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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选择性降低卷烟烟气中
HCN和巴豆醛释放量的氨基树脂，
所述的氨基树
脂为表面接枝氨基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球；
所述的氨基树脂表面的氨基功能基含量为0 .5～
10mmol/g。
本发明还公开了该氨基树脂在制备卷
烟滤嘴中的应用。
该氨基树脂表面含有氨基或酰
胺基，
对卷烟烟气中的HCN和巴豆醛具有很强的
吸附作用，
可以有效地降低卷烟烟气中的HCN和
巴豆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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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选择性降低卷烟烟气中HCN和巴豆醛释放量的氨基树脂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
于，
包括：
将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球和氨解剂在碱性条件下进行氨解反应，
得到所述的氨
基树脂；
所述的氨解剂为壳聚糖；
所述的壳聚糖的脱乙酰度为80~90%；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球和氨解剂的质量比为1:2~10；
氨解反应的温度为80~200℃，
氨解反应时间为24~48h；
所述的氨基树脂为表面接枝氨基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球；
所述的氨基树脂表面的
氨基功能基含量为0 .5~10mmol/g。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选择性降低卷烟烟气中HCN和巴豆醛释放量的氨基树脂的制
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球的粒径为50~900μm。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选择性降低卷烟烟气中HCN和巴豆醛释放量的氨基树脂的制
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球的粒径为90~300μm。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选择性降低卷烟烟气中HCN和巴豆醛释放量的氨基树脂的制
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球的数均分子量为10~30万。
5 .根据权利要求1~ 4任一项所述制备方法制得的选择性降低卷烟烟气中HCN和巴豆醛
释放量的氨基树脂在制备卷烟滤嘴中的应用。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应用，
其特征在于，
一支卷烟的卷烟滤嘴中，
所述氨基树脂的
添加量为0 .01~0 .1g。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应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氨基树脂添加在滤棒与烟丝段之
间。

