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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一种 电子烟 ，包括烟杆 （3 ) ，烟杆 （3 ) 内收容有雾化
组件或/和 电源 ，烟杆 （3 ) 上设置有可散发香味的香料 。通过在
烟杆上设置香料 ，则可 以便 电子烟散发香味 ，则可 以满足用户吸
烟时需要闻电子烟烟杆上的香味的需求 ，使得抽烟效果好 。



发明名称：电子烟

技 术 领 域

[I] 本 发明涉及 日用 电子产 品 领域 ，更具体地说 ，涉及一种 电子烟。

背 景技 术

[2] 电子烟主要用于戒烟和替代香烟。 目前市场上 的电子烟 的结构包括用于收容雾

化组件 或 / 和 电池组件 的烟杆 ，所述烟杆通常包括过滤嘴、外套管及贴在所述

外套管上 的贴纸。通过 电池组件为雾化器组件供 电以产生烟雾供使用者吸食 ，

模拟吸烟。

[3] 现有技术 中，电子烟上 的所述烟杆没有添加任何香烟 的味道 ，不能满足用户抽

烟吋闻烟体吋闻到类似于真烟 的味道 ，使得抽烟效果不好。

发 明 内容

[4] 本 发明要解决 的技术 问题在于 ，针对现有技术 的上述 电子烟 中的烟杆没有真烟

的香味的缺陷 ，提供一种烟杆具有香味的电子烟。

[5] 本 发明解决其技术 问题所釆用 的技术方案是 ：

[6] 本 发明提供一种 电子烟 ，包括用于收容雾化组件或/和 电源 的烟杆 ，所述烟杆

上设置有可散发香味的香料。

[7] 所述烟杆包括位于所述烟杆一端 的多孔过滤件 ，所述多孔过滤件上设有所述香

料。

[8] 所述烟杆包括外套管 ，所述外套管上设有所述香料 ，或者所述烟杆包括外套管

以及套设于所述外套管上 的贴纸 ，所述贴纸上设有所述香料。

[9] 所述外套管上设置有 凹位 ，所述香料嵌置于所述 凹位之中。

[10] 所述外套管包括雾化套管 ，以及可拆卸地连接在所述雾化套管上 的电池套管 ；

所述香料单独形成香料层包覆于所述外套管上 ，或者所述香料与所述贴纸共同

形成所述香料层包覆于所述外套管上 ；

[II] 所述香料层包括包覆于所述雾化套管外壁 的第一香料层 ，以及包覆于所述 电池

套管 的外壁 的第二香料层。



[12] 所述电子烟还包括用于将所述香料层粘接在所述外套管上的粘接层。

[13] 所述香料层的厚度为0.5mm 〜3mm 。

[14] 所述香料层外侧设有防滑层，所述防滑层为涂覆于所述香料层上的防滑剂或者

是设置于所述香料层上的凹凸的纹路。

[15] 所述防滑层上设有用于使所述香料散发香味的网孔，所述网孔形状为圆形、椭

圆形或者多边形的一种或多种。

[16] 所述香料层外侧设有用于减慢香料挥发的外包层。

[17] 所述外包层上设有用于使所述香料层散发香味的网孔，所述网孔的形状为圆形

、椭圆形或者多边形的一种或多种。

[18] 所述外包层为水松纸、铜板纸、塑胶纸以及合成纸中的任意一种。

[19] 所述外包层外部还设有与所述外包层形状相适配的防滑层；所述防滑层为涂覆

于所述外包层上的防滑剂或者是设置于所述外包层的凹凸的纹路。

[20] 实施本发明的电子烟，具有以下有益效果：通过在烟杆上设置香料，使得电子

烟外表面具有香味，则具有类似真烟的效果。且在香料的外侧设置外包层或者

是防滑层，同吋通过在外包层或者防滑层上设置网孔，使得在可以散发香味的

同吋还可以防止香料大面积挥发，使得香味保持吋间长。

附图说明

[21]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附图中：

[22] 图1是本发明的香料位于多孔过滤件上的结构示意图；

[23] 图2 是本发明的一体式的电子烟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24] 图3是图2中A部放大图；

