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80020373.1

(22)申请日 2018.01.25

(30)优先权数据

62/450,535 2017.01.25 US

15/447,069 2017.03.01 US

62/536,415 2017.07.24 US

15/690,141 2017.08.29 US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19.09.23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US2018/015298 2018.01.25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18/140635 EN 2018.08.02

(71)申请人 香蕉兄弟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72)发明人 D·里士满　H·里士满　

M·A·蒙塔诺　J·昆克勒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

司 31100

代理人 浦易文

(51)Int.Cl.

A24B 7/14(2006.01)

A24C 5/02(2006.01)

A24C 5/10(2006.01)

A24C 5/40(2006.01)

A24C 5/42(2006.01)

B02C 7/11(2006.01)

B02C 7/16(2006.01)

B02C 18/22(2006.01)

B02C 18/24(2006.01)

B02C 23/00(2006.01)

 

(54)发明名称

用于制备个人的可抽吸制品的紧凑型系统

(57)摘要

一种用于制备可抽吸材料的系统，包括提供

上腔室和下腔室的壁，其中在这些腔室之间有格

栅。上腔室中的供给的可抽吸材料的尺寸利用尺

寸减小器减小到足够的量，使得其可以穿过格栅

进入到下腔室中以作为填充的可抽吸材料。在下

腔室中有用于使填充的可抽吸材料从下腔室离

开的开口。然后，填充的可抽吸材料可以用于填

充包裹物或可抽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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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制备可抽吸制品的便携手持设备，所述设备包括：

a)封围壁，所述封围壁设置有上腔室和下腔室；

b)格栅，所述格栅在所述腔室之间；

c)填充入口，所述填充入口在所述壁中用于将供给的可抽吸材料放置到所述上腔室

中；

d)门，所述门固定到所述壁以用于覆盖所述填充入口，所述门具有关闭位置和打开位

置，所述关闭位置用于基本上关闭所述填充入口，所述打开位置用于打开所述填充入口以

将填充的可抽吸材料放置到所述上腔室中；

e)供给的材料的切割机构，包括：

i)尺寸减小器，所述尺寸减小器用于在所述上腔室中将可抽吸材料的尺寸减小足够的

量，使得尺寸减小的可抽吸材料能穿过所述栅格进入到所述下腔室中以作为填充的可抽吸

材料；

ii)用于旋转所述机构的马达；

iii)用于驱动所述马达的电源；以及

iv)用于关闭和开启所述电源的开关；以及

f)开口，所述开口在所述下腔室中用于使穿过所述栅格的填充的可抽吸材料从所述下

腔室离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将所述门偏置到关闭位置的偏置

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锁，所述锁用于将所述门锁定在所

述门抵靠所述偏置装置的打开位置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门能沿所述壁滑动。

5.一种用于制备可抽吸制品的便携手持设备，所述设备包括：a)细长壁，所述细长壁提

供上腔室和下腔室；

b)格栅，所述格栅在所述腔室之间；

c)切割机构，包括：

i)尺寸减小器，所述尺寸减小器用于在所述上腔室中使供给的可抽吸材料的尺寸减小

足够的量，使得尺寸减小的可抽吸材料能穿过所述栅格进入到所述下腔室中以作为填充的

可抽吸材料，所述尺寸减小器是能沿纵向轴线移动，其中第一位置远离所述格栅而第二位

置靠近所述格栅；

ii)用于旋转所述尺寸减小器的马达；

iii)用于驱动所述马达的电源；以及

iv)用于关闭和开启所述电源的开关；

d)开口，所述开口在所述下腔室中用于使穿过所述栅格的填充的可抽吸材料从所述下

腔室离开；以及

e)偏置装置，所述偏置装置用于将所述尺寸减小器偏置到所述第二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尺寸减小器包括具有第一研磨突出部

的可旋转的研磨板，并且所述栅格支承与所述第一研磨突出部相对的第二研磨突出部，以

用于研磨在所述研磨突出部之间的可抽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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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种用于制备可抽吸制品的便携手持设备，所述设备包括：

a)封围壁，所述封围壁提供上腔室和下腔室；

b)格栅，所述格栅在所述腔室之间；

c)填充入口，所述填充入口用于将供给的可抽吸材料放置到所述上腔室中；

d)切割机构，所述切割机构用于把在所述上腔室中的可抽吸材料切割出足够的量，使

得经切割的可抽吸材料能穿过所述栅格进入到所述下腔室中以提供填充的可抽吸材料；

e)开口，所述开口在所述下腔室中用于使穿过所述栅格的填充的可抽吸材料进入到包

裹物中；以及

f)细长的存储空间，所述细长的存储空间由所述壁支承以用于夯实件。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存储空间中包括可移出的夯实件，

所述夯实件用于夯实所述包裹物中的填充的可抽吸材料。

9.一种用于制备可抽吸制品的便携手持设备，所述设备包括：

a)封围壁，所述封围壁提供上腔室和下腔室；

b)格栅，所述格栅在所述腔室之间；

c)填充入口，所述填充入口用于将供给的可抽吸材料放置到所述上腔室中；

d)可旋转的切割器，所述切割器用于把在所述上腔室中的可抽吸材料切割出足够的

量，使得经切割的可抽吸材料能穿过所述栅格进入到所述下腔室中以提供填充的可抽吸材

料；

e)开口，所述开口在所述下腔室中用于使穿过所述栅格填充的可抽吸材料进入到包裹

物中；以及

f)可动件，所述可动件在所述下腔室中用于将填充的可抽吸材料移出所述开口。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使所述切割器旋转的轴。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动件是可旋转的，并且所述轴适

于使所述可动件旋转。

12.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动件是可旋转的，并且所述装置包

括适于使所述可动件旋转的轴。

13.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动件包括桨状件。

14.一种用于使用权利要求9所述的设备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使供给的可抽吸材料经过所述填充入口放置到所述上腔室中；以及

b)激活所述切割器以减小供给的可抽吸材料的尺寸，因此供给的可抽吸材料的至少一

部分经过所述栅格落入到所述下腔室中以作为填充的可抽吸材料。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b)之后，所述填充的可抽吸材料

被用来填充包裹物。

16.一种用于制备可抽吸制品的装置，所述装置包括：

a)研磨表面；

b)可旋转的研磨器，所述研磨器用于与所述研磨表面配合来研磨可抽吸材料，所述研

磨器能够以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

c)马达，所述马达用于驱动可旋转的所述研磨器以用于在所述研磨器和所述研磨表面

之间研磨可抽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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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用于开启所述马达的开关；

e)用于所述马达的电源；以及

f)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联接到所述马达并且适于在所述研磨器已经旋转预定量的时间

之后自动关闭所述马达。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定量的时间为约3至约10秒。

18.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检测器，所述检测器用于检测提

供给所述马达的电流强度并基于检测到的所述强度提供输出信号，并且其中，所述控制器

适于在检测到的所述强度超过预定量时关闭所述马达。

19.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偏置装置，所述偏置装置用于将所

述研磨器朝所述研磨表面偏置。

20.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研磨表面包括突出部。

21.一种用于制备可抽吸制品的装置，所述装置包括：

a)研磨表面；

b)可旋转的研磨器，所述研磨器用于与所述研磨表面配合来研磨可抽吸材料，所述研

磨器能够以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

c)马达，所述马达用于驱动可旋转的所述研磨器以用于在所述研磨器和所述研磨表面

之间研磨可抽吸材料；

d)用于开启所述马达的开关；

e)用于所述马达的电源；以及

f)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联接到所述马达并且适于在所述马达开启后在5秒内自动反转

