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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吸入装置的部件，其具有用于连接

到吸入装置的主体的第一端部和第二端部。通道

从第一端部到第二端部延伸穿过所述部件以用

于吸入剂流过其中。第一端部包括盲腔体，该盲

腔体与通道分开且包含感官材料。另外，公开了

一种包括主体的吸入装置，该主体具有连接到吸

入装置的这样的部件的第一端部和构造成接纳

吸入剂生成部件的第二端部。导管在第一和第二

端部之间延伸穿过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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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吸入装置的部件，包括用于连接到吸入装置的主体的第一端部和第二端

部、从所述第一端部穿过所述部件而延伸到所述第二端部以用于吸入剂流过其中的通道，

其中，所述第一端部包括盲腔体，所述盲腔体与所述通道分开且包含感官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部件，其中，所述感官材料包括形成于其中的至少一个开放的

中空空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或权利要求2所述的部件，其中，凸轮销从所述部件的靠近所述第一

端部的内壁向内延伸，以定位在吸烟装置的主体中的对应凸轮凹槽中，以便将所述部件连

接到所述吸烟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部件，其中，所述感官材料在所述部件的所述盲腔体内设置在

壳体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部件，其中，所述感官材料能够从所述部件移除以允许用另一

部分感官材料更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部件，还包括可移除的覆盖件，所述可移除的覆盖件密封跨过

所述盲腔体，以在使用之前将所述感官材料从环境空气密封。

7.根据权利要求1或权利要求2所述的部件，其中，所述部件包括吸入装置的嘴件。

8.一种吸入装置，包括：主体，所述主体具有构造成接纳所述吸入装置的附加部件的第

一端部以及，构造成接纳吸入剂生成部件的第二端部；导管，所述导管在所述第一端部和第

二端部之间延伸穿过所述主体；以及根据权利要求1至6中的任一项所述的部件，所述部件

连接到所述主体的所述第一端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吸入装置，其中，所述部件能够相对于所述主体定位在第一位

置，在所述第一位置，所述导管与所述通道经由所述盲腔体流体连通，以限定穿过所述吸入

装置的第一吸入剂流动路径，在所述第一吸入剂流动路径中，感官添加剂可以引入到所述

吸入剂流中。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吸入装置，其中，所述第一吸入剂流动路径延伸穿过所述感

官材料中的开放的中空空间。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吸入装置，其中，所述部件能够相对于所述主体在所述第一

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移动，在所述第二位置中，所述导管与所述通道流体连通以限定穿过

所述吸入装置的第二吸入剂流动路径，并且在所述第二位置中，所述盲腔体被从所述导管

和所述通道密封，以防止将感官添加剂引入到所述吸入剂流中。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吸入装置，其中，所述第二吸入剂流动路径绕过所述感官材

料。

13.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吸入装置，其中，当所述部件处于所述第一位置时，沿着所述

第一吸入剂流动路径而行进的吸入剂当其在所述盲腔体内流动时掠过所述感官材料的表

面。

14.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吸入装置，其中，所述部件能够相对于所述主体在所述第一

和第二位置之间旋转。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吸入装置，其中，所述主体的所述第一端部包括凸轮凹槽，

当所述部件在所述第一和第二位置之间旋转时，所述凸轮销沿着所述凸轮凹槽行进。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吸入装置，其中，所述凸轮凹槽包括定位部，所述凸轮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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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到所述定位部中，以便在处于所述第一和第二位置中的至少一个时提供所述部件相对

于所述主体的稳定旋转位置。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吸入装置，其中，所述凸轮凹槽构造成使得相比当所述凸轮

销位于所述凸轮凹槽的其余部分中时，当所述凸轮销位于所述定位部中时所述部件被迫动

成与所述主体更紧密地接合。

18.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吸入装置，其中，所述主体的所述第一端部包括端面，所述导

管延伸穿过所述端面，所述端面还包括凹部，其中，当所述部件处于所述第一位置时，所述

端面中的所述凹部将所述部件中的所述盲腔体与所述部件中的所述通道流体连通。

19.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吸入装置，其中，所述主体的所述第一端部包括端面，所述导

管延伸穿过所述端面，所述端面还包括凹部，其中，当所述部件处于所述第一位置时，所述

部件中的所述盲腔体将所述导管与所述端面中的所述凹部流体连通。

2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吸入装置，其中，当所述部件处于所述第一位置时，所述导管

经由所述感官材料中的至少一个开放的中空空间与所述通道流体连通。

2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吸入装置，包括通风控制机构，所述通风控制机构构造成选

择性地允许环境空气被抽吸到所述主体中以与所述吸入剂流混合。

22.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吸入装置，其中，通过所述通风控制机构而控制环境空气的

引入是独立于将感官添加剂选择性引入到所述吸入剂流中的。

23.根据权利要求8至22中的任一项所述的吸入装置，其中，所述部件包括吸入装置的

嘴件。

24.根据权利要求8至22中的任一项所述的吸入装置，包括吸烟装置，所述吸烟装置构

造成接纳可抽吸材料的杆，以便通过所述可抽吸材料的杆的燃烧而在所述吸入剂被抽吸通

过所述装置时生成烟。

25.根据权利要求8至22中的任一项所述的吸入装置，所述吸入装置构造成接纳蒸气生

成部件，所述蒸气生成部件包括烟草和用于在不燃烧的情况下加热所述烟草的热生成器，

以生成将被抽吸通过所述装置的吸入剂蒸气。

26.根据权利要求8至22中的任一项所述的吸入装置，所述吸入装置构造成接纳蒸气生

成部件，所述蒸气生成部件包括液体的贮存器和用于加热所述液体以生成吸入剂蒸气的热

生成器。

2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中的任一项所述的部件的包装件，所述部件包括多个部件。

28.根据权利要求27所述的包装件，其中，所述包装件被气密地密封。

29.根据权利要求28所述的包装件，其中，每个部件与剩余部件单独地气密地密封。

30.根据权利要求27至29中的任一项所述的包装件，其中，所述部件包括吸入装置的嘴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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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装置和用于吸入装置的部件

