸也活化陶瓷材料的表面。所述酸使用预定的浓度。所述酸的预定浓度范围为10-

60％v/v。在预定温度范围对陶瓷粒子进行退火。所述预定温度范围为600-900℃。以使用溶

剂的碳前驱物涂覆陶瓷粒子以获得涂覆的陶瓷粒子。陶瓷粒子和碳前驱物在液相或分散相

中混合。在混和碳前驱物、溶剂和陶瓷粒子之后，通过在预定温度范围加热以使碳前驱物干

燥。碳前驱物的浓度范围为5-20％w/w。通过在空气中以预定温度范围加热来碳化存在于陶

瓷粒子表面的碳前驱物。加热将碳前驱物转化为无定形碳层。所述预定温度范围为200-400

℃。在加热之后，获得以无定形碳涂覆的陶瓷粒子。根据粒度、颗粒形状和模压来分离以无

定形碳涂覆的陶瓷粒子。以无定形碳涂覆的陶瓷粒子根据粒度在直径300-900微米的范围

内而分离。以无定形碳涂覆的陶瓷粒子根据具有不规则形和不平整表面的圆形形状而分

离。在一惰性环境条件中以预定温度范围对以无定形碳涂覆的陶瓷粒子进行退火。退火将

无定形碳转化为石墨烯。预定温度范围为600-900℃。惰性环境包括氩气、氮气和氢气。退火

产生具有石墨烯或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陶瓷粒子。对具有石墨烯或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

的陶瓷粒子进行化学处理以活化表面。所述化学处理为酸处理。所述酸选自由硫酸、盐酸以

说　明　书 2/11 页

5

CN 109476488 A

5



及硝酸组成的群组。酸处理使所述石墨烯层多孔化并且增加对香烟烟雾的化学吸附或复数

个有毒化合物的吸附。吸附的有毒化合物为氨、甲醛、主流总粒相物(MS-TPM)、尼古丁、焦油

以及亚硝胺。根据香烟烟雾中待吸附的有毒物质或化合物，通过化学修饰，将复数个官能团

结合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所述官能团选自由氧基官能团、硫基官能团、硝

基官能团、卤素基官能团、磷基官能团以及硼基官能团组成的群组。通过在环境空气中加热

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煅烧)以及化学处理，将氧基官能团添加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

材料的表面上。通过对所需官能团特有的化学处理，将硫基官能团、硝基官能团、卤素基官

能团、磷基官能团以及硼基官能团添加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将官能团添

加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以根据有毒化合物对官能团的亲合力，从香烟烟

雾中去除复数个有毒化合物。

[0019] 通过将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填充到管状壳体中来制造烟草烟雾过滤器。所述

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以0.5-1.5公克的量填入。

[0020]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陶瓷材料选自由二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钛以及氧化锆组

成的群组。

[0021]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碳前驱物选自由糖、焦油以及沥青组成的群组。

[0022]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溶剂选自由水、乙醇以及己烷组成的群组。

[0023]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用于香烟烟草烟雾的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过滤器包

括：口部件、过滤管柱、前塞、后塞、香烟固定部分以及固定香烟用圆柱管。过滤管柱包括石

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过滤管柱位于前塞和后塞之间。

[0024]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填入过滤管柱之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量为0.5-

1.5公克。

[0025]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前塞和后塞由多孔材料制造。所述多孔材料为醋酸纤维

素、棉、塑料毛或塑料网等。

[0026]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过滤器设计为从香烟烟雾中吸

附有毒化合物。从香烟烟雾中吸附的有毒化合物为氨、甲醛、主流总粒相物(MS-TPM)、尼古

丁、焦油以及亚硝胺。依香烟烟雾中待吸附的有毒物质或化合物决定，通过化学修饰，将复

数个官能团结合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所述官能团选自由氧基官能团、硫

基官能团、硝基官能团、卤素基官能团、磷基官能团以及硼基官能团组成的群组。通过在环

境空气中加热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煅烧)以及化学处理，将氧基官能团添加到石墨烯

