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0卷 第 1期 

2011年 1月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Natural Sciences Edition) 

VoI．20 No．1 

Jan．2011 

doi：10．3969／j．issn．1672—8513．2011．O1．002 

鹤庆五昧子提取物在卷烟 中的应用研究 

杨光宇1,2，肖伟烈 ，孙汉董 

(1．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 云南省烟草化学重点实验室 ，云南 昆明 650106； 

2．昆明植物研究所 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云南 昆明 650204) 

摘要：研究了五味子提取物在卷烟中的应用，采用鹤庆五味子为原料，对五味子提取物的提取工 

艺进行了优化，检测了五味子提取物的物理性状并用气相色谱 一质谱法测定了五味子提取物的 

挥发性成分．对五味子提取物对卷烟的感官评吸结果和对卷烟烟气有害成分的影响进行 了初步 

试验，发现五味子提取物所含香气成分丰富，具有改善卷烟抽吸品质，清除自由基和降低烟气有 

害成分的作用，是理想的烟用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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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Utilization of the Schisandra Extract as Cigarette Add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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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tilazition of Schisandra extract as cigarette additive was studied．The process for the extraction of 

Schisandra was optimized．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sed and the volatile compounds were determined 

by GC—MS method．The effects of Schisandra extract on the cigarette flavor and the harmful components in ciga- 

rette smoke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chisandra extract contain rich aroma compounds，can 

improve the quility of cigarette smoke，eliminate free radicals and reduce humful compounds in cigarette smoke．It is 

an effects additive for cigarett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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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草药在食品、化妆品、体育用品等领域都 

有较快的发展  ̈ ，并且在烟草行业也得到了广泛 

应用 ．某些中草药添加剂在卷烟燃吸过程中热 

解产生新物质，使烟气柔和细腻，杂气、余味得到改 

善，使烟香丰满，差异化突出 ．随着吸烟与健康 

问题日益受人关注，卷烟行业在不断地探索研究后， 

目标逐渐转移到我国丰富的中草药资源上，多数卷 

烟厂家都采用中草药提取精制后添加到烟丝中制成 

卷烟的方法，其作用主要是减低或缓解因吸烟而引 

起身体的不适和危害．目前主要采用中草药添加剂 

的中式低害卷烟有“金圣”、“中南海”、“五叶神” 

等．其中“金圣”品牌卷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H J． 

五味子是重要的中药材，最早列于神农本草经 

上品，中药功效在于滋补强壮之力，药用价值极 

高 H J．我们对鹤庆五味子化学成分研究发现，五 

味子中富含木脂素、三萜酸及其内酯、黄酮等多种活 

性成分  ̈ ；而且 GC—MS测定结果表明五味子中 

香气物质丰富，如：檀烯、苯甲醇、8一蒎烯、柠檬烯、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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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素、芳樟醇、异佛尔酮、氧化异佛尔酮、柠檬醛、异胡 