技术领域

[0001] 在本说明书中描述了吸入装置和用于这样的装置的部件。

背景技术

[0002] 吸入装置是已知的并且包括多种构型，包括诸如电子香烟的用于产生供使用者吸

入的蒸气的装置、以及通过加热源材料而产生供使用者吸入的蒸气或气雾剂的气雾剂生成

装置。另外，香烟夹持器是已知的，其包括主体，该主体构造成接纳香烟并且香烟可以通过

该主体抽吸。这样的装置可包括过滤材料，其用香料浸渍，使得抽吸通过过滤器的气体、蒸

气、气雾剂或烟获得香味。

发明内容

[0003] 在本说明书中描述了一种用于吸入装置的部件的实施例，所述部件包括用于连接

到吸入装置的主体的第一端部和第二端部、从第一端部到第二端部延伸穿过所述部件的通

道以用于吸入剂流过其中，其中，第一端部包括盲腔体，盲腔体与通道分开且包含感官材

料。

[0004] 感官材料可包括形成于其中的至少一个开放的中空空间。

[0005] 凸轮销可以靠近第一端部从所述部件的内壁向内延伸，以定位在吸入装置的主体

中的对应凸轮凹槽中，以便将所述部件连接到吸入装置。

[0006] 感官材料可以在所述部件的盲腔体内设置在壳体内。

[0007] 感官材料可以是可从所述部件移除的，以允许用于另一部分的感官材料更换。

[0008] 所述部件还可包括可移除的覆盖件，该可移除的覆盖件密封跨过盲腔体，以在使

用之前将感官材料从环境空气密封。

[0009] 在本说明书中还描述了吸入装置的实施例，该吸入装置包括：主体，该主体具有构

造成接纳吸入装置的附加部件的第一端部和构造成接纳吸入剂生成部件的第二端部；导

管，该导管在第一端部和第二端部之间延伸穿过主体；以及上述部件，该部件连接到主体的

第一端部。

[0010] 所述部件可以是能够相对于主体定位在第一位置的，在第一位置，导管与通道经

由盲腔体流体连通，以限定穿过吸入装置的第一吸入剂流动路径，在第一吸入剂流动路径

中，感官添加剂可以引入到吸入剂流中。

[0011] 第一吸入剂流动路径可以延伸穿过感官材料中的开放的中空空间。

[0012] 所述部件可以是能够相对于主体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移动的，在第二位置

中，导管与通道流体连通以限定穿过吸入装置的第二吸入剂流动路径，并且在第二位置中，

盲腔体被从导管和通道密封，以防止将感官添加剂引入到吸入剂流中。

[0013] 第二吸入剂流动路径可以绕过感官材料。

[0014] 当所述部件处于第一位置时，随着沿着第一吸入剂流动路径行进的吸入剂在盲腔

体内流动，该吸入剂可以掠过感官材料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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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所述部件可以是能够相对于主体在第一和第二位置之间移动的。

[0016] 主体的第一端部可包括凸轮凹槽，当所述部件在第一和第二位置之间旋转时，凸

轮销沿着凸轮凹槽行进。

[0017] 凸轮凹槽可包括定位部，凸轮销能定位到该定位部中，以便在处于第一和第二位

置中的至少一者时提供所述部件相对于主体的稳定旋转位置。

[0018] 凸轮凹槽可构造成使得相比当凸轮销位于凸轮凹槽的其余部分中时当凸轮销位

于定位部中时所述部件被迫动成与主体更紧密地接合。

[0019] 凸轮凹槽可包括定位部，其对应于所述部件的第一和第二旋转位置中的每一个。

[0020] 凸轮凹槽可包括向主体的第一端部开放的部分，以允许所述部件连接到主体和从

主体断开。

[0021] 主体的第一端部可包括导管所延伸穿过的端面，并且端面还可包括凹部，其中，当

所述部件处于第一位置时，端面中的凹部将所述部件中的盲腔体与所述部件中的通道流体

连通。

[0022] 主体的第一端部可包括导管所延伸穿过的端面，端面还包括凹部，其中，当所述部

件处于第一位置时，所述部件中的盲腔体将导管与端面中的凹部流体连通。

[0023] 当所述部件处于第一位置时，导管可以经由感官材料中的至少一个开放的中空空

间与通道流体连通。

[0024] 吸入装置还可包括在细长主体内的碳基过滤元件。

[0025] 当所述部件处于第二位置时，过滤元件可以从感官材料密封。

[0026] 吸入装置可包括通风控制机构，其构造成选择性地允许环境空气被抽吸到主体中

以与吸入剂流混合。

[0027] 由通风控制机构对环境空气的引入的控制独立于感官添加剂向吸入剂流中的选

择性引入。

[0028] 部件可包括吸入装置的嘴件。

[0029] 在本说明书中还描述了吸入装置的实施例，该吸入装置包括：主体，该主体具有构

造成接纳吸入剂生成部件的第一端部；以及在主体的相对端处的嘴件，该主体包括：穿过其

中的通道，该通道限定从杆到嘴件的吸入剂流动路径；以及吸入剂改变机构，该吸入剂改变

机构构造成在由使用者吸入之前将感官添加剂选择性地引入到吸入剂，其中，该吸入剂改

变机构包括控制构件，该控制构件具有穿过其中的多个孔口和阻挡元件，至少一个孔口加

载有感官材料，其中，该控制构件能够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移动，在第一位置，气体

被允许流过所述至少一个加载的孔口，在第二位置，当使用者抽吸嘴件时，所述或每个加载

的孔口由阻挡元件封闭，从而仅允许气体流过剩余的孔口。

[0030] 控制构件可以设置在通道中，使得吸入剂流动路径穿过控制构件中的孔口。

[0031] 控制构件可以设置在通道的外部周围，并且主体包括通风孔以允许环境空气进入

主体，其中，吸入剂流动路径绕过控制构件，并且抽吸到主体中的环境空气穿过控制构件中

的孔口并与嘴件中的吸入剂混合。

[0032] 在所述至少一个孔口中的感官材料可以涂布在孔口的内壁上，使得流过带涂层的

孔口的气体掠过感官材料，以使添加剂变得夹带在气体流中。

[0033] 在本说明书中还描述了吸入装置的实施例，该吸入装置包括：部件，所述部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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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穿过其中的通道和在所述部件的第一端部中与通道分开的盲腔体；主体，该主体具有

构造用于连接到所述部件的第一端部、构造成接纳吸入剂生成构件的相对端、以及在第一

端部和第二端部之间延伸穿过主体的导管，其中，主体的第一端部包括密封面，其中，在所

述部件的第一端部与主体的密封面接触的情况下，所述部件可旋转地连接到主体，并且其

中，在所述部件相对于主体的至少一个位置，盲腔体由主体的密封面密封封闭。

[0034] 所述部件可以是能够相对于主体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移动的，在第一位