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通过对所需官能团特有的化学处理，将硫基官能团、硝基官能

团、卤素基官能团、磷基官能团以及硼基官能团添加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

将官能团添加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以根据有毒化合物对官能团的亲合

力，从香烟烟雾中去除复数个有毒化合物。

[0027]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后塞和前塞包装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后塞使石墨

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保持在过滤管柱中。后塞和前塞包装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后塞

使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保持在过滤管柱中。前塞由醋酸纤维素制造。后塞由醋酸纤维

素或塑料网制造，并且通过直径比过滤器壳体小的塑料管的帮忙，后塞紧密地安装到口部

件中。

[0028]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固定香烟的圆柱管设计为与复数个吸烟产品配合。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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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的圆柱管是锥形的从内部以配合香烟。

[0029]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供一种与烟草产品一起使用的石墨烯基过滤器，其本

身为独立产品，并且可附接在任何品牌的烟草类别或等级的吸烟产品上，例如香烟、雪茄、

小雪茄烟、小雪茄、比迪烟、水烟、丁香烟、烟斗、电子烟等。

[0030]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以颗粒状或烧结的陶瓷的形式

作为烟草产品的过滤器使用。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直接以颗粒状形式填入过滤管柱，

或将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模压为圆柱形管柱。所述圆柱形管柱包括模压的、烧结的石

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在烧结之后，将包括模压的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圆柱形管

柱安装到过滤管柱中。石墨烯基纳米复合物通过添加官能团和纳米粒子进行化学修饰，以

对尼古丁含量的影响最小的方式去除焦油和有机有毒化合物。

[0031]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烟草产品的石墨烯基过滤器壳体。所述壳

体容纳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并且允许环境中的氧气有效地混合到烟雾中，其降低烟雾中

的一氧化碳浓度。

[0032]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经济上可行地、具有成本效益的前驱物材

料的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合成过程。

[0033]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香烟过滤器的石墨烯基纳米复合材料的合

成工艺。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对陶瓷成份进行预退火，并进行去污处理和表面活化处

理。将碳基材料涂覆在陶瓷粒子上并干燥。将涂覆的碳材料碳化为无定形碳。根据粒子的尺

寸、形状和模压等，在结构上分离以碳材料涂覆的陶瓷粒子。在惰性环境中对碳层进行退

火，以将无定形碳转化为石墨烯结构，并且烧结纳米复合物。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直接

以颗粒状形式填入过滤管柱，或先将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模压为圆柱形管柱。所述圆

柱形管柱包括模压的、烧结的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将包括模压的石墨烯陶瓷纳米复

合材料的、烧结的圆柱形管柱安装到过滤管柱中。纳米复合物的表面经由化学处理而活化。

石墨烯基纳米复合物烟雾过滤器通过将石墨烯材料填充到管状壳体而制造。

[0034]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供一种可附接-可拆卸型的香烟过滤器。所述过滤器包

括：口部件、过滤管柱、香烟固定部分、后塞、过滤用石墨烯纳米复合物、塑料壳体、前塞以及

固定香烟用圆柱管。由醋酸纤维素或其他多孔材料组成的后塞安装在塑料壳体中的口部

件，然后将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填充到过滤管柱中，并请以另一个醋酸纤维素或其他多孔

材料的后塞密封过滤器。石墨烯纳米复合物香烟过滤器可立即使用，并且吸烟用的香烟插

入香烟固定部分的圆柱管中。

[0035]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供一次性的、固定到香烟的石墨烯基香烟过滤器。所述

实施例包括：过滤部件、烟草部件、后塞、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以及前塞。在制造香烟期间，

不是在过滤部件中放置完整的醋酸纤维素塞，而是将较小的醋酸纤维素塞或其他多孔材料

塞作为前塞，然后填充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并且以醋酸纤维素或其他多孔材料的后塞将

其密封。所述香烟像任何其他传统香烟一样地吸烟。

[0036]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供一种使用石墨烯基香烟过滤器吸烟和用于烟雾流动

的机制。所述实施例经由可附接-可拆卸型的可重复使用的石墨烯基过滤器提供一种过滤

烟雾。任何普通的香烟都与过滤器连接，以使烟雾能够通过过滤器。通过将香烟插入圆柱管

中将香烟附接到过滤器。当香烟被点燃并且当使用者通过口部件经由过滤器吸入空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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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空气被吸入香烟中。香烟燃烧并产生两种烟雾成份：通过未燃烧的香烟的烟雾和二手

