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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烟

用嘴棒及其制备方法，1)按重量百分比称取20％

～50％的甘草素、20％～50％的丁香酚、10％～

40％的木犀草素、5％～20％的柚皮苷，混合后乙

醇溶液作为提取溶剂回流提取，过滤得到提取

液；2)向嘴棒接装纸内外表面均匀喷洒提取液；

3)然后将步骤2)中的嘴棒接装纸干燥；4)将干燥

后的嘴棒接装纸包裹在嘴棒的成型纸外面，制得

含黄酮香精的烟用嘴棒。本发明的含黄酮类化合

物香精的嘴棒在降低烟气苯酚和自由基方面具

有显著优势，苯酚降低率可以达到10～45％，自

由基降低率为8～25％，而且对烟气中其它有害

物质也能产生一定的降低作用，并且不会对卷烟

抽吸品质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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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烟用嘴棒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1)按重量百分比称取20％～50％的甘草素、20％～50％的丁香酚、10％～40％的木犀

草素、5％～20％的柚皮苷，混合后乙醇溶液作为提取溶剂回流提取，过滤得到提取液，回流

提取2～4次，每次回流提取2～4小时；

2)向嘴棒接装纸内外表面均匀喷洒提取液；

3)然后将步骤2)中的嘴棒接装纸干燥，干燥温度为25℃～40℃；

4)将干燥后的嘴棒接装纸包裹在嘴棒的成型纸外面，制得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烟用

嘴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烟用嘴棒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乙醇溶液的质量百分浓度为70％～90％。

3.一种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烟用嘴棒，其特征在于：所述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烟

用嘴棒为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方法制备的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烟用嘴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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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烟用嘴棒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卷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烟用嘴棒及其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天然植物在烟用香料中应用广泛，其中很多是含有黄酮类物质。根据黄酮类物质

的分子结构特征和电子间的作用力的强弱，初步研究发现该类物质在燃烧裂解以后会产生

呋喃类物质及其衍生物，这些物质是烟气中的主要致香成分，会给烟气带来焦糖香、甜香、

烤香，增加香气量和香气质。因此在烟用香精香料的调配中，有很多黄酮类香原料的使用。

[0003] 许多研究也表明，黄酮类化合物具有多种生物活性，除利用其抗菌、消炎、抗突变、

降压、清热解毒、镇静、利尿等作用外，在抗氧化、抗癌、防癌、抑制脂肪酶等方面也有显著效

果。它是大多数氧自由基的清除剂，因而能升高SOD(过氧化物歧化酶)的活力，减少MDA(脂

质过氧化物丙二醛)及OX－LDL(氧化低密度脂蛋白)的生成。它可以增加冠脉流量，对实验

性心肌梗塞有对抗作用；对急性心肌缺血有保护作用；对治疗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等有

显著效果；对降低舒张压，防治心律失常、心血管病和活血化瘀也起重要作用。

[0004] 酚类化合物是自然界中常见的一类化合物，在水、燃料、汽车尾气、空气、酒和卷烟

烟气中都有酚类化合物的存在。已报道的卷烟烟气中酚类物质有50多种，其中最主要的酚

类化合物包括苯酚、儿茶酚、间苯二酚、对苯二酚、o,m,p-甲酚等7种成分。

[0005] 酚类化合物可以通过与皮肤、粘膜的接触直接进入血液循环，致使蛋白质变性、细

胞破坏并失去活力。并且烷基酚类具有内分泌干扰活性，对哺乳动物和水生生物的生殖发

育造成影响，被称为酚类环境雌激素，部分酚类成分具有基因毒性和致癌或促进致突变作

用。以上7种酚类成分均被列入EPA有害成分名单中，儿茶酚被IARC列为2B级的致癌成分。郑

州烟草研究院承担的国家局重点科研项目“卷烟危害性指标体系研究”项目通过研究有害

成分释放量与烟气生物学活性的关系，发现苯酚是影响卷烟主流烟气危害性最主要的有害

成分之一。

[0006] 目前，降低烟气中苯酚的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吸附的方法，如嘴棒对烟气中苯酚的

