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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的关系，筛选出与卷烟感官质量密切相关的烟气主要化学

指标用于计算适宜性指数，为评价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适宜性提供理论参考。【方法】以2004—2017年254份卷烟

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和感官质量得分为研究对象，分析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数据分布及卷烟烟气主要化

学成分与感官质量得分的关系，采用指数和法计算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适宜性指数。【结果】卷烟样品焦油量、一

氧化碳量、烟气烟碱量和焦碱比的均值分别为11.49 mg/支、12.53 mg/支、0.97 mg/支和11.94，98.03%的卷烟样品焦油

量≤15.00 mg/支，88.19%的卷烟样品烟气一氧化碳量≤15.00 mg/支，79.13%的卷烟样品烟气烟碱量为0.75~1.25 mg/支，

焦碱比在10.00~14.00的样品占样品总量的81.89%。卷烟焦油量与一氧化碳量、烟气烟碱量和焦碱比均呈极显著正

相关（P<0.01，下同），焦油量与烟气烟碱量和一氧化碳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14和0.759。感官质量得分较高（85分≤
得分<95分）的卷烟样品，一氧化碳量和焦碱比相对较低、烟气烟碱量相对较高；得分较低（60分≤得分<75分）的卷烟

样品，一氧化碳量和焦碱比相对较高、烟气烟碱量相对较低。卷烟烟气一氧化碳量和焦碱比与卷烟感官质量各项得

分均呈极显著负相关，烟气烟碱量与卷烟感官质量各项得分均呈极显著正相关，烟气一氧化碳量、焦碱比和烟气烟碱

量与卷烟感官质量得分均呈线性回归关系。根据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选取烟气一氧化碳量、烟气烟碱量和焦

碱比作为计算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指数的指标；采用指数和法计算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指数为

83.10，与卷烟感官质量得分（85.72分）较接近。【结论】建立了一种以烟气一氧化碳量、烟气烟碱量和焦碱比为评价指

标，计算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指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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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卷烟烟气是一种化学成分极其复

杂的混合物，在卷烟燃吸过程中由烟草燃烧、裂解和

蒸馏而产生。卷烟烟气成分的种类众多，其中焦油、

烟气烟碱和一氧化碳是卷烟烟气的常规化学成分

（Hoffmann et al.，2001；Rodgman and Green，2003；

Baker et al.，2004；谢剑平等，2009；程传玲，2013），

焦油量、烟气烟碱量和一氧化碳量须标识在烟盒上。

随着人们对“吸烟与健康”认识的深入，“降焦减害”