所述研磨器的旋转方向。

22.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适于所述马达开启后在1秒

内自动反转所述研磨器的旋转方向。

23.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适于所述马达开启后在0.5

秒至3秒内自动反转所述研磨器的旋转方向。

24.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适于自动反转研磨器的旋转

方向至少两次。

25.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检测器，所述检测器用于检测提供

给所述马达的电流强度并基于检测到的所述强度提供输出信号，并且其中，所述控制器适

于在检测到的所述强度超过预定量时反转所述碾磨器的旋转方向。

26.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偏置装置，所述偏置装置用于将所

述研磨器朝所述研磨表面偏置。

27.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研磨表面包括突出部。

28.一种用于制备可抽吸制品的装置，所述装置包括：

a)研磨表面；

b)可旋转的研磨器，所述研磨器用于与所述研磨表面配合来研磨可抽吸材料，所述研

磨器能够以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

c)马达，所述马达用于驱动可旋转的所述研磨器以用于在所述研磨器和所述研磨表面

之间研磨可抽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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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用于开启所述马达的开关；

e)用于所述马达的电源；以及

f)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联接到所述马达并且适于在所述研磨器已经旋转1至20转之后

自动反转所述研磨器。

29.一种用于制备可抽吸制品的装置，所述装置包括：

a)研磨表面；

b)可旋转的研磨器，所述研磨器用于与所述研磨表面配合来研磨可抽吸材料，所述研

磨器能够以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

c)马达，所述马达用于驱动可旋转的所述研磨器以用于在所述研磨器和所述研磨表面

之间研磨可抽吸材料；

d)用于开启所述马达的开关；

e)用于所述马达的电源；

f)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联接到所述马达并且适于在所述研磨器已经旋转预定量的时间

之后自动关闭所述马达；以及

g)检测器，所述检测器用于检测提供给所述马达的电流强度并基于检测到的所述强度

提供输出信号，并且其中，所述控制器适于在检测到的所述强度超过预定量时反转所述碾

磨器的旋转方向。

30.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适于在所述马达的安培数在

预定安培数的65％至90％之间时自动反转所述马达。

31.根据权利要求29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适于在所述马达的安培数大

于预定安培数的90％时自动反转所述马达。

32.一种用于制备可抽吸制品的装置，所述装置包括：

a)研磨表面；

b)可旋转的研磨器，所述研磨器用于与所述研磨表面配合来研磨可抽吸材料，所述研

磨器能够以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

c)马达，所述马达用于驱动可旋转的所述研磨器以用于在所述研磨器和所述研磨表面

之间研磨可抽吸材料；

d)用于开启所述马达的开关；

e)用于所述马达的电源；以及

f)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能适于自动控制所述马达来沿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以用于使

所述研磨器沿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

33.一种用于制备可抽吸制品的装置，所述装置包括：

a)研磨表面；

b)可旋转的研磨器，所述研磨器用于与所述研磨表面配合来研磨可抽吸材料；

c)马达，所述马达用于驱动可旋转的所述研磨器以用于在所述研磨器和所述研磨表面

之间研磨可抽吸材料；

d)用于所述马达的电源；

e)至少一个开口，所述至少一个开口用于排出由所述研磨器研磨的可抽吸材料；以及

f)弹簧，所述弹簧用于在经研磨的可抽吸材料通过所述开口排出时使所述研磨器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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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研磨表面朝向彼此移动。

34.根据权利要求33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弹簧提供1磅到5磅的力。

35.根据权利要求33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弹簧使所述研磨器朝向所述研磨表

面偏置。

36.根据权利要求33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弹簧将可旋转的所述研磨器偏置在

第二位置处。

37.根据权利要求35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马达能够顺时针和逆时针地旋转所

述研磨器。

38.根据权利要求35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联接到所述

马达并且适于自动反转可旋转的所述研磨器的旋转方向。

39.一种用于制备可抽吸制品的装置，所述装置包括：

a)研磨表面；

b)可旋转的研磨器，所述研磨器用于与所述研磨表面配合来研磨可抽吸材料；

c)马达，所述马达用于驱动可旋转的所述研磨器以用于在所述研磨器和所述研磨表面

之间研磨可抽吸材料；

d)用于所述马达的电源；

e)至少一个开口，所述至少一个开口用于排出由所述研磨器研磨的可抽吸材料；

f)弹簧，所述弹簧用于在经研磨的可抽吸材料通过所述开口排出时使所述研磨器和所

述研磨表面朝向彼此移动；以及

g)控制器，所述控制器联接到所述马达并且适于在所述研磨器已经旋转预定量的时间

之后自动反转所述研磨器的旋转方向。

40.一种用于粉碎可抽吸材料的装置，所述装置包括：

a)具有旋转轴线的第一可旋转的粉碎板，所述粉碎板带有从所述粉碎板延伸的多个第

一突出部，每个所述第一突出部具有靠近所述第一板的基部和侧表面，所述第一突出部中

的一个是在旋转轴线处的轴向突出部；

b)与所述第一板相对的第二粉碎板，所述第二板具有多个第二突出部，所述第一突出

部和所述第二突出部定向成使得在粉碎操作期间，其中当所述第一板围绕所述旋转轴线旋

转时，所述第一突出部和所述第二突出部配合以便粉碎可抽吸材料；以及

c)多个切割刀片部，所述多个切割刀片部从所述轴向突出部的侧表面延伸。

41.根据权利要求40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割刀片部相对于所述轴向突出部

的侧表面的平面以约80度至约10度的角度来延伸远离所述轴向突出部的基部。

42.根据权利要求4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割刀片部相对于所述轴向突出部

的侧表面的平面以约30度的角度来延伸远离所述轴向突出部的基部。

43.根据权利要求40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突出部中的一个是带有侧表面

和从其侧表面延伸的多个切割刀片部的中心突出部。

44.一种用于制备可抽吸制品的便携手持设备，所述设备包括：a)形成腔室的封围壁；

b)设置在所述腔室内的格栅，由此将所述腔室分离成上腔室和下腔室；

c)填充入口，所述填充入口用于将供给的可抽吸材料放置到所述上腔室中；

d)切割机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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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可旋转的刀片部，所述刀片部用于把在所述上腔室中的可抽吸材料切割出足够的

量，使得经切割的可抽吸材料能穿过所述栅格进入到所述下腔室中以提供填充的可抽吸材

料；

ii)用于旋转所述刀片部的马达；

iii)用于驱动所述马达的电源；以及

iv)用于关闭和开启所述电源的开关；

e)支承件，所述支承件用于支承所述下腔室下方的包裹物，并且所述支承件能拆卸地

附接到所述下腔室；

f)开口，所述开口在所述下腔室中用于使填充的可抽吸材料穿过所述栅格以进入到由

所述支承件支承的所述包裹物中；

g)夯实件，所述夯实件在所述下腔室中固定到所述栅格以用于夯实所述包裹物中的填

充的可抽吸材料；以及

h)将所述封围壁偏置到上部位置的弹簧，

其中所述封围壁能相对于所述支承件从所述上部位置向下移动到下部位置，以使所述

格栅向下移动，因而引起所述夯实件向下移动，以便夯实在包裹物中的可抽吸材料；并且

其中所述设备是便携的，并且其尺寸和形状设计成可由使用者用手握住。

45.根据权利要求44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承件是管状的，具有用于接纳包

裹物的大致圆筒形的细长开口。

46.根据权利要求44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下腔室是圆锥形的，包括顶部开口

和底部开口，并且其中开口的底部比所述开口的顶部窄。

47.根据权利要求44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支承件中还包括包裹物。

48.根据权利要求44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承件可移除地固定到所述下腔

室，并且能从所述封围壁的下腔室移除并且附接到所述封围壁的上腔室。

49.根据权利要求44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夯实件的至少一部分由柔性材料制

成。

50.根据权利要求44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栅格是可移除的。

51.根据权利要求44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充入口通过所述上腔室中的开口

进入。

52.根据权利要求51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口通过所述上腔室中的门进入。

53.根据权利要求44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为所述马达提供可变速度。

54.根据权利要求44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封围壁上包括突出部，所述突出

部尺寸设计成适于将包裹物部分地推出所述支承件。

55.根据权利要求44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栅格是可移除和可更换的，因此能

使用具有不同孔尺寸的栅格。

56.根据权利要求44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承件延伸穿过所述下腔室的开

口。

57.根据权利要求44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马达适于振动所述设备。

58.一种用于使用权利要求44所述的设备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使所述供给的可抽吸材料经过所述填充入口放置到所述上腔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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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利用所述支承物来支承所述包裹物；以及

c)激活所述切割机构以用于减小供给的可抽吸材料的尺寸，因此供给的可抽吸材料的

至少一部分经过所述栅格作为填充的可抽吸材料落入到所述下腔室中，然后经过所述开口

进入到包裹物中。

59.根据权利要求5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括步骤d)为所述包裹物中的可

抽吸材料的量来检查所述包裹物，然后重复步骤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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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制备个人的可抽吸制品的紧凑型系统