置，导管经由盲腔体与通道流体连通，以限定穿过吸烟装置的第一吸入剂流动路径，在第二

位置，导管与通道流体连通，以限定穿过吸烟装置的第二吸入剂流动路径，并且在第二位

置，盲腔体由主体的密封面密封封闭。

[0035] 盲腔体可以包含感官材料。

[0036] 吸入装置可包括上述任何特征或特征的组合。

[0037] 在本说明书中还描述了上述多个部件的包装件的实施例。该包装件可以是气密密

封的，并且每个部件可以与剩余部件单独地气密密封。部件可包括用于吸入装置的嘴件。

[0038] 在本说明书中还描述了吸入装置的实施例，该吸入装置包括吸烟装置，该吸烟装

置构造成接纳可抽吸材料的杆，以便通过烟草杆的燃烧而在吸入剂被抽吸通过所述装置时

生成烟。

[0039] 在本说明书中还描述了吸入装置的实施例，该吸入装置构造成接纳蒸气生成部

件，该蒸气生成部件包括烟草和用于在不燃烧的情况下加热烟草的热生成器，以生成将被

抽吸通过所述装置的吸入剂蒸气。

[0040] 在本说明书中还描述了吸入装置的实施例，该吸入装置构造成接纳蒸气生成部

件，该蒸气生成部件包括液体的贮存器和用于加热液体以生成吸入剂蒸气的热生成器。

[0041] 上述吸入装置可以与上述吸入剂生成部件一体地形成，或者可以构造成可移除地

接纳吸入剂生成部件。

附图说明

[0042] 现在将参照附图仅以举例方式描述吸入装置和用于吸入装置的部件的实施例，在

附图中：

[0043] 图1示出了第一实施例的结合了嘴件的吸入装置的透视图；

[0044] 图2示出了图1的吸入装置的分解透视图；

[0045] 图3示出了图1的吸入装置的嘴件和连接器的透视图；

[0046] 图4示出了图3的嘴件和连接器的分解透视图；

[0047] 图5示出了图1-4的嘴件的后部透视图；

[0048] 图6示出了图1和2的吸烟装置的连接器的前部透视图；

[0049] 图7示出了图6的连接器的后部透视图；

[0050] 图8示出了图3的嘴件和连接器沿着线X-X的剖视图；

[0051] 图9A示出了图1和2的吸入装置的透视图，示出了在固定到连接器上之前的嘴件；

[0052] 图9B和9C示出了分别处于“风味剂关闭”和“风味剂开启”位置的嘴件的透视图；

[0053] 图10A和10B示出了图1和2的吸入装置的透视图和端视图，其中嘴件处于“风味剂

关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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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图11A和11B示出了图1和2的吸入装置的透视图和端视图，其中嘴件处于“风味剂

开启”位置；

[0055] 图12示出了处于“风味剂开启”位置的连接器和嘴件的后部透视图，示出了穿过其

中的流动路径；

[0056] 图13示出了处于“风味剂开启”位置的连接器和嘴件的前部透视图，示出了穿过其

中的流动路径，其中嘴件示出为透明的以方便图示；

[0057] 图14示出了处于“风味剂开启”位置的连接器和嘴件的前视图，示出了穿过其中的

流动路径，其中嘴件示出为透明的以方便图示；

[0058] 图15示出了图1的吸入装置的连接器的凸轮凹槽的示意性二维图；

[0059] 图16示出了嘴件的感官主体的第一备选构型；

[0060] 图17示出了嘴件的感官主体的第二备选构型；

[0061] 图18示出了处于“风味剂关闭”位置的第二实施例的吸入装置的控制机构的端视

图；

[0062] 图19示出了处于“风味剂开启”位置的图18的控制机构的端视图；

[0063] 图20示出了图18和19的控制机构的部件的端视图；

[0064] 图21示出了图19的控制机构的局部剖开透视图；

[0065] 图22示出了嘴件和连接器的剖视图，其类似于图8所示，但是第三实施例的；

[0066] 图23示出了第四实施例的吸入装置的透视图；

[0067] 图24示出了图23的吸入装置沿着线Y-Y的横截面侧视图；

[0068] 图25示出了处于第一位置的图23的吸入装置的一部分的立体剖视图；

[0069] 图26示出了处于第二位置的图23的吸入装置的一部分的立体剖视图；

[0070] 图27示出了第五实施例的包括连接器、嘴件和部件的吸入装置的一部分的分解透

视图；

[0071] 图28示出了图27的连接器、部件和嘴件的横截面侧视图；

[0072] 图29示出了第六实施例的吸入装置的透视图；

[0073] 图30示出了穿过图29的吸入装置的吸入剂生成单元的剖视图；

[0074] 图31示出了第七实施例的吸入装置的透视图；以及

[0075] 图32示出了穿过图31的吸入装置的吸入剂生成单元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76] 参看图1-15，第一实施例的嘴件12显示为吸入装置的一部分，在该第一示例性实

施例中，吸入装置构成吸烟设备10。吸烟设备10包括控制器主体11和嘴件12。易燃的烟草杆

13可被插入控制器主体11中。控制器主体11包括第一(口腔)端部11a和与第一端部相对的

第二(杆)端部11b。第一端部11a和第二端部11b是开放的并且彼此流体连通。控制器主体11

包括在其第一端部11a处的连接器25，嘴件12能够可移除地附接到连接器25。烟草杆13为单

次使用部件，其被接纳在控制器主体11的第二端部11b内的孔口中。

[0077] 在使用中，烟草杆13被插入控制器主体11的第二端部11b中并点燃。使用者通过嘴

件12吸气，并且在烟草杆13被燃烧时，烟被抽吸通过烟草杆13，通过控制器主体11并从嘴件

12出来。当使用者吸完烟时，燃烧的烟草杆13的剩余部分(烟蒂)被丢弃，并且新的烟草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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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插入以用于设备10的每次后续使用。

