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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TOBACCO EVAPORATOR

(54) 发明名称：烟草蒸发器

(57) Abstract: A tobacco evaporator, com
prising an evaporator (1), a battery pole (2),
and a PCB, and further comprising a seal
component (4) disposed between the evapor
ator (1) and the battery pole (2), and a tem
perature measurement probe (5) having one
end inserted into the seal component (4) and
the other end connected to the PCB via a con
ductive wire. The evaporator facilitates the
measurement of the temperature within the
evaporation cavity.

(57) 摘要：一种烟草蒸发器，包括蒸发
器 （1 ) 、电池杆 （2 ) ，以及 PCB
板，还包括设于所述蒸发器 （1) 与所
述 电池 杆 （2 ) 之 间 的密 封 部 件
( 4 ) 、以及一端插设于所述密封部件
( 4 ) 中另一端通过导线与所述 PCB 板
相连的测温探头 （5 ) 。该蒸发器方便
测量蒸发腔内部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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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蒸发器

技 术 领 域

[I] 本 发明涉及 电热技术领域 ，更具体地说 ，涉及其一种具有测温结构 的烟草蒸发

器。

背 景 技 术

[2] 目前普遍存在 的便携式烟草蒸发器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圆筒形 ，一种是方盒形

。其 中圆筒形 的结构一般都是分为上半部分 的蒸发器和下半部分 的电池组件 ，

使用吋将上端蒸发器和下端 电池组件旋合 ，正 负电极导通 ，实现 电池对加热器

件 的供 电。经过大量 的技术研究 ，发现在 100 °C ~300 °C之 间的温度是保证烟丝

香味挥发和保证烟丝不发生裂解 的最佳温度 ，但是 目前几乎所有 的两截式蒸发

器都无法对烟叶烘烤过程 中温度进行测取并进行控制 ，导致抽烟 的 口感无法控

制 ，有 的甚至烤糊烧焦。

发 明 内容

[3] 本 发明要解决 的技术 问题在于 ，针对现有技术 中的不能对烘烤过程 中温度进行

测取与控制 的缺陷 ，提供一种 具有测温探头 的烟草蒸发器。

[4] 本 发明提供 一种烟草蒸发器 ，包括蒸发器 、电池杆 ，以及 PCB 板 ，还包括设

于所述蒸发器与所述 电池杆之间的密封部件 、以及一端插设于所述密封部件 中

另一端通过导线与所述 PCB 板相连 的测温探头。

[5] 所述蒸发器具有蒸发腔 ，以及置于所述蒸发腔 内的加热组件。

[6] 所述蒸发器一端设有与所述蒸发腔连通 的通孔 ，所述密封部件插置于所述通孔

中。

[7] 所述测温探头穿设于所述密封部件 中或插于所述密封部件 内部。

[8] 所述蒸发器与所述 电池杆通过螺纹连接。

[9] 还 包括 内电极与外 电极 ，所述 内电极与所述外 电极之间设有隔层。

[10] 所述 隔层为绝缘硅胶。

[II] 实施本 发明的烟草蒸发器 的有益效果 ，通过在蒸发器与 电池杆之间设置密封部



件，并且在密封部件中插设测温探头，使得方便检测到蒸发腔内部的温度；同

吋设有控制电路，测温探头将检测到的测温信号传递到控制电路后，控制电路

对其进行分析处理并控制电池对加热组件的供电，使加热组件为烟丝提供烟丝

裂解的最佳温度，结构简单，实现方便。

附图说明

[12]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附图中：

[13] 图 1是本发明 一个实施例的的烟草蒸发器的剖视图；

[14] 图2是图1中A部的放大图；

[15] 图3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烟草蒸发器的剖视图；

[16] 图4是图3中B部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17]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

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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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如图 1 、图 2 、图 3 、图 4 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烟草蒸发器，包括蒸发器 1