交叉引用

[0001] 本国际专利申请要求以下申请的权益，即，2017年1月25日提交的名为“Compact 

System  for  Preparing  Personal  Smokeable  Products(用于制备个人可抽吸制品的紧凑

型系统)”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第62/450 ,535号、2017年7月24日提交的名为“Compact 

System  for  Preparing  Personal  Smokeable  Products(用于制备个人可抽吸制品的紧凑

型系统)”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第62/536 ,415号，并且本申请是2017年3月1日提交的名为

“Compact  System  for  Preparing  Personal  Smokeable  Products(用于制备个人可抽吸

制品的紧凑型系统)”的美国专利申请第15/447,069号(现在为2017年11月14日授权的美国

专利第9,814,259号)的部分继续申请，并且是2017年8月29日提交的名为“Compact  System 

for  Preparing  Personal  Smokeable  Products(用于制备个人可抽吸制品的紧凑型系

统)”的美国专利申请第No.15/690,141号的部分继续申请，所有这些内容通过引用整体纳

入本公开中。

背景技术

[0002] 用于制备香烟和其它可抽吸制品的产品是已知的。例如，请参见：WO02056714A1、

DK177367B、DE3427480A1、GB2124882和EP1374705A1。

[0003] 许多现有产品的问题在于它们不能从大尺寸的供给的材料开始快速且容易地制

备填充的可抽吸材料。期望存在能够在短时间内制作填充的可抽吸材料的、便携的、易于使

用的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系统，包括满足该需求的设备和方法。该设备可以是便携式和可

手持的。该设备包括提供上腔室和下腔室的封围壁，其中在这些腔室之间有格栅。填充入口

可以用来将填充的可抽吸材料放置到上腔室中。可以将门固定到该壁以用于覆盖填充入

口，该门具有关闭位置和打开位置，关闭位置用于基本上关闭填充入口，打开位置用于打开

填充入口以将填充的可抽吸材料放置到上腔室中。门可以被偏置到关闭位置，并且可以可

选地锁定在关闭位置。在一个实施例中，门可以为沿着壁可滑动的。

[0005] 位于上腔室中的切割机构(诸如可旋转的尺寸减小器)允许使在上腔室中的供给

的可抽吸材料的尺寸减小足够的量，使得尺寸减小的可抽吸材料能穿过栅格进入到下腔室

中。下腔室中的开口允许填充的可抽吸材料进入到包裹物或其它可抽吸装置中以制造可抽

吸制品。

[0006] 尺寸减小器可以是手动或电动的。马达可以驱动尺寸减小器的旋转，并且诸如电

池或外部电源的电源可以驱动马达。可以有一个开关来关闭和开启电源。该开关可以提供

可变的速度、可以具有固定的不同速度位置，或者可以是用于恒速马达的通断开关。开关优

选地位于壁的外侧。

[0007] 尺寸减小器可以是可旋转的刀片部或者是包括可旋转的研磨板(也称为粉碎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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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磨器以及研磨表面(也称为粉碎板)，该研磨器带有第一研磨突出部，而研磨表面具有

与第一研磨突出部相对的第二研磨突出部，用于研磨在第一研磨突出部和第二研磨突出部

之间的可抽吸材料。研磨器可以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该设备可以具有偏置装置(诸如弹

簧)以用于将研磨器朝向研磨表面偏置。该弹簧在经研磨的可抽吸材料通过开口排出时可

以使研磨器和研磨表面朝向彼此移动。弹簧可以提供1磅到5磅的力。

[0008] 为了防止可抽吸材料在中心突出部周围堵塞和积聚，期望的是一个或多个突出部

在其侧表面上具有切割刀片部。因此，本发明可包括一种用于粉碎可抽吸材料的装置，该装

置包括具有旋转轴线的第一可旋转的粉碎板，该第一可旋转的粉碎板带有从该粉碎板延伸

的多个第一突出部，每个第一突出部具有靠近第一板的基部和侧表面，第一突出部中的一

个是在旋转轴线处的轴向突出部。该装置包括与第一板相反的第二粉碎板，该第二板具有

多个第二突出部，第一突出部和第二突出部定向成使得在粉碎操作期间，当第一板围绕旋

转轴线旋转时，第一突出部和第二突出部配合以便粉碎可抽吸材料。存在从轴向突出部的

侧表面延伸的多个切割刀片部。该切割刀片部可以相对于轴向突出部的侧表面的平面以约

80度至约10度、并且优选地30度的角度来延伸远离轴向突出部的基部。第二突出部的中心

突出部还可以具有从其侧表面延伸的多个切割刀片部。

[0009] 尺寸减小器可以是可移动的，其中第一位置远离格栅而第二位置靠近格栅。可移

动的尺寸减小器可以包括用于将尺寸减小器偏置到第二位置的偏置装置。

[0010] 可以可选地存在由壁支承的细长的存储空间。该存储空间可以在该存储空间中容

纳可移出的夯实件，以用于夯实包裹物中的填充的可抽吸材料。

[0011] 该设备还可以在下腔室中包括可动件以用于将填充的可抽吸材料移出开口。该可

动件是可旋转的并且可以包括适于使该可动件旋转的轴。该可动件可以是桨状的。

[0012] 该设备可以包括联接到马达的控制器，该控制器可以适于自动控制马达来沿顺时

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以用于使研磨器沿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在研磨器已经旋转预定

时间量(例如诸如约3至约10秒)之后，控制器可以自动关闭马达。替代地，该控制器可以适

于在马达开启之后，在5秒内、在0.5秒至3秒内、优选地在一秒内自动反转研磨器的旋转方

向。可选地，该控制器可以适于自动反转研磨器的旋转方向至少两次。在一个实施例中，控

制器可以适于在研磨器旋转1至20转之后自动反转该研磨器。替代地，控制器可以适于在马

达的安培数(电流强度)超过预定量时，诸如在预定安培数的65％至90％之间时或者大于预

定安培数的90％时自动地反转马达。

[0013] 使用时，使用者将供给的可抽吸材料放置到上腔室中。激活尺寸减小器以减小供

给的可抽吸材料的尺寸，因此供给的可抽吸材料的至少一部分落入到下腔室中以作为填充

的可抽吸材料。填充的可抽吸材料可选地用于填充包裹物。

[0014] 本发明有许多优点，并非所有这些优点都需要存在于本发明的每个版本中。示例

性的优点是本系统可以：

1.是便携的；

2.是手持的；

3.在短短10秒内从供给的材料到制作成可抽吸制品；

4.是便宜的；

5.是紧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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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传统的商用包裹物一起使用；

7.带有夯实特征部，允许使用者进行所期望的压缩和填充程度；

8.用于没有足够手腕力量或残障的使用者，是电动的(伴有或没有机械可用的)。

附图说明

[0015] 参考以下说明书、所附权利要求和附图，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这些和其它特征、

