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541367.4

(22)申请日 2018.09.20

(73)专利权人 东莞市众隆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23000 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刘屋村

坣贝科技工业园

(72)发明人 黄武源　

(74)专利代理机构 厦门市新华专利商标代理有

限公司 35203

代理人 吴成开　徐勋夫

(51)Int.Cl.

A24F 47/00(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带恒压功能的电子烟泵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带恒压功能的电子烟

泵，包括有泵壳、挤出机构、驱动装置及恒压器；

该泵壳内具有一容置腔，泵壳上开设有连通容置

腔的进油口、出油口和进气口，进油口和出油口

之间连接有抽油软管；该挤出机构可转动地设置

于容置腔内，挤出机构位于抽油软管的侧旁，挤

出机构转动而挤压作用于抽油软管上；该驱动装

置设置于容置腔内并带动挤出机构转动；该恒压

器设置于进气口内。通过利用挤出机构挤压抽油

软管，可将烟油从油壶中抽出以供给电子烟，并

配合设有恒压器，在烟油不断被消耗的过程中，

恒压器可以维持油壶内的气压和外界气压平衡，

防止电子烟内的烟油回流或者因供不上烟油而

造成雾化装置干烧的现象，从而有效延长了电子

烟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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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恒压功能的电子烟泵，其特征在于：包括有泵壳、挤出机构、驱动装置及恒压

器；该泵壳内具有一容置腔，泵壳上开设有连通容置腔的进油口、出油口和进气口，进油口

和出油口之间连接有抽油软管；该挤出机构可转动地设置于容置腔内，挤出机构位于抽油

软管的侧旁，挤出机构转动而挤压作用于抽油软管上；该驱动装置设置于容置腔内并带动

挤出机构转动；该恒压器设置于进气口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恒压功能的电子烟泵，其特征在于：所述泵壳包括有两半

壳，两半壳扣合安装固定在一起并围构形成前述容置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恒压功能的电子烟泵，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油口和进气口均

位于泵壳的底部，出油口位于泵壳的顶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恒压功能的电子烟泵，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出机构包括轴转

件以及间隔设置于该轴转件上的齿轮盘和转盘，齿轮盘和转盘随轴转件同步转动，该齿轮

盘和转盘之间沿齿轮盘和转盘的周缘均布有多个挤压辊，该多个挤压辊随齿轮盘和转盘转

动而交替抵压在抽油软管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带恒压功能的电子烟泵，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压辊可转动地安

装于齿轮盘上。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带恒压功能的电子烟泵，其特征在于：相邻两挤压辊之间形成

有为抽油软管提供变形空间的凹位。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带恒压功能的电子烟泵，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压辊为三个。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带恒压功能的电子烟泵，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装置包括有电

机、蜗杆和减速齿轮组；该蜗杆安装于电机的输出轴上，该减速齿轮组由蜗杆带动运转，减

速齿轮组的输出侧与前述齿轮盘齿合并带动齿轮盘转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恒压功能的电子烟泵，其特征在于：所述恒压器为单向阀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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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恒压功能的电子烟泵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子烟领域技术，尤其是指带恒压功能的电子烟泵。

背景技术

[0002] 电子烟又名虚拟香烟，主要用于替代香烟和戒烟。电子烟主要包括烟嘴、外壳、雾

化装置和电池组件，烟嘴连接外壳，雾化装置和电池组件分别设置在外壳内部，电池组件为

雾化装置提供电能。通常，电子烟内具有一体式的储存烟油的油壶，在雾化装置消耗烟油产

生烟雾供吸食者吸食的过程中，烟油不断被消耗，油壶内的气压也不断减小，这容易导致电

子烟内的烟油回流，或者因供不上烟油而造成雾化装置干烧的现象，从而缩短电子烟的使

用寿命。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存在之缺失，其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带恒压

功能的电子烟泵，其能解决目前电子烟内的烟油回流之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带恒压功能的电子烟泵，包括有泵壳、挤出机构、驱动装置及恒压器；该泵壳

内具有一容置腔，泵壳上开设有连通容置腔的进油口、出油口和进气口，进油口和出油口之

间连接有抽油软管；该挤出机构可转动地设置于容置腔内，挤出机构位于抽油软管的侧旁，

挤出机构转动而挤压作用于抽油软管上；该驱动装置设置于容置腔内并带动挤出机构转

动；该恒压器设置于进气口内。

[0006]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泵壳包括有两半壳，两半壳扣合安装固定在一起并围构

形成前述容置腔。

[0007]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进油口和进气口均位于泵壳的底部，出油口位于泵壳的

顶部。

[0008]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挤出机构包括轴转件以及间隔设置于该轴转件上的齿轮

盘和转盘，齿轮盘和转盘随轴转件同步转动，该齿轮盘和转盘之间沿齿轮盘和转盘的周缘

均布有多个挤压辊，该多个挤压辊随齿轮盘和转盘转动而交替抵压在抽油软管上。

[0009]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挤压辊可转动地安装于齿轮盘上。

[0010]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相邻两挤压辊之间形成有为抽油软管提供变形空间的凹位。

[0011]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挤压辊为三个。

[0012]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驱动装置包括有电机、蜗杆和减速齿轮组；该蜗杆安装于