过滤，因为苯酚存在于烟气的粒相物中，可以通过物理吸附的方法从烟气中截留下来。现有

技术应用的吸附剂主要为表面积较大的多孔材料，在吸附、截留苯酚的同时，还会吸附烟气

中部分的致香成分和烟气水分，导致卷烟抽吸时容易产生刺激、香气量不足、香气质下降，

严重影响卷烟抽吸品质。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抗氧化作用阻断苯酚生成的含黄酮类

化合物香精的烟用嘴棒及其制备方法，达到降低烟气苯酚的作用。

[0008]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

烟用嘴棒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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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1)按重量百分比称取20％～50％的甘草素、20％～50％的丁香酚、10％～40％的

木犀草素、5％～20％的柚皮苷，混合后乙醇溶液作为提取溶剂回流提取，过滤得到提取液；

[0010] 2)向嘴棒接装纸内外表面均匀喷洒提取液；

[0011] 3)然后将步骤2)中的嘴棒接装纸干燥；

[0012] 4)将干燥后的嘴棒接装纸包裹在嘴棒的成型纸外面，制得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

烟用嘴棒。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乙醇溶液的质量百分浓度为70％～90％。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中回流提取2～4次，每次回流提取2～4小时。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3)中的干燥温度为25℃～40℃。

[0016] 一种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烟用嘴棒，所述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烟用嘴棒为上

述所述方法制备的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烟用嘴棒。

[0017] 根据有机化学基本理论分析，影响黄酮类化合物抗氧化的因素中最主要的是羟基

化程度和羟基位置，酚羟基是黄酮类化合物抗氧化作用的主要活性基团，同时发现黄酮类

各环上的羟基活性相差较大，主要表现在：B环是黄酮类化合物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主要活

性部位，当该环存在邻酚羟基结构时，抗氧化活性极大增强；当c环上羟基和不饱和双键相

连时，c环也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A环的酚羟基最弱。黄酮结构中的酚羟基具有供氢活

性，能将氢原子提供给活性氧自由基，形成稳定的低活性的酚氧自由基，从而避免这些活性

氧自由基对芳香环的进攻产生酚类化合物。黄酮分子中的酚羟基数目越多，可提供的用以

与活性自由基结合的氢原子越多，因此，黄酮类化合物可以利用抗氧化作用阻断苯酚的生

成，从而具有较好地降低烟气中苯酚释放量的作用。

[0018]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9] 1、本发明的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嘴棒在降低烟气苯酚和自由基方面具有显著

优势，苯酚降低率可以达到10～45％，自由基降低率为8～25％，而且对烟气中其它有害物

质也能产生一定的降低作用，并且不会对卷烟抽吸品质产生负面影响；

[0020] 2、本发明的黄酮类化合物香精具有优良的天然气息，添加在卷烟嘴棒部位，可以

给烟支带来独特、浓郁的外加香气，而且不参与卷烟燃烧，因而不会因裂解产生新的不良物

质，符合消费者对健康、低害的要求；

[0021] 3、本发明的黄酮类化合物香精原料来源广泛，成本低廉，便于推广应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

明。

[0023] 实施例1

[0024] 1)将黄酮类化合物香精按照表1中比例混合，溶于质量百分浓度为70％的乙醇溶

液中，回流提取2次，每次提取3小时，过滤、混合得到提取液；

[0025] 2)向嘴棒接装纸内外表面均匀喷洒步骤1)中的提取液；

[0026] 3)然后将步骤2)中的嘴棒接装纸在25℃下干燥；

[0027] 4)将干燥后的嘴棒接装纸包裹在嘴棒的成型纸外面，制得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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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用嘴棒。

[0028] 表1

[0029]

黄酮种类 甘草素 丁香酚 木犀草素 柚皮苷

重量百分比 25％ 25％ 30％ 20％

[0030] 实施例2

[0031] 1)将黄酮类化合物香精按照表1中比例混合，溶于质量百分浓度为70％的乙醇溶

液中，回流提取2次，每次提取4小时，过滤、混合得到提取液；

[0032] 2)向嘴棒接装纸内外表面均匀喷洒步骤1)中的提取液；

[0033] 3)然后将步骤2)中的嘴棒接装纸在35℃下干燥；

[0034] 4)将干燥后的嘴棒接装纸包裹在嘴棒的成型纸外面，制得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

