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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卷烟滤棒增塑剂及其制

备方法和卷烟滤棒，卷烟滤棒增塑剂包括花香

剂、凉味剂和母液；花香剂与凉味剂的质量比为

1:2-1:10，且花香剂和凉味剂的质量之和为母液

的质量的5％-10％；母液为三乙酸甘油酯。本公

开的卷烟滤棒增塑剂可直接添加于卷烟滤棒内，

添加至滤棒的过程加工难度小，添加方式简单，

容易实现量产，能够降低烟丝加香环节的表香损

失，有利于降低增味加香的成本，避免香料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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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卷烟滤棒增塑剂，其特征在于，包括花香剂、凉味剂和母液；其中，

所述花香剂与所述凉味剂的质量比为1:2-1:10，且所述花香剂和所述凉味剂的质量之

和为所述母液的质量的5％-10％；

所述母液为三乙酸甘油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卷烟滤棒增塑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花香剂为包括10-50wt％

的花香源的花香溶液，且所述花香源为玫瑰提取物、茉莉提取物、百合提取物、洛神花提取

物和紫罗兰提取物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花香溶液的溶剂为三乙酸甘油酯、辛葵酸甘油酯、丙

二醇和丙三醇中的至少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卷烟滤棒增塑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花香溶液的溶剂为丙二

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卷烟滤棒增塑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凉味剂为薄荷脑溶液，且

所述薄荷脑溶液中薄荷脑和溶剂的质量比为1:1-2:1，所述薄荷脑溶液的溶剂包括质量比

为1:2-1:10的乙醇和定香剂，所述定香剂为三乙酸甘油酯、辛葵酸甘油酯、丙二醇和丙三醇

中的至少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卷烟滤棒增塑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定香剂为丙二醇。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中所述的卷烟滤棒增塑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花香剂和所

述凉味剂的溶剂种类相同。

7.一种卷烟滤棒增塑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制备花香剂和凉味剂；

(2)将花香剂和凉味剂按质量比1:2-1:10混合均匀，得到增香混合剂；

(3)将增香混合剂按5wt％-10wt％的比例加入三乙酸甘油酯内，搅拌均匀，即制得卷烟

滤棒增塑剂。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制备花香剂的过程具

体如下：

将玫瑰提取物、茉莉提取物、百合提取物、洛神花提取物和紫罗兰提取物中的至少一种

按10-50wt％的比例加入丙二醇中。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的制备凉味剂的过程

具体如下：

将薄荷脑按质量比1:1-2:1溶解于乙醇-丙二醇混合液内，其中，乙醇-丙二醇混合液包

括质量比为1:2-1:10的乙醇和丙二醇。

10.一种卷烟滤棒，其特征在于，所述卷烟滤棒包括权利要求1至6任一项中所述的卷烟

滤棒增塑剂，且所述卷烟滤棒增塑剂以3-5mg/mm的添加量添加至所述卷烟滤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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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卷烟滤棒增塑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卷烟滤棒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卷烟生产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卷烟滤棒增塑剂及其制备方