烟。通过香烟的烟雾通过过滤器的过滤管柱，并且产生焦油和有机致癌物质含量降低的过

滤烟雾。依有毒物质或从香烟烟雾中吸附的化合物决定，通过化学修饰将复数个官能团结

合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所述官能团选自由氧基官能团、硫基官能团、硝基

官能团、卤素基官能团、磷基官能团以及硼基官能团组成的群组。通过在环境空气中加热石

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煅烧)以及化学处理，将氧基官能团添加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

料的表面上。通过对所需官能团特有的化学处理，将硫基官能团、硝基官能团、卤素基官能

团、磷基官能团以及硼基官能团添加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将官能团添加

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以根据有毒化合物对官能团的亲合力，从香烟烟雾

中去除复数个有毒化合物。

[0037]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通过降低烟雾中的焦油含量和有机致癌化合物含量，合

成一种应用于香烟和其他烟草烟雾的过滤器的石墨烯基纳米复合物。石墨烯基陶瓷纳米复

合材料由陶瓷增强材料如硅砂、氧化铝砂或其他金属氧化物的微粒形式的陶瓷开始合成。

首先以水和酸(例如硝酸)清洗微粒形式的陶瓷材料，然后在600至900℃退火(步骤1)。这使

陶瓷去污并活化粒子表面。在这个过程之后，使用合适的溶剂如水、乙醇、己烷等，以碳前驱

物如糖、焦油、沥青等涂覆陶瓷粒子(步骤2)。然后，通过在空气中以200至400℃加热涂覆的

陶瓷粒子来碳化碳前驱物(步骤3)。根据其粒度、颗粒形状和模压来分离以碳涂覆的陶瓷粒

子(步骤4)。此外，在被控制的环境下(氩气、氮气、氢气等)，以600至900℃对以无定形碳涂

覆的陶瓷粒子进行退火(步骤5)。这在陶瓷粒子上形成石墨碳层(石墨烯)。石墨烯基纳米复

合材料形成的最后步骤涉及使用硫酸、盐酸和硝酸进行酸处理，以化学活化石墨烯层并且

使其多孔化以增加化学吸附(步骤6)。当石墨烯基纳米复合材料准备好，便将其填充在塑料

壳体中以在固定型过滤器中的可附接-可拆卸型过滤器或过滤器部件中形成过滤管柱。

[0038] 当结合以下描述和附图考虑时，将更好地体会和理解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这些和其

他态样。然而，应当理解，以下描述虽然表明了优选实施例及其许多具体细节，但是它们是

说明而非限制的方式。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在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范围内

进行许多改变和修改，并且本发明的实施例包括所有这些修改。

附图说明

[0039] 从以下优选实施例的描述和附图中，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想到其他目的、特征和

优点，其中：

[0040] 图1说明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的解释用于合成石墨烯基过滤材料的广义工艺的

流程图。

[0041] 图2说明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的可附接-可拆卸型的石墨烯基纳米复合香烟过

滤器的侧视图。

[0042] 图3说明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的固定到香烟的一次性石墨烯基香烟过滤器的侧

视图。

[0043] 图4说明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的石墨烯基香烟过滤器的侧视图。

[0044] 虽然在某些图式中展现了本发明的具体特征，而在其他图式中没有展现。但这仅

仅是为了方便，因为根据本发明，每个特征可以与任何或所有其他特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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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5] 在以下详细描述中，参考形成其一部分的附图，并且其中，通过说明的方式展现了

可以实践的具体实施例。这些实施例被足够详细地描述，以使得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

践实施例，并且应当理解，在不脱离实施例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其他改变。因此，以下

详细描述不应被视为具有限制意义。

[0046] 本发明的各种实施例提供一种石墨烯基过滤器，其从烟草烟雾中去除焦油和有毒

化学化合物，并且为吸烟者提供安全的吸烟替代方案。

[0047]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供一种制造由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制成的香烟过