、电池杆 2 ，以及 PCB 板，还包括设于蒸发器 1与电池杆 2 之间的密封部件 4

、以及一端插设于密封部件 4 内部的另一端通过导线与 PCB 板相连的测温探头

5 。

[19] 蒸发器 1具有蒸发腔 6 ，以及置于蒸发腔 6 内的加热组件 7 。加热组件 7 与

PCB 板、电池构成一个电流回路，通过 PCB 板控制电池对加热组件 7 供电。

[20] 蒸发器 1一端设有与蒸发腔 6 连通的通孔 8 ，密封部件 4 插置于通孔 8 中。测

温探头 5 穿设于密封部件 4 中或插于密封部件 4 内部。具体的，在密封部件 4

上设有孔，如图 2 所示，当该孔为通孔 8 吋，测温探头 5 穿过密封部件 4 ，与

蒸发腔 6 内的空气接触，通过测温探头 5 可测到蒸发腔 6 内部的温度，此吋密

封部件 4 为硅胶塞或其他材料制成的密封部件 4 ；如图 4 所示，当该孔为盲孔

吋，测温探头 5 插于密封部件 4 内部，测试密封部件 4 为可导热材料制成，如

导热硅胶等。

[21] 优选的，本发明中，通过在密封部件 4 上设置通孔 8 ，该密封部件 4 选用硅胶



塞 ，测温探头 5 穿设于硅胶塞 中，这样 的结构 因测温探头 5 可直接与蒸发腔 6

内部 的空气接触 ，使得测量结果更精准。

[22] 测温探头 5 固定于密封部件 4 上设置 的孔 中，可 以是通过过盈配合或者胶水粘

合 的方式实现。

[23] 蒸 发器 1 与 电池杆 2 通过螺纹连接。该烟草蒸发器 1还包括 内电极 9 与外 电极

10 ，内电极 9 与外 电极 10 之间设有隔层 ，隔层为绝缘硅胶也可 以为其他绝缘材

料制成。本发明中釆用绝缘硅胶。

[24] 可 以理解 的是 ， PCB 板上集成有控制 电路 ，当接收到温度信号后 ，通过控制

电路对信号进行分析 ，该控制 电路分析数据 ，并控制 电池对发热丝组件 的供 电

，从而控制蒸发腔 6 内的温度。

[25] 综上所述 ，本发明通过在蒸发器 1 与 电池杆 2 之间设置密封部件 4 ，并且在密

封部件 4 内部插设测温探头 5 ，并将测温探头 5 通过导线与 PCB 板连接 ，使得

测温探头 5 可 以感应到温度变化 ，从而产生控制信号 ，通过集成于 PCB 板上 的

控制 电路分析该信号 ，并对调整对加热组件 7 的供 电，从而控制烟丝加热的温

度。这样 的烟草蒸发器 1仅仅是通过增加一个测温探头 5 即可方便检测温度信

号 ，以便控制 电路对蒸发腔 6 的温度进行控制 ，结构简单 ，实现方便。

[26]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 ，但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 的具

体实施方式 ，上述 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 的，而不是限制性 的，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启示下 ，在不脱离本发明宗 旨和权利要求所保护 的

范围情况下 ，还可做 出很多形式 ，这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之内。



权利要求书

一种烟草蒸发器 ，包括蒸发器 、电池杆 ，以及 PCB 板 ，其特征在

于 ，还包括设于所述蒸发器 （1 ) 与所述 电池杆 （2 ) 之间的密

封部件 （4 ) 、以及一端插设于所述密封部件 （4 ) 中另一端通

过导线与所述 PCB 板相连 的测温探头 （5 )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蒸发器 （1

) 具 有蒸发腔 （6 ) ，以及置于所述蒸发腔 （6 ) 内的加热组件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其特征在于 ， 所述蒸发器 （

1 ) 一 端设有与所述蒸发腔 （6 ) 连通 的通孔 （8 ) ，所述密封部

件 （4 ) 插置于所述通孔 （8 ) 中。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所述测温探头 （5 ) 穿设于

所述密封部件 （4 ) 中 或插于所述密封部件 （4 ) 内部。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蒸发器 （1

) 与所述 电池杆 （2 ) 通过螺纹连接。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其特征在于 ， 还包括 内电极

( 9 ) 与外 电极 （10 ) ，所述 内电极 （9 ) 与所述外 电极 （10

) 之 间设有隔层。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隔层为绝

缘硅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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