法和卷烟滤棒。

背景技术

[0002] 卷烟生产过程中，烟丝加香工艺对烟支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烟丝加

香工艺为在加香滚筒中将表香通过喷洒的方式喷洒到烟丝表面。这种加香方式的表香仅附

着在烟丝表面，难以渗入到烟丝内部，易造成表香损失。而且，表香在烟丝表面会因为燃烧

发生变化，不易被消费者捕捉。此外，表香中存在较多的挥发性物质时，定香能力难以保证。

如需提升表香的定香能力，则需要在表香中增加难以挥发的定香剂，将对加香滚筒造成污

染，增加加香设备的清洁成本，还存在不同批次之间的香料污染的问题。

[0003] 将特征香加入滤棒中能有效的解决以上问题。由于滤棒中的香味物质不参与燃

烧，能够将低沸点香味物质保留下来，从而提供给消费者良好抽吸体验。目前，滤棒加香的

方式主要是在滤棒中加入爆珠、凝胶、香线或增香颗粒等。此类滤棒加香方式能较好的保留

香气风格特征，但由于载香材料成本较高，添加至滤棒的过程加工难度大，因此更适于在中

高档价位的卷烟中使用。

[0004] 因此，如何提供一种低成本的卷烟滤棒加香方式成为本领域亟需解决的技术难

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低成本的卷烟滤棒增塑剂的新技术方案。

[0006]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卷烟滤棒增塑剂。

[0007] 该卷烟滤棒增塑剂包括花香剂、凉味剂和母液；其中，

[0008] 所述花香剂与所述凉味剂的质量比为1:2-1:10，且所述花香剂和所述凉味剂的质

量之和为所述母液的质量的5％-10％；

[0009] 所述母液为三乙酸甘油酯。

[0010] 可选的，所述花香剂为包括10-50wt％的花香源的花香溶液，且所述花香源为玫瑰

提取物、茉莉提取物、百合提取物、洛神花提取物和紫罗兰提取物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花香

溶液的溶剂为三乙酸甘油酯、辛葵酸甘油酯、丙二醇和丙三醇中的至少一种。

[0011] 可选的，所述花香溶液的溶剂为丙二醇。

[0012] 可选的，所述凉味剂为薄荷脑溶液，且所述薄荷脑溶液中薄荷脑和溶剂的质量比

为1:1-2:1，所述薄荷脑溶液的溶剂包括质量比为1:2-1:10的乙醇和定香剂，所述定香剂为

三乙酸甘油酯、辛葵酸甘油酯、丙二醇和丙三醇中的至少一种。

[0013] 可选的，所述定香剂为丙二醇。

[0014] 可选的，所述花香剂和所述凉味剂的溶剂种类相同。

[0015] 根据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卷烟滤棒增塑剂的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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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该卷烟滤棒增塑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7] (1)制备花香剂和凉味剂；

[0018] (2)将花香剂和凉味剂按质量比1:2-1:10混合均匀，得到增香混合剂；

[0019] (3)将增香混合剂按5wt％-10wt％的比例加入三乙酸甘油酯内，搅拌均匀，即制得

卷烟滤棒增塑剂。

[0020] 可选的，所述步骤(1)中制备花香剂的过程具体如下：

[0021] 将玫瑰提取物、茉莉提取物、百合提取物、洛神花提取物和紫罗兰提取物中的至少

一种按10-50wt％的比例加入丙二醇中。

[0022] 可选的，所述步骤(1)中的制备凉味剂的过程具体如下：

[0023] 将薄荷脑按质量比1:1-2:1溶解于乙醇-丙二醇混合液内，其中，乙醇-丙二醇混合

液包括质量比为1:2-1:10的乙醇和丙二醇。

[0024] 根据本发明的第三方面，提供了一种卷烟滤棒。

[0025] 该卷烟滤棒包括本发明的卷烟滤棒增塑剂，且所述卷烟滤棒增塑剂以3-5mg/mm的

添加量添加至所述卷烟滤棒内。

[0026] 本公开的卷烟滤棒增塑剂可直接添加于卷烟滤棒内，添加至滤棒的过程加工难度

小，添加方式简单，容易实现量产，能够降低烟丝加香环节的表香损失，有利于降低增味加

香的成本，避免香料污染。

[0027] 本公开的卷烟滤棒增塑剂将花香与烟草本香相结合，花香持久，随时间推移几乎

没有衰减，还能产生口腔和喉部的舒适凉感，降低刺激，抽吸时飘逸、高雅，能够改善烟支感

官品质。

[0028] 通过以下对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及其优点将会

变得清楚。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现在将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各种示例性实施例。应注意到：除非另外具体说明，否则

在这些实施例中阐述的部件和步骤的相对布置、数字表达式和数值不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0] 以下对至少一个示例性实施例的描述实际上仅仅是说明性的，决不作为对本发明

及其应用或使用的任何限制。

[0031] 对于相关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已知的技术、方法和设备可能不作详细讨论，但在适

