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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制

备自然赋香型卷烟的方法，该方法将烟草原料及

天然植物香料分别粉碎成粉末后，与致孔剂、助

燃剂、粘合剂及保润剂混合造粒，干燥，得到再造

烟草/香料复合颗粒；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采

用烟草颗粒圆棒成型装置制备烟草颗粒圆棒；将

烟草颗粒圆棒采用卷烟纸包裹，切割成型后，与

滤棒复合，即得高度质均化、稳定性好，燃烧性能

好，且具自然赋香的异型卷烟；该卷烟抽吸顺畅、

香味清新优雅，能给抽吸者更好的感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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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制备自然赋香型卷烟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将烟草原料及天然植物香料分别粉碎成粒度为100~150目的粉末后，与致孔剂、助燃

剂、粘合剂及保润剂混合造粒，干燥，得到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

所述的致孔剂包括碳酸氢钠、尿素、碳酸氢铵、泡打粉、酒石酸氢钾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的助燃剂包括柠檬酸钾、柠檬酸钠、乙酸钠、酒石酸钠中的至少一种；

2）所述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采用烟草颗粒圆棒成型装置制备烟草颗粒圆棒；所述

的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粒径为20~60目，水分质量百分比含量为8~12%；所述的烟草颗粒

圆棒的密度为0.3~1  g/mL；

所述烟草颗粒圆棒成型装置包括加料器、挤压器和模具；所述挤压器设置在所述模具

一端，所述加料器设置在所述挤压器上；

所述模具包括一个圆柱形内腔；

所述模具外围在靠近所述挤压器一端设有加热器，另一端设有冷却器；

在所述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表面添加热溶胶，表面添加了热熔胶的再造烟草/香料

复合颗粒通过加料器连续加料进入挤压器，在挤压器挤压作用下，从模具的圆柱形内腔一

端压入，依次经过加热干燥、冷却，从模具的圆柱形内腔另一端连续挤出，得到烟草颗粒圆

棒；

3）将烟草颗粒圆棒采用卷烟纸包裹，切割成型后，与滤棒复合，即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制备自然赋香型卷烟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烟草原料及天然植物香料的粉碎过程在40~60℃低温下进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制备自然赋香型卷烟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烟草原料包括烟叶和/或烟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制备自然赋香型卷烟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天然植物香料包括丁香、藿香、高良姜、茴香、薄荷、白芷、豆蔻中的至少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制备自然赋香型卷烟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烟草原料粉末和天然植物香料粉末总质量与致孔剂、助燃剂、粘合剂及保润剂的质量

比为100：（0.5~10）：（0.1~5）：（1~15）：（0.1~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制备自然赋香型卷烟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烟草原料粉末和天然植物香料粉末总质量与致孔剂、助燃剂、粘合剂及保润剂的质量

比为100：（1~5）：（0.5~2）：（5~12）：（0.2~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制备自然赋香型卷烟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烟草原料粉末与天然植物香料粉末的质量比为100：（0.01~10）。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制备自然赋香型卷烟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烟草原料粉末与天然植物香料粉末的质量比为100：（0.05~5）。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制备自然赋香型卷烟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粘合剂包括烟用白乳胶溶液、改性淀粉溶液、环糊精溶液、羧丙基纤维素溶液

中的至少一种。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制备自然赋香型卷烟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保润剂包括蜂蜜、木糖醇、甘油、丙二醇中的至少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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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制备自然赋香型卷烟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热熔胶包括聚乙烯、微晶蜡、乙酸乙烯酯、聚烃烯、聚异丁烯、乙烯-醋酸乙烯

共聚物、聚合松香中的至少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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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制备自然增香型卷烟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新型卷烟的制备方法，特别涉及一种先制备再造烟草/香料复合

颗粒，再通过挤压成型制备自然增香型卷烟的方法，属于卷烟生产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烟草行业生产卷烟的通用方式是烟叶切丝、卷烟纸包裹成型、接装卷烟滤棒

制备而成。该生产技术成熟、生产速度快，是国内外常规卷烟生产的通用方法。

[0003] 由于每种成品卷烟的烟丝一般均由数十种不同规格得烟叶切丝、掺兑混合而成，

且烟丝长短、形状不一，具有一定卷曲度，使得掺兑混合工艺无法满足均匀混合的要求。因

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成品烟中每支烟的烟丝配方均是不一致的，这样烟支的品质稳定性就难

