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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烟草行业产品的易损的胶囊，所述胶囊具有芯部-外壳结构，所述芯部包括

结晶抑制剂和基于所述芯部的总重量的至少大约35％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胶囊，其中，所述结晶抑制剂包括选自包括以下香味剂的组的

一种或多种化合物：例如来自任何种类的薄荷属植物的薄荷油、胡椒油、香草醛、桉树脑、柠

檬烯、C4-C16内酯、并非甘油三酯的C2-C14酯、C6-C20醛、C7-C20酮和C6-C20醇。

3.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胶囊，其中，所述胶囊包含基于所述芯部的总重

量的至少大约5％重量百分比的结晶抑制剂。

4.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胶囊，其中，所述芯部还包括溶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胶囊，其中，所述溶剂的亲水亲油平衡值(HLB)是从大约9到大

约13，适当地从大约10到大约12。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胶囊，其中，所述溶剂包括短链和/或中链脂肪和/或油。

7.根据任一前述权利要求所述的胶囊，其中，所述胶囊包含至少大约38％重量百分比

的薄荷醇。

8.根据任一前述权利要求所述的胶囊，其中，所述胶囊包含至少大约4mg的薄荷醇。

9.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胶囊，其中，所述胶囊包含基于所述芯部的总重

量的不大于大约25％重量百分比的结晶抑制剂。

10.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胶囊，其中，所述胶囊是基本上球形的并具有大

约0.4mm和大约10.0mm之间的直径。

11.一种用于抽吸制品或气溶胶产生装置的滤嘴，所述滤嘴包括位于滤嘴塞内的根据

权利要求1至10中任一项所述的胶囊。

12.一种用于气溶胶产生装置的消耗品，所述消耗品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至10中任一项

所述的胶囊或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滤嘴。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消耗品，进一步包括气溶胶产生剂、香味剂和烟草材料中的

一种或多种。

14.一种烟草行业产品，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至10中任一项所述的胶囊、根据权利要求

11所述的滤嘴，或者根据权利要求12或13所述的消耗品。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烟草行业产品，其中，所述烟草行业产品是气溶胶产生装

置。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烟草行业产品，其中，所述气溶胶产生装置是在使用中通过

加热但是不燃烧烟草材料来产生可吸入气溶胶的烟草加热产品。

17.添加剂的使用方法，将所述添加剂用作包括薄荷醇的组合物中的结晶抑制剂。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使用方法，其中，所述添加剂包括选自包括以下香味剂的组

的一种或多种化合物：例如来自任何种类的薄荷属植物的薄荷油、胡椒油、香草醛、桉树脑、

柠檬烯、C4-C16内酯、并非甘油三酯的C2-C14酯、C6-C20醛、C7-C20酮和C6-C20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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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烟草行业产品的胶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烟草行业产品的胶囊。本发明还涉及制造和使用这种胶囊的

方法。本发明还涉及烟草行业产品。

背景技术

[0002] 诸如香烟、雪茄等的物品在使用过程中燃烧烟草以产生烟草烟雾。已经尝试对这

些类型的物品提供替代物，所述替代物不燃烧基底材料而产生可吸入气溶胶。该材料可以

是例如烟草或其他非烟草产品或组合物，例如混合料，其可以包含尼古丁或者可以不包含

尼古丁。

[0003] 这种气溶胶产生产品的实例是所谓的热不燃烧产品，也叫做烟草加热产品或烟草

加热装置，其通过加热但是不燃烧固体基底材料以形成可吸入气溶胶来释放化合物。这种

气溶胶产生产品的另一实例是所谓的电子烟装置，其通常使液体基底蒸发以形成可吸入气

溶胶，该液体基底可以包含尼古丁或者可以不包含尼古丁。混合装置也是已知的，其使液体

基底蒸发并使固体基底材料的一种或多种成分蒸发以形成可吸入气溶胶。

[0004] 口服烟草组合物是其他烟草行业产品。烟草通常包含在放在用户的口中的烟草袋

中。

发明内容

[0005] 最一般地，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烟草行业产品的胶囊，该胶囊包含结晶抑制剂和