[25] 图4 是本发明的分体式的电子烟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26] 图5是图4中B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27] 为了对本发明的技术特征、目的和效果有更加清楚的理解，现对照附图详细说

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28] 如图1、图2、图3、图4、图5所示，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子烟，包括烟杆3及收

容在所述烟杆3内的雾化组件或/和电源，烟杆3上设置有可散发香味的香料。



[29] 香料可以设置在烟杆3上的不同位置上，具体的，如图1所示，烟杆3包括位于

烟杆3—端的多孔过滤件4，香料设置在多孔过滤件4上，该多孔过滤件可4以直

接由醋酸纤维、海绵等多孔材料制成，也可以由聚丙烯等材料通过拉成纤维丝

，从而形成所述多孔过滤件4。

[30] 如图2、图3、图4、图5所示，烟杆3还包括外套管1，香料设置在外套管1上；

或者烟杆3包括外套管1以及贴纸，香料设置在贴纸上。

[31] 外套管1上设有凹位，香料嵌置于凹位之中。

[32] 具体的，香料可以为现有的，弗吉尼亚烟用香精、土耳其烟用香精、或者哈瓦

那雪茄烟用香精。

[33] 还可以从天然香料中提取的成分：即以动植物的芳香部位为原料，经过加工

制成的或分离出来的芳香物质，例如茴香、野胡萝卜油、茴香油 （八角茴香）

、肉桂油、中国肉桂油、丁香油、肉豆蔻油精油、浸膏、净油、香膏、酊剂等

，如玫瑰油、茉莉浸膏、香荚兰酊、白兰香脂、吐鲁香树脂、水仙净油等。

[34] 还可以为合成香料，即以煤化工产品、石油化工产品等为原料，通过化学合成

方法制取的有香味的化合物，例如酮类香料，醇类香料，酯、内酯类香料，醛

类香料、烃类香料、醚类香料、氰类香料等。

[35] 香料的一种配方是，釆用质量份12%的野胡萝卜油、20%的茴香油、8%的肉桂

油、60%的丁香油。

[36] 当外套管1上没有套设贴纸吋，香料单独形成香料层2包覆于外套管1上，当外

套管1上套设有贴纸吋，香料与贴纸共同形成香料层2包覆于外套管1上。

[37] 电子烟还包括用于将香料层2粘接在外套管1上的粘接层。例如是通过胶水、双

面胶或者是其它的粘贴的方式。

[38] 可以理解的是，当香料形成香料层2吋，香料层2嵌置于凹位之中。此吋为了使

电子烟外表面平齐使粘贴层以及香料层2的总厚度和凹位的深度相同也是可以的

[39] 香料层2的厚度为0.5mm〜3mm 。优选的，香料层2的厚度为2mm。

[40] 为了防止电子烟在有水以及潮湿的环境中从手中滑落，香料层2外侧设有还设

有防滑层，防滑层为涂覆于香料层2上的防滑剂或者是设置于香料层2上的凹凸



的纹路。

[41] 可 以理解 的是 ，当防滑层全部覆盖于香料层2外侧吋 ，则会使香料层2上 的香味

无法透过 防滑层散发香味 ，则仅仅是需要在防滑层上设置用于使香料层2散发香

味的网孔 ，该 网孔为圆形 、椭圆形或者多边形 的一种或多种。该 网孔 的存在也

可 以防止香味过度散发 ，使得香料层2散发香味的持久性不长。

[42] 可 以理解 的是 ，也可 以直接在香料层2的外侧设置外包层 ，该外包层上 同样设

置有 网孔 ，同样该 网孔 的形状为圆形 、椭圆形或者多边形 的一种或多种。

[43] 外包层为水松纸 、铜板纸 、塑胶纸 以及合成纸 中的任意一种。可 以理解 的是 ，

该外包层 的也对香料层2起到了一定 的保护作用。

[44] 为 防止 电子烟滑落 ，外包层外侧设有与外包层形状相适配 的的防滑层 ；防滑层

为涂覆于香料层2上 的防滑剂或者是设置于香料层2上 的凹凸的纹路。可 以理解

的是 ，外包层也可是最外层 ，即不在外包层 的外侧设置防滑层。

[45] 可 以理解 的是 ，为保证美观 ，电子烟 的最外层与电子烟表面相平齐。

[46] 如 图2、图3所示 ，当为一体式的电子烟吋 ，外套管 1为一个整体。此吋香料层2

也可 以为一个整体 ，相应 的，外包层 以及 防滑层也为一个整体。此吋 ，可 以理

解 的是 ，在防滑层 、香料层2以及外包层 的上 的与进气 口相对应处必须设置有通

孔 以供外界空气通过进一步从该通孔进入到进气 口处。不过也可 以以电子烟 的

进气 口为分界将香料层2、外包层或者是防滑层做成分体式。

[47] 如 图4、图5所示 ，当为分体式电子烟吋 ，外套管 1包括雾化套管 11，以及可拆

卸地连接在雾化套管 11上 的电池套管 12; 香料层2包括包覆于雾化套管 11的外壁

