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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器和蒸发器系统，所述蒸发器和蒸发器

系统可包括与蒸发器通信的用户装置，可包括与

控制蒸发器的功能和/或特征相关的一个或多个

特征。提供一种用于锁定蒸发器的方法。方法包

括确定蒸发器是否在第二装置的通信范围内。方

法还包括响应于蒸发器在通信范围内而锁定蒸

发器。方法还包括接收与蒸发器的用户关联的信

息。方法还包括基于所接收的信息确定用户的年

龄并通过一个或多个处理器且基于所述用户的

年龄满足阈值而解锁蒸发器以激活蒸发器的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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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方法，包括：

通过一个或多个处理器，确定蒸发器是否在第二装置的通信范围内；

响应于蒸发器在所述通信范围内，锁定所述蒸发器；

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接收与所述蒸发器的用户关联的信息；

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并且基于所接收的信息，确定用户的年龄；以及

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并且基于所述用户的年龄满足阈值，解锁所述蒸发器以激

活所述蒸发器的操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锁定所述蒸发器包括将来自所述第二装置上运行的

应用的信号发送到所述蒸发器以禁用所述蒸发器的操作。

3.如任一前述权利要求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在用户界面上显示在所述通信范围内的蒸

发器的列表或图形表示。

4.如任一前述权利要求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向第三方报告在所述通信范围内的蒸发

器。

5.如任一前述权利要求所述的方法，其中，接收所述信息包括通过用户与用户界面的

交互而接收用户输入。

6.如任一前述权利要求所述的方法，其中，接收所述信息包括从在一个或多个能够编

程的处理器上执行的应用接收所述信息。

7.如任一前述权利要求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信息包括以下中的至少一项：出生日

期；地址；生物计量学信息；驾驶执照号；护照号；出生证明；社会安全号码；或者政府身份证

明文件。

8.如任一前述权利要求所述的方法，其中，确定用户的年龄包括将所接收的信息与数

据库中存储的同该用户相关联的第二信息进行比较。

9.如任一前述权利要求所述的方法，其中，确定用户的年龄包括：

将所述信息发送给用于确定用户的年龄的服务器；以及

从服务器接收对所述信息的回复，所述回复指示所述用户的年龄。

10.如任一前述权利要求所述的方法，其中，解锁所述蒸发器包括：

生成解锁所述蒸发器的码；

将所述码发送给用户；

接收所述码的输入；以及

响应于接收到所述码，激活所述蒸发器。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中，接收所述码的输入包括通过用户与用户界面的交

互而接收所述码的用户输入。

12.如权利要求10至11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接收所述码的输入包括通过用户与

所述蒸发器的交互而接收所述码的用户输入。

13.如任一前述权利要求所述的方法，还包括提供所述蒸发器被解锁的指示。

14.一种蒸发器，包括：

至少一个处理器；和

存储指令的至少一个存储器，所述指令在被所述至少一个处理器执行时促使所述蒸发

器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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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所述蒸发器是否在第二装置的通信范围内；

响应于所述蒸发器在所述通信范围内，锁定所述蒸发器以停用所述蒸发器的操作；

接收与所述蒸发器的用户关联的信息；

基于所接收的信息，确定用户的年龄；以及

基于所述用户的年龄满足阈值，解锁所述蒸发器以激活所述蒸发器的操作。

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蒸发器还被促使至少将来自所述第二装置

上运行的应用的信号发送到所述蒸发器以禁用所述蒸发器的操作。

16.如权利要求14至15中任一项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蒸发器还被促使在用户界面

上至少显示在所述通信范围内的蒸发器的列表或图形表示。

17.如权利要求14至16中任一项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蒸发器还被促使向第三方至

少报告在所述通信范围内的蒸发器。

18.如权利要求14至17中任一项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蒸发器还被促使通过用户与

用户界面的交互而至少接收用户输入。

19.如权利要求14至18中任一项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蒸发器还被促使从在一个或

多个能够编程的处理器上执行的应用至少接收所述信息。

20.如权利要求14至19中任一项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信息包括以下中的至少一

项：出生日期；地址；生物计量学信息；驾驶执照号；护照号；出生证明；社会安全号码；或者

政府身份证明文件。

21.如权利要求14至20中任一项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蒸发器还被促使至少将所接

