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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TOBACCO EVAPORATOR

(54) 发明名称：一种烟草蒸发器

(57) Abstract: Disclosed i s a tobacco evaporator, comprising an evaporation component for accommod
ating a substance to be evaporated and a power supply unit connected with the evaporation component,
wherein the power supply unit i s used for transmitting external electrical energy to the evaporation com
ponent, and the evaporation component i s used for converting the electrical energy into heat to heat the
substance to be evaporated in the evaporator component for evaporation. The tobacco evaporator i s inde
pendently provided with a power supply unit, there i s no limitation on the service time and the heating ef
ficiency i s greatly improved, and in addition, the power supply unit i s far away fi"om a heating unit to en -
able the tobacco evaporator to be safer; and meanwhile, the tobacco evaporator may be simplified, the
maintenance costs are lower after the evaporator i s damaged, and the power supply unit may be made into
a standard fitting which i s compatible with various evaporators, thereby being more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57) 摘要: 一种烟草蒸发器，包括用于容纳待蒸发物质的蒸发组件和与该蒸发组件连接的
供电单元，所述供电单元用于将外界的电能输送到所述蒸发组件，所述蒸发组件将所述
电能转换成热量，将所述蒸发组件内待蒸发物质加热蒸发。该烟草蒸发器单独设置有供
电单元，使用时间没有限制且加热效率大大提高，且供电单元远离加热单元使得烟草蒸
发器更加安全，同时可以对蒸发器进行简化，蒸发器损坏后的维护成本较低，供电单位
可以做成标配，兼容多种蒸发器，更节能环保。

图 I 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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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

发明名称：一种烟草蒸发器

技 术 领 域

[1] 本实用新型涉及 电热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用于吸烟或药物熏蒸等领域 的烟

草蒸发器。

[2]

背 景 技 术

[3] 蒸 发器通常用作吸烟装置或药物熏蒸装置 的热源。在使用吋 ，将烟卷 、烟丝、

药草或挥发性药物等待蒸发物质放入蒸发器 的加热容器 内，蒸发器产生热量将

待蒸发物质蒸发 ，以获取其有效成分。

[4] 目前 的蒸发器大都 以液体燃气或电池提供热能。然而 ，这两种技术都存在一定

的缺点。釆用液体燃气供热的蒸发器需要具备容积足够 的燃气存储装置 ，这会

使得蒸发器体积较大 ，同吋液体燃气有可能发生爆炸 ，也增加了蒸发器携带和

使用过程 中的危险。在釆用 电池供热的蒸发器 中电池的容量一般较为有限 ，难

以支持较长吋间的工作需要且电池的加热功率一般不够高 ，蒸发效果较差。

[5]

发 明 内容

[6]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 的技术 问题 ，是针对现有技术 中蒸发器 的上述缺陷 ，提供一

种体积小巧 、使用安全 ，且同吋具备较高的功率与持续工作能力的蒸发器。

[7] 为 了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 ，本实用新型提 出一种烟草蒸发器 ，包括用于容纳待蒸

发物质 的蒸发组件和与该蒸发组件连接 的供 电单元 ，所述供 电单元用于将外界

的电能输送到所述蒸发组件 ，所述蒸发组件将所述 电能转换成热量 ，将所述蒸

发组件 内待蒸发物质加热蒸发。

[8] 在本实用新型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中，所述供 电单元为USB 供 电线 ，所述USB 供

电线用于和外界USB 接 口电性连接 ，从而对蒸发器组件供应直流电。

[9] 在本实用新型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中，所述供 电单元为交流-直流转换器 ，且包

括第一连接装置和第二连接装置 ；所述第一连接装置用于与外界交流电源连接



以输入外界的交流电，所述第二连接装置用于输 出由外界的交流电转换所得 的

直流电，所述供 电单元与所述蒸发组件通过所述第二连接装置 电性连接。

[10] 在本实用新型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中，所述第一连接装置包括第一导线和设置于

所述第一导线端部 的第一插头 ，所述第一插头用于与家用插座插接。

[11] 在本实用新型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中，所述第二连接装置包括第二导线和设置于