方面和优点，并且在附图中：

图1是具有本发明特征的第一设备的立体图；

图2是图1的设备的正视图；

图3是图1的设备的侧视图；

图4是图1中的设备沿图1中的线4-4剖取的纵向剖视图；

图5是与第一设备一起使用的格栅的一个实施例的立体图；

图6是具有本发明特征的第二设备的立体图；

图7是图6的设备的正视图；

图8是图6的设备沿图6中的线8-8剖取的侧剖视图；

图9是图6中的设备沿图6中的线9-9剖取的纵向剖视图；

图10是具有本发明特征的第三设备的立体图；

图11是图10的设备的正视图；

图12是图10的设备的分解正视图；

图13-图15是沿图10中的线13-13剖取的图10的设备的局部纵向剖视图，示出了该设备

在其使用过程中的位置；

图16是具有本发明特征的第四设备的立体图；

图17是图16的设备的正视图；

图18是图16的设备的分解正视图；

图19-图21是沿图16中的线19-19剖取的图16的设备的局部纵向剖视图，示出了该设备

在其使用过程中的位置；

图22是具有本发明特征的第五设备的立体图；

图23是图22的设备的正视图；

图24是图22的设备的侧视图；

图25是图22的设备的分解正视图；

图26是图22中的设备沿图22中的线26-26剖取的局部纵向剖视图；

图27是图22的设备在第二位置处的局部剖视立体图；

图28是图22的设备在第一位置处的局部剖视立体图；

图29是用于本发明的尺寸减小器和可动件的实施例在第一位置处的侧视图；

图30是图29的尺寸减小器和可动件的实施例在第二位置处的侧视图；

图31是具有本发明特征的第六设备的立体图；

图32是图31的设备的正视图；

图33和图34分别是沿图32中的线33-33剖取的图31的设备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处的

纵向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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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描绘了用于本发明的控制系统的流程图；

图36是用于图6、图16、图22、图31的设备的电子部件的示意图；以及

图37A和图37B是用于本发明的优选的粉碎板的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关于图1至图37，根据本发明的设备100、200、300、400、500、600可以包括作为其主

要元件的壁102，以及在壁102内的上腔室104和下腔室106、在这些腔室之间的格栅112、用

于将供给的可抽吸材料放置到上腔室104中的填充入口156、在上腔室104中用于减小上腔

室104中的供给的可抽吸材料的尺寸的可旋转的尺寸减小器230以及用于旋转可旋转的尺

寸减小器230的驱动器236。

[0017] 如本文所用的，以下术语及其变型具有下面给出的含义，除非在使用该术语的上

下文中明确意味着不同的含义。

[0018] 本文使用的术语“一”，“一个”和“该”和类似术语使用意为覆盖了单数和复数，除

非它们在上下文中的使用另有说明。

[0019] 如本文所用，术语“包括”和该术语的变型，诸如“正包括(comprising)”和“包括

(第三人称单数)”，并不旨在排除其它添加剂、组分、整体或步骤。

[0020] 如本文所用的，“控制器”是指导或调节诸如可旋转的尺寸减小器之类的某物的东

西。控制器可以与指令控制器功能的软件结合使用。控制器可以包括诸如随机存取存储器

芯片的存储器。控制器可以是包括一个或多个CPU内核的微控制器(或用于微控制器单元的

MCU)，并且在单个集成电路上可以包括存储器和可编程输入/输出外围设备或类似可编程

控制器，包括片上系统或SoC或状态机。

[0021] 如本文所用，“可抽吸材料”可以是能够被用于抽吸的任何材料，例如诸如烟草、大

麻、草药或药用物质。可抽吸材料可以是纯的，或者其可以包括诸如茎或种子之类的即使不

去除也可以被用于抽吸的材料，以及诸如食用香料的添加剂。然而，可以设想，本发明的装

置可以与除了可抽吸材料之外的材料一起使用。

[0022] “供给”可抽吸材料是指初始的可抽吸材料。供给的可抽吸材料可以包括大部分为

可抽吸材料，以及种子和茎。例如，供给的材料可以是烟草或大麻。

[0023] 还可以设想，初始的材料可以是尺寸上能够减小或粉碎的任意材料。

[0024] 如本文所用的，被切割或被设定尺寸以通过格栅的可抽吸材料被称为“填充”的可

抽吸材料。通过尺寸减小器将填充的可抽吸材料切割足够的量，使得切割的可抽吸材料能

穿过格栅进入到下腔室中。然而，供给的可抽吸材料可以正确地设定尺寸以通过格栅而不

被尺寸减小器切割。

[0025] 本文使用的术语“填充入口”是进入到根据本发明的设备的上腔室中的入口，用于

将供给的可抽吸材料放置到上腔室中。填充入口可以是上腔室壁中的开口。可选地，开口具

有门。

[0026] “格栅”包括孔，使得填充的可抽吸材料能穿过这些孔进入到下腔室中。该格栅的

可以移除。该格栅可以由金属、塑料等制成。

[0027] “可抽吸制品”是包含着填充的可抽吸材料的包裹物。可抽吸制品可以是例如烟草

香烟、大麻香烟或大麻类(cannabis)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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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如本文所用的术语“包裹物”是指纸或其它可燃材料，诸如诸如用于雪茄的烟草

叶。优选地，包裹物是圆锥形的并且尺寸适合于装配到支承物中。

[0029] 本文使用的“捣棒”是用于将可抽吸材料夯实或压缩到包裹物中的物体。

[0030] 关于图1至图34，具有本发明特征的设备100、200、300、400、500、600可以用于快速

且容易地制作由烟草或其它可抽吸材料制成的香烟。设备100、200、300、400、500、600可以

是便携的，并且优选地尺寸设定成手持式。

[0031] 壁102为上腔室104和下腔室106提供壁。这些腔室可以是任意形状，例如诸如，这

些腔室在水平剖面中可以具有圆形或卵形形状。壁102可以由任意类型的刚性材料制成，例

如诸如塑料、玻璃或金属。壁102的一部分或全部可以是透明或半透明的，使得可抽吸材料

在上腔室104、下腔室106或两个腔室内可见。另外，可以存在位于在壁102中的装饰灯。

[0032] 上腔室104为供给的可抽吸材料提供容器。当盖部116从上腔室104分离时，供给的

可抽吸材料可以直接放入上腔室104中，或者在壁102或盖部116中可以存在填充入口156

(例如门或翼板)，使得可以将供给的可抽吸材料放入或添加到上腔室104中，而不将盖部

116与上腔室104分开。门可以是可移除的并且利用卡扣机构或称为Velcro的钩环纤维材料

而保持就位，或者铰接在壁102上。

[0033] 在一个实施例中，上腔室104包括手动或自动的尺寸减小器，下面进一步描述。

[0034] 设备100、200、300、400、500、600包括位于上腔室104与下腔室106之间的格栅112，

由此将上腔室104与下腔室106分离。格栅112由刚性或半刚性材料制成，例如诸如塑料或金

属。如图5所示，格栅112包括孔114，使得切割的可抽吸材料能穿过格栅112并进入到下腔室

106中。格栅112中的孔114的尺寸可以是直径为约1mm至约10mm，其中每25平方毫米约4个至

约425个孔。但是，孔114无需是圆形的；它们可以是允许填充的可抽吸材料从上腔室104通

过格栅112到下腔室106的任意形状。所有孔的尺寸无需相同。格栅112可以是可移除的以便

可以清洁它，或者使得可以使用具有不同尺寸的孔114的格栅112。

[0035] 如图4、图9、图13-图15、图19-图21、图33-图34所示，下腔室106具有开口，使得切

割或填充的可抽吸材料能进入到支承件110内的包裹物120中的开口中。优选地，下腔室106

中的开口在该开口的底部处比在该开口的顶部处窄，并且形状像漏斗或圆锥形。

[0036] 如图1-图21和图33-图34所示，设备100、200、300、400、600可以在上腔室104上方

具有盖部116。如图12和图18所示，可以设想，盖部116可以通过例如将盖部116从上腔室104

拧下并分离的螺纹117来从上腔室104移除。如图4、图9、图31、图32所示，盖部116也可以通

过例如铰接件152结合到上腔室104，并且因此盖部116从上腔室104翻转开但通过该铰接件

152而仍保持连接到上腔室104。盖部116还可以通过其它机械紧固件(诸如闭锁)或滑动配

合附接到上腔室。

[0037] 在一个实施例中，如图10-图21所示，盖部116可以具有推动突出部318，该推动突

出部318的尺寸设定成适于将包括可抽吸材料的包裹物120部分地推出支承件110。尽管优

选的是突出部318位于盖部116上，但是它可以位于壁102上的其它位置上。而且，可以设置

有一个以上的推动突出部318。

[0038]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如图8所示，设备100、200、300、400、500、600可以包括例如诸