薄荷醇。适当地，烟草行业产品是抽吸制品或不可燃气溶胶产生装置。

[0006]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用于烟草行业产品的易损的胶囊，该胶囊具有

芯部-外壳结构，并且其中，芯部成分包括结晶抑制剂和基于芯部的总重量的至少大约35％

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烟草行业产品是抽吸制品或不可燃气溶胶产生装置。

[0007] 薄荷醇在烟草行业产品中用作香味剂，改进可吸入气溶胶的味道和香味。将薄荷

醇封装以防止液体在储存中的迁移。

[0008] 发明人已经确定，希望在胶囊内包含高浓度的薄荷醇，特别是当胶囊与抽吸制品

或气溶胶产生装置一起使用时。于是，这允许在提供相同的薄荷醇负载的同时将更小的胶

囊包含在装置内。小的胶囊是期望的，因为其更容易在气溶胶产生装置的滤嘴或消耗品内

提供，特别是在滤嘴或消耗品很薄的地方。然而，薄荷醇在胶囊制造过程中容易结晶，特别

是当在环境条件下(即，大约20℃和在大气压力下)以高浓度装载时。在高薄荷醇浓度下，结

晶也可能在胶囊内发生。

[0009] 发明人现在已经发现，在芯部成分中包含结晶抑制剂允许薄荷醇以更高的浓度封

装。

[0010] 将所封装的薄荷醇封装在阻隔材料中，在一些情况中，阻隔材料不仅在烟草行业

产品的储存过程中阻碍薄荷醇的迁移，而且在使用过程中提供薄荷醇的受控释放。在烟草

行业产品的使用前或使用过程中，可使胶囊破裂以释放薄荷醇。

说　明　书 1/8 页

3

CN 109152408 A

3



[0011] 阻隔材料(在这里也叫做封装材料)是易损的或易破的。用户将胶囊压碎或以其他

方式破碎或破裂以释放所封装的薄荷醇。通常，使胶囊在加热开始之前立即破碎，但是用户

可选择何时释放薄荷醇香味(即，其可在加热开始之后被压碎)。阻隔材料在芯部成分周围

产生外壳，芯部包括薄荷醇和该一种或多种结晶抑制剂。术语“易损的胶囊”指的是这样一

种胶囊，其中，可通过压力而使外壳破碎以释放芯部；更具体地，当用户希望释放胶囊的芯

部时，外壳可在由用户的手指(或任何其他压力产生装置)施加的压力下破裂。

[0012] 这里描述的胶囊中的芯部成分包括至少大约35％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基于芯部

的总重量)，适当地至少大约38％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40％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42％重

量百分比的薄荷醇、44％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46％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或50％重量百分

比的薄荷醇。这里描述的胶囊中的芯部成分包括小于或等于大约70％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

(基于芯部的总重量)，适当地小于或等于大约65％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小于或等于大约

60％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小于或等于大约58％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小于或等于大约

56％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或者小于或等于大约55％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说明性地，胶囊