收的信息与数据库中存储的同所述用户关联的第二信息进行比较。

22.如权利要求14至21中任一项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蒸发器还被促使至少：

将所述信息发送到用于确定用户的年龄的服务器；以及

从服务器接收对所述信息的回复，所述回复指示所述用户的年龄。

23.如权利要求14至22中任一项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蒸发器还被促使至少：

生成解锁所述蒸发器的码；

将所述码发送给用户；

接收所述码的输入；以及

响应于接收到所述码，激活所述蒸发器。

24.如权利要求23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蒸发器还被促使通过用户与用户界面的交

互而至少接收所述码的用户输入。

25.如权利要求23至24中任一项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蒸发器还被促使通过用户与

蒸发器的交互而至少接收所述码的用户输入。

26.如权利要求14至25中任一项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蒸发器还被促使至少提供所

述蒸发器被锁定的指示。

27.一种方法，包括：

通过与蒸发器通信的应用，确定蒸发器是否在运行所述应用的第二装置的通信范围

内；

响应于所述蒸发器在所述通信范围内，通过所述应用锁定所述蒸发器以停用所述蒸发

器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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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所述应用，检索与所述蒸发器的用户关联的信息；

基于所接收的信息，确定用户的年龄；以及

通过所述应用并且基于所述用户的年龄满足阈值，解锁所述蒸发器以激活所述蒸发器

的操作。

28.如权利要求27所述的方法，其中，接收所述信息包括通过用户与用户界面的交互而

接收用户输入。

29.如权利要求27至28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接收所述信息包括从与所述应用通

信的服务器接收所述信息。

30.如权利要求27至29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确定所述用户的年龄包括从与所述

应用通信的服务器接收对所述用户的年龄的判定。

31.如权利要求27至3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锁定所述蒸发器包括将来自所述第

二装置的信号发送到所述蒸发器以禁用所述蒸发器的操作。

32.如权利要求27至31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在用户界面上显示在所述通信范

围内的蒸发器的列表或图形表示。

33.如权利要求27至32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向第三方报告在所述通信范围内

的蒸发器。

34.如权利要求27至3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锁定所述蒸发器包括将来自所述第

二装置上运行的应用的信号发送到与蒸发器通信的第二应用，指令所述第二应用禁用所述

蒸发器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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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器控制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当前申请要求于2017年12月21日递交且题为“Vaporizer  Device  Locking”的美

国临时申请号62/609,289和于2018年6月27日递交且题为“Connected  Vaporizer  Device 

Systems”的美国临时申请号62/690 ,947和于2018年10月15日递交且题为“Vaporizer 

Device  Locking”的美国临时申请号62/745 ,959和于2018年11月13日递交且题为

“Connected  Vaporizer  Device  Systems”的美国临时申请号62/760,918的优先权，所述美

国临时申请的全部公开内容以引用的方式并入本文中。

技术领域

[0003] 本文中所描述的设备、装置、系统和方法涉及诸如电子蒸发器之类的蒸发装置，以

及涉及使用此类装置、控制和/或验证此类装置的授权使用、制造此类装置等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4] 蒸发装置也可被称作电子蒸发器装置、e-蒸发器装置、电子烟或e-烟或者简称为

“蒸发器”，其可用于通过由蒸发装置的用户吸入蒸气而输送包含一种或多种活性成分的蒸

气。对于处方医疗用途在输送药剂方面以及对于摄食(consume)烟草及其它基于植物的可

吸食材料，电子蒸发器装置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在与蒸发装置关联的其它技术挑战中，这

类装置的未达法定年龄或者其它未经授权的使用会造成广泛的问题。防止此类使用可带来

许多挑战。

发明内容

[0005] 当前主题的方面涉及蒸发器的操作(比如一项或多项设置或操作参数的管理。

[0006] 一些方面涉及用于操作蒸发器的计算机实现方法。这样的方法包括：一个或多个

处理器确定蒸发器是否在第二装置的通信范围内，并且响应于蒸发器在通信范围内，锁定

或解锁蒸发器。方法还包括：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接收与蒸发器的用户关联的信

息。方法还包括：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并且基于所接收的信息，确定用户的年龄。方