[0078] 控制器主体11是设备10的多次使用部件，也就是说，它可被用于多个烟草杆13的

吸烟。嘴件12也是多次使用部件，但可以在需要时从控制器主体11移除并更换成新的嘴件

12。

[0079] 控制器主体11包括大体上圆柱形的外壳14，外壳14包含可旋转地安装在其中的通

风控制套管15。圆柱形外壳14包括第一部分14a和具有比第一部分14a小的直径的第二部分

14b，第二部分14b从第一部分14a的一端延伸。第一部分14a在环形壁16处过渡到第二部分，

环形壁16位于垂直于圆柱形外壳14的中心轴线的平面中。当烟草杆13被完全插入控制器主

体11中时，要被吸烟的烟草杆13的端部以摩擦配合保持在第二部分14b的内孔内。

[0080] 控制环17可旋转地安装在外壳14的第一部分14a内并且包括板18，板18在轴向方

向上从控制环17的周边的部段延伸。板18被接纳在通风控制套管15的侧壁中的对应形状的

狭槽15a内，使得通风控制套管15的旋转造成控制环17旋转。控制环17邻靠外壳14的环形壁

16的内部，但包括围绕其圆周的一部分的具有减小的厚度的部段19，部段19与环形壁16间

隔开。

[0081] 卷簧20在控制环17和通风控制套管15的内边沿15b之间设置在圆柱形外壳14内。

弹簧20抵靠外壳14的环形壁16偏置控制环17。

[0082] 圆柱形外壳14的环形壁16包括多个通风孔21。通风通槽22形成于圆柱形外壳14的

第二部分14b中，并且从通风孔21延伸至第二部分14b的端部。圆柱形外壳14也包括穿过第

一部分14a的外壁形成的多个空气入口狭槽(未示出)。

[0083] 通风控制套管15由锁定销23可旋转地固定在外壳14内，锁定销23延伸穿过外壳14

的壁并且位于狭槽24中，狭槽24穿过通风控制套管15的圆周的一部分形成。因此，通风控制

套管15能够在由狭槽24的长度确定的移动范围内旋转。狭槽24包括定位部24a，以限定通风

控制套管15的稳定旋转位置。

[0084] 中空的圆柱形连接器25固定在圆柱形外壳14的第二部分14b周围，其中在连接器

25和圆柱形外壳14的环形壁16的外部之间设置有O形环密封件26。连接器25由一对保持销

27固定在位，保持销27位于圆柱形外壳14的第二部分14b中的周边凹槽28中。

[0085] 远离圆柱形外壳14的连接器25的端部包括具有减小的直径的突出部分29，在突出

部分29的周边表面的部段周围形成有凸轮凹槽30。嘴件12由凸轮销31和组装销32围绕突出

部分29连接到连接器25，凸轮销31延伸穿过嘴件壁并且位于凸轮凹槽30中，组装销32延伸

穿过嘴件壁且位于与凸轮凹槽30分离的突出部分29上的通槽33中。O形环34可以任选地设

置在嘴件12和连接器25之间以在两者间形成气密密封，但这不是必要的并且从图3-14中省

略。如图9B和9C所示，嘴件12可相对于连接器25在风味剂“OFF”(关闭)位置和“ON”(开启)位

置之间旋转。旋转的范围由当嘴件12旋转时凸轮销31在其中行进的凸轮凹槽30的长度限

定。凸轮凹槽30在图15中示意性地示出并且包括“OFF”定位部30a和“ON”定位部30b，它们在

相应的风味剂ON/OFF位置提供嘴件12相对于连接器25的稳定位置。每个定位部30a、30b与

突出部分29的端面29a间隔得比凸轮凹槽30的其余部分略微更远，使得当在ON/OFF位置之

间旋转时嘴件12在凸轮销31位于定位部30a、30b中时比在凸轮销31位于凸轮凹槽30的其余

部分中时更紧密地抵靠连接器25拉动。这有助于在ON/OFF位置在嘴件12和连接器25之间实

现改善的牢固密封。定位部30a、30b也向使用者提供关于嘴件12正确地定位在所需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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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觉反馈。凸轮凹槽30也包括入口部分30c，当嘴件12附接到连接器25和从连接器25移除

时，入口部分30c延伸至连接器25的突出部分29的相邻端面29a，以接纳凸轮销31的端部。

[0086] 连接器25为中空的，以允许烟穿过其中，并且穿过连接器25的路径在其上部部分

的扇形体开口43处通过端面29a离开。端面29a的下部部分包括凹部44，凹部44为半圆形的

并且与穿过连接器25的路径分开。凹部44为盲腔体，也就是说，该盲腔体为底部封闭的，并

且仅在端面29a处开放。

[0087] 嘴件12在图3-5中更详细地示出，并且包括第一开放端部35和第二开放端部36，烟

由使用者抽吸通过第一开放端部35，第二开放端部36接纳连接器25的突出部分29。通道37

与第一开放端部35和第二开放端部36连通。通道37从第一开放端部35缩窄至第二开放端部

36，使得在第二开放端部36处的通道37的开口为半圆形的，并且仅设置在嘴件12的上部部

分处。嘴件的第二开放端部36包括与通道37分开的凹部38。凹部38为盲腔体，也就是说，它

仅在一个端部处包括开口39，相对端由端壁40封闭。

[0088] 感官材料的主体41设置在凹部38中，以便在烟流经过主体41时将风味剂施加到

烟。主体41包括延伸穿过其的腔体42。主体41可包括材料基质，其包含香料，例如，用薄荷醇

香料浸渗的醋酸纤维素。备选地，主体41可包括用香料或其它感官化合物浸渗的不同的固

体材料。所施加的香料可以借助于夹带在烟流中的颗粒材料，或者以气体形式蒸发或者说

是从感官材料41滤取。

[0089] 在使用中，嘴件12被完全推到连接器25上(参见图9A)，并且凸轮销31进入凸轮凹

槽30的入口部分30c。嘴件12接着旋转，直到凸轮销位于“OFF”定位部30a中(参见图9B)。当

吸烟装置10在使用中时，使用者有选择是否将香料添加到穿过装置10的烟流。当嘴件12处

于“OFF”位置时，连接器25中的扇形体开口43与嘴件12中的半圆形第二开口36对齐(参见图

10A和10B)以限定穿过吸烟装置10的第一烟流动路径，在该路径中，烟流从连接器25径直穿

过嘴件12中的通道37并从第一开放端部35出来，而不遭遇香料材料的主体41。

[0090] 如果使用者希望体验带香味的烟，则嘴件旋转至“ON”位置(参见图9C)。连接器25

中的扇形体开口43接着部分地重叠香料的主体41中的腔体42(参见图12)。此外，连接器25

中的半圆形凹部44也部分地重叠香料材料的主体41中的腔体42(参见图14)，并且部分地重

叠嘴件12中的半圆形第二开口36(参见图11和14)。当使用者抽吸嘴件12时，烟被抽吸通过

穿过吸烟装置10的第二烟流动路径(由图9-11中的箭头S所示)，该路径行进通过扇形体开

口43进入感官主体41中的腔体42，在腔体42内，烟打旋并在其在主体41的表面上掠过时获

得香料。烟流S离开腔体42进入连接器25中的半圆形凹部44，并且从半圆形凹部44输送进嘴

件12中的第二开口36中，穿过通道37并通过第一开口35从嘴件出来。

[0091] 感官主体41可提供期望的风味剂递送，以用于预定数量的烟草杆13的吸烟，之后，

感官主体41可能被耗尽并且需要更换。通过移除嘴件12和感官主体41，并且更换成其中具

有新的感官主体41的新的嘴件12，可以实现这个目的。备选地，感官主体41可以是可从嘴件

12移除的，并且使用者可以用进入相同的嘴件12的新的感官主体更换用尽的感官主体41。

在后一实施例中，感官主体41可以设置在套管或其它外部壳体(未示出)内，以有利于从嘴

件12移除和更换到嘴件12中。在前一实施例中，感官主体41可以形成有或作为制造步骤设

定到嘴件中的凹部38内，并且更换嘴件12可以设有在凹部38的开口39上方的密封覆盖件，

以防止任何感官材料(例如，任何挥发性化合物和/或芳香化合物)在首次使用之前逸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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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覆盖件可包括粘附在开口39上的箔，使用者在将新的嘴件12连接到连接器25之前将移