滤器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以酸清洗陶瓷材料。所述酸对陶瓷材料的表面进行去

污。所述酸活化陶瓷材料的表面。所述酸使用预定的浓度。所述酸的预定浓度范围为10-

60％v/v。在预定温度范围对陶瓷粒子进行退火。所述预定温度范围为600-900℃。以使用溶

剂的碳前驱物涂覆陶瓷粒子以获得涂覆的陶瓷粒子。陶瓷粒子和碳前驱物在液相或分散相

中混合。在混和碳前驱物、溶剂和陶瓷粒子之后，通过在预定温度范围加热以使碳前驱物干

燥。碳前驱物的浓度范围为5-20％w/w。通过在空气中以预定温度范围加热来碳化存在于陶

瓷粒子表面的碳前驱物。加热将碳前驱物转化为无定形碳层。预定温度范围为200-400℃。

在加热之后，获得以无定形碳涂覆的陶瓷粒子。以无定形碳涂覆的陶瓷粒子根据粒度和颗

粒形状而分离。以无定形碳涂覆的陶瓷粒子根据粒度在直径300-900微米的范围内而分离。

以无定形碳涂覆的陶瓷粒子根据具有不规则形和不平整表面的圆形形状而分离。在一惰性

环境条件中以预定温度范围对以无定形碳涂覆的陶瓷粒子进行退火。退火将无定形碳转化

为石墨烯。预定温度范围为600-900℃。惰性环境包括氩气、氮气和氢气。退火产生具有石墨

烯或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陶瓷粒子。对具有石墨烯或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陶瓷粒子进

行化学处理以活化表面。所述化学处理为酸处理。所述酸选自由硫酸、盐酸以及硝酸组成的

群组。酸处理使所述石墨烯层多孔化并且增加对香烟烟雾的化学吸附或复数个有毒化合物

的吸附。吸附的有毒化合物为氨、甲醛、主流总粒相物(MS-TPM)、尼古丁、焦油以及亚硝胺。

依有毒物质或从香烟烟雾中吸附的化合物决定，通过化学修饰将复数个官能团结合到石墨

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所述官能团选自由氧基官能团、硫基官能团、硝基官能团、

卤素基官能团、磷基官能团以及硼基官能团组成的群组。通过在环境空气中加热石墨烯陶

瓷纳米复合材料(煅烧)以及化学处理，将氧基官能团添加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

面上。通过对所需官能团特有的化学处理，将硫基官能团、硝基官能团、卤素基官能团、磷基

官能团以及硼基官能团添加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将官能团添加到石墨烯

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以根据有毒化合物对官能团的亲合力，从香烟烟雾中去除复

数个有毒化合物。

[0048] 通过将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填充到管状壳体中来制造烟草烟雾过滤器。所述

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以0.5-1.5公克的量填入。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以颗粒状形

式直接填充，或者模压为圆柱形管柱，然后烧结后再安装到过滤管柱中。石墨烯陶瓷纳米复

合材料直接以颗粒状形式填入过滤管柱，或将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模压为圆柱形管

柱。所述圆柱形管柱包括模压的、烧结的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将包括模压的石墨烯陶

瓷纳米复合材料的、烧结的圆柱形管柱安装到过滤管柱中。

[0049]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陶瓷材料选自由二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钛以及氧化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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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群组。

[0050]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碳前驱物选自由糖、焦油以及沥青组成的群组。

[0051]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溶剂选自由水、乙醇以及己烷组成的群组。

[0052]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用于香烟烟草烟雾的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过滤器包

括：口部件、过滤管柱、前塞、后塞、香烟固定部分以及固定香烟用圆柱管。过滤管柱包括石

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过滤管柱位于前塞和后塞之间。

[0053]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填入过滤管柱的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量为0.5-

1.5公克。

[0054]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前塞和后塞由多孔材料制造。适用于本应用的多孔材料

之一为醋酸纤维素。

[0055]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过滤器设计为从香烟烟雾中吸

附有毒化合物。从香烟烟雾中吸附的有毒化合物为氨、甲醛、主流总粒相物(MS-TPM)、尼古

丁、焦油以及亚硝胺。依有毒物质或从香烟烟雾中吸附的化合物决定，通过化学修饰将复数

个官能团结合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所述官能团选自由氧基官能团、硫基

官能团、硝基官能团、卤素基官能团、磷基官能团以及硼基官能团组成的群组。通过在环境

空气中加热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煅烧)以及化学处理，将氧基官能团添加到石墨烯陶