电机的输出轴上，该减速齿轮组由蜗杆带动运转，减速齿轮组的输出侧与前述齿轮盘齿合

并带动齿轮盘转动。

[0013]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恒压器为单向阀片。

[0014]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明显的优点和有益效果，具体而言，由上述技术

方案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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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通过利用挤出机构挤压抽油软管，可将烟油从油壶中抽出以供给电子烟，并配合

设置有恒压器，在烟油不断被消耗的过程中，该恒压器可以维持油壶内的气压和外界气压

平衡，防止电子烟内的烟油回流或者因供不上烟油而造成雾化装置干烧的现象，从而有效

延长了电子烟的使用寿命。

[0016] 为更清楚地阐述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特征和功效，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例来对

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之较佳实施例的组装立体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之较佳实施例的分解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之较佳实施例使用状态的截面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之较佳实施例使用状态的另一截面图。

[0021] 附图标识说明：

[0022] 10、泵壳                         101、容置腔

[0023] 102、进油口                      103、出油口

[0024] 104、进气口                      105、弧形位

[0025] 11、半壳                         20、挤出机构

[0026] 201、凹位                        21、轴转件

[0027] 22、齿轮盘                       23、转盘

[0028] 24、挤压辊                       30、驱动装置

[0029] 31、电机                         32、蜗杆

[0030] 33、减速齿轮组                   40、恒压器

[0031] 50、抽油软管                     60、油壶

[0032] 61、安装油口                     62、安装气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请参照图1至图4所示，其显示出了本实用新型之较佳实施例的具体结构，包括有

泵壳10、挤出机构20、驱动装置30及恒压器40。

[0034] 该泵壳10内具有一容置腔101，泵壳10上开设有连通容置腔101的进油口102、出油

口103和进气口104，进油口102和出油口103之间连接有抽油软管50；在本实施例中，该泵壳

10包括有两半壳11，该两半壳11扣合安装固定在一起并围构形成前述容置腔101，该进油口

102和进气口104均位于泵壳10的底部，该出油口103位于泵壳10的顶部；以及，该容置腔101

内具有弧形位105，该抽油软管50位于弧形位105的内侧。

[0035] 该挤出机构20可转动地设置于容置腔101内，挤出机构20位于抽油软管50的侧旁，

挤出机构20转动而挤压作用于抽油软管50上将抽油软管50内的烟油逐段挤出出油口103；

具体而言，该挤出机构20包括轴转件21以及间隔设置于该轴转件21上的齿轮盘22和转盘

23，齿轮盘22和转盘23随轴转件21同步转动，该齿轮盘22和转盘23之间沿齿轮盘22和转盘

23的周缘均布有多个挤压辊24，该多个挤压辊24随齿轮盘22和转盘23转动而交替抵压在抽

油软管50上；在本实施例中，该挤压辊24为三个，该三个挤压辊24可转动地安装于齿轮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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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使得挤压辊24与抽油软管50接触转动时更顺畅，该每一挤压辊24均竖设置并露出齿

轮盘22和转盘23的侧面，该抽油软管50夹于齿轮盘22和转盘23之间，且相邻两挤压辊24之

间形成有为抽油软管50提供变形空间的凹位201。

[0036] 该驱动装置30设置于容置腔101内并带动挤出机构20转动；具体而言，该驱动装置

30包括有电机31、蜗杆32和减速齿轮组33；该蜗杆32安装于电机31的输出轴上，该减速齿轮

组33由蜗杆32带动运转，减速齿轮组33的输出侧与前述齿轮盘22齿合并带动齿轮盘22转

动。

[0037] 该恒压器40设置于进气口104内，在本实施例中，该恒压器40为单向阀片。

[0038] 详述本实施例的工作过程如下：

[0039] 使用时，将装有烟油的油壶60置于本实用新型的底部，油壶60上开设有安装油口

61和安装气口62，该安装油口61与进油口102连通，该安装气口62与进气口104连通，抽油软

管50可直接伸入至油壶60的内底部，也可以通过外接油管伸入至油壶60的内底部；在使用

过程中，当驱动装置30通电后，驱动装置30带动挤出机构20转动，使得挤出机构20对抽油软

管50进行挤压，从而使得油壶60内的烟油被抽出供至电子烟的雾化装置中进行加热雾化，

随着油壶60内的烟油不断地被抽出，油壶60内的气压降低，此时，外界气压大于油壶60内的

气压，恒压器40自动打开进气口104，使得外界空气进入油壶60内以平衡两处的气压，当外

界气压与油壶60内的气压平衡时，恒压器40重新封堵住进气口104，以防止烟油从进气口

104流出。

[0040] 本实用新型的设计重点在于：

[0041] 通过利用挤出机构挤压抽油软管，可将烟油从油壶中抽出以供给电子烟，并配合

设置有恒压器，在烟油不断被消耗的过程中，该恒压器可以维持油壶内的气压和外界气压

平衡，防止电子烟内的烟油回流或者因供不上烟油而造成雾化装置干烧的现象，从而有效

延长了电子烟的使用寿命。

[0042]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范围作

任何限制，故凡是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细微修改、等同变

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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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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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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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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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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