所述第二导线端部 的第二插头 ，所述第二插头与所述蒸发组件可插拔地连接。

[12] 在本实用新型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中，所述蒸发组件包括连接件 ，该连接件可拆

卸地安装在所述蒸发器组建尾端 ，所述第二插头与所述连接件可插拔地连接。

[13] 在本实用新型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中，所述烟草蒸发器还包括控制单元 ，所述控

制单元用于控制所述供 电单元与所述蒸发组件 的连通或断开 ，所述控制单元包

括控制 电路和按键 ，所述按键通过所述控制 电路控制所述供 电单元与所述蒸发

组件 的连通或断开。

[14] 在本实用新型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中，所述控制单元设置于所述供 电单元内部。

[15] 在本实用新型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中，所述控制单元设置于所述连接件 内部。

[16] 在本实用新型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中，所述供 电单元内部设置有第一容置空间和

第二容置空间，所述第一连接装置和所述第二连接装置可抽 出地容纳于所述第

一容置空间和所述第二容置空间内。

[17] 在本实用新型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中，所述供 电单元还包括 电池 ，所述 电池与所

述第二导线 电性连接 ，用于通过所述第二导线对所述蒸发器供 电。

[18] 在本实用新型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中，所述第一插头与所述供 电单元一体化设计

[19] 实施本实用新型烟草蒸发器 的有益效果在于 ，本实用新型烟草蒸发器单独设置

有供 电单元 ，可直接连接外界的直流或交流电源 ，并将外界电源 的电能转换为

热量。这样 ，该烟草蒸发器 的持续使用吋间与加热效率都可 以大大提高。另外

，本实用新型烟草蒸发器 的供 电单元远离加热单元 ，结构简单且具备较高的安

全性。

[20]

附 图说 明



[21]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附图中：

[22] 图l a本实用新型烟草蒸发器第一实施例的分解示意图；

[23] 图l b为图l a中蒸发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24] 图l c为图l a中供电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25] 图I d为图l a中连接件的结构示意图；

[26] 图l e为图l c中的第一连接装置和第二连接装置收容于第一容置空间和第二容置

空间后的状态图；

[27] 图2a为本实用新型烟草蒸发器第二实施例的分解示意图；

[28] 图2b为图2a中连接件的结构示意图；

[29] 图3a为本实用新型烟草蒸发器第三实施例的分解示意图；

[30] 图3b为图3a中蒸发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31] 图4为本实用新型烟草蒸发器第四实施例中供电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32] 图5为本实用新型烟草蒸发器第五实施例中供电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33] 图6为本实用新型烟草蒸发器第六实施例中供电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34]