可包括35％到65％重量百分比范围内的量的薄荷醇(基于芯部的总重量)，大约38％到65％

重量百分比或者大约40％到60％重量百分比。

[0013] 这里描述的胶囊可包括至少大约4.0mg的薄荷醇，适当地至少大约4.5mg薄荷醇、

5.0mg薄荷醇、5.5mg薄荷醇、6.0mg薄荷醇、6.5g薄荷醇或者7mg薄荷醇。

[0014] 这里描述的胶囊中的芯部成分可包括至少大约5％重量百分比的结晶抑制剂(基

于芯部的总重量)，适当地至少大约10％重量百分比的结晶抑制剂、12％重量百分比的结晶

抑制剂，或者15％重量百分比的结晶抑制剂。胶囊可包括不大于大约30％重量百分比的结

晶抑制剂(基于芯部的总重量)，适当地不大于大约25％重量百分比的结晶抑制剂、22％重

量百分比的结晶抑制剂，或者20％重量百分比的结晶抑制剂。说明性地，胶囊可包括5％到

30％重量百分比范围内的量的结晶抑制剂(基于芯部的总重量)，大约10％到25％重量百分

比或者大约15％到20％重量百分比。

[0015] 胶囊中的薄荷醇与结晶抑制剂的重量比可以是至少大约1.5:1、2:1，或2.5:1。胶

囊中的薄荷醇与结晶抑制剂的重量比可以小于大约4:1、3.5:1，或3:1。

[0016] 发明人已经发现，如果结晶抑制剂的浓度过低，那么薄荷醇在胶囊的制造过程中

的结晶仍是一个问题。如果结晶抑制剂的浓度过高，那么薄荷醇的风味感觉会受损。

[0017] 芯部成分还可包括溶剂。可使用任何合适的溶剂。溶剂可包括甘油三酯。该酯可以

是癸酸和/或辛酸的酯。在存在时，溶剂与结晶抑制剂不同。

[0018] 这里描述的胶囊可以是基本上球形的，并具有至少大约0.4mm、0 .6mm、0 .8mm、

1.0mm、2.0mm、2.5mm、2.8mm或3.0mm的直径。胶囊的直径可小于大约10.0mm、8.0mm、7.0mm、

6.0mm、5.5mm、5.0mm、4.5mm、4.0mm、3.5mm或3.2mm。说明性地，胶囊直径可以在大约0.4mm到

大约10.0mm的范围内，大约0.8mm到大约6.0mm，大约2.5mm到大约5.5mm，或者大约2.8mm到

大约3.2mm。在一些情况中，胶囊可具有大约3.0mm的直径。这些尺寸特别适合于将胶囊包含

在诸如抽吸制品或气溶胶产生装置的烟草行业产品中。

[0019] 在一些情况中，胶囊可小于大约3.2mm，并且芯部成分可包括至少大约45％重量百

分比、50％重量百分比或55％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

[0020] 这里描述的胶囊的总重量可以在大约1mg到大约100mg的范围内，适当地大约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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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约60mg，大约10mg到大约50mg，大约15mg到大约40mg，或者大约15mg到大约30mg。

[0021] 芯部配方的总重量可以在大约2mg到大约90mg的范围内，适当地大约3mg到大约

70mg，大约5mg到大约25mg，大约8mg到大约20mg，或者大约10mg到大约15mg。

[0022] 根据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用于抽吸制品或气溶胶产生装置的滤嘴，该滤

嘴在滤嘴塞内包括根据第一方面的胶囊。

[0023] 在一些情况中，本发明可提供滤嘴前体，例如滤棒，其包括多个滤嘴塞，每个滤嘴

塞包括根据第一方面的胶囊。

[0024] 根据本发明的第三方面，提供一种用于气溶胶产生装置的消耗品，该消耗品包括

根据第一方面的胶囊。在一些情况中，消耗品可包括根据第二方面的滤嘴。

[0025] 消耗品可另外包括气溶胶产生剂、香味剂(除了所封装的薄荷醇以外)和烟草材料

中的一种或多种。

[0026] 根据本发明的第四方面，提供一种包括根据第一方面的胶囊的烟草行业产品。在

一些情况中，烟草行业产品是一种包括根据第一方面的胶囊或根据第二方面的滤嘴的抽吸

制品。在一些情况中，烟草行业产品是一种气溶胶产生装置，气溶胶产生装置包括根据第一

方面的胶囊、根据第二方面的滤嘴或根据第三方面的消耗品。

[0027]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使用添加剂作为包括薄荷醇的组合物中的结晶抑制

剂。特别地，提供使用添加剂作为包括薄荷醇的组合物中的结晶抑制剂，作为包括含薄荷醇

组合物的胶囊中的结晶抑制剂。更特别地，在封装含薄荷醇组合物的胶囊的制造过程中，提

供使用添加剂作为包括薄荷醇的组合物中的结晶抑制剂。

[0028]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制造这里描述的胶囊的方法。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制造这里描述

的滤嘴和这里描述的消耗品的方法。本发明还提供在烟草行业产品(适当地是抽吸制品或

气溶胶产生装置)中使用这里描述的胶囊或这里描述的消耗品。

[0029] 从参考附图仅通过实例给出的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的以下描述中，本发明的进一

步特征和优点将变得显而易见。

附图说明

[0030] 图1示出了用于与气溶胶产生装置一起使用的消耗品。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如这里使用的术语“烟草行业产品”包括口服烟草、抽吸制品和气溶胶产生装置。