如USB端口227的用于给设备充电的装置，或者诸如DC端口的用于电池充电器的端口。

[0039] 设备300、400还可以具有用于存储可抽吸材料的存储区域324，如图13-图15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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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图21所示。优选地，存储区域324位于上腔室104上方。可以通过将存储区域324与上腔室

104分离来进入(accessed)存储区域324，或者可以通过填充入口156进入它。

[0040] 在一个实施例中，如图4、图9、图33、图34所示，在上腔室104上方存在腔体158。如

果该装置被供电，腔体158可包括马达246。

替代地，马达246可位于下腔室106中。腔体158还可以包括用于为马达246供电的能量

源228，例如诸如电池保持部和电池。此外，该装置可以诸如通过AC电流由外部供电。

[0041] 可以通过例如诸如松开盖部116而松开壁102的一部分来进入上腔室104，如图12

和图18所示。

[0042] 如图4、图9、图12-图15、图18-图21、图33-图34所示，设备100、200、300、400、600还

在上腔室104中包括尺寸减小器，用于将供给的可抽吸材料的尺寸减小为填充的可抽吸材

料，使得填充的可抽吸材料能穿过格栅112中的孔114并进入到下腔室106中。然而，一些或

所有供给的可抽吸材料可能已经尺寸设定为可穿过格栅112。因此，并不总是需要使用尺寸

减小器。

[0043] 可以使用用于减小供给的可抽吸材料的尺寸的任意机构；然而，可以设想，该机构

可以是刀片、研磨器、切碎器、绞碎器或其组合。尺寸减小器，也称为粉碎装置，可以手动或

通过例如将上腔室104关闭或紧固到下腔室106来自动地激活。

[0044] 可手动使用的或者用马达246提供动力的示例性尺寸减小器是一种研磨器，该研

磨器具有带有研磨突出部132的第一板，该第一板与具有带有研磨突出部134的研磨表面的

第二板相对，以用于研磨在它们之间的供给的可抽吸材料，如图4、图9、图12-图15、图33-图

34所示。

在一个方面，具有带有研磨突出部134的研磨表面的第二板可以附接到格栅112。如图

33-图34所示，可以设想，设备600可以包括偏置装置610，偏置装置610用于将具有带有研磨

突出部132的第一板的研磨器朝向具有带有研磨突出部134的研磨表面的第二板偏置，并且

替代地，用于将带有研磨突出部134的第二板朝向带有研磨突出部132的第一板偏置。当在

这些板之间存在供给的可抽吸材料时这些板彼此间隔开，并且当供给的可抽吸材料的体积

减小为填充的可抽吸材料并穿过格栅112时这些板朝向彼此移动。偏置装置可以是例如弹

簧，其可以提供1磅至5磅的力。

[0045] 尺寸减小器可以是可移动的，其具有远离格栅的第一位置而靠近格栅的第二位

置。可移动的尺寸减小器可以包括用于将尺寸减小器偏置到第二位置的偏置装置。

[0046] 如图4和图12-图15所示，利用手动可旋转的尺寸减小器，包括上腔室104的壁的上

部分可相对于包括下腔室106的壁的下部分旋转，并且可由使用者的手抓握。在使用中，使

用者一只手抓住包括上腔室104的壁的上部分，另一只手抓住包括下腔室106的壁的下部

分，并且相对于彼此扭转两个部分。

[0047] 如图1-图21和图33-图34所示，设备100、200、300、400、600还可包括支承件110。支

承件110用于将包裹物120支承在下腔室106下方。支承件110具有一个或多个大致圆筒形的

细长开口(或通道)以用于接纳和保持包裹物120。支承件110可以延伸穿过下腔室106的开

口。在一个方面，支承件110例如通过磁体140可移除地附接到下腔室106。

[0048] 包裹物120可以由纸或其它可燃材料制成。包裹物120的尺寸适于装配到支承件

110中。例如，如果包裹物120是圆锥形的，包裹物120的尺寸为：长度可以在约15厘米和约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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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之间，并且顶部直径宽达5厘米，底部直径宽达10毫米。包裹物120的形状可以是任意形

状以便装配支承物110，例如，它可以是锥形的或直的。锥形包裹物120在填充端可以具有较

大直径，而在相对端具有较小直径。包裹物120具有密封端部，在使用中，该密封端部放置在

支承件110的下端部，并且在支承件110的顶部处具有开口端部。包裹物120可以延伸出支承

件110的下端部。设备100、200、300、400可以设置有多个支承件110，诸如用于圆锥形包裹物

的圆锥形支承件和用于直的包裹物的具有基本恒定内径的支承件。

[0049] 支承件110可以从壁102的下腔室106移除并且附接到盖部116，使得盖部116上的

突出部318可以将包括可抽吸材料的包裹物120部分地推出支承件110，如图15和图21所示。

[0050] 替代地，支承件110可以包括推动器，该推动器用于通过推动延伸出支承件110的

包裹物120的底部或密封端部而沿着通道推动包裹物120。推动器可以是U形的，带有一对支

腿和位于其间的基部。推动器可以与壁102的纵向轴线平行地纵向移动。使用推动器，包裹

物120可以通过利用推动器沿着通道直到抵住包裹物120的底端来推动包裹物而从支承件

移除。然后，包裹物120的填充端将延伸出通道，并且可以通过在包裹物120的延伸的填充端

上拉动而从通道移除。

[0051] 图9和图18-图21中所示的另一示例性自动尺寸减小机构是可旋转的尺寸减小器

(诸如可旋转的刀片部230)，其可沿顺时针方向、逆时针方向或两个方向旋转1至360度。刀

片部可以完全旋转360度不是必须的。

[0052] 如图9、图19-图21、图33-图34所示，在包括自动尺寸减小机构的设备200、400、600

中，存在连接到马达246的驱动器226，其带有用于旋转自动可旋转的尺寸减小器的电源

238。典型的马达246具有约0.001至4的马力。电源238可以由交流电(AC)或直流电(DC)提供

的电流供电。直流电源例如是电池、热电偶和太阳能电池。马达246可以由开关250控制，该

开关250用于将电源238关闭和开启，或者渐增地改变马达246的速度。可以设想，马达246可

以以可变的速度运行。

[0053] 还可以存在联接到马达246的控制器或控制电路，从而控制马达246为自动可旋转

的尺寸减小器提供可变速度和方向变化以及预定量的总旋转。如果可旋转的尺寸减小器在

研磨供给的可抽吸材料时遇到过大阻力，则控制电路可以反转可旋转的尺寸减小器的旋转

方向从而继续研磨供给的可抽吸材料，或完全停止旋转。控制器可以与软件相关联，该软件

能够在设定的时间点自动改变方向。当检测到研磨期间马达246中的电阻高于一定量时，该

软件可以改变可旋转的尺寸减小器的方向。例如，如果正常操作安培数为2.2A并且可旋转

的尺寸减小器遇到电阻，则当安培数达到3A时，控制电路可以使马达246改变可旋转的尺寸

减小器的旋转方向。如果消耗的安培数达到5A，则马达自动关闭。

[0054] 当填充的可抽吸材料装入设备200、400、600并且设备组装或关闭时，控制电路也

可以自动起动马达246。控制电路可以构造成在马达246开启后，在可旋转的尺寸减小器已

经旋转预定量的时间(诸如例如约3秒至约10秒、约4秒至8秒或约20秒)之后自动关闭马达

246。优选地，控制电路可以自动地反转旋转方向至少两次。例如，旋转持续时间可以从大约

1秒改变为大约10秒。控制器可以在反转旋转方向之前停止尺寸减小器的旋转。优选地，当

可旋转的尺寸减小器遇到阻力时，控制电路几乎瞬间改变可旋转的尺寸减小器的旋转方

向。

另外，控制电路可以在操作期间打开该设备时阻止马达246的操作以及停止马达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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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该设备可以包括检测器，该检测器用于检测提供给马达246的电流强度(通常是安