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我国烟草行业紧紧围绕“降低

卷烟危害性”这一主线，及时调整减害降焦研究领域

的主题和思路，从“降焦”到“降焦减害”再到“减害降

焦”这样一个不断研究、不断认识和不断提高的过

程，在卷烟降焦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郑新章等，

2003；李世勇等，2005；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烟

草学会，2010；何建龙，2011；谢剑平，2017）。卷烟烟

气化学成分和感官质量，是烟草行业和卷烟消费者

共同关心的问题（杜咏梅等，2002；李基成，2015；杨

松等，2016；赖燕华等，2017；Wang et al.，2017）。因

此，研究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高低及其适宜性，对

卷烟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焦油、烟气

烟碱和一氧化碳是卷烟烟气的3种主要化学成分，也

是烟草科研工作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王建民等

（2002）研究表明，卷烟烟气烟碱量/焦油量与卷烟吸

味品质间呈线性正相关。张志刚等（2003）研究表

明，卷烟焦油量与烟丝中总糖和总氯含量呈正相关，

与总氮含量呈负相关。Watson等（2004）、王家俊等

（2005，2007）、Bao等（2010）研究了卷烟烟气焦油量、

烟碱量和一氧化碳量的测定方法。徐雅静等

（2005）、牛慧伟等（2012）采用统计方法构建了卷烟

烟气焦油量的预测模型。刘艳芳等（2010）研究表

明，卷烟烟气总粒相物与烟气烟碱量呈显著正相关。

王明锋等（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卷烟烟气中总烟

碱和游离烟碱量与卷烟劲头均呈高度正相关，游离

烟碱量与卷烟感官舒适性呈高度负相关。石凤学等

（2011）研究发现，卷烟焦油量与烟气烟碱量间有较

明显的正相关性。朱保昆等（2012）研究表明，游离

烟碱对卷烟刺激性和干燥感有较显著的负面影响。

石凤学等（2013）研究表明，焦油量和烟气烟碱量与

卷烟香气、杂气、刺激性和余味得分均呈极显著正相

关，烟气一氧化碳量与卷烟香气、杂气、刺激性和余

味得分呈极显著负相关。刘春奎等（2019）研究表

明，卷烟焦油量、烟气烟碱量和一氧化碳量任意两者

间均呈极显著正相关。赵赛月等（2019）研究表明，

卷烟烟气中β-大马酮和β-二氢大马酮含量与卷烟香

气和谐调得分呈正相关，卷烟烟气中二氢猕猴桃内

the suitability index were selected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evaluation of the suitability of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Method】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sensory quality scores of 254 cigarette samples
from 2004 to 2017 were researched，and the data distribution of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cigarette，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sensory quality scores were analyzed，and the suitability index
of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cigarette was calculated by index sum method.【Result】Average of tar，carbon
monoxide，smoke nicotine content and the ratio of tar to smoke nicotine was 11.49 mg/cigarette，12.53 mg/cigarette，0.97
mg/cigarette and 11.94，respectively. Cigarette samples of tar content ≤15.00 mg/cigarette accounted for 98.03% of total
cigarette samples，carbon monoxide content ≤15.00 mg/cigarette accounted for 88.19% of total samples，cigarette sam-
ples of nicotine content of smoke between 0.75 and 1.25 mg/cigarette accounted for 79.13% of total samples，and ratio of
tar to smoke nicotine between 10.00 and 14.00 accounted for 81.89% of total samples. Cigarette tar content and carbon
monoxide content，nicotine content of smoke，the ratio of tar to smoke nicotine had extremely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
tion（P<0.01，the same below），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ar content and nicotine content of smoke，car-
bon monoxide content were 0.814 and 0.759，respectively.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and ratio of tar to smoke nicotine
were relatively low，and nicotine content of smoke was relatively high for cigarette samples with high scores（85≤score<95）.
In contrast，cigarette samples with low scores（60≤score<75）had relatively high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and ratio of tar
to smoke nicotine，and relatively low nicotine content of smoke. Cigarette carbon monoxide，ratio of tar to smoke nico-
tine and sensory quality scores had extremely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and smoke nicotine and sensory quality
scores had extremely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Cigarette carbon monoxide，ratio of tar to smoke nicotine and smoke
nicotine showed a linear regression relationship with total sensory quality score，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cigarette carbon monoxide，smoke nicotine and ratio of tar to smoke nicotine
were selected as indicators for calculating the suitability index of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cigarette. The suita-
bility index of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cigarette was 83.10 by index sum method，which was close to the
average（85.72）of total sensory quality score of cigarette samples.【Conclusion】With carbon monoxide，smoke nicotine
content and the ratio of tar to smoke nicotine as evaluation indicators，a method for calculating the suitability index of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cigarette is established.

Key words：cigarette；suitability index；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the ratio of tar to smoke nicotine；index
sum method；sensory quality；correl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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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含量与卷烟杂气和刺激性得分呈负相关。【本研究

切入点】虽然已有较多关于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

的测定方法、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的关系

研究，但针对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的研究

尚无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卷烟烟气主要

化学成分间的关系及其与卷烟感官质量得分的关

系，确定进行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评价的

指标，建立一种计算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

指数的方法，以期为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

评价提供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

选取2004—2017年《卷烟感官标准样品说明书》

（全国烟草标准化卷烟标样分技术委员会，2004—

2017）有关烤烟型卷烟标准样品的烟气主要化学成

分和感官质量评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烤烟型卷烟

标准样品（共计254份）来自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中烟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国内13

家主要卷烟生产企业，具有代表性。卷烟标准样品

的烟气焦油量、烟气烟碱量和烟气一氧化碳量由国

家烟草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参照当时执行的烟草行业

相关标准或国家标准进行检测。其中，卷烟烟气焦

油量采用GB/T 19609—2004《卷烟 用常规分析用吸

烟机测定总粒相物和焦油》的方法测定，烟气烟碱量

采用YC/T 156—2001或GB/T 23355—2009《卷烟 总

粒相物中烟碱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测定，烟气一氧

化碳量采用YC/T 30—1996或GB/T 23356—2009

《卷烟 烟气气相中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散射红外法》

测定；卷烟感官质量参照GB 5606.4—1996或GB

5606.4—2005《卷烟 感官技术要求》进行评价打分。

1. 2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2.0参照宇传华（2007）的方法进行

相关分析、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

参照烤烟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指数的计算方

法（李葆等，2010；王彦亭等，2010；刘春奎等，2015），

采用指数和法计算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适宜

性指数。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适宜性指数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suitability index，