薄荷醇、B一紫罗兰酮、四氢猕猴桃内酯、二氢猕猴桃内 

酯、金合欢醇、乙酸金合欢酯、六氢金合欢基丙酮等均 

是烟草中常用的香气成分；因此添加五味子提取物可 

能会在突出卷烟风格、降低卷烟烟气有害成分等方面 

有积极的作用；文中对五味子添加剂的提取工艺进行 

了优化，并对五味子添加剂在卷烟中的应用进行了研 

究，发现五味子添加剂具有能改善卷烟抽吸品质，清除 

自由基和降低烟气有害成分的作用，本研究为卷烟工 

业寻找新型添加剂提供了依据． 

1 原料与浸提工艺流程 

鹤庆五味子采自云南鹤庆县马耳山东坡，切片晒 

干，粉碎到0．441 ram(40目)，供提取样品共50 kg，实验 

中所用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浸提工艺流程见下图． 

乙醇 

粉碎 浸提 

五味子浸膏÷一 浓缩 

2 提取工艺条件选择 

浸提工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浸提物 

料比、提取次数、提取时间等．结合样品的特性，考虑 

到工业生产需要，采用加热浸提方法，提取时间为每 

次2～6 h，提取次数为 1～4次，浸提物料比选取五 

味子：浸提溶剂 =1：2～1：6．综合这 3种影响因素， 

确定的实验方案见表 1． 

表1 五昧子浸提实验方案 

从第 1组实验可以看出，第 1次浸提得膏率约 

占总量的56．8％，第 2次浸提得膏率约占总量的 

31．2％，第 3次浸提得膏率约占总量的9．27％，第4 

次仅占总量的2．76％．尽管第4次浸提可得少量浸 

膏，但若考虑到所耗用的人工、水电、溶剂损耗及设 

备占用等因素，则没有必要进行第 4次提取 ．第 2 

组试验结果表明，在浸提物料比及浸提次数保持不 

变的前提下，虽然每次浸提时间延续为4 h和6 h的 

得膏率比每次浸提 2．0 h的得膏率增加 5．53％和 

6．43％，但考虑到各种消耗因素，选择每次浸提时间 

为2．0 h更为适宜．从第 3组实验结果看，采用浸提 

物料比1：4的浸提得膏率比1：2的有明显增加，而 

采用 1：6的不仅与 1：4的结果相差不大，而且给浓 

缩工艺造成了困难，增加了物耗．综合考虑各种工艺 

因素及以上多批浸提操作试验表明，提取五味子粗 

提物的最佳工艺条件是以95％的乙醇为溶剂，物料 

比为 1：4，在加热条件下提取 3次，每次 2．0 h，可获 

得较高的浸膏提取率． 

3 浸膏的特性和成分 

3．1 物理特性 

浸膏外观：棕红色半流动膏体；酸值：46．17；相对密 

度 ：1．291 4；折光指数n2。0：1．458 0；挥发性成分总量 

(m／m)：14．33％；乙醇中的溶混度(25℃)：1 g样品溶 

于2-20 mL 95％的乙醇溶液；As含量(mg／kg)：<3．0； 

重金属含量(以Pb计，mg／kg)：<40． 

3．2 五昧子浸膏中挥发性成分的测定(同时蒸馏 

萃取法) 

3．2．1 样品处理 

将五味子浸膏 10．0 g放入同时蒸馏萃取装置中 

(图 1)，一端的500 mL圆底烧瓶中加入样品和250 

mL蒸馏水，用电热套加热；装置的另一端为盛 25 mL 

二氯甲烷的 100 mL圆底烧瓶，在60℃下水浴加热， 

同时蒸馏萃取 3．0 h．二氯甲烷萃取液用无水硫酸钠 

干燥，置于4℃过夜，过滤，滤液倒人浓缩瓶中用 Vi— 

greux柱浓缩至约 1．0 mL，浓缩液用于GC—MS分析． 

图1 同时蒸馏萃取装置 

渣 液 
滤 滤 E  

滤一 过一 



第 1期 杨光宇 ，肖伟烈，孙汉董：鹤庆五味子提取物在卷烟中的应用研究 1l 

3．2．2 GC—MS分析条件 

仪器为安捷仑6890N／5973 GC—MS联用仪(美 

国安捷仑公司)； 

弹『生毛细管柱50in×0．20mlTl id×o_33 u』11 df，固 

定液(Ultra一2)；进样量：2 0“L，分流进样，分流比5：1； 

进样口温度：280℃；载气：氮气，恒流，流速 1．2 mE／ 

min；程序升温：初始温度60℃，保持5 rnin，升温每分钟 

5℃至260 c【=，保持5 min．质谱检测器条件：电离电压 

70 eV，离子源温度：230 oC，传输线温度：280 oC，溶剂延 

迟6 min；扫描离子范围：33～350 amu，使用 NIST谱库 

进行图谱检索，结合标准质谱图确定挥发性成分，并用 

色谱峰面积归一化法定量计算得各挥发性成分在挥发 

油中的相对百分含量．总离子流图见图2，五味子中的 

挥发陛成分见表2． 

o 1o．o l5．0 20．o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t／min 

图2 五昧子浸膏GC．MS分析总离子流图 

表2 五昧子提取物 GC—MS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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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据表2可知，五味子浸膏中共出263个明显的色谱 