以得到满足，无法保证产品的均质化，这是困扰烟草行业的一大难题。

[0004] 烟丝由卷烟纸无序包裹制备的卷烟，由于烟丝质量的不一致切割后难以避免的存

在烟支掉丝现象，烟支的圆度较差、硬度也较低，这给消费者带来不好的体验感受。

[0005] 熏香在古代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活动，它是将天然植物香料焚烧使其中蕴含的天然

植物精油挥发以散发出怡人清香，具有美容保健、舒缓神经、净化空气、消除异味之功效。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中卷烟产品存在质量不稳定，且需要施加大量香精香料的缺陷，本

发明的目的是在于提供一种高度均质化、稳定性好、燃烧性能好，且具有自然赋香功能的卷

烟的制备方法，克服了现有卷烟品质不稳定，依靠大量香精香料增香，且存在切口掉丝及空

头现象的缺陷。

[0007] 为了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制备自然赋

香型卷烟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将烟草原料及天然植物香料分别粉碎成粉末后，与致孔剂、助燃剂、粘合剂及保

润剂混合造粒，干燥，得到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

[0009] 2)所述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采用烟草颗粒圆棒成型装置制备烟草颗粒圆棒；

[0010] 所述烟草颗粒圆棒成型装置包括加料器、挤压器和模具；所述挤压器设置在所述

模具一端，所述加料器设置在所述挤压器上；

[0011] 所述模具包括一个圆柱形内腔；

[0012] 所述模具外围在靠近所述挤压器一端设有加热器，另一端设有冷却器；

[0013] 在所述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表面添加热溶胶，表面添加了热熔胶的再造烟草/

香料复合颗粒通过加料器连续加料进入挤压器，在挤压器挤压作用下，从模具的圆柱形内

腔一端压入，依次经过加热干燥、冷却，从模具的圆柱形内腔另一端连续挤出，得到烟草颗

粒圆棒；

[0014] 3)将烟草颗粒圆棒采用卷烟纸包裹，切割成型后，与滤棒复合，即得。

[0015] 针对现有的卷烟制备过程，存在烟丝长短、形状不一，且具有一定卷曲度，常规的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07536096 B

4



掺兑混合工艺难以使烟丝均匀混合的缺陷，得到的卷烟品质稳定性差，无法保证产品的均

质化。此外，现有的卷烟通常需要外部添加香精香料来实现增香，这些香精香料成本高，易

挥发损失，且增加工艺流程。本发明的技术方案，首先将烟草材料及天然植物香料通过粉碎

造粒制成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再通过模具挤压成型，获得烟草颗粒圆棒，进一步与滤

嘴复合制成卷烟。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中烟草材料及天然植物香料以粉末形式混合，且

辅料以溶液形式与烟草材料复合，具有更好的均一性，保证了卷烟的高度均质化和稳定性，

避免了切口掉丝及空头等情况的出现。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通过特别的成型装置制成烟草

颗粒圆棒，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通过堆积方式构成烟草圆棒，烟草颗粒之间保留了一定