术语“抽吸制品”指的是诸如电子烟、雪茄和雪茄烟的可燃性吸烟产品。术语“气溶胶产生装

置”指的是诸如烟草加热产品、电子烟和混合产品的不可燃气溶胶产生装置。

[0032] 这里描述的胶囊中的芯部成分包括至少大约35％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基于芯部

的总重量)，适当地至少大约38％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40％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42％重

量百分比的薄荷醇、44％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46％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或50％重量百分

比的薄荷醇。这里描述的胶囊中的芯部成分包括小于或等于大约70％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

(基于芯部的总重量)，适当地小于或等于大约65％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小于或等于大约

60％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小于或等于大约58％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小于或等于大约

56％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或者小于或等于大约55％重量百分比的薄荷醇。说明性地，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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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包括35％到65％重量百分比范围内的量的薄荷醇(基于芯部的总重量)，大约38％到65％

重量百分比或者大约40％到60％重量百分比。

[0033] 这里描述的胶囊可包括至少大约4.0mg的薄荷醇，适当地至少大约4.5mg薄荷醇、

5.0mg薄荷醇、5.5mg薄荷醇、6.0mg薄荷醇、6.5g薄荷醇或者7mg薄荷醇。

[0034] 如这里使用的，术语“结晶抑制剂”指的是任何减小薄荷醇在环境条件下结晶的趋

势的化合物。在一些情况中，此减小可意味着完成结晶的抑制。结晶抑制剂优选地适合于吸

入。结晶抑制剂适当地是混合到所封装的液体薄荷醇中的液体，或者溶解在所封装的薄荷

醇溶液内的固体。在一些实施例中，结晶抑制剂可包括一种或多种香味剂。

[0035] 在一些实施例中，结晶抑制剂包括薄荷香味剂，适当地是来自任何种类的薄荷属

植物的薄荷油。

[0036] 在一些情况中，结晶抑制剂可包括一种或多种选自包括香味剂的组的化合物。在

一个实施例中，结晶抑制剂增加对用户的香味刺激。

[0037] 在一些情况中，结晶抑制剂可包括一种或多种选自包括来自任何种类的薄荷属植

物的薄荷油的组的化合物，例如薄荷油和留兰香油、胡椒油、香草醛、桉树脑、柠檬烯、C4-C16

内酯、C2-C14酯(但不是甘油三酯)、C6-C20醛、C7-C20酮和C6-C20醇。薄荷味结晶抑制剂是优选

的，因为其对用户增加薄荷味感觉和冷却效果。在一个实施例中，结晶抑制剂包括薄荷油和

留兰香油。

[0038] 结晶抑制剂与溶剂不同。

[0039] 芯部还可包括溶解薄荷醇的溶剂。可使用任何合适的溶剂。

[0040] 适当地，溶剂可包括短链或中链脂肪和油。例如，溶剂可包括甘油三酯，例如C2-C12

甘油三酯，适当地是C6-C10甘油三酯或C8-C12甘油三酯。例如，溶剂可包括中链甘油三酯

(MCT-C8-C12)，其可来源于棕榈油和/或椰子油。

[0041] 酯可由辛酸和/或癸酸形成。例如，溶剂可包括中链甘油三酯，其是辛酸甘油三酯

和/或癸酸三甘油酯。例如，溶剂可包括在CAS记录中用数字73398-61-5、65381-09-1、

