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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紫苏提取物的分段提取制

备方法及其应用，以紫苏叶为原料，用酸性乙醇

水溶剂进行第一次提取，用中性乙醇水溶剂进行

第二次提取，用碱性乙醇水溶剂进行第三次提

取，将三次提取的滤液中的两种或三种的组合进

行浓缩，得到紫苏提取物。本发明方法工艺简单，

条件温和，易于操作，无需复杂的分离纯化过程，

节约了成本，所使用的各种物质均安全环保，能

最大程度的保证紫苏叶中碱性、中性、酸性成分

都能尽可能被提取出来，实现一次实验，得到多

种具有不同功能效果的紫苏提取物，极大的拓展

了紫苏提取物的应用范围和应用价值。本发明得

到的系列紫苏提取物应用于传统卷烟和加热不

燃烧卷烟，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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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紫苏提取物的分段提取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干燥的紫苏叶粉碎成10-50目粒度的粉末；

(2)取步骤(1)中的紫苏叶粉末1份，加入3-20份重量的pH值为1-6、质量浓度为50-90％

的乙醇作为酸性溶剂，50-80℃提取0.5-5h，冷却，0.8μm滤膜过滤，得滤液A和滤渣A；

(3)取全部滤渣A1份，加入3-20份重量的pH值为6-8、质量浓度为50-90％的乙醇作为中

性溶剂，50-80℃提取0.5-5h，冷却，0.8μm滤膜过滤，得滤液B和滤渣B；

(4)取滤渣B  1份，加入3-20份重量的pH值为8-12、质量浓度为50-90％的乙醇作为碱性

溶剂，50-80℃提取0.5-5h，冷却，0.8μm滤膜过滤，得滤液C和滤渣C；

(5)将滤液A、滤液B、滤液C中的两种或者三种进行部分或者完全组合，40-50℃减压浓

缩至原体积的1/3，即得紫苏提取物。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紫苏提取物的分段提取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酸性、中性、

碱性的乙醇水溶剂的pH值采用磷酸氢二钠－柠檬酸缓冲液进行调节。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紫苏提取物的分段提取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

乙醇的pH值为2-3，步骤(3)中乙醇的pH值为6.5-7.5，步骤(4)中乙醇的pH值为8-9。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紫苏提取物的分段提取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步

骤(3)、步骤(4)中乙醇的质量浓度为60-80％。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紫苏提取物的分段提取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步

骤(3)、步骤(4)中提取温度为70-80℃。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紫苏提取物的分段提取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步

骤(3)、步骤(4)中提取时间为0.5-2h。

7.一种如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方法制备的紫苏提取物的应用，其特征

在于：将所述紫苏提取物按质量比0.001～0.1％添加到传统卷烟烟丝中。

8.一种如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方法制备的紫苏提取物的应用，其特征

在于：将所述紫苏提取物按质量比0.001～0.05％添加到加热不燃烧卷烟烟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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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紫苏提取物的分段提取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烟用添加剂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紫苏提取物的分段提取制备方法及

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香精香料在卷烟中可以起到修饰或掩盖烟叶的缺陷、改善烟草香气和吃味、改进

烟草的物理性能、降低卷烟的有害成分、赋予卷烟独特的口味和风格的作用，并且可以实现

产品品质差异化，稳定卷烟抽吸品质，对于卷烟的风格和品质形成有重要影响。在“中式卷

烟”核心技术的形成中，香精香料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构筑

卷烟独特的风格特征和提升卷烟品质方面。同时，为了提高吸烟的安全性，减害降焦已成为

“中式卷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降低卷烟焦油的同时，增进和提高烟气浓度和香味，也

只有借助于加香加料技术。因此，烟用香精香料是卷烟产品最重要的核心技术之一，是卷烟

产品风格特征形成的关键。随着人们回归自然、环保的趋势，天然香料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尤其是从天然植物中提取具有明显香气特征的天然香料，已经成为香料行业的热点和重