2

CN 107286275 B

说

明

书

1/5 页

选择性降低卷烟烟气中HCN和巴豆醛释放量的氨基树脂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卷烟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选择性降低卷烟烟气中HCN 和巴豆醛释
放量的氨基树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
卷烟在被吸食的过程中，
会产生多种有害物质氰化氢和巴豆醛等。卷烟
烟气中的氰化氢(HCN)主要来源于烟草中硝酸盐和含氮化合物在燃吸过程中的氧化分解，
其释放量约为30-300μg/cig。
巴豆醛是一种挥发性极强的低极性小分子有机化合物，
对人
的眼睛、
呼吸道黏膜以及皮肤有强烈的刺激作用，
长期接触引起慢性鼻炎、神经系统机能障
碍。
巴豆醛是呼吸道纤毛毒素，
它与氰化氢一起被人体吸入后，
抑制了肺排泄物的清除，
从
而引起肺部疾病。
[0003] 卷烟滤嘴作为卷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截留、
吸附、
去除或稀释来自叶组端
的主流烟气，
有效降低卷烟主流烟气中的有害成分，
成为行业内卷烟降害的有效途径，
也是
技术创新的突破口。卷烟的过滤嘴一般是醋酸纤维素丝束，
不能有效的过滤卷烟烟气中有
害物质，
当吸烟者吸烟时，
烟气中的一氧化碳、尼古丁、
氮氧化物、
多环芳烃、
胺类、
酚类等有
害物质直接被吸入人体，
对身体危害极大，
同时对被动吸烟的人体造成伤害。
随着《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的签订，
研发能够有效降低卷烟主流烟气中HCN 和巴豆醛的释放量的新型滤
嘴材料已成为国际卷烟的发展方向。
[0004] 目前，
一般采用对卷烟滤棒的丝束进行改性以提高减害降焦性能。例如，
公开号为
CN103628253A的中国专利文献报道了将静电纺丝法制备的纳米纤维沉积在连续移动的丝
束表面形成功能化丝束，
有效降低卷烟主流烟气中焦油、亚硝胺和HCN的释放量，
且不影响
卷烟吸食品质。
[0005]
利用卷烟滤嘴里的添加材料降低卷烟主流烟气中的有害物质也是人们常见的研
究方法之一。例如，
公开号为CN104026736A的中国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有序介孔二氧化硅
颗粒的减害型二元复合滤棒包括滤芯和包裹在所述滤芯上的包裹层，
所述滤芯为二元复合
滤芯，
是由醋酸纤维段和有序介孔二氧化硅颗粒醋酸纤维段相间接合构成。能够选择性降
低卷烟烟气中有害成分如巴豆醛，
从而达到降低卷烟危害性的目的。
[0006] 现有技术中，
还没有能够选择性地降低卷烟主流烟气中HCN和巴豆醛的释放量的
卷烟滤嘴的文献报道，
更没有可供实际生产应用的技术和工艺。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卷烟中的醋酸纤维滤嘴不能有效过滤烟气中有害物质的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氨基树脂，
该氨基树脂能显著选择性降低卷烟烟气中HCN和巴豆醛释放
量。
[0008] 一种选择性降低卷烟烟气中HCN和巴豆醛释放量的氨基树脂，
所述的氨基树脂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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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接枝氨基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球；
[0009] 所述的氨基树脂表面的氨基功能基含量为0 .5～10mmol/g。
[0010] 氨基树脂上的氨基功能基对卷烟烟气中的HCN和巴豆醛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
HCN
呈弱酸性能与呈碱性的氨基树脂反应，
氨基上的氮原子具有较强的亲核能力，
易于和醛酮
发生亲核反应，
因此，
本发明的氨基树脂可选择性降低卷烟烟气中HCN和巴豆醛释放量。
[0011] 作为优选，
所述氨基树脂表面的氨基功能基含量为2～8mmol/g。
[0012] 氨基树脂表面的氨基功能基含量是影响氨基树脂对卷烟烟气中的 HCN和巴豆醛
吸附效果的重要因素，
氨基功能基含量过低会导致吸附效果不好，
同时氨基树脂表面的功
能基含量具有饱和性，
无法达到过高。
[0013] 作为优选，
所述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球的粒径为50～900μm；
进一步优选的，
所述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球的粒径为90～300μm。
[0014]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球的粒径过小时，
制得的氨基树脂进行卷烟制作时容易堆
积紧密，