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通过对所需官能团特有的化学处理，将硫基官能团、硝基官能

团、卤素基官能团、磷基官能团以及硼基官能团添加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

将官能团添加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以根据有毒化合物对官能团的亲合

力，从香烟烟雾中去除复数个有毒化合物。

[0056]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后塞和前塞包装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后塞使石墨

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保持在过滤管柱中。后塞和前塞包装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后塞

使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保持在过滤管柱中。前塞由醋酸纤维素制造。后塞由醋酸纤维

素或塑料网制造，并且通过直径比过滤器壳体小的塑料管的帮忙，后塞紧密地安装到口部

件中。

[0057]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固定香烟的圆柱管设计为与复数个吸烟产品配合。固定

香烟的圆柱管是锥形的从内部以配合香烟。

[0058]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供一种与烟草产品一起使用的石墨烯基过滤器，其本

身为独立产品，并且可附着在任何品牌的烟草类别或等级的吸烟产品上，例如香烟、雪茄、

小雪茄烟、小雪茄、比迪烟、水烟、丁香烟、烟斗、电子烟等。

[0059]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以颗粒状或烧结的陶瓷的形式

作为烟草产品的过滤器使用。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直接以颗粒状形式填入过滤管柱，

或先将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模压为圆柱形管柱。所述圆柱形管柱包括模压的、烧结的

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将包括模压的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烧结的圆柱形管柱

安装到过滤管柱中。

[0060] 通过添加官能团和纳米粒子来化学修饰石墨烯基纳米复合物，以对尼古丁含量的

影响最小的方式去除焦油和有机有毒化合物。

[0061]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用于烟草产品的塑料过滤器壳体专门设计为容纳石墨烯

基陶瓷纳米复合材料，并且完美地安装到各种类型的吸烟烟草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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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经济上可行地、具有成本效益的前驱物材

料的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合成过程。

[0063]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香烟过滤器的石墨烯基纳米复合材料的合

成工艺。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对陶瓷成份进行预退火，并进行去污处理和表面活化处

理。将碳基材料涂覆在陶瓷粒子上并干燥。将涂覆的碳材料碳化为无定形碳。以碳材料涂覆

的陶瓷粒子在结构上根据粒度和形状等而分离。陶瓷粒子上的碳层为化学修饰的。碳层在

惰性环境中退火以将无定形碳转化为石墨烯结构，并且烧结纳米复合材料。石墨烯陶瓷纳

米复合材料直接以颗粒状形式填入过滤管柱，或先将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模压为圆柱

形管柱。所述圆柱形管柱包括模压的、烧结的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将包括模压的石墨

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烧结的圆柱形管柱安装到过滤管柱中。纳米复合物的表面经由化

学处理而活化。石墨烯基纳米复合物烟雾过滤器通过将石墨烯材料填充到管状壳体而制

造。

[0064]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供一种可附接-可拆卸型的香烟过滤器。所述过滤器包

括：口部件、过滤管柱、香烟固定部分、后塞、过滤用石墨烯纳米复合物、塑料壳体、前塞以及

固定香烟用圆柱管。由醋酸纤维素或其他多孔材料组成的后塞安装在塑料壳体的口部件

中。然后将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填充在过滤管柱中，并且以另一个醋酸纤维素或其他多孔

材料的后塞密封过滤器。石墨烯纳米复合物香烟过滤器可立即使用，并且吸烟用的香烟插

入香烟固定部分的圆柱管中。

[0065]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供一次性的、固定到香烟上的石墨烯基香烟过滤器。所

述实施例包括：过滤部件、烟草部件、后塞、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以及前塞。在制造香烟期

间，不是在过滤部件中放置完整的醋酸纤维素塞，而是将较小的醋酸纤维素塞或其他多孔

材料塞作为前塞，然后填充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并且以醋酸纤维素或其他多孔材料的后