点。

[0003] 紫苏(拉丁文名：Perilla  frutescens(L.)Britt.)，别名：桂荏、白苏、赤苏等，为

唇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收录的中药，也是卫生部门

首批颁布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药食同源”品种之一。具有特异的芳香，叶片多皱缩卷曲，

嫩枝紫绿色，断面中部有髓，气清香，味微辛。紫苏叶也叫苏叶，有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的功

能，主治风寒感冒、咳嗽、胸腹胀满，恶心呕吐等症。紫苏叶是一种在中国南方地区广为使用

的美味的调味品，人们常常用它的叶子来做菜。原产中国，主要分布于印度、缅甸、日本、朝

鲜、韩国、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等国家。中国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及台湾省均有野生种和

栽培种。

[0004] 紫苏叶中含有丰富的挥发油、糖甙类、黄酮类、有机酸类、甾醇类等物质，由紫苏叶

制备的紫苏提取物(或紫苏油等)是GB-2760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也是食品、日化、烟草

中常用的香料品种之一。现有烟用紫苏香料提取技术中，紫苏油一般采用水蒸汽蒸馏或超

临界萃取等方法制备，但只能提取出其中的挥发油类成分；紫苏提取物一般采用水提或醇

提工艺，根据“相似相溶”原理，简单的水提或醇提工艺，只能提取极性与提取溶剂类似或相

近的成分，其他极性与提取溶剂差别较大的成分无法有效提取出来，无法实现紫苏叶的有

效综合利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紫苏提取物的分段提取制备方法及其

应用，以紫苏叶为原料，用酸性乙醇水溶剂进行第一次提取，用中性乙醇水溶剂进行第二次

提取，用碱性乙醇水溶剂进行第三次提取，将三次提取的滤液中的两种或三种的组合进行

浓缩，得到紫苏提取物。本发明得到的系列紫苏提取物应用于传统卷烟和加热不燃烧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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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

[0006]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一种紫苏提取物的分段提取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0007] (1)将干燥的紫苏叶粉碎成10-50目粒度的粉末；

[0008] (2)取步骤(1)中的紫苏叶粉末1份，加入3-20份重量的pH值为1-6、质量浓度为50-

90％的乙醇作为酸性溶剂，50-80℃提取0.5-5h，冷却，0.8μm滤膜过滤，得滤液A和滤渣A；

[0009] (3)取滤渣A  1份，加入3-20份重量的pH值为6-8、质量浓度为50-90％的乙醇作为

中性溶剂，50-80℃提取0.5-5h，冷却，0.8μm滤膜过滤，得滤液B和滤渣B；

[0010] (4)取滤渣B  1份，加入3-20份重量的pH值为8-12、质量浓度为50-90％的乙醇作为

碱性溶剂，50-80℃提取0.5-5h，冷却，0.8μm滤膜过滤，得滤液C和滤渣C；

[0011] (5)将滤液A、滤液B、滤液C中的两种或者三种进行部分或者完全组合，40-50℃减

压浓缩至原体积的1/3，即得紫苏提取物。

[0012] 进一步的，酸性、中性、碱性的乙醇水溶剂的pH值采用磷酸氢二钠－柠檬酸缓冲液

进行调节。

[0013] 进一步的，步骤(2)中优选的pH值为2-3，步骤(3)中优选的pH值为6.5-7 .5，步骤

(4)中优选的pH值为8-9。

[0014] 进一步的，步骤(2)、步骤(3)、步骤(4)中优选的乙醇质量浓度为60-80％。

[0015] 进一步的，步骤(2)、步骤(3)、步骤(4)中优选的提取温度为70-80℃。

[0016] 进一步的，步骤(2)、步骤(3)、步骤(4)中优选的提取时间为0.5-2h。

[0017] 进一步的，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上述方法制备的紫苏提取物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将