MSCCSI）按公式MSCCSIi=∑
j = 1

m

S ij·W ij计算，式中，Sij和

Wij分别表示第i个卷烟样本、第j个指标的量化得分和

权重系数，其中0<Sij≤100，0≤Wij≤1，且满足∑m W ij=1，

m为卷烟烟气化学成分指标的个数。

2 结果与分析

2. 1 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数量特征

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数据分布见图1。

卷烟样品焦油量的平均值为11.49 mg/支，变幅为

4.20~15.70 mg/支，焦油量在10.00~12.50 mg/支的卷

烟样品较多，其数据分布呈负偏态、曲线的峰为尖峭

峰（图1-A）；一氧化碳量的平均值为12.53 mg/支，变

幅为5.10~19.20 mg/支，一氧化碳量在12.00~14.00

mg/支的卷烟样品较多，其数据分布呈负偏态、曲线

的峰为尖峭峰（图1-B）；烟气烟碱量的平均值为0.97

mg/支，变幅为0.42~1.56 mg/支，烟气烟碱量在1.00~

1.25 mg/支的卷烟样品较多，其数据分布呈负偏态、

曲线的峰为平阔峰（图1-C）；焦碱比（焦油量与烟气

烟碱量比值）的平均值为11.94，变幅为8.21~18.28，

焦碱比在10.00~13.50的卷烟样品较多，其数据分布

呈正偏态、曲线的峰为尖峭峰（图1-D）。

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区间分布见

表1。卷烟烟气焦油量在15.00 mg/支以下的样品占

样品总量的98.03%，一氧化碳量在15.00 mg/支以下

的样品占样品总量的88.19%，烟气烟碱量为0.75~

1.25 mg/支的样品占样品总量的79.13%，焦碱比在

10.00~14.00的样品占样品总量的81.89%。

2. 2 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由表2可知，卷烟烟气焦油量与一氧化碳量、烟

气烟碱量和焦碱比均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下

同），焦油量与烟气烟碱量和一氧化碳量的简单相关

系数均在0.750以上；卷烟烟气一氧化碳量与烟气烟

碱量和焦碱比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卷烟烟气烟碱量

与焦碱比呈极显著负相关。

2. 3 不同感官质量得分的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

比较

GB 5606.6—2005《卷烟 感官质量综合评定》规

定：四类和五类卷烟的感官质量得分≥60分，二类和

三类卷烟的感官质量得分≥75分，一类卷烟的感官质

量得分≥85分。为进一步研究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

分与卷烟感官质量得分间的系数，根据卷烟的感官

质量得分，将卷烟样品分为得分较低卷烟（60分≤得
分<75分）、得分中等卷烟（75分≤得分<85分）和得分

较高卷烟（85分≤得分<95分）3组，其平均得分分别为

71.48、79.46和89.68分，3组卷烟样品感官质量得分

间的差异达极显著水平（表3）。

3组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比较见图2。

由图2可知，不同感官质量得分的卷烟样品焦油量、

刘春奎等：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指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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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区间分布情况
Table 1 Interval distribution of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cigarette samples

指标 Index
焦油量
Tar content

一氧化碳量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烟气烟碱量
Smoke nicotine content

焦碱比
Tar/smoke nicotine

范围 Range
<10.00 mg/支

10.00~15.00 mg/支
>15.00 mg/支
<10.00 mg/支

10.00~15.00 mg/支
>15.00 mg/支
<0.75 mg/支

0.75~1.25 mg/支
>1.25 mg/支

<10.00
10.00~14.00

>14.00

样本数 Number of sample
43

206
5

30
194
30
37

201
16
15

208
31

百分率（%）Percentage
16.93
81.10
1.97
11.81
76.38
11.81
14.57
79.13
6.30
5.91

81.89
12.20

累计百分率（%）Cumulative percentage
16.93
98.03

100.00
11.81
88.19

100.00
14.57
93.70

100.00
5.91
87.80

100.00

表 2 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cigarette samples

**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表5和表9同
**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1）.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5 and Table 9

指标
Index

焦油量
Tar content

一氧化碳量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烟气烟碱量
Smoke nicotine content

焦碱比
Tar/smoke nicotine

统计量
Statistics
相关系数

P
相关系数

P
相关系数

P
相关系数

P

焦油量
Tar content

1.000

0.759**
0.000

0.814**
0.000

0.165**
0.008

一氧化碳量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0.759**
0.000
1.000

0.444**
0.000

0.430**
0.000

烟气烟碱量
Smoke nicotine content

0.814**
0.000

0.444**
0.000
1.000

-0.417**
0.000

焦碱比
Tar/smoke nicotine

0.165**
0.008

0.430**
0.000

-0.417**
0.000
1.000

图 1 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频数分布情况
Fig.1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cigarette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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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碳量和焦碱比排序均表现为得分较低卷烟>