除该箔。在任一种情况下，感官主体41或嘴件12的可更换部件可设置在单独地供应至吸烟

装置10的控制器主体11的多个再填充包中，例如，多个泡罩包装中，每个更换部件在该包装

中密封在其自己的凹口中。

[0092] 凸轮凹槽30中的定位部30a、30b构造成使得当嘴件12处于“ON”和“OFF”位置时在

嘴件12和连接器25之间存在过盈配合。当处于“OFF”位置时，这有助于在嘴件中的凹部38和

连接器25的突出部分29的端面29a之间的有效密封，这确保诸如挥发性化合物和/或芳香化

合物的任何感官化合物都不会逸出。

[0093] 当使用者抽吸嘴件12时，通风控制套管15可被调整以控制吸入吸烟装置10中以与

烟流混合的环境空气的量。在通风控制套管15的第一位置，控制环17覆盖外壳14的环形壁

16中的通风孔21，并且已通过空气入口狭槽进入外壳14的第一部分14a的空气被阻止穿过

环形壁16并与烟流混合。将控制环17偏置到与环形壁16接触的弹簧20确保密封是可靠的。

[0094] 通风控制套管15向第二位置的旋转使板18和控制环17移动，使得具有减小的厚度

的部段19与通风孔21中的一个对齐，以在通风孔21和控制环17之间提供间隙。已通过空气

入口狭槽进入外壳14的第一部分14a的空气由此能够经由一个暴露的通风孔21穿过环形壁

16，沿着对应的通风通槽22行进，并且与作为混合室的连接器25内的烟流混合，以提供第一

程度的烟通风和稀释。

[0095] 通风控制套管15向第三位置的进一步旋转使板18和控制环17移动，使得具有减小

的厚度的部段19与更多个通风孔21对齐，以在另外的通风孔21和控制环17之间提供间隙。

来自外壳14的第一部分14a的空气由此能够经由多个暴露的通风孔21穿过环形壁16，沿着

对应的通风通槽22行进，并且与连接器25内的烟流混合，以提供增加水平的烟通风和稀释。

[0096] 应当理解，在上述吸烟装置10中，引入烟流的外部通风空气的程度是可变的，由此

改变吸烟体验的感官强度。在所有情况下，当由使用者选择烟风味时，带有或不带有附加的

通风空气的烟流经过感官主体41。还应理解，通风的控制独立于来自感官主体41的附加的

风味剂的控制。这确保对可从吸烟设备10获得的吸烟体验的更多种类的使用者控制。

[0097] 图16示出了可用于嘴件12的感官主体41的第一备选构型，其包括两个通道42a、

42b，通道42a、42b并排设置并且对在感官主体41的后部45处的公共空间开放。该公共空间

可以形成于感官主体41内(即，两个腔体相连)，或者主体41可以不延伸至凹部38的端壁40，

因此公共空间是凹部38的后方区域。在与处于“ON”位置的上述嘴件12一起使用时，烟流S从

扇形体开口43行进到香料主体41中的第一腔体42a内，穿过公共空间并通过第二腔体42b出

来，进入连接器25中的半圆形凹部44，到达嘴件12中的第二开口36，并且从嘴件出来，如上

所述。这里，当烟在第一腔体42a和第二腔体42b的内表面上方掠过时，烟获得香料。

[0098] 图17示出了可用于嘴件12的感官主体41的第二备选构型，其包括单个腔体42c，但

腔体42c大于此前描述的第一感官主体41的腔体42。包括感官主体的第二备选构型的嘴件

12将以与第一所述构型相同的方式起作用，但腔体42c的增加的内表面积可以提供增加的

香料递送。

[0099] 上述嘴件12的实施例包括凸轮销31和组装销32，以将嘴件12固定到连接器25。然

而，备选实施例可包括在嘴件的内壁上的向内突出的凸耳，以代替凸轮销和组装销。此类凸

耳可与嘴件12一体地模制，并且凸轮凹槽30和连接器25中的通槽33均可包括延伸至突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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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29的端面29a的部段。嘴件可接着通过卡口配合式连接件连接到连接器25和从连接器25

断开，并且因此对于使用者来说操作更简单。

[0100] 现在参看图18-21，示出了第二实施例的吸烟装置(未示出)的香料递送和控制机

构111。此类机构可并入此前描述的实施例的连接器25，并且联接到具有不同构型的嘴件，

该嘴件不具有凹部38，而只是管状元件。第一实施例的吸烟装置10的剩余特征保持不变，因

此将不再重复详细描述。

[0101] 控制机构111包括具有入口113的壳体112，入口113经由中央室115与出口114连

通。出口114包括布置在出口114的中心轴线周围的多个阻挡部分116，其限定多个在两个阻

挡部分116之间的通道117。在所示实施例中，存在限定三个通道117的三个阻挡部分116，每

个通道117成形为圆形出口的扇段。然而，此布置仅为示例性的，并且可以备选地提供其它

数目的通道/阻挡部分。

[0102] 致动器118设置在壳体112中，并且具有圆柱形的圆筒部分119，圆筒部分119带有

从其延伸的杆件120。杆件延伸穿过壳体112中的狭槽(未示出)。致动器118能够通过杆件

120沿着狭槽的移动在壳体112内旋转。圆筒119包括多个扇形通道121，其形状对应于阻挡

部分116和出口114中的通道117。图18-21所示致动器118包括六个通道121，但备选实施例

可具有更多或更少，视出口114的构型而定。致动器118的交替的通道121a包括在其内表面

上的感官材料122，剩余的通道121b不具有任何这样的材料。当杆件120处于图18所示“OFF”