所述紫苏提取物按质量比0.001～0.1％添加到传统卷烟烟丝中，抽吸时能丰富烟香、提升

香气量和烟气浓度、降低刺激和杂气、改善吸味。

[0018] 进一步的，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上述方法制备的紫苏提取物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将

所述紫苏提取物按质量比0.001～0.05％添加到加热不燃烧卷烟烟丝中，抽吸时能丰富烟

香、增强喉部舒适性、提升满足感。

[0019] 本发明调节pH值的磷酸氢二钠和柠檬酸，是GB-2760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也是

食品和烟草香精常用的原料。本发明分别采用酸性乙醇水溶剂、中性乙醇水溶剂、碱性乙醇

水溶剂对紫苏叶粉末进行提取，能最大程度的保证紫苏叶中碱性、中性、酸性成分都能尽可

能被提取出来；得到的滤液A、滤液B、滤液C，其中的成分各不相同，两种或三种组合后添加

到传统卷烟和加热不燃烧卷烟中，会起到不同的功能效果，根据需求不同，既可两两完全组

合浓缩后使用或三者完全合并浓缩后使用，还可以两两之间或三者之间按不同比例组合使

用，得到很多种具有不同功能效果的紫苏提取物。发明人在发明过程中发现：酸性乙醇水溶

剂主要提取出来的碱性成分，在传统卷烟和加热不燃烧卷烟能有效增加烟气的浓度和劲

头；中性乙醇水溶剂主要提取出来的中性成分，在传统卷烟和加热不燃烧卷烟能有效增加

香气量，提升香气品质，丰富烟香；碱性乙醇水溶剂主要提取出来的酸性成分，在传统卷烟

和加热不燃烧卷烟能柔和烟气；同时，不同成分相互之间能有效平衡，并产生和合、协同作

用，提升应用效果。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方法具有如下优良效果：

[0021] 1 .本发明分别采用酸性乙醇水溶剂、中性乙醇水溶剂、碱性乙醇水溶剂对紫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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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进行提取，能最大程度的保证紫苏叶中碱性、中性、酸性成分都能尽可能被提取出来。

[0022] 2.本发明得到的3种滤液，可以两种或者三种进行部分或者完全组合后浓缩，得到

多种具有不同功能效果的紫苏提取物，实现一次实验，得到多种具有不同功能效果的紫苏

提取物，极大的拓展了紫苏提取物的应用范围和应用价值。

[0023] 3.本发明方法工艺简单，条件温和，易于操作，无需复杂的分离纯化过程，节约了

成本，所使用的各种物质均安全环保。

[0024] 4.本发明得到的紫苏提取物应用于传统卷烟和加热不燃烧卷烟中，均具有较好的

功能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一种紫苏提取物的分段提取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28] (1)将干燥的紫苏叶粉碎成20目粒度的粉末；