当情况下，所述技术、方法和设备应当被视为说明书的一部分。

[0032] 在这里示出和讨论的所有例子中，任何具体值应被解释为仅仅是示例性的，而不

是作为限制。因此，示例性实施例的其它例子可以具有不同的值。

[0033] 本公开的卷烟滤棒增塑剂包括花香剂、凉味剂和母液。

[0034] 花香剂与凉味剂的质量比为1:2-1:10，且花香剂和凉味剂的质量之和为母液的质

量的5％-10％。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花香剂和凉味剂的配比。

[0035] 常见的花香剂可例如为花香精油或花香香精。常见的凉味剂可例如为薄荷脑或薄

荷醇。

[0036] 母液为三乙酸甘油酯。三乙酸甘油酯不易挥发，定香能力持久，长时间存放不会改

变香气特征，不对烟气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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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该种卷烟滤棒增塑剂在花香的基础上，还进行了凉味剂加香，使口腔、喉部感受到

的凉感更加明显，也更加舒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花香带来的甜腻感，烟支抽吸时更

显飘逸、高雅。

[0038] 本公开的卷烟滤棒增塑剂可直接添加于卷烟滤棒内，添加至滤棒的过程加工难度

小，添加方式简单，容易实现量产，能够降低烟丝加香环节的表香损失，有利于降低增味加

香的成本，避免香料污染。

[0039] 本公开的卷烟滤棒增塑剂将花香与烟草本香相结合，花香持久，随时间推移几乎

没有衰减，还能产生口腔和喉部的舒适凉感，降低刺激，抽吸时飘逸、高雅，能够改善烟支感

官品质。

[0040] 在本公开的卷烟滤棒增塑剂实施时，花香剂可为包括10-50wt％的花香源的花香

溶液，且花香源为玫瑰提取物、茉莉提取物、百合提取物、洛神花提取物和紫罗兰提取物中

的至少一种。花香溶液的溶剂为三乙酸甘油酯、辛葵酸甘油酯、丙二醇和丙三醇中的至少一

种。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花香源种类和溶剂种类。

[0041] 使用三乙酸甘油酯、辛葵酸甘油酯、丙二醇、丙三醇等中的一种或几种作为溶剂，

在有效溶解花香源的同时，降低了花香源的挥发，定香能力持久，存放数年香气特征不会发

生改变，且不会对烟气造成污染。

[0042] 进一步的，花香溶液的溶剂为丙二醇。

[0043] 在本公开的卷烟滤棒增塑剂实施时，凉味剂可为薄荷脑溶液，且薄荷脑溶液中薄

荷脑和溶剂的质量比为1:1-2:1。薄荷脑溶液的溶剂包括质量比为1:2-1:10的乙醇和定香

剂，定香剂为三乙酸甘油酯、辛葵酸甘油酯、丙二醇、丙三醇中的至少一种。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薄荷脑含量和溶剂种类。

[0044] 使用包含了乙醇及三乙酸甘油酯、辛葵酸甘油酯、丙二醇、丙三醇等中的一种或几

种为定香剂的复合溶剂，在有效溶解薄荷脑的同时，降低了薄荷脑的挥发，定香能力持久，

存放数年凉味特征不会发生改变，且不会对烟气造成污染。

[0045] 进一步的，定香剂为丙二醇。

[0046] 在本公开的卷烟滤棒增塑剂实施时，花香剂和凉味剂的溶剂种类相同。上述溶剂

种类相同可例如为：花香剂采用丙二醇作为溶剂，凉味剂采用乙醇-丙二醇作为溶剂，且凉

味剂的溶剂中的丙二醇的含量大于乙醇的含量。这种卷烟滤棒增塑剂的花香剂和凉味剂的

溶剂种类相同，有利于进一步的融合花香和凉味，提高烟支的感官品质。

[0047] 本公开还提供了一种卷烟滤棒增塑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8] 步骤(1)：制备花香剂和凉味剂。