位置时，带有感官材料涂层的通道121a与阻挡部分116对齐，不带有感官材料涂层的通道

121b与出口114中的通道117对齐。因此，从入口113到出口114穿过控制机构的唯一流体路

径穿过不带有感官材料涂层的通道121b。相反，当杆件120处于图19所示“ON”位置时，带有

感官材料涂层的通道121a与出口114中的通道117对齐，不带有感官材料涂层的通道121b与

阻挡部分116对齐。因此，在“ON”位置，从入口113到出口114穿过控制机构的唯一流体路径

穿过带有感官材料涂层的通道121a。

[0103] 在使用中，吸烟装置110的使用者可通过在“OFF”位置和“ON”位置之间移动杆件

120而在不带风味的烟或带风味的烟之间进行选择。在“OFF”位置，烟流穿过圆筒119的通道

121b，而不遭遇感官材料。然而，在“ON”位置，烟流穿过包括感官材料涂层的圆筒119的通道

121a，因此在烟流经过感官材料122时香料被烟流带走。

[0104] 在烟草杆13的预定次数的吸烟之后或当风味剂递送减少时，第二实施例的扭转风

味剂控制机构111可以被更换。更换可通过更换外壳14上的连接器25而进行。在吸烟装置的

备选构型中，控制机构111可设置在嘴件上，而不是连接器上，因此风味剂控制机构的更换

可以通过如前所述更换嘴件来实现。在这样的备选实施例中，连接器将不需要将流动路径

成形为上述扇形体43，而是可以仅包括中心圆形孔口。

[0105] 第三实施例的吸烟装置210的嘴件12和连接器25在图22中示出且类似于第一实施

例的嘴件12和吸烟装置10，并且类似的特征保持相同的附图标记。第一实施例和第三实施

例之间的一个差别在于，第三实施例的连接器25包括附加的过滤元件211，过滤元件211呈

包含碳基材料的垫的形式，其在扇形体开口43的入口与外壳14的第二部分14b的端部之间

设置在连接器25的主体中。第三实施例的吸烟装置210以与上述第一实施例相同的方式使

用，但烟流在其从外壳14行进到嘴件12中时穿过过滤元件211。在烟流到达嘴件12之前，过

滤元件211中的碳材料滤除烟流的另外的组分。当处于风味剂OFF(关闭)位置时，嘴件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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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接器25形成有效密封的上述技术益处同样是重要的，以使过滤元件211和感官主体41

彼此密封，以便防止任何感官材料或来自感官材料的挥发性/芳香性组分被碳吸收并因此

有效地浪费掉，进而缩短感官主体的寿命和/或降低碳基过滤元件211的有效性。

[0106] 图23-26示出了第四实施例的吸烟装置310，其包括控制器主体311，控制器主体

311构造成接纳易燃的烟草杆13，如前所述。控制器主体311包括外壳314和嘴件312，嘴件

312附接到与烟草杆13端部相对的外壳314的端部。外壳314包含保持管316，保持管316可在

外壳314内滑动并且构造成接纳烟草杆13的端部。保持管316包括卡爪317，卡爪317可接纳

在外壳314中的孔口318中。按钮319在孔口318上方设置在外壳上，用于将卡爪317推离与孔

口318的边缘的接合，以允许保持管316在外壳314内滑动。弹簧320抵靠保持管316的第一端

部设置在外壳内，并且在离开外壳314的方向上偏置保持管316。卡爪317构造成对抗弹簧

320的力将保持管316保持在外壳内的回缩位置。

[0107] 当保持管处于回缩位置时，管道321从保持管316的第一端部延伸并且联接到外壳

314中的管道322(参见图24)。

[0108] 风味剂控制筒323设置在嘴件312和外壳314的端部内，并且包括中央导管324和围

绕导管324的外部的可旋转的箍325。导管324流体联接到外壳314中的管道322和因此保持

管316中的管道321。箍325包括在轴向方向上延伸穿过箍325的多个通道326。堵板327围绕

导管324的外周边的一部分设置，并且构造成当通道326中的一个与堵板327对齐时阻挡通

过该通道的流动路径。

[0109] 致动器按钮328穿过嘴件312的侧壁中的狭槽329从箍325的外表面突出，使得通过

使致动器按钮328沿着狭槽329滑动可使箍325在嘴件312内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旋

转。嘴件312的外壁包括通风孔330，环境空气可通过通风孔330进入风味剂控制筒323的箍

325之后且围绕导管324外部的嘴件312的区域中。

[0110] 通道326a中的一个的内壁包括感官材料331的涂层，该涂层可包括香料化合物，使

得当空气流过带涂层通道326a时，香料在空气流掠过感官材料331时被施加到空气流。当箍

325处于图25所示第一位置时，带有感官材料331的带涂层通道326a位于堵板327之后，从而

防止空气流通过带涂层通道326a。当箍325处于图26所示第二位置时，带涂层通道326a被旋

转远离堵板327，使得空气可以流过其中。

[0111] 如果使用者在箍325处于第一位置的情况下使用吸烟装置310来抽吸烟草杆13，则

当使用者抽吸嘴件312时，烟被抽吸通过烟草杆13，通过保持管316中的管道321，通过外壳

314中的管道322，并且通过嘴件312中的导管324，如由图25中的箭头S所示。同时，环境空气

被抽吸通过通风孔330，通过箍325中的通道326并进入嘴件312中，如由图25中的箭头V所

示，在嘴件312中，通风空气V与烟流S混合。当带涂层通道326a与堵板327对齐时，通风空气

流不能穿过通道326a，因此没有香料被施加到通风空气流。然而，如果箍325移动至第二位

置，则烟如上所述被抽吸到嘴件312中，如由图26中的箭头S所示，但抽吸通过通风孔330的

环境空气能够穿过带涂层通道326a，因为带涂层通道326a已移动至不再与堵板327对齐，因

此通风空气流V穿过带涂层通道326a，并且香料在空气流掠过感官材料331时被施加到通风

空气流，如由图26中的箭头F所示。然后，带风味的空气流F和烟流S在嘴件312中混合。

[0112] 第四实施例的吸烟装置310的构型使得烟流S和通风空气流V、F保持分离，并且仅

在即将递送至口腔之前在嘴件312中的最后部分中混合。此外，只有绕过烟流S的通风空气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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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感官材料331，因此通风和风味剂控制机构的各种控制表面不遭遇烟流S。该布置防止