塞将其密封。所述香烟像任何其他传统香烟一样地吸烟。

[0066]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供一种使用石墨烯基香烟过滤器吸烟和用于烟雾流动

的机构。所述实施例经由可附接-可拆卸型的可重复使用的石墨烯基过滤器提供一种过滤

烟雾。任何普通的香烟都与过滤器连接，以使烟雾能够通过过滤器。通过将香烟插入圆柱管

中将香烟附接到过滤器。当香烟被点燃并且当使用者通过口部件经由过滤器吸入空气时，

新鲜空气被吸入香烟中。香烟燃烧并产生两种烟雾成份：通过未燃烧的香烟的烟雾和二手

烟。通过香烟的烟雾通过过滤器的过滤管柱，并且产生焦油和有机致癌物质含量降低的过

滤烟雾。

[0067]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通过降低烟雾中的焦油含量和有机致癌化合物含量，合

成一种应用于香烟和其他烟草烟雾的过滤器的石墨烯基纳米复合物。石墨烯基陶瓷纳米复

合材料由陶瓷增强材料如硅砂、氧化铝砂或其他金属氧化物的微粒形式的陶瓷开始合成。

首先以水和酸(例如硝酸)清洗微粒形式的陶瓷材料，然后在600至900℃退火(步骤1)。这使

陶瓷去污并活化粒子表面。在这个过程之后，使用合适的溶剂如水、乙醇、己烷等，以碳前驱

物如糖、焦油、沥青等涂覆陶瓷粒子(步骤2)。然后，通过在空气中以200至400℃加热涂覆的

陶瓷粒子来碳化碳前驱物(步骤3)。以碳涂覆的陶瓷粒子根据其粒度和颗粒形状而分离(步

骤4)。此外，在被控制的环境下(氩气、氮气、氢气等)，以600至900℃对以无定形碳涂覆的陶

瓷粒子进行退火(步骤5)。这在陶瓷粒子上形成石墨碳层(石墨烯)。石墨烯基纳米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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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最后步骤涉及使用硫酸、盐酸和硝酸进行酸处理，以化学活化石墨烯层并且使其多

孔化以增加化学吸附(步骤6)。当石墨烯基纳米复合材料准备好，便将其填充在塑料壳体中

以在固定型过滤器中的可附接-可拆卸型过滤器或过滤器部件中形成过滤管柱。石墨烯陶

瓷纳米复合材料直接以颗粒状形式填入过滤管柱，或先将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模压为

圆柱形管柱。所述圆柱形管柱包括模压的、烧结的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将包括模压的

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烧结的圆柱形管柱安装到过滤管柱中。

[0068] 图1说明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的以逐步方式合成用于香烟过滤器的石墨烯基纳

米复合材料的工艺。第一步是预退火和陶瓷成份的去污处理和表面活化处理(101)。酸的浓

度为10-60％v/v，用于陶瓷成份的预退火和处理。酸的体积是陶瓷成份的10-20倍。陶瓷材

料选自由二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钛和氧化锆组成的群组。退火温度在600-900℃的范围内。

将碳基材料涂覆在陶瓷粒子上并干燥(102)。使用合适的溶剂将碳基材料涂覆在陶瓷粒子

上。陶瓷粒子与碳基材料/前驱物(液相或分散相)精确地混合。使用热干燥碳基材料/前驱

物，以用前驱物涂覆陶瓷粒子。用于涂覆陶瓷粒子的碳前驱物的量为5-20％w/w(干重)。使

用合适的溶剂如水、乙醇、己烷等，用碳基材料/前驱物如糖、焦油、沥青等涂覆陶瓷粒子。将

涂覆的碳基材料碳化为无定形碳(103)。通过在空气中以200至400℃加热涂覆的陶瓷粒子

来碳化碳基材料/前驱物。以碳涂覆的陶瓷粒子根据其粒度和颗粒形状而分离(104)。粒子

根据直径300-900微米的尺寸而分离，并且优选的形状是具有不规则或不平整表面的圆形。

在惰性环境中通过退火以将无定形碳转化为石墨烯结构，并且烧结复合物(105)。在包括

(氩气、氮气、氢气等)的惰性环境中，在600至900℃的温度下，通过退火将无定形碳转化为

石墨烯结构。对复合物进行化学处理以进行表面活化(106)。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形成包