法还包括：通过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并且基于所述用户的年龄满足阈值，解锁蒸发器以

激活蒸发器的操作。

[0007] 在另一方面中，提供一种蒸发器。所述蒸发器包括至少一个处理器。蒸发器还包括

存储指令的至少一个存储器，所述指令在被所述至少一个处理器执行时促使蒸发器至少：

确定蒸发器是否在第二装置的通信范围内。蒸发器进一步被促使：响应于蒸发器在通信范

围内，锁定蒸发器以停用蒸发器的操作。蒸发器进一步被促使：接收与蒸发器的用户关联的

信息；基于所接收的信息，确定用户的年龄。蒸发器进一步被促使：基于用户的年龄满足阈

值，解锁蒸发器以激活蒸发器的操作。

[0008] 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可包括但不限于与本文中所提供的描述相一致的方法以及

物品，所述物品包括有形体现的机器可读介质，所述机器可读介质可操作成促使一个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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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机器(比如计算机等)引起实现所描述的一项或多项特征的操作。类似地，还描述了计算

机系统，所述计算机系统可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和联接到该一个或多个处理器的一个或

多个存储器。存储器可包括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或机器可读存储介质，所述存储器可包括、

编码、存储等一个或多个程序，所述一个或多个程序促使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实施本文中所

描述的一项或多项操作。与当前主题的一个或多个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计算机实现方法可通

过驻设在单个计算系统中或多个计算系统中的一个或多个数据处理器被实现。这样的多个

计算系统可经由一种或多种连接方式连接并可交换数据和/或命令或者其它指令，所述一

种或多种连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网络(比如，Internet、无线广域网、局域网、广域网、

有线网络等)连接、经由多个计算系统中的一个或多个之间的直接连接等等。

[0009] 在附图和以下的描述中阐述本文中所描述的主题的一个或多个变型的细节。本文

中所描述的主题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从描述和附图中以及从权利要求书中显见。尽管当前

公开的主题的某些特征出于与电子蒸发器装置相关的说明目的被描述到，然而应容易理解

的是，这样的特征并不意图是限制性的。本公开所附的权利要求书意图限定所要求保护的

主题的范围。

附图说明

[0010] 附图被并入在本说明书中并构成本说明一部分，其示出了本文中所公开的主题的

某些方面，且与描述一起帮助阐明与所公开的实施方式关联的某些原理。在附图中：

[0011] 图1图示出根据某些示例实施方式的蒸发器的框图；

[0012] 图2A图示出根据某些示例实施方式的图1的蒸发器的示例分解图；

[0013] 图2B图示出根据某些示例实施方式的图1的蒸发器的另一示例视图；

[0014] 图2C图示出根据某些示例实施方式的图1的蒸发器的另一示例视图；

[0015] 图2D图示出根据某些示例实施方式的图1的蒸发器料盒的示例视图；

[0016] 图3图示出根据某些示例实施方式的另一蒸发器的框图；

[0017] 图4A图示出根据某些示例实施方式的图3的蒸发器的示例视图；

[0018] 图4B图示出根据某些示例实施方式的图3的蒸发器的另一示例视图；

[0019] 图5图示出根据某些示例实施方式的在蒸发器、用户装置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交

换的框图；

[0020] 图6图示出根据某些示例实施方式的可用于实现所描述的特征和/或部件中的一

项或多项的示例装置；

[0021] 图7图示出根据某些示例实施方式的在一个或多个蒸发器与信标之间的通信的图

解；

[0022] 图8A图示出根据某些示例实施方式的在一个或多个蒸发器与用户装置之间的通

信交换的图解；

[0023] 图8B图示出根据某些示例实施方式的用于认证蒸发器的用户的示例方法的流程

图；

[0024] 图9图示出根据某些示例实施方式的锁定蒸发器的示例方法的流程图；

[0025] 图10A-10E图示出对于可与同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蒸发器一起使用的应

用的示例性用户界面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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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11A-11B图示出对于可与同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蒸发器一起使用的应

用的示例性用户界面的特征；

[0027] 图12A-12J图示出对于可与同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蒸发器一起使用的应

用的示例性用户界面的特征；

[0028] 图13A-13H图示出对于可与同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蒸发器一起使用的应