来自烟流的沉积物积聚在通风/风味剂控制表面上，其具有固有的卫生益处和提高的机构

寿命。

[0113] 虽然第四实施例的吸烟装置310描述为在箍325中具有一个带涂层通道326a，但对

该构型的变型是可预期的，并且箍325可包括多个带涂层通道326a。在这样的变型中，风味

剂控制筒323将包括对应的多个堵板327，使得所有带涂层通道326a在箍的第一位置被阻

挡，并且在箍的第二位置被暴露以允许通风空气流穿过其中。这样的构型可以类似于图18-

21中所示第二实施例的风味剂控制机构111。

[0114] 在第四实施例的吸烟装置310的另一个备选变型中可预期的是，可以包括用于选

择性地打开或关闭通风孔330的机构，使得使用者可以选择不让通风空气与烟流混合，并且

选择通风空气是否带风味。

[0115] 图27和28示出了第五实施例的吸烟装置的连接器25、嘴件412和部件411。第五实

施例的吸烟装置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图1-15中所示第一实施例的吸烟装置，并且类似的特征

保持相同的附图标记，包括图27和28中所示中空圆柱形连接器25。因此，相同的部件的详细

描述不会被重复，并且在后续附图中未再次示出。

[0116] 第五实施例的吸烟装置和第一实施例的吸烟装置之间的一个区别在于，第五实施

例的嘴件412是具有渐缩直径的简单中空管并且不直接连接到连接器25，并且第五实施例

的嘴件412不包括盲腔体或包含任何感官材料。

[0117] 中间部件411由位于凸轮凹槽30中的凸轮销31围绕突出部分29连接到连接器25，

这与第一实施例的嘴件12连接到连接器25的方式相同，并且部件411可相对于连接器25在

风味剂“OFF”位置和“ON”位置之间旋转。正是此部件411将感官/风味添加剂以与第一实施

例的嘴件12相同的方式添加至烟流。在第五实施例的连接器25上的部件411的旋转操作与

第一实施例的嘴件12的相同，包括提供稳定的旋转位置的凸轮凹槽定位部确保在部件411

和处于ON/OFF位置的连接器25之间的有效密封并且向使用者提供触觉反馈。

[0118] 部件411包括第一开放端部413和第二开放端部414，第一开放端部413连接到嘴件

412并且烟由使用者抽吸通过第一开放端部413，第二开放端部414接纳连接器25的突出部

分29。通道415与第一开放端部413和第二开放端部414连通。通道415的开口在第二开放端

部414处为半圆形的，并且仅设置在部件411的上部部分处。第二开放端部414包括与通道

415分开的凹部416，其呈由端壁417封闭的盲腔体的形式。

[0119] 感官材料的主体418设置在凹部416中，以便在烟流经过主体41时将风味剂施加到

烟。主体418包括延伸穿过其的腔体419。

[0120] 在第五实施例的吸烟装置的使用过程中，使用者有选择是否将香料添加到穿过装

置的烟流。这以与第一实施例相同的方式被控制，不同的是，部件411相对于连接器25旋转，

而不是嘴件12相对于连接器25旋转。因此，操作模式和流体流动路径的详细描述将不再进

行重复。

[0121] 通过移除部件411并用其中具有新的感官主体418的新部件411更换，可以实现在

预定数目的烟草杆13被吸完之后感官主体418在耗尽时的更换。备选地，感官主体418可以

是可从部件411移除并用新感官主体更换的。

[0122] 在使用者可能希望时，嘴件412可以是可与部件411一起或单独地更换的。备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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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件412可以是随主体11保留的吸烟装置的高价长期使用部件，并且仅定期地更换中间部

件411。嘴件412可以在部件411上进行摩擦配合，如图27和28所示，或者可以在部件411和连

接器25之间提供凸轮销/凹槽布置。

[0123] 上述实施例包括构成吸烟装置的吸入装置，其中，吸入剂包括从插入装置的主体

的可抽吸材料的易燃杆生成的烟。然而，本发明并非意图局限于吸烟装置，并且可包括其它

类型的吸入装置，例如蒸气生成装置，例如电子香烟或其它装置，其产生用于由使用者吸入

的诸如气体、蒸气或气雾剂的吸入剂。这样的装置可以通过热源加热烟草，而不燃烧烟草，

以造成蒸气从烟草产生以供使用者吸入。这样的热源可包括电子加热元件或由备选装置产

生的热。备选地，这样的装置可以加热保持在贮存器中的液体，例如尼古丁溶液，以产生气

体或蒸气形式的吸入剂。

[0124] 不通过燃烧烟草操作的吸入装置501的第六实施例在图29和30中示出，并且类似

于图1-15的第一实施例。用来提供通风和风味剂控制的控制器主体11和嘴件12的特征是相

同的，因此不再重复对它们的描述。然而，在第六实施例501和第一实施例之间的区别在于，

第六实施例的装置501不构造成用于接纳易燃的烟草杆，并且不设计用于通过吸入装置抽

吸来自烟草杆的燃烧的烟。相反，第六实施例501包括这样的装置：其中烟草被热源加热以

造成烟草的组分以蒸气相释放，以便通过该装置抽吸并由使用者吸入。蒸气生成单元502连

接到主体11的第二端部11b并且包括：圆柱形部件503，其具有包含烟草505的室504；以及围

绕室504的电加热元件506，其构造成加热室504中的烟草505。诸如电池507的功率源设置在

部件503的一端处，以将功率提供至加热元件506，并且可以是可从部件503的剩余部分拆卸

以用于单独再充电的。

[0125] 入口孔508设置在部件503的一端处，且与室504连通以允许空气被抽入室504中。

部件503的相对端包括连接部分509，其构造成被接纳和保持在主体11的第二端部11b内。室

504在连接部分509处是开放的，以便当蒸气生成单元502连接到主体11时限定从入口孔508

到嘴件12穿过吸入装置501的气体流动路径。因此，当使用者抽吸嘴件12时，空气可以经由

入口孔508抽吸进室504中，穿过主体11和嘴件12。

[0126] 压力传感器510设置在孔508处，以检测空气何时被抽吸到室504中，并且单元502

构造成使得当由传感器510在空气被抽吸到室504中时检测到减小的压力时加热元件506被

供电。处理器(未示出)可以设置在部件503中，以响应于来自压力传感器510的信号而控制

加热元件506的操作。

[0127] 在使用中，使用者抽吸嘴件12，其将空气抽吸通过入口孔508并进入室504中。传感

器510检测到入口孔508处减小的压力，并且加热元件506被供电，加热烟草505并造成蒸气

相产物被从烟草505释放。释放的蒸气接着被抽出室504之外，通过连接部分509，通过主体

11和嘴件12，并且被使用者吸入。当使用者停止抽吸嘴件时，传感器510检测到返回环境压

力，并且停止对加热元件506供电，从而停止进一步加热烟草，直到使用者下一次抽吸嘴件

为止。

[0128] 当使用者使用第六实施例的吸入装置501时，他们可以选择如此前所述那样通过

旋转嘴件12而开启或关闭附加的风味剂，并且也可以通过如上所述旋转通风控制套管17而

允许不同程度的环境外部通风空气进入蒸气流中，以根据需要稀释和/或冷却蒸气流。

[0129] 在蒸气生成单元502中的烟草源505耗尽时，可通过上述弹出机构或仅通过拉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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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外来将单元502从主体拆卸，并且替换成新单元。蒸气生成单元502的部件503部分可替