85409-09-2标识的化合物。这种中链甘油三酯无臭且无味。

[0042] 溶剂的亲水亲油平衡(HLB)可以在9到13的范围内，适当地是10到12。

[0043] 将所封装的薄荷醇封装在阻隔材料中，在一些情况中，阻隔材料不仅在烟草行业

产品的储存过程中阻碍迁移，而且在使用过程中提供薄荷醇的受控释放。

[0044] 阻隔材料(在这里也叫做封装材料)是易损的或易破的。用户将胶囊压碎或以其他

方式破碎或破裂以释放所封装的薄荷醇。通常，使胶囊在加热开始之前立即破碎，但是用户

可选择何时释放薄荷醇香味。阻隔材料在液体芯部周围产生外壳，液体芯部包括薄荷醇和

该一种或多种结晶抑制剂。术语“易损的胶囊”指的是这样一种胶囊，其中，可通过压力而使

外壳破碎以释放芯部；更具体地，当用户希望释放胶囊的芯部时，外壳可在由用户的手指施

加的压力下破裂。

[0045] 在一些情况中，阻隔材料是耐热的。也就是说，在一些情况中，在烟草行业产品(通

常是抽吸制品或气溶胶产生装置)的操作过程中，阻隔材料将不会在胶囊位置达到的温度

下破裂、熔化或以其他方式失效。说明性地，位于滤嘴中的胶囊可暴露于例如30℃到100℃

的范围内的温度，并且阻隔材料可继续将液体芯部保持到至少大约50℃到120℃。

[0046] 这里描述的胶囊的总重量可以在大约2mg到大约60mg的范围内，适当地大约5mg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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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40mg，大约7mg到大约30mg，或者大约10mg到大约20mg。根据本发明的胶囊包括如前所

述的芯部，和外壳。胶囊可具有从大约4.5N到大约40N的抗压强度，适当地是大约25N。

[0047] 芯部配方的总重量可以在大约2mg到大约30mg的范围内，适当地大约5mg到大约

25mg，大约8mg到大约20mg，或者大约10mg到大约15mg。

[0048] 阻隔材料可包括胶凝剂、膨胀剂、缓冲剂、着色剂和增塑剂中的一种或多种。

[0049] 适当地，胶凝剂可以是，例如，多糖或纤维素胶凝剂、明胶、胶、凝胶、蜡或其混合

物。合适的多糖包括藻酸盐、右旋糖苷、麦芽糊精、环糊精和果胶。合适的藻酸盐包括，例如，

海藻酸盐、酯化海藻酸钠或海藻酸甘油酯。海藻酸盐包括海藻酸铵、海藻酸三乙醇胺，及I或

II族金属离子海藻酸盐，例如海藻酸钠、海藻酸钾、海藻酸钙和海藻酸镁。酯化海藻酸钠包

括海藻酸丙二醇酯和海藻酸甘油酯。在一个实施例中，阻隔材料是海藻酸钠和/或海藻酸

钙。合适的纤维素材料包括甲基纤维素、乙基纤维素、羟乙基纤维素、羟丙基纤维素、羧甲基

纤维素、醋酸纤维素和纤维素醚。胶凝剂可包括一种或多种改性淀粉。胶凝剂可包括角叉菜

胶。合适的胶包括琼脂、结兰胶、阿拉伯胶、普鲁兰胶、甘露胶、加蒂胶、黄芪胶、刺梧桐树胶、

刺槐豆、相思树胶、瓜尔胶、昆士树籽和黄原胶。合适的凝胶包括琼脂、琼脂糖、角叉菜胶、呋

喃丹和呋喃西兰。合适的蜡包括巴西棕榈蜡。在一些情况中，胶凝剂可包括角叉菜胶和/或

结兰胶；这些胶凝剂特别适合作为胶凝剂包合物，因为使产生的胶囊破碎所需的压力是特

别适合的。

[0050] 阻隔材料可包括一种或多种膨胀剂，例如淀粉、改性淀粉(例如氧化淀粉)和糖醇，

例如麦芽糖醇。

[0051] 阻隔材料可包括着色剂，着色剂使胶囊在制造过程中更容易在烟草行业产品内定

位。优选地在着色剂和颜料中选择该着色剂。

[0052] 阻隔材料可进一步包括至少一种缓冲剂，例如柠檬酸盐或磷酸盐化合物。

[0053] 阻隔材料可进一步包括至少一种增塑剂，其可以是甘油、山梨醇、麦芽糖醇、三醋

酸甘油、聚乙二醇、丙二醇或另一具有增塑特性的多元醇，以及可选地是单酸、二酸或三酸

类型中的一种酸，特别是柠檬酸、富马酸、苹果酸等。按重量计算，增塑剂的量的范围是外壳

的总干重的重量的1％到30％，优选地是2％到15％，甚至更优选地是从3％到10％。

[0054] 阻隔材料还可包括一种或多种填料材料。合适的填料材料包括淀粉衍生物，例如

糊精、麦芽糊精、环糊精(α、β或γ)，或者纤维素衍生物，例如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PMC)、羟