得分中等卷烟>得分较高卷烟，烟气烟碱量排序则表

现为得分较高卷烟>得分中等卷烟>得分较低卷烟。

感官质量得分较低和中等卷烟样品的一氧化碳量极

显著高于得分较高卷烟样品；3组卷烟样品的焦碱比

间存在极显著差异；得分较高卷烟样品的烟气烟碱

量极显著高于得分较低的卷烟样品。表明感官质量

得分较高的卷烟样品，其一氧化碳量和焦碱比相对

较低、烟气烟碱量相对较高；得分较低的卷烟样品，

其一氧化碳量和焦碱比相对较高、烟气烟碱量相对

较低；卷烟感官质量得分高低与其焦油量无显著关

系（P>0.05，下同）。

对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表4）表明，3组卷烟样品一氧化碳量、焦碱比和

烟气烟碱量的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而焦油量在3组

卷烟样品间无显著差异。

2. 4 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得分间的

相关性分析结果

简单相关分析结果（表5）表明，卷烟烟气一氧

化碳量和焦碱比与卷烟感官质量各项得分均呈极显

著负相关，烟气烟碱量与卷烟感官质量各项得分均

呈极显著正相关；焦油量仅与杂气得分呈显著负相

关（P<0.05），与其余感官质量得分无显著相关性。

2. 5 卷烟感官质量得分与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回归

分析结果

为研究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

量得分的关系，对卷烟感官质量得分（y）与焦油量

（x1）、一氧化碳量（x2）、烟气烟碱量（x3）和焦碱比（x4）

等烟气主要化学成分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烟气

主要化学成分与卷烟感官质量得分的线性回归方程

（表6）。对所得的回归方程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

6）表明，所得线性回归方程均有统计学意义；卷烟感

官质量得分与一氧化碳量和焦碱比呈线性负相关回

归关系，与烟气烟碱量呈线性正相关回归关系，与简

单相关分析结果一致。

2. 6 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适宜性指数

为研究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适宜性指数，

首先要确定评价指标。根据卷烟感官质量得分与一

表 3 卷烟样品感官质量得分的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sensory quality scores of cigarette samples

组别
Group

得分较低卷烟 Cigarettes with low score
得分中等卷烟 Cigarettes with medium score
得分较高卷烟 Cigarettes with high score

样本数
Number of

sample
21
61

172

最小值（分）
Minimum
（score）

64.5
75.0
85.0

最大值（分）
Maximum
（score）

74.5
84.5
94.5

平均值（分）
Average
（score）
71.48cC
79.46bB
89.68aA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3.15
2.95
2.15

F

777.19

P

0.00

图 2 不同感官质量得分卷烟的烟气主要化学成分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ci-

garette samples with different sensory quality scores
图中焦油量、一氧化碳量和烟气烟碱量的单位为mg/支。图柱上不同
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同一化学成分的不同感官质量得分卷烟样品
间存在极显著（P<0.01）或显著（P<0.05）差异
The unit for tar content，carbon monoxide content and smoke nicotine
content in the figure was mg/cigarette. Different uppercase and lower-
case letters on the graph column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P<0.01）or significant（P<0.05）difference among the che-
mical component of cigarette sample with different sensory quality
scores

表 4 不同组别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4 Variance analysis of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
nents of cigarette sample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指标
Index

焦油量
Tar content

一氧化碳量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烟气烟碱量
Smoke nicotine
content

焦碱比
Tar/smoke
nicotine

统计量
Statistics

组间
组内
总数
组间
组内
总数
组间
组内
总数
组间
组内
总数

平方和
Sum of
square
21.31

1209.01
1230.32
270.49

1241.05
1511.54

0.71
10.38
11.09

302.20
401.78
703.98

自由度
df

2
251
253
2

251
253
2

251
253
2

251
253

均方
Mean
square
10.65
4.82

135.24
4.94

0.35
0.04

151.10
1.60

F

2.21

27.35

8.53

94.39

P

0.11

0.00

0.00

0.00

数
值

V
al

ue

化学成分 Chemical component

 

aA aA

bB

 
bA bB

abAB

 cB cC

aA

0.00

4.00

8.00

12.00

16.00

焦油量 一氧化碳量 焦碱比 烟气烟碱量

得分较低 Lower score
得分中等 Medium score
得分较高 Higher score

得分较低 Low score

得分中等 Medium score

得分较高 High score

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不同卷烟样品感官质量得分间存在极显著（P<0.01）或显著（P<0.05）差异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that there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in sensory quality scores among
cigarette samples，and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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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量、烟气烟碱量和焦碱比呈极显著相关，得分