换成具有新的充满烟草505的室504的新部件503，这与电池507的更换独立进行。

[0130] 不通过燃烧烟草操作的吸入装置601的第七实施例在图31和32中示出，并且类似

于图29和30的第六实施例。类似的特征保持相同的附图标记，并且不再重复对其的描述。与

第六实施例一样，第七实施例不构造成用于接纳易燃的烟草杆或用于将来自烟草杆的燃烧

的烟抽吸通过装置。然而，在第七实施例601和第六实施例之间的区别在于，第七实施例的

装置601包括连接到主体11的第二端部11b的不同构型的蒸气生成单元602。这里，蒸气生成

单元602包括：圆柱形部件603，其具有包含尼古丁溶液的室604；以及电加热元件606，其围

绕室604且构造成用于加热室中的溶液以产生尼古丁蒸气。诸如电池607的功率源设置在部

件603的一端处，以将功率提供至加热元件606，并且可以是可从部件603的剩余部分拆卸以

用于单独再充电的。

[0131] 入口孔608设置在部件603的一端处，且与室604连通以允许空气被抽入室604中。

入口孔608可包括单向阀610。部件603的相对端包括连接部分609，其构造成被接纳和保持

在主体11的第二端部11b内。连接部分609包括开口端，并且室可包括单向出口阀611，从而

使生成的蒸气可离开室604。因此，当蒸气生成单元602连接到主体11时，可限定从入口孔

608到嘴件12穿过吸入装置601的气体流动路径。因此，当使用者抽吸嘴件12时，空气可以经

由入口孔608抽吸进室604中，穿过室604，穿过主体11和嘴件12。

[0132] 与第六实施例一样，压力传感器(未示出)可以设置在孔608处，以检测空气何时被

抽吸进室604中，并且连接到处理器(未示出)以将加热元件606控制到仅当由传感器在空气

被抽吸嘴件的使用者抽吸进室604中时检测到减小的压力时被供电。

[0133] 在使用中，使用者抽吸嘴件12，其将空气抽吸通过入口孔608并进入室604中。加热

元件606被供电，加热，尼古丁溶液以生成尼古丁蒸气，该尼古丁蒸气被通过出口阀611抽出

室604，穿过连接部分609，穿过主体11和嘴件12，并且被使用者吸入。

[0134] 在使用第七实施例的吸入装置601时，使用者可以选择如此前所述那样通过旋转

嘴件12而开启或关闭附加的风味剂，并且也可以通过如上所述旋转通风控制套管17而允许

不同程度的环境外部通风空气进入蒸气流中，以根据需要稀释和/或冷却蒸气流。

[0135] 在蒸气生成单元602中的尼古丁溶液源耗尽时，可通过上述弹出机构或仅通过拉

出主体之外来将单元602从主体拆卸，并且替换成新单元。可以将具有新的充满原料的室

604的部件603与电池单独地更换。

[0136] 虽然在第七实施例中流动路径描述为从入口孔608延伸穿过室604并穿过连接部

分609进入主体11中，但在备选实施例中，环境空气可以从入口孔608流入部件603中，但可

以在通道中的部件603内流动，该通道绕过室604并且通入连接部分609中。室604可包括单

个出口孔口，该孔口可以设有单向阀，通过由加热元件606加热室604内的液体而生成的蒸

气穿过该单向阀被排出，以在被抽吸通过吸入装置的主体11之前与来自旁路通道的环境空

气混合。

[0137] 在上述第六实施例和第七实施例中，吸入剂生成部件描述为被可移除地接纳在吸

入装置的主体11中。然而，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预期的是，这样的吸入剂生成部件可以备选

地与主体一体地形成，并且整个装置/设备可以在使用之后或一旦吸入剂生成部件被耗尽

时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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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8] 如本文所用，术语“吸入剂”可包括烟、气雾剂、蒸气或适合使用者吸入的气体。

[0139] 如本文所用，术语“风味剂”和“香料”是指在地方法规允许时可用来在用于成人消

费者的产品中产生所需的味道或香味的材料。这可包括提取物(例如，甘草、八仙花、日本白

皮木兰叶、春黄菊、葫芦巴、丁香、薄荷醇、日本薄荷、大茴香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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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兰香、胡椒薄荷、薰衣草、小

豆蔻、芹菜、卡藜、肉豆蔻、檀香、香柠檬、天竺葵、蜂蜜香精、玫瑰油、香子兰、柠檬油、橙油、

肉桂皮、藏茴香、科尼亚克白兰地、茉莉、依兰、鼠尾草、茴香、多香果、生姜、大茴香、胡荽、咖

啡或来自薄荷属任何种类的薄荷油)、香味增强剂、苦味受体位点阻断剂、感官受体位点激

活剂或刺激剂、糖和/或糖的替代物(例如三氯蔗糖、丁磺氨钾、天冬甜素、糖精、环磺酸盐、

乳糖、蔗糖、葡萄糖、果糖、山梨糖醇或甘露糖醇)、以及诸如木炭、叶绿素、矿物质、植物源或

口气清新剂的其它添加剂。它们可以是仿制的、合成的或天然的成分或它们的共混物。它们

可以呈任何合适的形式，例如油、液体或粉末。

[0140] 为了解决各种问题并发展本领域，本公开的全部内容以举例方式示出了其中可实

践所要求保护的发明并且提供优异的吸入装置和用于吸入装置的部件的各种实施例。本公

开的优点和特征仅是实施例的代表性样本，并且不是穷举性的和/或排他性的。它们仅为了

帮助理解和教导要求保护的特征而提出。应当理解，本公开的优点、实施例、示例、功能、特

征、结构和/或其它方面不应视为是对由权利要求限定的本公开的限制或对权利要求的等

同物的限制，并且在不脱离本公开的范围和/或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其它实施例并且可

以做出修改。各种实施例可适当地包括、由或基本上由所公开的元件、部件、特征、部分、步

骤、装置等的各种组合组成。此外，本公开包括当前未要求保护但可在未来要求保护的其它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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