的第一香料层 2 1，以及包覆于电池套管 12的外壁 的第二香料层22。设置第一香

料层 2 1以及第二香料层22的 目的是为了方便拆卸 以及安装并能够使进气 口方便

进气。此吋 ，第一香料层 2 1与第二香料层22的厚度相 同。

[48] 综上 ，通过在烟杆上设置可散发香味的香料 ，则可 以满足吸烟者在抽烟吋需要

闻烟杆上 的香味的需求 ，使得抽烟效果好。通过设置具有 网孔 的防滑层或者是

具有 网孔 的外包层 ，可 以减缓香料 的挥发 ，从而进一步延长香料散发香味的吋

间。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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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要求 1] 一种电子烟，包括用于收容雾化组件或/和电源的烟杆 （3) ，其特

征在于，所述烟杆 （3) 上设置有可散发香味的香料。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烟杆 （3) 包括

位于所述烟杆 （3) —端的多孔过滤件 （4) ，所述多孔过滤件 （4

) 上设有所述香料。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烟杆 （3) 包

括外套管 （1) ，所述外套管 （1) 上设有所述香料，或者所述烟

杆 （3) 包括外套管 （1) 以及套设于所述外套管 （1) 上的贴纸，

所述贴纸上设有所述香料。

[权利要求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套管 （1) 上

设置有凹位，所述香料嵌置于所述凹位之中。

[权利要求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香料单独形成香

料层 （2) 包覆于所述外套管 （1) 上，或者所述香料与所述贴纸

共同形成所述香料层 （2) 包覆于所述外套管 （1) 上；

所述外套管 （1) 包括雾化套管 （11) ，以及可拆卸地连接在所述

雾化套管 （11) 上的电池套管 （12) ；所述香料层 （2) 包括包覆

于所述雾化套管 （11) 外壁的第一香料层 （21) ，以及包覆于所

述电池套管 （12) 的外壁的第二香料层 （22) 。

[权利要求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烟还包括用

于将所述香料层 （2) 粘接在所述外套管 （1) 上的粘接层。

[权利要求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香料层 （2) 的

厚度为0.5mm 〜3mm °

[权利要求 8]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香料层 （2) 外

侧设有防滑层，所述防滑层为涂覆于所述香料层 （2) 上的防滑剂

或者是设置于所述香料层 （2) 上的凹凸的纹路。

[权利要求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层上设有用

于使所述香料散发香味的网孔，所述网孔形状为圆形、椭圆形 或



者多边形的一种或多种。

[权利要求 10]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香料层 （2) 外

侧设有用于减慢香料挥发的外包层。

[权利要求 11] 根据权利要求 10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包层上设有

用于使所述香料层 （2) 散发香味的网孔，所述网孔的形状为圆形

、椭圆形或者多边形的一种或多种。

[权利要求 12] 根据权利要求 11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包层为水松

纸、铜板纸、塑胶纸以及合成纸中的任意一种。

[权利要求 13] 根据权利要求 12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包层外部还

设有与所述外包层形状相适配的防滑层；所述防滑层为涂覆于所

述外包层上的防滑剂或者是设置于所述外包层的凹凸的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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