培数)并基于检测到的强度提供输出信号。当检测到的强度超过预定的量时，控制电路适于

反转尺寸减小器的旋转方向。

[0056] 参考图35，存在针对可以安装在用于自动控制的设备上、特别是在设置有马达246

时的软件的流程图。该软件可用于操作附图中所示的任意设备100、200、300、400、500、600，

并且可以安装在微处理器或其它系统控制装置上。该软件可以存储在控制器的存储器中。

传统的装置控制器接收数据并将其临时存储在控制器内的一些专用寄存器(即本地缓冲

器)中。然后它与驱动程序通信数据。

[0057] 特别地，一旦系统被激活，它就保持在休眠模式3501，直到它从诸如插入电源或由

开关250激活的中断中醒来。当处于休眠模式3501时，该装置对例如通过USB端口插入电源

进行监测3502。如果已插电了，则该装置检查电池是否充满电3503，如果没有，则为电池充

电3503A。而且，系统可以可选地向使用者发信号来使电池充电和/或通知使用者电池充电

水平。如果电池充满电了，则停止充电3503B。如果不是的话，系统可以检查电池是否充满

电。如果设备100、200、300、400、500、600仅利用外部电源或者没有利用诸如通过使用者机

械地为该装置供电的电源供电，则不需要电池检查。

[0058] 在休眠模式下，系统检查安全开关是否打开3504。安全开关用于确定用于装载可

抽吸材料的入口是打开还是关闭。使用者不期望接触尺寸减小器机构。如果开关处于打开

位置，则系统不能通电3506并返回休眠模式3501。如果安全开关关闭，则系统可以操作并检

查使用者是否按下激活按钮至少两秒3508。如果使用者按下按钮至少两秒，则系统前进到

待机模式3510，准备研磨。在那发生之前，该系统保留在休眠模式3501。

[0059] 在检测到按钮按下至少两秒之后，在待机模式3510中，系统检查电池电压电平

3512。这是为了确保有足够的电量来运行该装置。如果检测到没有足够的电压(诸如小于

3.4伏)，则系统恢复到休眠模式3501，并且优选地诸如利用LED灯向使用者提供低电池电量

的信号。而且，在待机模式3510中，该系统检查安全开关是否打开3513。如果它是打开的，则

系统不会离开待机模式3510并且不能激活尺寸减小机构。

[0060] 当处于待机模式3510时，该系统对使用者再次按下按钮达最小预定时间(诸如0.3

秒)进行监测3514。如果在预定时间(诸如30分钟)内没有发生这种情况3515，则系统恢复到

休眠模式3501。如果在30分钟的窗口中发生这种情况，则系统检查按钮按压是否小于另一

个更大的预定时间(诸如3秒)3516。如果按下按钮超过更长的预定时间，则系统恢复到休眠

模式3501；实际上；使用者已经关闭了设备。如果按下按钮适当的量的时间，在该特定情况

下意味着超过0.3秒且不大于3秒，则马达246开始尺寸减小操作3518。当马达246运行时，监

控安全开关的状态3520，并且如果它是打开的，则系统恢复到待机模式3510并且马达246停

止3521。

[0061] 使用者可以通过按下按钮预定时间(诸如至少0.3秒)3522来中断研磨操作。如果

发生这种情况，系统检查按钮按压是否大于3秒3524，在该情况下马达停止3525并且系统恢

复到休眠模式3501。如果按压小于3秒，则马达停止3526并且系统对另一次按钮按压至少

0.3秒进行监测3528。

[0062] 在有至少0.3秒的额外推动之前，系统对电池电压进行监测3529并且对安全开关

的位置进行监测3530。如果电压太低，则系统恢复到休眠模式3501，并且优选地诸如利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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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多个LED将信号发送给使用者。如果安全开关诸如由使用者打开装置以加载它而打开，

则系统进入待机模式3510。如果按下按钮超过0.3秒，则系统对是否按下按钮至少3秒进行

检查3532。如果按下按钮至少3秒，则系统恢复到休眠模式3501；如果少于3秒，则马达再次

开始运转3516。因此，使用者已经接管了该设备的直接控制。

[0063] 优选地，系统诸如通过使用一个或多个LED在任意安全开关打开的时候向使用者

发信号通知该安全开关打开。

[0064] 当马达246运行时，利用电流传感器连续地对马达电流进行感测3540，以确定尺寸

减小机构中是否存在堵塞。例如，如果电流消耗大于3安培，则为更高的值(诸如8安培)对电

流消耗进行检查3542。如果其小于8安培，则马达246反转方向3543。如果以预定时间(诸如2

秒)超过8安培，如框3544所示，则马达246停止3546。

[0065] 当马达246运行时，反转旋转方向以预定间隔发生。关于流程图中的框3550和框

3552，存在以设定间隔(诸如1秒)自动反转旋转方向3552。因此，马达反转优选地是自动的，

并且如果存在指示切割机构的部分或完全堵塞的增加的安培数消耗3542，则马达反转可以

在循环之外发生。马达运行预定的时间(诸如6秒)3554，对安全开关的状态进行连续监测

3520，如果安全开关打开则进入待机模式3510。

[0066] 在一个实例中，控制器一旦由开关250激活则使马达246旋转切割机构2秒然后反

转，每2秒重复旋转直到总共经过8秒。在8秒时，马达246停止。如果期望的话，使用者可以再

次激活开关250以经历另一个8秒循环。

[0067] 所有对时间和安培数的量的引用都是示例性的。该系统可以针对任意预定的时间

和任意预定的安培数来设定。

[0068] 优选地，系统设置有使用诸如LED之类的装置的状态指示器，以便提醒使用者各种

动作，诸如系统的当前模式、电池充电水平、研磨堵塞、安全开关打开、马达246正在运行、完

成了对填充可抽吸材料的尺寸的减小，旋转方向等。

[0069] 参考图36，示出了包括控制电路的示意图，该控制电路用于控制马达246并且因此

控制可旋转的尺寸减小器的旋转。特别地，图36A示出了典型的H型桥式脉宽调制(PWM)DC马

达控制电路。图36B示出了利用微控制单元的PWM控制电路。图36C向微控制器提供信号，即，

可得到足够的电压以用于运行H型桥中的晶体管。图36D示出了用于为马达246供电的典型

锂电池充电电路。图36E示出了用于LED灯指示器的电路。开关用于经由微控制器引脚S1、S2

来控制微控制器。

[0070] 图36中所示的电路可以作为控制器以用于实现图35的流程图。

[0071] 此外，马达246可以用于振动或摇动整个设备200、400、600，使得填充的可抽吸材

料从上腔室104穿过格栅112进入到下腔室106中，并且进入到包裹物120中。可以设想，一个

或多于一个马达246可以用来在包括手动或自动尺寸减小器的设备中振动该设备，以有助

于将填充的可抽吸材料包装到包裹物120中。如上所述，可以引起振动并驱动尺寸减小器的

合适的马达246是任意微型DC马达或无刷马达，只要马达246功率足够大以振动壁102或整

个装置。或者，在马达轴上可以安装配重，这会引起整个装置的振动。在一个实施例中，设备

200、400的振动使得夯实件(tamper)142的自由端144前后抽动(whip)。搅打动作还有助于

将可抽吸材料包装到包裹物120中。

[0072] 如图4、图9、图12-图15、图18-图21所示，设备100、200、300、400可以包括用于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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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吸材料夯实到包裹物120中的夯实件142。夯实件142位于下腔室106中，并且可以固定到