丙基纤维素(HPC)、甲基纤维素(MC)、羧甲基纤维素(CMC)、聚乙烯醇、多元醇或其混合物。糊

精是一种优选的填料。按重量计算，外壳中的填料的量最多是外壳的总干重的98.5％，优选

地从25％到95％，更优选地从40％到80％，甚至更优选地从50％到60％。

[0055] 胶囊外壳可另外包括疏水性外层，其降低胶囊对水分引起的降解的敏感性。疏水

性外层适当地选自以下组，该组包括蜡，特别是巴西棕榈蜡、烛光蜡或蜂蜡、石蜡、虫胶(在

醇或水溶液中)、乙基纤维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羟丙基纤维素、乳胶组合物、聚乙烯醇，或

者其组合。更优选地，该至少一种防潮剂是乙基纤维素，或乙基纤维素和虫胶的混合物。

[0056] 制造胶囊的方法包括共挤出，可选地随后是离心和固化和/或干燥。在WO  2007/

010407  A2中公开了进一步细节，其内容全部通过引用的方式结合于此。

[0057] 胶囊可位于用于抽吸制品或不可燃气溶胶产生装置的滤嘴塞内。滤嘴塞可包括纤

维素材料，例如醋酸纤维素、陶瓷材料、聚合物基体和/或活性炭。滤嘴塞可包括杆，该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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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及多个在第一端和第二端之间延伸的通孔。在一些情况中，杆可包括纤

维素材料、陶瓷材料、聚合物和/或活性炭。

[0058]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用于在气溶胶产生装置中使用的消耗品，该消耗品包括如这里

描述的胶囊。此消耗品可替代地叫做用于气溶胶产生装置的烟弹(cartridge)。消耗品可另

外包括气溶胶产生剂、香味剂(除了所封装的薄荷醇以外)和烟草材料中的一种或多种。消

耗品可另外包括滤嘴塞，其在使用中过滤掉可吸入气溶胶的部分元素。在一些情况中，胶囊

可位于滤嘴塞内。

[0059] 滤嘴塞可包括杆，该杆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及多个在第一端和第二端之间延伸