峰，所得质谱图经计算机质谱数据库检测与标准图谱 

核对，确认了其中的91种成分，根据文献[18一l9]，檀 

烯 (0．036)，0【一蒎烯(1．671)，苯甲醇(2．218)，13一蒎烯 

(3．668)，柠檬烯(0．436)，桉 叶素(1．218)，芳樟醇 

(0．163)，异佛尔酮(0．143)，氧化异佛尔酮(1．554)，柠 

檬醛(o_087)，异胡薄荷醇(0．208)，香茅醇(0．203)，8一 

榄香烯(0．089)，B一紫罗兰酮(0．403)，四氢猕猴桃内 

酯(0．826)，二氢猕 猴桃 内酯 (O．463)，金合欢醇 

(1．477)，乙酸金合欢酯(0_368)，六氢金合欢基丙酮 

(0．684)等主要成分均是重要的致香物质．该分析结果 

表明五味子浸膏致香成分含量丰富，适合用于卷烟加 

香． 

4 五昧子提取物对卷烟烟气有害成分的影响 

4．1 有害成分分析方法 

1)卷烟主流烟气焦油按“YC／T 29—1996，卷烟 
一 用常规分析用吸烟机测定总粒相物和焦油”的方 

法测定，用 Burghart公司RM／20吸烟机捕集主流烟 

气的总粒相物，收集的总粒相物扣除水分和烟碱即 

为卷烟焦油； 

2)卷烟主流烟气一氧化碳按“ISO8454：1995， 

卷烟烟气气相中一氧化碳的测定 一非散射红外法” 

测定，采用吸烟机 自带烟气一氧化碳分析仪； 

3)3，4一苯并芘含量采用半制备色谱分离，高 

效液相色谱 一荧光检测法； 

4)烟气 自由基采用 自旋共振质谱法，以 0．05 

mol／L N一特丁基 一0l一苯基氮硐的苯溶剂作为卷 

烟气相 自由基的辅集剂，然后把捕获的自由基在 

ESR仪上，于选定的条件下检测； 

5)亚硝胺的测定采用气相色谱／热能分析仪 

法． 

4．2 卷烟的制备和添加实验 

取待试烟丝(叶组 1或叶组 2)各 4份，每份 

250 g，均匀铺在不锈钢盘中，浸膏先用 95％乙醇稀 

释(稀释量不可过大，以能将250 g烟丝喷洒均匀为 

度)，然后按所设定的五味子浸膏与烟丝的质量比， 

用喷雾器准确把五味子浸膏添加到烟丝上，对照样 

喷洒等量的95％乙醇，充分混匀，放置5．0 h后，在 

恒温恒湿 箱 中将 试样平 衡到 含水率 12．O％ ± 

0．5％，然后分别卷制成烟支 (烟支质量0．7±0．02 

g)，在恒温恒湿箱中(湿度 60％ ±2％，温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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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衡 24 h．在标准条件下进行吸烟，分别检测 

卷烟烟气焦油(mg／支)、一氧化碳(mg／支)、自由基 

ESR值高度 (em)、3，4一苯并芘 (ng／支)和亚硝胺 

(n 支)含量，结果见表 3． 

表3 添加五昧子浸膏对卷烟烟气有害成分的影响 

从表 3分析结果可看出，对于所试验的叶组，随 

添加五味子浸膏的增加，焦油、一氧化碳、自由基、苯 

并芘、亚硝胺都有降低趋势，而且五味子浸膏的用量 

在2％ ～3％范围内均匀较好的效果，焦油降低率在 

8．3％ ～15．6％之间，一氧化碳降低率在 2．7％ ～ 

8．7％之间，自由基降低率在 13．5％ ～28．9％之间， 

3，4一苯并芘降低率在 7．6％ ～39．4％，亚硝胺的降 

低率在 21．6％ ～28．8％之间，说明五味子添加剂具 

有很好的降低焦油、降低一氧化碳，清除 自由基，降 

低有害成分的效果 ． 

5 五昧子提取物对卷烟感官评吸的影响 

取待试烟丝 (单体烟叶云南 B F、云南x F、云 

南 C F、河南 C F，和卷烟叶组 1、叶组 2、叶组 3) 