的气体流动通道，能够改善卷烟燃烧性能、有效降低卷烟吸阻，抽吸协调性好、顺畅。本发明

的卷烟通过天然植物香料燃烧过程中挥发天然植物精油，散发出怡人清香，改善卷烟感官

品质，舒缓神经、净化空气、消除异味之功效。

[0016] 优选的方案，烟草原料及天然植物香料均粉碎成粒度为80～200目的粉末；较优选

为100～150目的粉末。烟草材料粉碎至适当粒度能使其更加均匀混合，是获得高度均质化

的前提条件。

[0017] 优选的方案，烟草原料及天然植物香料的粉碎过程在40～60℃低温下进行。在适

当的温度下能保证烟草材料及天然植物香料的香气成分得以最大程度的保留，使得制品的

抽吸品质得到保障。

[0018] 优选的方案，烟草原料包括烟叶和/或烟梗。普通的烟草和烟梗均适合用于制备均

质化卷烟，适用性广。

[0019] 优选的方案，天然植物香料包括丁香、藿香、高良姜、茴香、薄荷、白芷、豆蔻中的至

少一种。采用的天然植物香料在燃烧过程中能挥发天然植物精油，怡人清香，具有净化空

气、消除异味之功效。

[0020] 优选的方案，烟草原料粉末和天然植物香料粉末总质量与致孔剂、助燃剂、粘合剂

及保润剂的质量比为100：(0.5～10)：(0.1～5)：(1～15)：(0.1～5)。较优选为100：(1～5)：

(0.5～2)：(5～12)：(0.2～2)。

[0021] 较优选的方案，烟草原料粉末与天然植物香料粉末的质量比为100：(0.01～10)；

较优选为100：(0.05～5)。

[0022] 较优选的方案，致孔剂包括碳酸氢钠、尿素、碳酸氢铵、泡打粉、酒石酸氢钾中的至

少一种。采用的致孔剂在卷烟燃烧过程中使烟草材料微孔增加，可以使得卷烟抽吸过程更

加顺畅，同时可以改善卷烟的燃烧性能。

[0023] 较优选的方案，助燃剂包括柠檬酸钾、柠檬酸钠、乙酸钠、酒石酸钠中的至少一种。

采用合适的助燃剂能改善卷烟的燃烧性能。

[0024] 较优选的方案，粘合剂包括烟用白乳胶溶液、改性淀粉溶液、环糊精溶液、羧丙基

纤维素溶液中的至少一种，粘合剂固含量为5～50％。采用的粘合剂主要用于烟草粉末与天

然植物香料与其它辅料之间的粘结，有利于获得颗粒大小均匀，组分均一的复合植物颗粒

材料。

[0025] 较优选的方案，保润剂包括蜂蜜、木糖醇、甘油、丙二醇中的至少一种。采用合适的

保润剂能提高烟草的保湿质量和抽吸口感。

[0026] 较优选的方案，热熔胶包括聚乙烯、微晶蜡、乙酸乙烯酯、聚烃烯、聚异丁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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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酸乙烯共聚物、聚合松香中的至少一种。利用其在较高温度下融化，而在较低温下固化的

特点，可以用于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的粘结，这类粘结剂均适应于烟草颗粒的粘结、固

化成型制备烟草圆棒。

[0027] 较优选的方案，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粒径为10～80目，水分质量百分比含量为

8～12％。烟草颗粒粒径大小维持在10～80目范围内，能确保模具挤压成型后，再造烟草颗

粒之间能保留较好的气体通道，使卷烟燃烧性能得到改善，且能保持卷烟较低的吸阻。水分

含量保持在常规卷烟烟丝的水分含量范围，使卷烟抽吸过程中保持较好的口感。

[0028] 进一步优选的方案，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粒径为20～60目。

[0029] 较优选的方案，烟草颗粒圆棒的密度为0.1～2g/mL；较优选为0.3～1g/mL。烟草圆

棒的密度越小，蓬松化程度大，卷烟吸阻越小，但是烟草圆棒成棒时所需要使用的粘合剂量

越大，会对制成卷烟的吸味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保持烟草圆棒在适当的密度范围内，有利于

获得优异的综合性能。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带来的技术效果：

[0031] 1)本发明制备的卷烟均质化程度极佳，稳定性好。卷烟中的烟草材料及天然植物

香料通过粉末形式充分混合均匀，且各种添加剂辅料以溶液或粉末形式与烟草材料混合，

能达到最佳的均质化的效果，从根本上解决现有卷烟产品品质稳定性差的问题，且解决了

现有卷烟容易出现切口掉丝及空头现象。

[0032] 2)本发明先制备粒径均匀的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再进一步由再造烟草/香料

复合颗粒在粘合剂作用下堆积构成烟草颗粒圆棒。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之间保留了较

好的气体通道，同时添加了造孔剂和助燃剂等，有利于改善卷烟的燃烧性能，以及降低卷烟

的吸阻。

[0033] 3)本发明制备的卷烟烟草颗粒圆棒由粒径均匀的再造烟草/香料复合颗粒在粘合

剂的作用下通过模具挤压成型，其相对普通的卷烟具有更好的硬度，且吸阻与普通卷烟接

近，抽吸协调性好，顺畅；此外，卷烟持灰能力强，稳定性好。

[0034] 4)本发明的卷烟生产设备简单，制备方法简单，价格低廉，烟草原料能得到最大程

度的利用。

[0035] 5)本发明的卷烟无需添加大量昂贵的烟草香精香料，使用的天然香料植物燃烧时

能提供令人愉悦的特殊香气，同时缓解二手烟吸食者的不适感。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烟草颗粒圆棒成型装置简图；