或可拆卸地固定到格栅112。夯实件142可轴向移动，具有上部位置和下部位置，使得填充的

可抽吸材料被夯实到包裹物120中。夯实件142的自由端144的尺寸设计成使得它可以装配

到包裹物120的开口端中。优选地，夯实件142还提供类似活塞的效果，使得向下推动压缩下

腔室中的空气，由此迫使填充的可抽吸材料进入到包裹物120的开口端中并将其压缩在其

中以获得一致、均匀的烟雾。在一个实施例中，可以设想，夯实件142可以借助于如图12和图

18所示的磁体354可拆卸地固定到格栅112。

[0073] 取决于所用材料的硬度，夯实件142可以是刚性的或柔性的。优选地，夯实件142可

以由柔软的材料制成，例如，诸如橡胶的聚合物或或诸如金属弹簧的弹簧。夯实件142的硬

度以硬度计肖氏OO硬度标度而言为约15-30，以硬度计肖氏D硬度标度而言高达80。可以设

想，夯实件142可以是可拆卸和可更换的，并且因此与设备100、200、300、400的其余部分分

开出售，使得可以使用不同硬度的以及因此不同的柔性的夯实件，或者可以更换磨损的夯

实件142。在一个方面，仅夯实件142的底部部分需要是柔性的。

[0074] 设备100、200、300、400被偏置，使得壁102和夯实件142处于上部位置，如图4、图9、

图13、图19所示。偏置可以经由任意偏置装置完成，例如，诸如活塞或一个或多个弹簧148，

弹簧148例如位于设备100、200、300、400的壁内，如图4、图9、图13-图15、图19-图21所示。在

一个实施例中，弹簧148的尺寸可以设计成跨越壁102的周缘。

替代地，可以存在放置在壁102的相对侧上的两个弹簧148。

[0075] 在使用中，壁102可相对于支承件110从上部位置向下移动到下部位置，以使格栅

112向下移动，因而引起夯实件142向下移动，以便夯实在包裹物120中可抽吸材料。图13和

图19示出了设备300、400在第一上部位置处的夯实件142的实施例。使用者可以以向下方向

推动设备300、400的顶部，轴向移动夯实件142，使得夯实件142移动到第二下部位置，进入

到包裹物120中，如图14和图20所示。然后，使用者释放设备300、400的顶部，使得夯实件142

返回到第一位置。使用者可以从下腔室106移除支承件110，并使用盖部116上的突出部318

以便将包裹物120推出支承件110，如图15和图21所示。

[0076] 本发明的设备100、200、300、400、600优选地包括一体形成为单个装置的上述一个

或多个元件，该装置优选地尺寸设计成手持式。

[007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包括用于制备可抽吸制品的如上所述的设备100、200、300、

400的套件。该套件包括可移除的第一夯实件142。该套件还包括一个或多个可移除的第二

夯实件142。可移除的第二夯实件142可以具有与第一夯实件142相同的硬度。替代地，第二

夯实件142可以比第一夯实件142更硬或更软。

[0078] 本发明的一种替代的套件可以包括带有可移除的第一格栅112的如上所述的设备

100、200、300、400、600。该套件还包括可移除的第二格栅112，其带有与第一格栅112尺寸不

同的孔。还可以设想，本发明的套件包括可移除且可更换的夯实件142和可移除且可更换的

格栅112。

[0079] 在使用中，使用者将供给的可抽吸材料经过填充入口放置到上腔室104中。使用者

还将包裹物120放置在支承件110中并且将该支承件放置在设备100、200、300、400、600上。

然后，使用者激活尺寸减小器，因此供给的可抽吸材料的至少一部分经过栅格112落入到下

腔室106中以作为填充的可抽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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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为了在带有手动的尺寸减小器(诸如研磨器)的设备100、300中操作该尺寸减小

器，使用者可以沿顺时针方向将包括壁102的设备100、300的部分与包括第一研磨板132的

上腔室104扭转，而同时沿相反的、逆时针方向扭转包括第二研磨板134的下腔室106。替代

地，可以切换旋转方向。此外，只需旋转一个研磨板。一旦大部分或全部供给的可抽吸材料

的尺寸被形成为穿过栅格112落下，使用者就可以停止扭转上腔室106和下腔室106。替代

地，为了在带有自动的尺寸减小器(诸如可旋转的刀片部230)的设备200、400中操作该尺寸

减小器，使用者例如可以经由在设备200、400外侧的开关250来接通马达246。马达246附接

到驱动器226，驱动器226将动力驱动到可旋转的刀片部230使得其可以旋转。一旦大部分或

全部供给的可抽吸材料的尺寸形成为经过栅格112落下，使用者就可以关闭马达246。

[0081] 然后，填充的可抽吸材料经过开口落入到包裹物120中。如果期望的话，使用者可

以克服偏置装置的力迫使夯实件142向下，以便夯实在包裹物120中的填充的可抽吸材料。

如果期望的话，使用者可以为包裹物120中的填充的可抽吸材料的所期望的量来检查包裹

物120，然后重复上述这些步骤一次或多次，直到在包裹物120中包括填充的可抽吸材料的

所期望的量。

[0082] 然后，使用者可以从下腔室106移除支承件110并从支承件110移除经填充的包裹

物120。在一个方面，使用者可以从下腔室106移除支承件110并且使用盖部116上的突出部

318来从支承件110推动包括填充的可抽吸材料的包裹物120。然后使用者闭合包裹物120的

开口，从而形成可抽吸制品。

[0083] 用于从开始的供给的可抽吸材料到制作成可抽吸制品的时间是10秒或更短。

[008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用于制备可抽吸制品的圆筒形细长设备500，如图22-图30所

示。设备500具有纵向轴线530并且包括带有上腔室104和下腔室106的壁102。如上所述，壁

102可以由任意类型的刚性材料制成，例如诸如塑料、玻璃或金属。壁102的一部分或全部可

以是透明或半透明的，使得在一个或两个腔室内供给的可抽吸材料532是可见的。下腔室

106具有开口156，使得填充的可抽吸材料534可以从下腔室106离开。

[0085] 壁102具有填充入口156，使得供给的可抽吸材料532可以添加到上腔室104，如图

26和图28所示。填充入口156可以具有可以打开和关闭的可移动的闭合件或门518，使得填

充入口156可以被门518覆盖并且可以基本上关闭，使得供给的可抽吸材料532保持在设备

500内。门518具有如图28所示的第一打开位置以及如图22-图24和图27所示的第二关闭位

置。优选地，门518被偏置到关闭或第二位置。在一个方面，门518偏置装置是弹簧524，如图

22、图23、图26所示。另外，设备500可以具有锁定机构，其形式为突出部514，用于将门518锁

定到入图28所示的其第一打开位置或如图22-图24和图27所示的其关闭位置。锁定机构514

可位于门518上。在一个实施例中，锁定机构514装配到壁中的开口520中，该开口具有纵向

狭槽520和两个横向的、总体上周向的狭槽，即在纵向狭槽520的任一端上的上狭槽521以及

下狭槽523，如图22、图23、图25、图27、图28所示。锁定机构514滑入到上横向狭槽521中，使

得如图28所示，门518锁定在第一位置处，使得供给的可抽吸材料532可以被添加到设备

500，并且如图28所示，使用下狭槽523而锁定在第二位置处，使得特别是在如下所述的研磨

功能期间，供给的可抽吸材料被保持在设备500中。

[0086] 可选地，门518可以是可移除的并且利用卡扣机构或诸如Velcro的钩环纤维材料

而保持就位，或者可以铰接在壁10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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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设备500在上腔室104中具有尺寸减小器，该尺寸减小器用于将供给的可抽吸材料

532的尺寸减小为填充的可抽吸材料534，使得供给的可抽吸材料532可以穿过格栅112中的

孔114并且进入到下腔室106中以作为填充可抽吸材料534，如图26所示。图25-图28示出了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其中研磨器具有带有研磨突出部132的第一板，该第一板与带有研磨