[0029] (2)取步骤(1)中的紫苏叶粉末1份，加入8份重量的pH值为2.0(采用磷酸氢二钠-

柠檬酸缓冲液进行调节)、质量浓度为80％的乙醇作为酸性溶剂，75℃提取1.0h，冷却，0.8μ

m滤膜过滤，得滤液A和滤渣A；

[0030] (3)取滤渣A1份，加入8份重量的pH值为7.2(采用磷酸氢二钠-柠檬酸缓冲液进行

调节)、质量浓度为80％的乙醇作为中性溶剂，75℃提取1.0h，冷却，0.8μm滤膜过滤，得滤液

B和滤渣B；

[0031] (4)取滤渣B  1份，加入8份重量的pH值为8.0(采用磷酸氢二钠-柠檬酸缓冲液进行

调节)、质量浓度为80％的乙醇作为碱性溶剂，75℃提取1.0h，冷却，0.8μm滤膜过滤，得滤液

C和滤渣C；

[0032] (5)将滤液A、滤液B、滤液C合并混合均匀，45℃减压浓缩至原体积的1/3，即得1#紫

苏提取物。

[0033] 将所得1#紫苏提取物按质量比0.02％添加到传统卷烟烟丝(20元价位，烤烟型卷

烟)中，然后设置5个对照样：对照样1为现有紫苏提取物(乙醇提取得到)，对照样2为现有紫

苏精油(水蒸汽蒸馏得到，乙醇稀释至质量浓度2％)，对照样3为滤液A直接浓缩得到的紫苏

提取物，对照样4为滤液B直接浓缩得到的紫苏提取物，对照样5为滤液C直接浓缩得到的紫

苏提取物。所有对照样均按照相同的比例添加到传统卷烟烟丝(20元价位，烤烟型卷烟)中。

由9名评吸专家组成评吸小组进行评价，其具体评吸结果如表1所示。评价结果表明，本发明

得到的1#紫苏提取物添加到传统卷烟烟丝(20元价位，烤烟型卷烟)中，应用效果明显好于5

个对照样。

[0034] 表1 实施例1与对照样的评吸结果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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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0036]

[0037] 实施例2

[0038] 一种紫苏提取物的分段提取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39] (1)将干燥的紫苏叶粉碎成20目粒度的粉末；

[0040] (2)取步骤(1)中的紫苏叶粉末1份，加入6份重量的pH值为2.2(采用磷酸氢二钠-

柠檬酸缓冲液进行调节)、质量浓度为70％的乙醇作为酸性溶剂，75℃提取1.5h，冷却，0.8μ

m滤膜过滤，得滤液A和滤渣A；

[0041] (3)取滤渣A  1份，加入6份重量的pH值为7.0(采用磷酸氢二钠-柠檬酸缓冲液进行

调节)、质量浓度为70％的乙醇作为中性溶剂，75℃提取1.5h，冷却，0.8μm滤膜过滤，得滤液

B和滤渣B；

[0042] (4)取滤渣B  1份，加入6份重量的pH值为8.4(采用磷酸氢二钠-柠檬酸缓冲液进行

调节)、质量浓度为70％的乙醇作为碱性溶剂，75℃提取1.5h，冷却，0.8μm滤膜过滤，得滤液

C和滤渣C；

[0043] (5)将滤液A、滤液B按重量1：1混合均匀，45℃减压浓缩至原体积的1/3，即得2#紫

苏提取物；将滤液A、滤液C按重量1：1混合均匀，45℃减压浓缩至原体积的1/3，即得3#紫苏

提取物；将滤液B、滤液C按重量1：1混合均匀，45℃减压浓缩至原体积的1/3，即得4#紫苏提

取物；

[0044] 将所得2#紫苏提取物按质量比0.02％添加到加热不燃烧卷烟烟丝(1)中，然后设

置5个对照样：对照样1为现有紫苏提取物(乙醇提取得到)，对照样2为现有紫苏精油(水蒸

汽蒸馏得到，乙醇稀释至质量浓度2％)，对照样3为滤液A直接浓缩得到的紫苏提取物，对照

样4为滤液B直接浓缩得到的紫苏提取物，对照样5为滤液C直接浓缩得到的紫苏提取物。所

有对照样均按照相同的比例添加到加热不燃烧卷烟烟丝(1)中。由9名评吸专家组成评吸小

组进行评价，其具体评吸结果如表2所示。评价结果表明，本发明得到的2#紫苏提取物添加

到加热不燃烧卷烟烟丝(1)中，应用效果明显好于5个对照样。

[0045] 表2 实施例2(2#紫苏提取物)与对照样的评吸结果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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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0047]