[0049] 步骤(2)：将花香剂和凉味剂按质量比1:2-1:10混合均匀，得到增香混合剂。

[0050] 步骤(3)：将增香混合剂按5wt％-10wt％的比例加入三乙酸甘油酯内，搅拌均匀，

即制得卷烟滤棒增塑剂。

[0051] 在本公开的卷烟滤棒增塑剂的制备方法实施时，步骤(1)中制备花香剂的过程可

具体如下：

[0052] 将玫瑰提取物、茉莉提取物、百合提取物、洛神花提取物和紫罗兰提取物中的至少

一种按10-50wt％的比例加入丙二醇中。

[0053] 在本公开的卷烟滤棒增塑剂的制备方法实施时，步骤(1)中的制备凉味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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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具体如下：

[0054] 将薄荷脑按质量比1:1-2:1溶解于乙醇-丙二醇溶液内，其中，乙醇-丙二醇溶液包

括质量比为1:2-1:10的乙醇和丙二醇。

[0055] 本公开的卷烟滤棒增塑剂可以3-5mg/mm(每mm卷烟滤棒添加3-5mg的增塑剂)的添

加量添加至卷烟滤棒内。

[0056] 下述实施例中所使用的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所使用的材料和

试剂，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商业途径得到，实验中使用的设备如无特殊说明，均为本领域

技术人员熟知的设备。

[0057] 实施例1

[0058] 将玫瑰提取物按25wt％的比例溶解于丙二醇中，制成玫瑰花香溶液。将薄荷脑溶

解于包括乙醇和丙二醇(质量比为1:10)的溶剂中，薄荷脑与溶剂的质量比为1.5:1，制成薄

荷脑溶液。将玫瑰花香溶液和薄荷脑溶液按质量比1:3混合，得到增香混合剂。将增香混合

剂以8wt％的比例溶解于三乙酸甘油酯中，即制得玫瑰薄荷味增塑剂。

[0059] 将所制的玫瑰薄荷味增塑剂添加至卷烟滤棒(5mg/mm)中，再卷制烟支，感官评吸

结果显示：加香滤棒能够明显改善烟气特征，玫瑰特征香明显，口腔和喉部有凉感，抽吸后

口腔清爽舒适，有淡淡花香残留。对比普通滤棒卷制的烟支，加香滤棒烟支刺激明显降低，

玫瑰花香与烟草本香协调，丰富性增加，抽吸时烟气甜韵感增加，抽吸后口腔生津回甜，烟

支感官品质改善明显。

[0060] 卷烟滤棒的加香效果在烟支存放6个月后没有衰减。

[0061] 实施例2

[0062] 将洛神花提取物、茉莉提取物、紫罗兰提取物按20wt％、10wt％、10wt％的比例溶

解于丙二醇中，制成混合花香溶液。将薄荷脑溶解于包括乙醇和丙二醇(质量比为1:10)的

溶剂中，薄荷脑与溶剂的质量比为1.5:1，制成薄荷脑溶液。将混合花香溶液和薄荷脑溶液

按质量比1:2混合，得到增香混合剂。将增香混合剂以6wt％的比例溶解于三乙酸甘油酯中，

即制得混合花香薄荷味增塑剂。

[0063] 将所制的混合花香薄荷味增塑剂添加至卷烟滤棒(5mg/mm)中，再卷制烟支，感官

评吸结果显示：加香滤棒能够明显改善烟气风格特征，带有花香的烟气呈现前、中和后调的

特点，在抽吸的各个阶段能够感受到不同花香呈现出的香气特征，呈现顺序依次为洛神花

香、茉莉香、紫罗兰香气，口腔余味以紫罗兰香为主。对比普通滤棒卷制的烟支，加香滤棒烟

支烟气丰富性增加且具有层次性，混合花香与烟草本香协调、烟气柔和舒适，口腔和喉部有

产凉感，并伴随淡淡的紫罗兰花香。烟气刺激性明显改善，烟支整体感官品质提升明显。

[0064] 卷烟滤棒的加香效果在烟支存放6个月后没有衰减。

[0065] 虽然已经通过例子对本发明的一些特定实施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是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应该理解，以上例子仅是为了进行说明，而不是为了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应该理解，可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和精神的情况下，对以上实施例进行修改。本发

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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