突出部134的第二板相对。在一个方面，带有研磨突出部134的第二板可以附接到格栅112。

包括带有研磨突出部132的第一板的尺寸减小器可沿着壁102的纵向轴线530移动，其中第

一位置如图28和图29所示远离格栅，并且第二位置如图27和图30所示更靠近格栅112。第二

位置用于研磨供给的可抽吸材料532。带有研磨突出部132的第一板和带有研磨突出部134

的第二板可以利用上述的将门156偏置在关闭位置的同一个的偏置装置而被偏置到第二位

置。

[0088] 在本发明的动力型式中，设备500优选地包括容纳马达246的马达外壳508、齿轮箱

502以及电源238，其中马达246用于旋转尺寸减小器，而电源238为诸如用于向马达246提供

动力的电池238，如图25-图28所示。可选地，可以使用外部电源作为电池238的替代或者补

充。马达外壳508封围在壁102内。帽510连接到马达外壳508，该帽510包括电源按钮522，并

且如果使用可充电电池的话，则可选地包括对电池238充电的装置，诸如USB充电端口156。

马达外壳508通过例如诸如弹簧524之类的装置偏置到第二位置。在一个方面，弹簧524位于

马达外壳508上方并且位于帽510下方。当马达外壳508在第一位置处时弹簧524压缩，并且

当马达外壳508在第二位置处时弹簧524延伸。当可抽吸材料放置在设备500中时，弹簧524

在最大阻力点处使研磨突出部132、134停止。马达246还可以具有与控制尺寸减小器的方向

相关联的控制器，如上所述。

[0089] 一旦将供给的可抽吸材料532放置在上腔室104中，就将马达外壳508移动到第二

位置，使得带有研磨突出部132的第一板与带有研磨突出部134的第二板接触，如图27和图

30所示。然后用开关522激活马达246，并且在带有研磨突出部132的第一板和带有研磨突出

部134的第二板之间将供给的可抽吸材料研磨为填充的可抽吸材料。

[0090] 下腔室106包括可动件504，该可动件504以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10度至360度。可

动件504可以为有助于将填充的可抽吸材料534推出下腔室106的任意形状。例如，可动件

504可以成形为类似于桨状件或螺旋桨，如图27-图30所示。可动件504可以是柔性的或非柔

性的。在一个方面，可动件由塑料、金属、橡胶等制成。在一个方面，可动件504通过可动件驱

动轴506连接到带有研磨突出部134的第二板，该可动件驱动轴506当马达外壳508在第二位

置处并且马达246激活时、当带有研磨突出部132的第一板与带有研磨突出部134的第二板

接触时推动可动件旋转。

[0091] 设备500优选地容纳夯实件142，该夯实件142被存储在壁102中的细长空间528内，

如图26-图28所示。可以将夯实件142从设备502移除并插入到设备中的开口516中。一旦在

开口516中夯实件142通过例如弹簧512偏置到第一位置。夯实件142可通过位于设备500的

壁102中的杆526横向移动到克服偏置的第二位置。

[0092] 杆526的一部分延伸出壁102并且可横向移动从而将夯实件移动到第二位置，使得

该夯实件142从第一位置移动到第二位置时可以有助于将填充的可抽吸材料534包装到装

置或包裹物中。如图26-图28所示，夯实件142可以设置成容纳在细长空间528中(单独地设

置成放置在该空间中)以作为套件的一部分或者单独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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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 在使用中，使用者使门锁定机构514处在图28所示的抵靠弹簧524的第一位置处，

使得填充入口156打开。与此同时，马达外壳508和带有研磨突出部132的第一板在第一位置

处。使用者通过填充入口156将诸如供给的可抽吸材料之类的材料放置在设备500中。然后

使用者将门锁定机构514移动到第二位置，关闭填充入口156并且使马达外壳508和带有研

磨突出部132的第一板移动到靠近格栅112的第二位置。使用者利用开关522激活马达246，

使得尺寸减小器将供给的可抽吸材料532的尺寸减小为填充的可抽吸材料534。只要开关

522接通或优选地接通持续设定量的时间，则研磨器就可以持续激活。可选地，可以设置有

控制器，该控制器用于使马达沿一个方向旋转研磨器然后沿相反方向(例如顺时针到逆时

针)旋转研磨器一次，或者多次自动改变旋转方向，如上所述。

[0094] 填充的可抽吸材料534穿过格栅112并进入到下腔室106中。可动件504旋转，将填

充的可抽吸材料534推出下腔室106中的开口。然后，填充的可抽吸材料534可以用于直接从

下腔室104的出口来填充管道、包裹物、水烟枪(bong)或其它吸烟装置，或者可以保留以供

以后使用。如果期望的话，使用者可以从细长空间528移除夯实件142，以将填充的可抽吸材

料534夯实到吸烟装置中。

[0095] 参考图37A和图37B，诸如研磨器的切割机构、特别是在中心突出部705(也称为轴

向突出部)周围可能由于可抽吸材料的积聚而变得堵塞，因为随着研磨器旋转，远离纵向轴

线708的外突出部712围绕旋转轴线710旋转，但是虽然中心突出部705旋转，但其仍相对于

旋转轴线710保持静止。为了防止这种积聚，期望中心突出部705具有切割刀片部714。中心

突出部705具有基部716、侧表面718和与基部716相反的表面720，其中切割刀片部714从其

侧表面718突出。切割刀片部714可以如角度722所示的相对于侧表面718的平面以约80度至

约10度、且优选地为30度的角度来延伸远离中心突出部705的基部716。

示例

示例1-设备

[0096] 组装了用来制备可抽吸制品的设备。该设备的尺寸在最大直径处约为150mm。该设

备具有提供上腔室和下腔室的壁。在这些腔室之间有栅格。该栅格的孔尺寸为5毫米，并且

每25平方厘米有30个孔。该设备还在上腔室上方具有可移除的盖部以用于将供给的可抽吸

材料放置到上腔室中。盖部包括可以用来将经填充的包裹物推出支承件的突出部。

[0097] 在盖部区域中还有马达；电源，该电源用于为马达供电；以及驱动器，驱动器在马

达和可旋转的刀片部之间以使该刀片部旋转。可旋转的刀片部位于上腔室的壁的上表面

上。借助于位于壁外侧的开关来改变马达的速率。

[0098] 该设备还在下腔室下方具有支承件以用于支承纸质包裹物。通过磁体将支承件可

移除地附接到下腔室。支承件长130毫米、宽24毫米。包裹物材料呈圆锥形，长100毫米、顶部

直径10毫米、底部直径5毫米。在将包裹物放置到支承件中之前将其在底部处密封。下腔室

具有使填充的可抽吸材料穿过而进入到包裹物的开口。该设备还具有可轴向移动的夯实

件，该夯实件由橡胶制成，位于下腔室中。该夯实件具有上部位置和下部位置。存在用于将

夯实件偏置到其上部位置的弹簧，以及用于将夯实件从其上部位置移动到抵住弹簧偏置装

置的其下部位置的机构。

示例2-使用该设备的方法

[0099] 示例1中描述的设备用来填充香烟。使用时，使用者移除上腔室上方的盖部，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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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的可抽吸材料放置到上腔室中。使用者还在支承件中放置了在一侧密封并在相对侧敞

开的圆锥形纸质包裹物，并且将支承件附接到下腔室。然后，使用者利用开关来激活驱动可

旋转的刀片部的马达。在激活之后，供给的可抽吸材料的一部分经过格栅落入到下腔室中。

[0100] 一旦使用者相信足够的供给的可抽吸材料被切割而下落经过栅格并将包裹物填

充到所期望的量，则使用者关闭马达。经切割的可抽吸材料经过开口落入到包裹物中。为了

压缩填充的可抽吸材料，使用者克服弹簧偏置装置的力迫使夯实件向下。使用者为包裹物

中的填充的可抽吸材料的所期望的量来检查包裹物，并重复一些步骤，直到包裹物中的填

充的可抽吸材料包括所期望的量。在某些情况下，必须起动马达以切割附加的供给的材料。

[0101] 然后使用者从下腔室移除支承件并且使用盖部上的突出部来从支承件推动包括

填充的可抽吸材料的包裹物。然后使用者闭合包裹物的开口，以形成香烟。

[0102] 尽管已经参考某些优选实施例相当详细地描述了本发明，但是其它实施例也是可

能的。例如，针对本方法所公开的步骤不旨在是限制性的，也不旨在表示每个步骤对于该方

法必不可少，而是仅作为示例性步骤。因此，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不应限于本公开中所包括

的优选实施例的描述。本文引用的所有参考文献都以参见的方式整体纳入本文。

[0103] 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与本说明书同时提交的所有纸件和文件中，这些纸件和文件

与本说明书同时提交并且伴随本说明书向公众检查开放，并且所有这些纸件和文件的内容

以参见的方式纳入本文。

[0104] 除非每个公开的特征是一系列通用的等效或类似特征中的一个示例，否则在本说

明书(包括任何所附的权利要求、摘要和附图)中公开的所有的特征可以被用作相同、等同

或类似目的的可选的特征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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