气阻太大；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球的粒径过大，
在进行氨解实验时，
制得氨基树
脂功能基含量会降低，
并且比表面积也会变小，
进而降低氨基树脂的吸附效果。
[0015]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球的分子量主要对树脂的成型有影响，
分子量过低不容易
形成交联树脂球。
[0016] 作为优选，
所述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球的数均分子量为10～30 万。
[0017] 本发明还提供了氨基树脂的制备方法，
包括：
将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球和氨解
剂在碱性条件下进行氨解反应，
得到所述的氨基树脂；
[0018] 所述的氨解剂为四乙烯五胺、
三乙烯四胺、
二乙烯三胺、
乙二胺和壳聚糖中的至少
一种；
[0019]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球和氨解剂的质量比为1∶2～10；
[0020] 氨解反应的温度为80～200℃，
氨解反应时间为24～48h。
[0021] 氨基树脂表面的氨基功能基含量是影响氨基树脂对卷烟烟气中的HCN和巴豆醛吸
附效果的重要因素，
而在制备氨基树脂过程中，
氨解剂、
氨解反应条件以及各原料之间的比
例决定了氨基功能基的含量，
作为优选，
所述的氨解剂为四乙烯五胺、三乙烯四胺或壳聚
糖；
[0022]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球和氨解剂的质量比为1∶2 .5～5；
[0023] 氨解反应的温度为90～180℃，
氨解反应时间为30～48h。
[0024] 进一步优选的，
所述的壳聚糖的脱乙酰度为80～90％。
[0025] 所述的氨基树脂的表面含有氨基或酰胺基，
氨基或酰胺基可对卷烟烟气中的HCN
和巴豆醛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
可选择性降低卷烟烟气中的 HCN和巴豆醛的释放量，
因此，
所述的氨基树脂可应用于制备卷烟滤嘴。
[0026] 作为优选，
一支卷烟的卷烟滤嘴中，
所述氨基树脂的添加量为 0 .01～0 .1g。
[0027] 所述的氨基树脂添加在滤棒与烟丝段之间。
[0028] 所述滤棒的材料选用本领域适用于做滤棒的材料，
如醋酸纤维、
聚丙烯纤维、
纸纤
维等中的一种或多种。
[0029] 本发明的卷烟滤嘴的规格可依据市售卷烟的滤嘴规格。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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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本发明氨基树脂制备的卷烟滤嘴，
以表面含有氨基或酰胺基的氨基树脂作为吸附
剂，
可以有效地降低卷烟烟气中的HCN和巴豆醛。与同规格的市售卷烟相比 ，
采用本发明氨
基树脂制备的卷烟滤嘴可是卷烟烟气中 HCN的释放量降低19～39 .8％、
巴豆醛的释放量降
低25 .4～50 .6％。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卷烟烟气中HCN和巴 豆醛释放量的测试方法 ：
采用Cerulean SM450 型吸烟机
(Cerulean，
UK)按照ISO 3308模式进行卷烟抽吸实验，
抽吸容量为35 .O毫升，
抽吸时间为2
秒，
抽吸间隔为58秒。
[0033] 实施例1
[0034] 氨基树脂的制备方法，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5] 称取5g粒径为100μm、
数均分子量为26万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MMA)球加入到干
燥的四口烧瓶中 ，
放入磁力转子，将四口烧瓶装到油浴锅中 ，
插上冷凝管 ；
再向其中加入
20mL的三甲苯溶剂、
20mL的四乙烯五胺以及0 .5gNaOH，
塞上瓶子进行浸泡；
[0036] 浸泡12h后在180℃温度下，
控制搅拌转速为80r/min进行反应36h；
[0037] 反应结束后，
倒出产物，用乙醇等溶剂进行洗涤，
之后放入烘箱进行干燥，
得到氨
基树脂。
[0038] 最后将制得的氨基树脂球0 .08g加入到卷烟中的滤棒与烟丝段之间，
制备成试样
烟。
[0039] 将试样烟采用CeruleanSM450型吸烟机按照ISO3308模式进行卷烟抽吸实验，
测定
计算主流烟气中HCN和巴豆醛的释放量。采用同规格的市售卷烟作为对照卷烟，
结果见表1。
[0040] 实施例2
[0041] 氨基树脂的制备方法，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2] 称取5g粒径为90μm、
数均分子量为26万的PMMA树脂球加入到干燥的四口烧瓶中，
放入磁力转子，
将四口烧瓶装到油浴锅中，
插上冷凝管；
[0043] 再向其中加入20mL的三甲苯溶剂、
20mL的三乙烯四胺以及 0 .5gNaOH，
塞上瓶子进
行浸泡；