括使用硫酸、盐酸和硝酸进行酸处理，以化学活化石墨烯层并使其多孔化以增加化学吸附。

酸的用量为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量的3至10倍。通过将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填充到管状

壳体中来制造烟草烟雾过滤器(107)。填入的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量为0.5-1.5公克。

[0069]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根据从烟雾中吸附的有毒物质或化合物选择待结合到石

墨烯表面的官能团。依有毒物质或化合物决定，通过化学修饰，将对这些化合物具有亲合力

的官能团结合到石墨烯上。通过在环境空气中加热石墨烯纳米复合物(煅烧)以及化学处

理，以添加氧基官能团。类似地，通过对所需官能团特有的化学处理，添加含硫、氮、卤素、磷

和硼的官能团中的任何一种。依有毒物质或从香烟烟雾中吸附的化合物决定，通过化学修

饰将复数个官能团结合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所述官能团选自由氧基官能

团、硫基官能团、硝基官能团、卤素基官能团、磷基官能团以及硼基官能团组成的群组。通过

在环境空气中加热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煅烧)以及化学处理，将氧基官能团添加到石

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通过对所需官能团特有的化学处理，将硫基官能团、硝基

官能团、卤素基官能团、磷基官能团以及硼基官能团添加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

面上。将官能团添加到石墨烯陶瓷纳米复合材料的表面上，以根据有毒化合物对官能团的

亲合力，从香烟烟雾中去除复数个有毒化合物。

[0070] 图2说明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的可附接-可拆卸型的石墨烯基纳米复合香烟过

滤器的侧视图。可附接-可拆卸型的石墨烯基纳米复合香烟过滤器包括：口部件201、过滤管

柱202、香烟固定部分203、后塞204、过滤用石墨烯纳米复合物205、塑料壳体206、前塞208和

固定香烟用圆柱管207。后塞204包括：醋酸纤维素或塑料管，其直径小于过滤器的塑料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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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的直径，以将塑料网紧密地安装到口部件201中。过滤管柱202包括：石墨烯纳米复合材

料205，过滤器由另一个醋酸纤维素或其他多孔材料如网204的后塞密封。可附接-可拆卸型

的石墨烯基纳米复合香烟过滤器可立即用于吸烟，并且将香烟插入香烟固定部分203的圆

柱管207中。固定香烟的香烟固定部分203的圆柱管207设计为配合复数个吸烟产品。固定香

烟的圆柱管207是锥形的从内部以配合香烟。

[0071]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过滤管柱”是其中存在石墨烯基纳米复合物的过滤器的

部分。在过滤管柱中过滤或去除烟雾中的有毒物质。通过吸附去除有毒物质。石墨烯基纳米

复合材料或烟雾过滤管柱填充在“前塞”和“后塞”之间。“后塞”位于过滤器的一侧，其进入

使用者的口中。后塞使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保持在过滤管柱中，并防止石墨烯纳米复合材

料进入使用者的口中。“前塞”是烟雾过滤器的香烟固定侧上的醋酸纤维素塞，其包装石墨

烯基纳米复合物。石墨烯纳米复合物通过吸附其表面上的有毒物质来过滤烟雾。“口部件”

是过滤器的部分，其帮助使用者将与过滤管柱附接/配置的过滤器保持在口中。“香烟固定

部分”包括前塞和香烟管。“塑料壳体”包括并配合所有组件，特别是：后塞、石墨烯基纳米复

合物过滤器、前塞、固定吸烟物品(香烟或比迪烟等)用圆柱管。用于固定吸烟物品(香烟或

比迪烟)的“圆柱管”是紧密地安装在吸烟物品上的空腔。“圆柱管”是锥形的，从内部以紧密

安装到所有品牌的香烟上，这些香烟通常具有微小的直径变化。

[0072] 图3说明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的固定到香烟的一次性石墨烯基香烟过滤器的侧