具体实施方式

[35] 参照图l a至图l e，本实用新型的第一实施例提供一种烟草蒸发器，该烟草蒸发

器包括蒸发组件100、供电单元200和连接件300。本实施例中，该供电单元200

为交流-直流转换装置，包括第二壳体210和设置于第二壳体210内的变压电路220

，第二壳体210两端设置有第一连接装置230和第二连接装置240。第一连接装置

230包括第一导线231和设置于第一导线231的端部的第一插头232，第一插头232

用于与家用交流电的插座相连接，第二连接装置240包括第二导线241和设置于

第二导线241端部的第二插头242，第二插头242与连接件300电性连接，变压电

路220具有交流-直流转换功能，用于将家用电源的交流电 （电压值通常为220V

) 转换成蒸发组件100可使用的直流电源，连接件300与蒸发组件100可拆卸地电

性连接，连接件300将直流电传送给蒸发组件100。

蒸发组件100是一个大致呈筒状的结构，其包括第一壳体110、蒸发容器120、

电热膜130、吸嘴140，蒸发容器120容置于第一壳体110内，用于容纳待蒸发的



物质 ，例如烟卷、烟丝、药草或挥发性药物等。在第一壳体 110上设置有与蒸发

容器 120相连通的吸气孔 （图中未示）。电热膜 130则环绕于蒸发容器 120的外壁

，这样可实现对蒸发容器 120内容纳的待蒸发物质进行均匀的加热。吸嘴 140可

拆卸地安装于第一壳体 110的一端 ，吸嘴 140与第一壳体 110密封连接并与蒸发容

器 120相连通 ，当电热膜 130通电吋 ，对蒸发容器 120内的烟丝或药物进行加热 ，

并在蒸发容器 120内形成有蒸发物 ，通过吸嘴 140即可吸出该蒸发物。进一步而

言 ，为了防止第一壳体 110的温度过高而烫伤人体 ，在电热膜 130和第一壳体 110

之间还设置有隔热单元 160 ，隔热单元 160釆用铝箔等隔热材料制成。

[37] 在第一壳体 110远离吸嘴 140的一端设置有第一电极 171和第二电极 172 ，第一电

极 171和第二电极 172均与电热膜 130电性连接 ，在连接件 300上形成有第三电极 3

10和第四电极 320 ，当连接件 300与蒸发组件 100相连接吋 ，第三电极 310和第四

电极 320分别与第一电极 171和第二电极 172电性连接。

[38] 第一电极 171和第二电极 172均呈筒状 ，第一电极 171与第一壳体 110的内壁过盈

配合 ，第一电极 171和第二电极 172均通过导线与电热膜 130电性连接 ，导线两端

分别第一电极 171 (或第二电极 172) 和电热膜 130相焊接 ，第一电极 171和第二

电极 172之间设置有第一绝缘体 180 ，本实施例中该第一绝缘体 180为绝缘硅胶。

[39] 第三电极 310实际上为连接件 300 的外壳 ，第三电极 310和第四电极 320均呈现筒

体状 ，第三电极 310和第四电极 320之间还设置有第二绝缘体 330 ，本实施例中第

二绝缘体 330为绝缘硅胶制成 ，第三电极 310 、第四电极 320和第二绝缘体 330依

次紧密连接。第三电极 310包括第一部分 311和第二部分 312 ，第一部分 311和第

二部分 312大致呈筒状。第一部分 311 的外径与第二电极 172的内径相同，第二部

分 312 的外径与蒸发组件 100的第一壳体 110相同，第一部分 311在其与第二部分 3

12的相接处 向内垂直延伸而形成一台阶 313 ，第二绝缘体 330 的形状与第一部分 3

11的内壁相适应。在本实施例中第三电极 310和第四电极 320分别为正极和负极

，连接件 300在其尾端设置有插 口350 ，插 口350与第二导线 241 的第二插头 242相

连接 ，从插 口350处分 出阳线 361和阴线 362 ，阳线 361和阴线 362分别与第三电极

3 10和第四电极 320 电性连接。

[40] 在连接件 300上还设置有密封组件 340 ，本实施例中该密封组件 340 以硅胶制成



，大致呈柱状，装设于蒸发组件 100 的尾端，起到密封作用，且与第四电极320

过盈配合。当连接件300 与第二电极 172相配合吋，密封硅胶340 与第二电极 172

也形成过盈配合。

在本实施例中，供电单元200 中还设置有控制单元400 ，控制单元400 包括控制

电路410 和按键420 ，控制电路410 设置于供电单元200 的内部，按键420 设置于供

电单元200 的表面，按键420 与控制电路410 电性连接，按键420 通过控制电路410

可以控制供电单元200 的连通或断开。

[42] 在本实施例中，供电单元200 内部还设置有第一容置空间 （图中未示）和第二

容置空间 （图中未示），当不使用供电单元200 吋，第一容置空间和第二容置空

间分别用于容置第一连接装置230 和第二导线连接装置240 ，如图 l e所示，图 l e为

第一连接装置230 和第二导线装置240 均收容于第一容置空间和第二容置空间后

的状态示意图。

[43] 本实用新型又提出了第二种实施例，参照图2a至图2b ，在该第二实施例与第一实

施例的区别仅在于将控制单元400 设置于连接件300 上，控制单元400 的控制电路

410 设置于连接件300 内，按键420 则设置于连接件300 的表面，控制电路410 与阳

线361 电性连接，控制电路410 可控制阳线361 的通断。

[44] 本实用新型又提出了第三种实施例，参照图3a至图3b ，该第三实施例与上述第二

实施例的区别仅在于，该第三实施例中的蒸发组件 100呈一体化设计，该烟草蒸