的通孔。在一些情况中，杆可包括诸如醋酸纤维素的纤维素材料、诸如结晶氧化物、氮化物

或碳化物材料的陶瓷材料、聚合物和/或活性炭。陶瓷材料的合适的实例包括碳化硅(SiC)、

氮化硅(Si3N4)、碳化钛和二氧化锆(氧化锆)。

[0060] 在一些情况中，消耗品仅包含一个如这里描述的胶囊。在其他情况中，消耗品包含

不止一个如这里描述的胶囊。在消耗品包括多个胶囊的地方，各个胶囊可全部提供在同一

位置，例如在滤嘴内，或者可通过消耗品分布。例如，在滤嘴中可能存在一个胶囊，另一个在

消耗品的烟草部分中。在消耗品包括多个胶囊的地方，各个胶囊可以彼此相同或者可以不

同。例如，可提供多个胶囊，使得用户可选择何时/是否打破胶囊，从而控制风味分布。

[0061] 在一些情况中，消耗品包括未封装薄荷醇。在一些情况中，这里描述的消耗品包括

至少大约7mg的薄荷醇，适当地至少大约8mg薄荷醇、10mg薄荷醇、12mg薄荷醇或者15mg薄荷

醇。这些全部包括封装的薄荷醇和未封装的薄荷醇。

[0062] 如图1所示，消耗品10的形状可以是基本上圆柱形的。其可包括朝着第一端2的烟

杆1和朝着第二端4的滤嘴塞3。第二端4是烟嘴端。烟杆包括烟草材料。胶囊5可设置在邻近

滤嘴塞3或位于滤嘴塞3内的消耗品10内。滤嘴塞可由醋酸纤维素形成。纸护套6将部件保持

在圆柱形构造，并在烟杆1和滤嘴塞3之间提供通道7。在滤嘴塞3和第二端4之间示出了另一

短通道。这在另选实施例中可省略。

[0063] 在另选实施例中，基本上圆柱形的消耗品可包括紧邻滤嘴塞的烟杆。可在滤嘴塞

与烟草的相对侧提供通道，或者可能没有通道。

[0064] 在一些实施例中，胶囊可设置在邻近烟杆或烟杆内的消耗品内。

[0065] 在使用中将消耗品至少部分地插入气溶胶产生装置，使得可将其加热以形成可吸

入气溶胶。消耗品可包括插入气溶胶产生装置的加热部分，和从气溶胶产生装置伸出的烟

嘴部分，通过烟嘴部分吸入气溶胶。烟嘴部分不直接由加热器加热。在一些情况中，胶囊可

设置于烟嘴部分中，可选地具有滤嘴塞。在一些情况中，胶囊可设置于加热部分中。

[0066] 在使用之后，移除并通常处理消耗品。气溶胶产生装置的随后使用会使用其他消

耗品。

[0067] 这里描述的胶囊适合于在诸如抽吸制品或不可燃气溶胶产生装置的烟草行业产

品中使用。

[0068] 在一些情况中，胶囊包含在抽吸制品中，适当地是香烟。香烟可包括保持在基本上

圆柱形的纸包装中的烟杆和滤嘴元件。在使用中，吸烟者点燃烟杆的一端并通过滤嘴吸入

烟雾。胶囊可位于滤嘴中，并由用户在点燃香烟之前或在点燃香烟之后很快打破以释放薄

荷醇香味。在其他情况中，胶囊可位于滤嘴边上，或位于烟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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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在一些情况中，气溶胶产生装置是所谓的电子烟装置。