[0048] 将所得3#紫苏提取物按质量比0.01％添加到加热不燃烧卷烟烟丝(2)中，然后设

置5个对照样：对照样1为现有紫苏提取物(乙醇提取得到)，对照样2为现有紫苏精油(水蒸

汽蒸馏得到，乙醇稀释至质量浓度2％)，对照样3为滤液A直接浓缩得到的紫苏提取物，对照

样4为滤液B直接浓缩得到的紫苏提取物，对照样5为滤液C直接浓缩得到的紫苏提取物。所

有对照样均按照相同的比例添加到加热不燃烧卷烟烟丝(2)中。由9名评吸专家组成评吸小

组进行评价，其具体评吸结果如表3所示。评价结果表明，本发明得到的3#紫苏提取物添加

到加热不燃烧卷烟烟丝(2)中，应用效果明显好于5个对照样。

[0049] 表3 实施例2(3#紫苏提取物)与对照样的评吸结果对比表

[0050]

[0051] 将所得4#紫苏提取物按质量比0.006％添加到加热不燃烧卷烟烟丝(3)中，然后设

置5个对照样：对照样1为现有紫苏提取物(乙醇提取得到)，对照样2为现有紫苏精油(水蒸

汽蒸馏得到)，对照样3为滤液A直接浓缩得到的紫苏提取物，对照样4为滤液B直接浓缩得到

的紫苏提取物，对照样5为滤液C直接浓缩得到的紫苏提取物。所有对照样均按照相同的比

例添加到加热不燃烧卷烟烟丝(3)中。由9名评吸专家组成评吸小组进行评价，其具体评吸

结果如表4所示。评价结果表明，本发明得到的4#紫苏提取物添加到加热不燃烧卷烟烟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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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应用效果明显好于5个对照样。

[0052] 表4 实施例2(4#紫苏提取物)与对照样的评吸结果对比表

[0053]

[0054]

[0055] 实施例3

[0056] 一种紫苏提取物的分段提取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57] (1)将干燥的紫苏叶粉碎成20目粒度的粉末；

[0058] (2)取步骤(1)中的紫苏叶粉末1份，加入12份重量的pH值为2.0(采用磷酸氢二钠-

柠檬酸缓冲液进行调节)、质量浓度为70％的乙醇作为酸性溶剂，75℃提取1.5h，冷却，0.8μ

m滤膜过滤，得滤液A和滤渣A；

[0059] (3)取滤渣A1份，加入12份重量的pH值为6.8(采用磷酸氢二钠-柠檬酸缓冲液进行

调节)、质量浓度为75％的乙醇作为中性溶剂，70℃提取1.0h，冷却，0.8μm滤膜过滤，得滤液

B和滤渣B；

[0060] (4)取滤渣B  1份，加入12份重量的pH值为8.2(采用磷酸氢二钠-柠檬酸缓冲液进

行调节)、质量浓度为75％的乙醇作为碱性溶剂，70℃提取1.0h，冷却，0.8μm滤膜过滤，得滤

液C和滤渣C；

[0061] (5)将滤液A、滤液B、滤液C按重量0.2：0.4：1混合均匀，45℃减压浓缩至原体积的

1/3，即得5#紫苏提取物。

[0062] 将所得5#紫苏提取物按质量比0.006％添加到传统卷烟烟丝(60元价位，烤烟型卷

烟)中，然后设置5个对照样：对照样1为现有紫苏提取物(乙醇提取得到)，对照样2为现有紫

苏精油(水蒸汽蒸馏得到)，对照样3为滤液A直接浓缩得到的紫苏提取物，对照样4为滤液B

直接浓缩得到的紫苏提取物，对照样5为滤液C直接浓缩得到的紫苏提取物。所有对照样均

按照相同的比例添加到传统卷烟烟丝(60元价位，烤烟型卷烟)中。由9名评吸专家组成评吸

小组进行评价，其具体评吸结果如表5所示。评价结果表明，本发明得到的5#紫苏提取物添

加到传统卷烟烟丝(60元价位，烤烟型卷烟)中，应用效果明显好于5个对照样。

[0063] 表5 实施例3与对照样的评吸结果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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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006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案的详细描述，并不以此限制本发明，凡在本

发明的设计思路上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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