较高的卷烟样品一氧化碳量和焦碱比相对较低、烟

气烟碱量相对较高的结果，表明烟气烟碱量、一氧化

碳量和焦碱比与卷烟感官质量得分的关系密切。回

归分析结果也表明，卷烟样品感官质量得分均与一

氧化碳量、烟气烟碱量和焦碱比呈线性回归关系，说

明卷烟样品感官质量得分与一氧化碳量、烟气烟碱

量和焦碱比有关。综合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

选取一氧化碳量、烟气烟碱量和焦碱比作为计算烟

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指数的指标。

为确定一氧化碳量、烟气烟碱量和焦碱比的权

重系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主成分的特征值和

累积方差贡献率（表7）。进行主成分分析时，主成分

个数的判断方法为：主成分的特征根≥1.00、且累积

方差贡献率>70.00%（宇传华，2007）。结果表明，前

2个主成分［第一主成分（PC1）和第二主成分（PC2）］

的特征根均大于1.00，但第2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

献率为95.35%，因此确定主成分个数为2。根据确定

主成分的个数，对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进行主成

分分析，求出各项化学成分指标的公因子方差，由此

得出卷烟烟气化学成分指标的权重系数Wij，焦碱比、

烟气烟碱量和一氧化碳量的权重分别为33.37%、

33.33%和33.30%。

参照烤烟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指数的计算方

法，采用隶属函数计算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得分，

根据卷烟样品感官质量得分与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

相关性，确定烟气烟碱量的函数为S型函数（图3）。

根据最高分和最低分的不同，烟气烟碱量的函

数表达式有以下3种：

60 x<x1

y= 40×（x-x1）/（x2-x1）+60 x1≤x<x2 （1）

100 x≥x2

65 x<x1

y= 35×（x-x1）/（x2-x1）+65 x1≤x<x2 （2）

100 x≥x2

表 6 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得分的线性回归
分析结果
Table 6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sensory quality scores of cigarette samples

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
y=-1.129x2+99.871
y=10.051x3+75.935
y=-2.740x4+118.456

F
54.322
28.976
238.875

P
0.000
0.000
0.000

表 7 主成分的特征值
Table 7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principal components

主成分
Principal
component
PC1
PC2
PC3

特征根
Characteristic

root
1.45
1.41
0.14

方差贡献率（%）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48.20
47.15
4.65

累积方差贡献率（%）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48.20
95.35

100.00

ì
í
î

ï

ï

ì
í
î

ï

ï

图 3 S型函数
Fig.3 S-type function

y

y2

y1

0 x1 x2 x

表 5 卷烟感官质量得分与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5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sensory quality scores and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cigarette samples

指标
Index

光泽得分
Luster score

香气得分
Aroma score

谐调得分
Humorous score

杂气得分
Offensive odor score

刺激性得分
Irritation score

余味得分
Aftertaste score

总分
Total score

统计量
Statistics
相关系数

P
相关系数

P
相关系数

P
相关系数

P
相关系数

P
相关系数

P
相关系数

P

焦油量
Tar content

-0.072
0.256
-0.063
0.318
-0.025
0.690

-0.124*
0.048
-0.099
0.114
-0.093
0.140
-0.083
0.187

一氧化碳量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0.401**
0.000

-0.399**
0.000

-0.349**
0.000

-0.463**
0.000

-0.430**
0.000

-0.390**
0.000

-0.421**
0.000

烟气烟碱量
Smoke nicotine content

0.299**
0.000

0.340**
0.000

0.328**
0.000

0.276**
0.000

0.305**
0.000

0.291**
0.000

0.321**
0.000

焦碱比
Tar/smoke nicotine

-0.638**
0.000

-0.687**
0.000

-0.621**
0.000

-0.688**
0.000

-0.705**
0.000

-0.664**
0.000

-0.698**
0.000

*表示显著相关（P<0.05）
*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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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x<x1