烟用嘴棒。

[0035] 表2

[0036]

黄酮种类 甘草素 丁香酚 木犀草素 柚皮苷

重量百分比 30％ 30％ 20％ 20％

[0037] 实施例3

[0038] 1)将黄酮类化合物香精按照表1中比例混合，溶于质量百分浓度为70％的乙醇溶

液中，回流提取2次，每次提取4小时，过滤、混合得到提取液；

[0039] 2)向嘴棒接装纸内外表面均匀喷洒步骤1)中的提取液；

[0040] 3)然后将步骤2)中的嘴棒接装纸在35℃下干燥；

[0041] 4)将干燥后的嘴棒接装纸包裹在嘴棒的成型纸外面，制得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

烟用嘴棒。

[0042] 表3

[0043]

黄酮种类 甘草素 丁香酚 木犀草素 柚皮苷

重量百分比 35％ 35％ 15％ 15％

[0044] 实施例4

[0045] 1)将黄酮类化合物香精按照表1中比例混合，溶于质量百分浓度为70％的乙醇溶

液中，回流提取2次，每次提取4小时，过滤、混合得到提取液；

[0046] 2)向嘴棒接装纸内外表面均匀喷洒步骤1)中的提取液；

[0047] 3)然后将步骤2)中的嘴棒接装纸在35℃下干燥；

[0048] 4)将干燥后的嘴棒接装纸包裹在嘴棒的成型纸外面，制得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

烟用嘴棒。

[0049] 表4

[0050]

黄酮种类 甘草素 丁香酚 木犀草素 柚皮苷

重量百分比 40％ 40％ 10％ 10％

[0051]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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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1)将黄酮类化合物香精按照表1中比例混合，溶于质量百分浓度为70％的乙醇溶

液中，回流提取2次，每次提取4小时，过滤、混合得到提取液；

[0053] 2)向嘴棒接装纸内外表面均匀喷洒步骤1)中的提取液；

[0054] 3)然后将步骤2)中的嘴棒接装纸在35℃下干燥；

[0055] 4)将干燥后的嘴棒接装纸包裹在嘴棒的成型纸外面，制得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

烟用嘴棒。

[0056] 表5

[0057]

黄酮种类 甘草素 丁香酚 木犀草素 柚皮苷

重量百分比 50％ 20％ 20％ 10％

[0058] 实施例6

[0059] 1)将黄酮类化合物香精按照表1中比例混合，溶于质量百分浓度为70％的乙醇溶

液中，回流提取2次，每次提取4小时，过滤、混合得到提取液；

[0060] 2)向嘴棒接装纸内外表面均匀喷洒步骤1)中的提取液；

[0061] 3)然后将步骤2)中的嘴棒接装纸在35℃下干燥；

[0062] 4)将干燥后的嘴棒接装纸包裹在嘴棒的成型纸外面，制得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

烟用嘴棒。

[0063] 表6

[0064]

黄酮种类 甘草素 丁香酚 木犀草素 柚皮苷

重量百分比 35％ 30％ 30％ 10％

[0065] 将以上6个实施例中所制备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烟用嘴棒与烟丝接合做成烟

支，对烟支进行烟气成分检测，并进行苯酚降低率比较，具体见下表7

[0066] 表7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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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0069] 主要降低的烟气成分有苯酚、巴豆醛、自由基，同时烟气危害性指数也呈下降趋

势，具体降低率结果见下表8

[0070]

样品编号 苯酚 巴豆醛 指数 自由基

实施例1 9.9％ 9.6％ 11.4％ 8.8％

实施例2 20.6％ 11.0％ 11.4％ 13.9％

实施例3 27.5％ 13.0％ 12.7％ 15.2％

实施例4 32.8％ 21.9％ 13.9％ 18.7％

实施例5 38.2％ 27.4％ 16.5％ 20.5％

实施例6 41.2％ 29.5％ 17.7％ 22.9％

[0071] 对以上6个实施例中实施例中所制备含黄酮类化合物香精的烟用嘴棒与烟丝接合

做成烟支，对烟支进行进行感官评价，结果如表9

[0072] 表9

[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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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007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属于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

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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