发器无第二实施例中的连接件300 ，在本实施例中，蒸发组件 100尾端密封，并

在蒸发组件 100 的尾端设置有控制单元400 和用于与第二插头242 相接的插口190

[45] 本实用新型又提出了第四种实施例，参照图4，在该第四实施例与上述第一实

施例的区别在于，供电单元200 内还设置有电池500 ，该电池500 为可充电电池，

在蒸发组件 100使用家用电源供电吋，供电单元200 同吋对电池500进行充电，当

无法使用家用电源吋，可使用电池500 对蒸发组件 100进行供电。

[46] 本实用新型又提出了第五种实施例，参照图5，该第五实施例与上述第一实施

例的区别仅在于，第一插头232 与供电单元200 成一体化设计。在本实施例中第

一插头232 设置于供电单元200 的尾端。



[47] 本实用新型又提出了第六种实施例，参照图6，该第六实施例与上述第一实施

例的区别仅在于，该第六实施例提供的烟草蒸发器中的供电单元为USB 供电线60

0， USB 供电线600可以与通用的USB 接口电性连接并对蒸发组件 100供应直流电

。 USB 供电线600可直接连接个人电脑或其他直流电源。

[48] 在上述第六实施例中，当直流电源设置有其他不同于USB 接口的接口吋，USB

供电线600也可以替换为其他类型的直流供电线。

[49] 应当理解的是，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

换，而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实用新型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50]



权利要求书

一种烟草蒸发器 ，其特征在于 ，包括用于容纳待蒸发物质 的蒸发

组件和与该蒸发组件连接 的供 电单元 ，所述供 电单元用于将外界

的电能输送到所述蒸发组件 ，所述蒸发组件将所述 电能转换成热

量 ，将所述蒸发组件 内待蒸发物质加热蒸发。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供 电单元为

USB 供 电线 ，所述USB 供 电线用于和外界USB 接 口电性连接 ，从

而对蒸发器组件供应直流电。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供 电单元为

交流-直流转换器 ，且包括第一连接装置和第二连接装置 ；所述第

一连接装置用于与外界交流电源连接 以输入外界的交流电，所述

第二连接装置用于输 出由外界的交流电转换所得 的直流电，所述

供 电单元与所述蒸发组件通过所述第二连接装置 电性连接。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连接装

置包括第一导线和设置于所述第一导线端部 的第一插头 ，所述第

一插头用于与家用插座插接。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连接装

置包括第二导线和设置于所述第二导线端部 的第二插头 ，所述第

二插头与所述蒸发组件可插拔地连接。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蒸发组件包

括连接件 ，该连接件可拆卸地安装在所述蒸发器组建尾端 ，所述

第二插头与所述连接件可插拔地连接。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烟草蒸发器

还包括控制单元 ，所述控制单元用于控制所述供 电单元与所述蒸

发组件 的连通或断开 ，所述控制单元包括控制 电路和按键 ，所述

按键通过所述控制 电路控制所述供 电单元与所述蒸发组件 的连通

或断开。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 的烟草蒸发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单元设



置于所述供电单元内部。

[权利要求 9]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烟草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设

置于所述连接件内部。

[权利要求 10] 根据权利要求8或9任一项所述的烟草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供电单元内部设置有第一容置空间和第二容置空间，所述第一连

接装置和所述第二连接装置分别可抽出地容纳于所述第一容置空

间和所述第二容置空间内。

[权利要求 11] 根据权利要求2-9任一项所述的烟草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供

电单元还包括电池，所述电池与所述第二导线电性连接，用于通

过所述第二导线对所述蒸发器供电。

[权利要求 12]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烟草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插头与

所述供电单元一体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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