[0044] 浸泡12h后在170℃温度下，
控制搅拌转速为90r/min进行反应48h；
[0045] 反应结束后，
倒出产物，用乙醇等溶剂进行洗涤，
之后放入烘箱进行干燥，
得到氨
基树脂。
[0046] 最后将制得的氨基树脂球0 .08g加入到卷烟中的滤棒与烟丝段之间，
制备成试样
烟。
[0047] 将试样烟采用CeruleanSM450型吸烟机按照ISO3308模式进行卷烟抽吸实验，
测定
计算主流烟气中HCN和巴豆醛的释放量。采用同规格的市售卷烟作为对照卷烟，
结果见表1。
[0048] 实施例3
[0049] 氨基树脂的制备方法，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50] 称取5g粒径为300μm、
数均分子量为26万的PMMA树脂球加入到干燥的四口烧瓶中，
放入磁力转子，
将四口烧瓶装到油浴锅中，
插上冷凝管；
[0051] 再向其中加入20mL的三甲苯溶剂、
20mL的二乙烯三胺以及 0 .5gNaOH，
塞上瓶子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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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浸泡；
[0052] 浸泡12h后在160℃温度下，
控制搅拌转速为70r/min进行反应40h；
[0053] 反应结束后，
倒出产物，用乙醇等溶剂进行洗涤，
之后放入烘箱进行干燥，
得到氨
基树脂。
[0054] 最后将制得的氨基树脂球0 .07g加入到卷烟中的滤棒与烟丝段之间，
制备成试样
烟。
[0055] 将试样烟采用CeruleanSM450型吸烟机按照ISO3308模式进行卷烟抽吸实验，
测定
计算主流烟气中HCN和巴豆醛的释放量。采用同规格的市售卷烟作为对照卷烟，
结果见表1。
[0056] 实施例4
[0057] 氨基树脂的制备方法，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58] 称取5g粒径为300μm、
数均分子量为26万的PMMA树脂球加入到干燥的四口烧瓶中，
放入磁力转子，
将四口烧瓶装到油浴锅中，
插上冷凝管；
[0059] 再向其中加入20mL的三甲苯溶剂、
20mL的乙二胺以及0 .5gNaOH，
塞上瓶子进行浸
泡；
[0060] 浸泡12h后在100℃温度下，
控制搅拌转速为60r/min进行反应30h；
[0061] 反应结束后，
倒出产物，用乙醇等溶剂进行洗涤，
之后放入烘箱进行干燥，
得到氨
基树脂。
[0062] 最后将制得的氨基树脂球0 .06g加入到卷烟中的滤棒与烟丝段之间，
制备成试样
烟。
[0063] 将试样烟采用CeruleanSM450型吸烟机按照ISO3308模式进行卷烟抽吸实验，
测定
计算主流烟气中HCN和巴豆醛的释放量。采用同规格的市售卷烟作为对照卷烟，
结果见表1。
[0064] 实施例5
[0065] 氨基树脂的制备方法，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66] 将1g脱乙酰度为85％的壳聚糖溶于100mL的蒸馏水中，
溶胀1h之后使其溶解，
然后
用质量百分比浓度为5％的盐酸水溶液缓慢调节pH到4，
再连续搅拌3h，
即得壳聚糖水溶液；
[0067] 称取5g粒径为200μm、
数均分子量为26万的PMMA树脂球加入到干燥的四口烧瓶中，
放入磁力转子，
将四口烧瓶装到油浴锅中，
插上冷凝管；
[0068] 再向其中加入40mL的壳聚糖水溶液以及0 .5gNaOH，
塞上瓶子进行浸泡；
[0069] 浸泡12h后在90℃温度下，
控制搅拌转速为80r/min进行反应48h；
[0070] 反应结束后，
倒出产物，用乙醇等溶剂进行洗涤，
之后放入烘箱进行干燥，
得到氨
基树脂。
[0071] 最后将制得的氨基树脂球O .09g加入到卷烟中的滤棒与烟丝段之间，
制备成试样
烟。
[0072] 将试样烟采用CeruleanSM450型吸烟机按照ISO3308模式进行卷烟抽吸实验，
测定
计算主流烟气中HCN和巴豆醛的释放量。采用同规格的市售卷烟作为对照卷烟，
结果见表1。
[0073] 表1实施例1～5制备的卷烟滤嘴对卷烟烟气中HCN和巴豆醛吸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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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0075]

由表1中的数据可以得出，
采用含有氨基树脂球制备的卷烟滤棒对于卷烟主流烟
气中的HCN和巴豆醛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HCN的释放量相比对照卷烟最多可降低48 .4μg/
cig，
降低了39 .8％；
巴豆醛的释放量相比对照卷烟最多可降低8 .26μg/cig，
降低了5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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