视图。固定到香烟上的一次性石墨烯基香烟过滤器包括：过滤管柱301、烟草部件302、后塞

303、石墨烯复合材料304、前塞305。在制造香烟期间，不是将完整的醋酸纤维素塞放入过滤

管柱301中，而是将较小的醋酸纤维素塞或其他多孔材料塞作为前塞305，然后填充石墨烯

复合材料304，并且以醋酸纤维素或其他多孔材料的后塞303将其密封。固定到香烟的这种

一次性石墨烯香烟过滤器像任何其他传统香烟一样地吸烟。

[0073]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过滤管柱”是其中存在石墨烯基纳米复合物的过滤器的

部分。在过滤管柱中过滤或去除烟雾中的有毒物质。通过吸附去除有毒物质。石墨烯基纳米

复合材料或烟雾过滤管柱填充在“前塞”和“后塞”之间。“后塞”是过滤器一侧的醋酸纤维素

塞，其进入使用者的口中。后塞使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保持在过滤管柱中，并防止石墨烯纳

米复合材料进入使用者的口中。“前塞”是烟雾过滤器的香烟固定侧上的醋酸纤维素塞，其

包装石墨烯基纳米复合物。石墨烯纳米复合物通过吸附其表面上的有毒物质来过滤烟雾。

“烟草部件”是包括吸烟物品或香烟的含烟草部分的部分。

[0074]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在传统香烟中，整个烟头(过滤器部分)由纤维状醋酸纤

维素制造。在本发明中，通过在香烟烟草部分之后设置一小片纤维状醋酸纤维素(前塞)来

改良烟头。前塞之后是石墨烯基纳米复合材料和后塞。后塞也由纤维状醋酸纤维素制造。

[0075]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石墨烯基纳米复合材料填充在由纤维状醋酸纤维素制造

的前塞和后塞之间。纤维状醋酸纤维素将石墨烯复合材料保持在适当位置。

[0076] 图4说明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使用石墨烯基香烟过滤器的吸烟机制和系统中

的烟雾流动机制。根据图4，经由附接香烟403的可附接-可拆卸型的可重复使用的石墨烯基

过滤器402接收过滤烟雾401。

[0077] 环境空气/新鲜空气406被吸入香烟403，并且烟雾404通过香烟403，并且二手烟

405从香烟403释放。通过将香烟403插入圆柱管中，将香烟403附接到过滤器402上。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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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口部件点燃香烟并经由过滤器402吸入空气时，新鲜空气406被吸入香烟中。香烟燃

烧并产生两种烟雾成分，一种是通过未燃烧的香烟403的烟雾，另一种是二手烟405。通过香

烟403的烟雾通过过滤器402，其产生具有降低的焦油和有机致癌物质含量的过滤烟雾401。

[0078]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本发明提供的石墨烯基香烟过滤器为吸烟者提供了真正

更安全的烟草吸烟的唯一解决方案。过滤器降低烟雾中的焦油含量，否则烟雾会聚集在肺

部，导致肺部问题。过滤器还极大地降低了吸入烟雾中有机和无机致癌物质、呼吸道刺激物

和其他有毒化学物质的含量。此外，过滤器与任何形式的香烟或其他吸烟产品一起使用，而

不会改变使用者的任何吸烟习惯，例如烟草吸烟产品的类型、品牌等。

[0079]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以下给出的表1说明在香烟烟雾通过石墨烯基纳米复合

物过滤器后，氨含量、甲醛含量、主流总粒相物(MS-TPM)、尼古丁、焦油和亚硝胺的降低：

[0080]

[0081] (关键：FR＝联邦公报/ISO＝国际标准组织/HC＝加拿大卫生部)

[0082] 尽管用各种具体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但是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显而

易见的是，通过修改来实践本发明的实施例。

[0083] 本公开案具体实施例的前面描述将充分揭露本发明实施例的一般性质，其他人可

通过应用现有知识，容易地修改和/或调整各种应用，例如不脱离一般概念的具体实施例，

因此，在所揭露的实施例的等同物的含义和范围内，应当并且旨在理解这些调整和修改。

[0084] 应当理解，本发明采用的措辞或术语是用于描述的目的而非限制。因此，虽然已经

根据优选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认识到，可以通过修改

来实践本文中的实施例。然而，所有这些修改都被视为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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