y= 30×（x-x1）/（x2-x1）+65 x1≤x<x2 （3）

95 x≥x2

式中，y表示卷烟感官质量得分，x表示卷烟烟气

主要化学成分，x1表示下临界值，x2表示上临界值。

卷烟烟气一氧化碳量和焦碱比的函数为反S型

函数，如图4所示。

根据最高分和最低分的不同，烟气一氧化碳量

和焦碱比的函数表达式有以下3种：

100 x≤x1

y= 100-40×（x-x1）/（x2-x1） x1<x≤x2 （4）

60 x>x2

100 x≤x1

y= 100-35×（x-x1）/（x2-x1） x1<x≤x2 （5）

65 x>x2

95 x≤x1

y= 95-30×（x-x1）/（x2-x1） x1<x≤x2 （6）

65 x>x2

式中，y表示卷烟感官质量得分，x表示卷烟烟气

主要化学成分，x1表示下临界值，x2表示上临界值。

参照GB 5606.6—2005《卷烟 感官质量综合评

定》，结合本研究得出卷烟感官质量得分与烟气一氧

化碳量、焦碱比和烟气烟碱量的关系，确定卷烟烟气

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指数的函数临界值（表8）。按

照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指标所属的函数类型，再

根据每份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数值，找到

对应得分或函数表达式，计算每份卷烟样品、各个指

标的得分Sij，分别乘以相应的权重、再求和，即为1份

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适宜性指数。根据3

个不同函数表达式，计算卷烟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

分的3个适宜性指数，从中选出1个与卷烟感官质量

得分最接近的适宜性指数。

2. 7 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指数与感官质量

得分的关系

为检验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指数的

准确性，分别研究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3个适宜性

指数与卷烟感官质量得分的关系，并比较卷烟烟气

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指数、感官质量得分与一氧化

碳量、焦碱比和烟气烟碱量的相关系数。由表9可

知，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适宜性指数1、适宜性

指数2和适宜性指数3与卷烟感官质量得分均呈极显

著正相关，其简单相关系数均高于一氧化碳量、焦碱

比和烟气烟碱量与感官质量得分相关系数的绝对

值，其中3个适宜性指数与焦碱比的简单相关系数的

为-0.897。3个适宜性指数与烟气烟碱量的简单相关

系数均大于感官质量得分与烟气烟碱量的简单相关

系数；3个适宜性指数与一氧化碳量和焦碱比简单相

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感官质量得分与一氧化碳量

和焦碱比简单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说明与卷烟感官

质量得分相比，所得的3个适宜性指数均与烟气烟碱

量、一氧化碳量和焦碱比关系更密切。

虽然3个适宜性指数与烟气烟碱量、一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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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图 4 反S型函数
Fig.4 Inverse S-type function

表 8 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指数的函数拐点
Table 8 Function inflection point of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suitability index of cigarette samples

指标
Index

一氧化碳量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焦碱比
Tar/smoke nicotine
烟气烟碱量
Smoke nicotine content

函数类型
Function

type
反S型

反S型

S型

下临界值（x1）
Lower threshold

value
10.00

9.00

0.70

上临界值（x2）
Upper

threshold value
15.00

15.00

1.20

表 9 卷烟烟气适宜性指数与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相关系数
Table 9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cigarette smoke suitability index and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指标
Index

感官质量得分
Sensory quality score

一氧化碳量
Carbon monoxide content

烟气烟碱量
Smoke nicotine content

焦碱比
Tar/smoke nicotine

统计量
Statistics
相关系数

P
相关系数

P
相关系数

P
相关系数

P

感官质量得分
Sensory quality score

1.000

-0.421**
0.000

0.321**
0.000

-0.698**
0.000

适宜性指数1
Suitability index 1

0.737**
0.000

-0.491**
0.000

0.494**
0.000

-0.897**
0.000

适宜性指数2
Suitability index 2

0.736**
0.000

-0.490**
0.000

0.496**
0.000

-0.897**
0.000

适宜性指数3
Suitability index 3

0.736**
0.000

-0.490**
0.000

0.496**
0.000

-0.897**
0.000

y

y2

y1

0 x1 x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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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焦碱比均有密切关系，但3个适宜性指数各不相