若干份，每份 250．0 g，均匀铺在不锈钢盘中，浸膏 

先用 95％乙醇溶解，然后按所设定的五味子浸膏 

与烟丝的质量比，用喷雾器准确把五味子浸膏添 

加到烟丝上，对照样喷洒等量的95％乙醇，充分混 

匀．5 h后在恒温恒湿箱 中将试样平衡到含水率 

12．0％ ±0．5％，分别卷制成烟支 ，烟支在恒温恒 

湿箱中(湿度 60％ ±2％，温度 (25±1)oC平衡 24 

h．由评吸委员会对各试验卷烟进行评吸，评吸结 

果和未添加的对照样进行对 比，结果见表 4．通过 

以上试验可看 出，在卷烟中添加五味子提取物能 

明显增补烟香，丰满香气，与烟香较易谐调，对去 

除卷烟杂气、减少刺激有 良好效果，是一种理想的 

烟用添加剂． 

表 4 五昧子浸膏加料试验评吸结果 

(下转第26页) 



26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20卷 

[5]李炜臻，白庆中．纳滤分离技术在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 

中的应用[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24)：7 582～7 583． 

[6]宋灿辉 ，肖波，胡智泉 ，等．UASB／SBR／MBR工艺处理生 

活垃圾焚烧厂渗滤液[J]．中国给水排水．2009，25(2)， 

62—64． 

[7]康建雄，李静，闵海华，等．UASB—A／O膜 艺处理渗滤 

液工程设计案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城市科学版， 

2003，20(2)：85—87． 

[8]张艮林 ，徐晓军，李淑芬．高效稳定絮凝剂 PAFCS预处 

理垃圾渗滤液研究[J]．云南 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05，14(3)：265—268． 

[9]徐庆贤，钱午巧，陈彪．UASB处理污水现状及效果分析 

[J]．能源与环境，2006(2)：34—38． 

[10]李永丽，侯根然．黄河水院污水处理设计与运行[J]． 

工业用水与废水 ，2009，21(3)：27—29． 

[11]楼紫阳，赵 由才．渗滤液微滤范围内的梯度分离[J]． 

有色冶金设计与研究 ，2009，30(6)：69—8O． 

[12]王松平，陈清林，张冰剑，等．DT—RO在中国处理垃圾渗 

滤液的试验[J]．环境卫生工程，2003，11(3)：141—142． 

[13]何岩，赵由才．塔式矿化垃圾生物反应床处理垃圾填 

埋场渗滤液的效能研究[EB／OL](2010—05—04)．ht- 

tp：／／www．cn—hw．net／html／28／201005／15084．htm1． 

[14]岳东北，刘建国，聂永丰，等．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 

处理技术研究[J]．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2004，5 

(6)：59—62． 

[15]作者不详．MVC节能蒸发工作应用于垃圾渗滤处理 

【EB／OL l(2009—10—29)．http：／／www．sbl—gz．corn／ 

ArticleShow．asp? AmID=413． 

(责任编辑 王 琳) 

(上接第 13页) 

6 结语 

五味子提取物对卷烟的添加实验表明：在卷烟中 

添加五味子提取物能明显增补烟香，丰满香气，与烟 

香较易谐调，对去除卷烟杂气、减少刺激有良好效果． 

而且五味子提取物还具有降低焦油、降低一氧化碳， 

清除自由基，降低有害成分的效果．是一种理想的烟 

用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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