[0070] 在一些实施例中，气溶胶产生装置是所谓的热不燃烧产品，也叫做烟草加热产品

或烟草加热装置，其通过加热但是不燃烧固体基底材料来释放化合物。胶囊构造为在这种

装置的操作温度下释放薄荷醇。

[0071] 在其他实施例中，气溶胶产生装置是混合电子烟和烟草加热产品装置。在这种装

置中，通过使液体基底和固体基底材料中的一种或多种成分蒸发，来产生可吸入气溶胶。

[0072] 在一些情况中，气溶胶产生装置包括如这里描述的消耗品或如这里描述的滤嘴。

在一些情况中，气溶胶产生装置包括如这里描述的胶囊。在一些情况中，气溶胶产生装置仅

包含一个如这里描述的胶囊或消耗品。

[0073] 在其他情况中，气溶胶产生装置包含不止一个如这里描述的胶囊。在消耗品包括

多个胶囊的地方，各个胶囊可以彼此相同或者可以不同。例如，可提供多个胶囊，使得用户

可选择何时/是否打破胶囊，从而控制风味分布。

[0074] 在包含这里描述的胶囊的气溶胶产生装置是烟草加热产品的实施例中，装置可另

外包含气溶胶产生剂、香味剂(除了所封装的薄荷醇以外)和烟草材料中的一种或多种。

[0075] 在一些情况中，气溶胶产生装置包括未封装薄荷醇。在一些情况中，这里描述的气

溶胶产生装置包括至少大约7mg的薄荷醇，适当地至少大约8mg薄荷醇、10mg薄荷醇、12mg薄

荷醇或者15mg薄荷醇。这些全部包括封装的薄荷醇和任何未封装的薄荷醇。

[0076] 烟草加热产品可包括基底室、加热器和冷却室中的一个或多个。可在基底室中提

供在使用过程中加热但不燃烧的基底材料，可选地包括胶囊。基底室在使用中由加热器加

热以使基底的成分蒸发。

[0077] 在一个实施例中，将加热器设置在基底室周围以形成在使用过程中加热基底的烤

箱式布置。

[0078] 冷却室在使用中不暴露于热量；该一种或多种蒸发的成分在冷却室中冷凝以形成

气溶胶。在一些实施例中，冷却室可以是图1所示的通道7。冷却室可以在气溶胶产生装置的

烟嘴部分中，并且烟嘴部分不暴露于加热器。在使用中将所产生的气溶胶通过烟嘴部分吸

入。在一些情况中，胶囊可包含在冷却室中，其中，由从加热基底形成的气溶胶中的余热蒸

发香味剂。在一些实施例中，还可在冷却室中设置滤嘴塞。

[0079] 在一些情况中，可在基底室中设置胶囊。胶囊可包含在基底室中，使得在使用中香

味剂内容物由加热器直接加热。

[0080] 如这里使用的，术语“气溶胶产生剂”指的是促进气溶胶的产生的试剂。气溶胶产

生剂可通过促进气体初始蒸发和/或冷凝成可吸入固体和/或液体气溶胶，来促进气溶胶的

产生。

[0081] 合适的气溶胶产生剂包括，但不限于：多元醇，例如山梨醇、甘油，及诸如丙二醇或

三甘醇的乙二醇；非多元醇，例如一元醇，高沸点烃，诸如乳酸的酸，甘油衍生物，诸如二乙

酰胺、三乙酰胺、三乙二醇二乙酸酯、柠檬酸三乙酯或肉豆蔻酸酯(包括肉豆蔻酸乙酯和肉

豆蔻酸异丙酯)及脂族羧酸酯(例如硬脂酸甲酯、十二烷二酸二甲酯和十四烷二酸二甲酯)

的酯。

[0082] 如这里使用的，术语“香味”、“增香剂”和“香味剂”指的是在当地法规允许的情况

下可用来在用于成人消费者的产品中产生预期味道或香味的材料。其可包括提取物(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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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绣球花、日本白皮木兰叶、洋甘菊、胡芦巴叶、丁香、薄荷、薄荷、日本薄荷、茴香、肉桂、

香草、冬青、樱桃、浆果、桃、苹果、杜林标酒、波旁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威士忌、留兰薄荷、

薄荷、薰衣草、豆蔻、芹菜、西印度苦香树、肉豆蔻、檀香、佛手柑、天竺葵、蜂蜜精华、玫瑰油、

香草、柠檬油、橙油、桂皮、香菜、白兰地、茉莉、依兰、鼠尾草、茴香、香料、生姜、茴莉、芫荽

荽、咖啡或来自任何种类的薄荷属植物的薄荷油)、纤维增强剂、苦味受体位点阻滞剂、感觉

受体位点激活剂或刺激剂、糖和/或糖替代物(例如，三氯蔗糖、乙酰磺胺酸钾、天冬酰胺、糖

精、甜蜜素、乳糖、蔗糖、葡萄糖、果糖、山梨醇或甘露醇)，以及其他添加剂，例如木炭、叶绿

素、矿物质、植物药，或呼吸清新剂。其可以是仿制的、合成的或天然的成分或者其混合物。

其可以是任何合适的形式，例如油、液体或粉末。

[0083] 如这里使用的，术语“烟草材料”指的是任何包括烟草或其衍生物的材料。术语“烟

草材料”可包括烟草、烟草衍生物、膨化烟草、再造烟草或烟草替代品中的一种或多种。烟草

材料可包括研磨烟草、烟草纤维、烟丝、挤压烟草、烟梗、再造烟草和/或烟草提取物中的一

种或多种。

[0084] 用来制造烟草材料的烟草可以是任何合适的烟草，例如单级或混合烟草、碎烟草

或整片烟叶，包括弗吉尼亚烟草和/或伯莱芋叶和/或东方烟草。其也可以是烟草颗粒“细

粒”或烟草尘、膨化烟草、烟梗、膨化烟梗，及其他加工过的烟梗材料，如切碎的卷梗。烟草材

料可以是研磨烟草或再造烟草材料。再造烟草材料可包括烟草纤维，并且可通过浇铸来形

成，这是一种基于长网造纸机的造纸型的方法，在背面添加烟草提取物，或者通过挤压来形

成。

[0085] 这里描述的各种实施例仅用来帮助理解和教导所要求的特征。这些实施例仅作为

实施例的代表性样本而提供，并且不是穷举的和/或排他的。应理解，这里描述的优点、实施

例、实例、功能、特征、结构和/或其他方面并不认为是对由权利要求书定义的本发明的范围

的限制，或是对于权利要求书等价的内容的限制，并理解，在不背离所要求的发明的范围的

情况下，可利用其他实施例并可进行修改。除了这里具体描述的那些以外，本发明的各种实

施例可适当地包括所公开的元件、部件、特征、部件、步骤、装置等的适当组合，由这些适当

组合组成，或基本上由这些适当组合组成。另外，本公开内容可包括其他目前未要求但是可

能在将来要求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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