同。由图5可知，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适宜性指

数1、适宜性指数2和适宜性指数3分别为80.68、83.10

和80.52，以适宜性指数2最大，且与卷烟感官质量得

分（85.72分）最接近。因此，确定适宜性指数2为卷

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适宜性指数。

3 讨论

3. 1 卷烟焦油量及其与烟气烟碱量、一氧化碳量的

关系

随着人们对“吸烟与健康”的日益关注，“降焦

减害”已成为全球卷烟发展的必然趋势。2002年以

来，英国卷烟焦油量一直控制在10 mg/支以内；2008

年，日本卷烟焦油量的平均值为6.6 mg/支，近年来

一直维持在6.9 mg/支的水平（谢剑平，2017）。2011

年，欧盟市场销售的卷烟焦油量已下降到10 mg/支

以下（何建龙，2011）。本研究中2004—2017年烤烟

型卷烟标准样品烟气焦油量的平均值为11.49 mg/支，

焦油量在15.00 mg/支以下的样品占样品总量的

98.03%，说明近十年来我国中、低焦油卷烟已占据

绝大优势，焦油量<10.00 mg/支的卷烟样品仅占卷

烟样品总量的16.93%，因此，发展低焦油卷烟、实现

卷烟“减害降焦”仍是我国卷烟生产的重要任务，实

现卷烟焦油量“稳得住、总体降”。

通过分析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指标间的关

系，结果表明，卷烟烟气焦油量与一氧化碳量、烟气

烟碱量和焦碱比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其中焦油量与

烟气烟碱量和一氧化碳量的简单相关系数较高，与

石凤学等（2011）、刘春奎等（2019）的研究结果一致。

詹建波（2011）研究发现，焦油量高的卷烟，其烟气一

氧化碳量也较高。本研究中，卷烟样品焦碱比与焦

油量和一氧化碳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与烟气烟碱

量呈极显著负相关，而以往有关卷烟烟气焦碱比与

烟气其他主要化学成分指标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

3. 2 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卷烟感官质量得分

的关系

为研究不同感官质量得分的卷烟样品烟气主

要化学成分的高低，参照GB 5606.6—2005《卷烟 感

官质量综合评定》有关规定，将卷烟样品分为得分较

低、得分中等和得分较高3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3组卷烟样品感官质量得分存在极显著差异。感官

质量得分较高的卷烟样品，其烟气焦碱比和一氧化

碳量较低、烟气烟碱量较高。石凤学等（2013）研究

表明，卷烟烟气一氧化碳量与香气、杂气、刺激性和

余味得分均呈极显著负相关，卷烟烟气烟碱量、焦油

量与卷烟香气、杂气、刺激性和余味得分均呈极显著

正相关。本研究结果表明，卷烟样品一氧化碳量、焦

碱比与卷烟感官质量各项得分均呈极显著负相关，

卷烟烟气烟碱量与卷烟感官质量各项得分均呈极显

著正相关，焦油量仅与卷烟杂气得分呈极显著负相

关，与石凤学等（2013）的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本

研究中卷烟焦碱比与卷烟感官质量各项得分均呈极

显著负相关，说明焦油量/烟气烟碱量越小（烟气烟

碱量/焦油量越大）、卷烟感官质量各项得分越高，与

王建民等（2002）研究发现卷烟烟气烟碱量/焦油量

与卷烟感官质量各项得分均表现出正相关的结果基

本吻合。通过研究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卷烟感

官质量得分的关系，找出与卷烟感官质量得分有显

著相关性的烟气主要化学成分指标，为评价卷烟烟

气主要化学成分的适宜性打下基础。

3. 3 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评价指标的

筛选

卷烟焦油、烟气烟碱和一氧化碳等烟气主要化

学成分是烟草行业一直关注和研究的焦点。谢剑平

等（2009）提出采用卷烟主流烟气中一氧化碳、氢氰

酸、苯酚和巴豆醛等7项有害成分的释放量对卷烟烟

气危害性进行评价。有关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

宜性评价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参照烤烟常规

化学成分适宜性的评价方法，计算卷烟烟气主要化

学成分的适宜性指数。

计算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适宜性指数，筛

选评价指标至关重要。我国烟草行业普遍认为，卷

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包括焦油量、烟气烟碱量、一氧

化碳量和总粒相物，这些指标是国家烟草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在检测卷烟标准样品烟气主要化学成分时

的必检项目。卷烟焦油量、烟气烟碱量和一氧化碳

量是评价卷烟烟气质量的重要指标（丁超等，2009；

图 5 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指数和感官质量得分的
比较

Fig.5 Main smoke chemical components suitability index and
total sensory scores of cigarette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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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凤学等，2013）。有研究报道，选用焦油量与烟碱