[0037] 【图2】为模具内腔截面图；

[0038] 其中，1为加料器，2为挤压器，3为加热器，4为圆柱形内腔，5为冷却器，6为模具。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以下实施例旨在说明本发明内容，而不是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进一步限定。

[0040] 本发明的烟草颗粒圆棒成型装置如图1所示。烟草颗粒圆棒成型装置包括加料器

1、挤压器2和模具3。所述挤压器2设置在所述模具3一端，所述加料器1设置在挤压器2上。所

述模具3包括一个圆柱形内腔4；所述模具3外围在靠近所述挤压器2一端设有加热器3，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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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设有冷却器5。

[0041] 实施例1

[0042] 1)将烟草原料如烟叶、烟梗在40℃下粉碎为100-120目的烟草粉末；2)将丁香干花

在40℃下粉碎为100-120目的丁香粉；3)将上述烟草粉末与丁香粉按质量份100份和0.5份

混合均匀，所得混合粉料备用；4)将上述混合粉料与碳酸氢钠、柠檬酸钾、10％烟用白乳胶

溶液、丙二醇等按照质量份100份、1份、0.5份、5份和0.2份一步造粒干燥得烟草颗粒，风选

去除小于60目的颗粒；5)将聚乙烯热熔胶喷洒在上述风选合格的烟草颗粒表面，保温条件

下使用连续加料装置将其从直径7.5mm的圆柱形模具一端压入，固化、迅速冷却后从另一端

挤出得密度为0.3g/mL的烟草颗粒圆棒；6)烟草圆棒挤出后采用卷烟纸包裹，切割为59mm长

度，通过接装纸与卷烟滤棒接制为需要的自然赋香的新型卷烟。

[0043] 实施例2

[0044] 1)将烟草原料如烟叶、烟梗在40℃下粉碎为100-120目的烟草粉末；2)将丁香与豆

蔻按质量份1份和5份在40℃下粉碎为100-120目的混合香料粉末；3)将上述烟草粉末与混

合香料粉末按质量份100份和1.5份混合均匀，所得混合粉料备用；4)将上述混合粉料与碳

酸氢铵、柠檬酸钾、20％改性羧丙基纤维素水溶液、甘油等按照质量份100份、1.5份、0.8份、

10份和0.5份一步造粒干燥得烟草颗粒，风选去除小于60目的颗粒；5)将乙烯-醋酸乙烯共

聚物热熔胶喷洒在上述风选合格的烟草颗粒表面，保温条件下使用连续加料装置将其从直

径7.5mm的圆柱形模具一端压入，固化、迅速冷却后从另一端挤出得密度为0.5g/mL的烟草

颗粒圆棒；6)烟草圆棒挤出后采用卷烟纸包裹，切割为59mm长度，通过接装纸与卷烟滤棒接

制为需要的自然赋香的新型卷烟。

[0045] 实施例3

[0046] 1)将烟草原料如烟叶、烟梗在40℃下粉碎为100-120目的烟草粉末；2)将薄荷与白

芷按质量份4份和1份，在40℃下粉碎为100-120目的混合香料粉末；3)将上述烟草粉末与混

合香料粉末按质量份100份和4份混合均匀，所得混合粉料备用；4)将上述混合粉料与酒石

酸氢钾、柠檬酸钾、30％改性淀粉水溶液、甘油等按照质量份100份、3份、1份、12份和1.0份

一步造粒干燥得烟草颗粒，风选去除小于60目的颗粒；5)将聚合松香热熔胶喷洒在上述风

选合格的烟草颗粒表面，保温条件下使用连续加料装置将其从直径7.5mm的圆柱形模具一

端压入，固化、迅速冷却后从另一端挤出得密度为1.0g/mL的烟草颗粒圆棒；6)烟草圆棒挤

出后采用卷烟纸包裹，切割为59mm长度，通过接装纸与卷烟滤棒接制为需要的自然赋香的

新型卷烟。

[0047] 样烟评估：

[0048] 对实施例1-3制成的新型卷烟与采用相同烟叶制成的常规卷烟进行了检测和评

估，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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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0050] 从以上评估结果可见，本发明制备的自然增香卷烟制品抽吸品质与常规卷烟相

当，烟支圆度、硬度、切口外观及燃烧包灰性能则有较大提高。本发明卷烟抽吸时能感觉到

明显的天然植物焚香，同时侧流烟气中也含有舒适优雅的特殊香气，能缓解常规卷烟侧流

烟气带来的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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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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