量比值较低的烟叶是卷烟生产的发展方向（郑新章

等，1998）。本研究选取卷烟焦油量、一氧化碳量、烟

气烟碱量和焦碱比作为研究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

与卷烟感官质量关系的几项指标。

至今，未见采用焦碱比评价卷烟烟气主要化学

成分适宜性指数的研究报道。我国烟草行业在评价

烟叶化学成分适宜性时将氮碱比（总氮/烟碱）作为

评价指标之一，也将烟叶钾含量和钾氯比作为评价

烟叶化学成分适宜性的重要指标（王彦亭等，2010；

刘春奎等，2015）。本研究结果表明，卷烟烟气焦碱

比、一氧化碳量和烟气烟碱量与卷烟感官质量得分

呈极显著相关，且与卷烟感官质量得分有极显著回

归关系；焦油量与卷烟多项感官质量指标间无显著

相关性，与卷烟感官质量得分也无显著回归关系，因

此焦油量不宜作为评判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

性的指标。卷烟烟气一氧化碳量、烟气烟碱量和焦

碱比与卷烟感官质量有密切关系，故选择烟气一氧

化碳量、烟气烟碱量和焦碱比作为评价卷烟烟气主

要化学成分适宜性指数的指标。

3. 4 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指数的计算

本研究中，得分较低卷烟、得分中等卷烟和得

分较高卷烟3组样品感官质量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71.48、79.46和89.68分，且三者间的差异达极显著水

平；3组卷烟样品的一氧化碳量分别为14.72、13.73和

11.84 mg/支，烟气烟碱量分别为0.84、0.92和1.01

mg/支，焦碱比分别为14.61、13.01和11.24，3组样品

对应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差异也达极显著水平。结

合卷烟烟气一氧化碳量和焦碱比与卷烟感官质量得

分呈极显著负相关，烟气烟碱量与卷烟感官质量得

分呈极显著正相关，确定烟气一氧化碳量和焦碱比

为反S型函数、烟气烟碱量为S型函数。将3组卷烟样

品的感官质量得分近似看作70、80和90分，根据该得

分对应的一氧化碳量、烟气烟碱量和焦碱比数值确

定3个指标的下临界值和上临界值。

GB 5606.6—2005《卷烟 质量综合判定》规定：

卷烟烟气一氧化碳量≤10 mg/支，其得分为100分；一

氧化碳量>15 mg/支，其得分为50分；但未有规定如

何对烟气烟碱量和焦碱比赋值。考虑到本研究中即

使一氧化碳量>15 mg/支、焦碱比>15的卷烟样品，其

得分也在60分以上，因此在模拟隶属函数时，最低得

分为60分。为检验隶属函数和适宜性指数的准确

性，将隶属函数的最高分和最低分设为3组：最高分

100分、最低分60分，最高分100分、最低分65分，最高

分95分、最低分65分，分别计算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

分适宜性指数。结果表明，隶属函数的最高分为100

分、最低分为65分时，计算出的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

分的适宜性指数与卷烟感官质量得分（85.72分）最

接近，可较准确反映出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的适

宜性。在此条件下，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

指数与烟气烟碱量的相关系数（0.496）大于感官质量

得分与烟气烟碱量的相关系数（0.321），适宜性指数

与焦碱比和一氧化碳量相关系数（-0.897和-0.490）的

绝对值分别大于感官质量得分与焦碱比和一氧化碳

量相关系数（-0.698和-0.421）的绝对值。说明与卷

烟感官质量得分相比，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

性指数与烟气烟碱量、焦碱比和一氧化碳量的关系

较密切。

根据本研究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指

数2与卷烟感官质量得分最接近，可知采用公式（2）

对烟气烟碱量进行打分、采用公式（5）对烟气一氧化碳

量和焦碱比进行打分。当烟气烟碱量<0.70 mg/支

时，其得分为65分；当0.70 mg/支≤烟气烟碱量<1.20

mg/支时，其得分=35×（烟气烟碱量-0.70）/（1.20-
0.70）+65；当烟气烟碱量≥1.20 mg/支时，其得分为

100分。当一氧化碳量≤10.00 mg/支时，其得分为

100分；当10.00 mg/支<一氧化碳量≤15.00 mg/支

时，其得分=100-35×（一氧化碳量-10.00）/（15.00-
10.00）；当一氧化碳量>15.00 mg/支时，其得分为65

分。当焦碱比≤9.00时，其得分为100分；当9.00<焦

碱比 ≤15.00，其得分 =100 - 35 ×（焦碱比 - 9.00）/

（15.00-9.00）；当焦碱比>15.00时，其得分为65分。

4 结论

通过分析卷烟样品中烟气主要化学成分与感

官质量得分的关系，确定烟气一氧化碳量、烟气烟碱

量和焦碱比为评价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的

指标，对3个指标进行赋值，并计算其权重，采用指数

和法可计算出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指数。

卷烟烟气主要化学成分适宜性指数=0.3337×焦碱比

得分+0.3333×烟气烟碱量得分+0.3330×一氧化碳量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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