用的示例性用户界面的特征；

[0029] 图14A-14F图示出对于可与同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蒸发器一起使用的应

用的示例性用户界面的特征；

[0030] 图15A-15E图示出对于可与同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蒸发器一起使用的应

用的示例性用户界面的特征；

[0031] 图16A-16H图示出对于可与同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蒸发器一起使用的应

用的示例性用户界面的特征；

[0032] 图17-36图示出对于可与同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蒸发器一起使用的应用

的示例性用户界面的特征；

[0033] 图37图示出与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示例性方法；

[0034] 图38A和图38B图示出与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示例性方法；以及

[0035] 图39图示出与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示例性方法。

[0036] 当可行时，相似的附图标记标示相似的结构、特征或元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控制蒸发器装置的使用、包括例如采取措施防止此类装置的未经授权的使用从多

个视角来看是关键的考虑因素。蒸发器的未受控制的未达法定年龄的使用可带来公共健康

问题和管制问题。另外，由于现代商业化的蒸发器趋向于非常小且顺应于被离散地使用，因

此这类产品的使用可发生在诸如学校、医院、其它公共室内空间等位置，在这些地方，允许

未受控制的使用是不期望的或者潜在地违反当地适用条例。在其它示例中，蒸发器的部件、

例如包含待吸入物质的易消耗部件(比如，可更换的料盒等)的假冒可带来蒸发器的不良操

作，并且由于避开与可吸入物质的纯度和/或会与吸入的空气发生接触的易消耗部件的其

它组成部分相关的质量控制办法，还可引发健康问题。因此，期望的是实现允许以下中的一

项或多项的办法：控制被允许使用蒸发器的人，控制蒸发器可被使用的场所，控制可与蒸发

器一起使用的耗材等等。

[0038] 当前主题包括可有利地用于处理这些和/或其它需求中的一项或多项的特征。例

如，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包括与蒸发和/或雾化供用户吸入的一种或多种材料相关的方法、

装置、设备、制品或系统和与创建对此类装置和/或可与此类装置一起使用的耗材的未经授

权的使用的附加障碍相关的办法。

[0039] 关于防止未达法定年龄的使用，常规的蒸发器会依赖于第三方来在蒸发器购买期

间提供年龄验证。例如，零售商店雇员可实施一定形式的年龄验证(比如，视觉检查驾驶执

照)以从而授权购买，方式与当前限制诸如酒精饮料、常规香烟等的其它物质和/或输送系

统的未经授权的使用的办法类似。然而，如与这些其它物质一样的，仅在销售点发生的认证

不会防止购买者将购买的产品(比如，蒸发器、料盒或可与蒸发器一起使用的其它耗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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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给非预期方(比如，未达法定年龄的未成年人)或在蒸发器丢失或被盗时防止非预期方

的使用。会期望的是，提供另外的安防、认证或安全措施来帮助降低或防止蒸发器的不期望

的使用。这样的办法可包括如本文中所描述的在针对蒸发器的购买和使用周期的多个阶段

中的一个或多个时所实现的技术特征。

[0040] 关于在蒸发器的使用方面以位置控制来控制蒸发器的使用，在蒸发器上包括一个

或多个通信特征会是有利的，例如与本文中所描述的一个或多个特征相关联。

[0041] 另外，由于许多蒸发器装置、料盒或其它易消耗的部件和其它有年龄控制的物质

可在有年龄控制的购买之后被重新销售或以其它方式转让给新的用户，因此还会或替代地

会期望的是，实现用于将未经授权的使用的地理集群与未经授权的销售正在发生的位置相

联系的一个或多个办法。

[0042] 当前主题的不同实施方式可与各种蒸发器和/或蒸发器系统中的一种或多种结合

使用。术语“蒸发器”在本文中的描述中以及在权利要求书中被通适地用来指代独立的设

备、包括两个或更多个可分离的部件(比如，包括电池和/或其它硬件的蒸发器本体和包括

和/或被配置成保持可蒸发材料的料盒)的设备等中的任何。如本文中所使用的，“蒸发器系

统”可包括一个或多个部件、比如与蒸发器通信(比如，无线方式或者通过有线连接)的装

置，以可选地还有蒸发器自身。与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蒸发器或蒸发器系统的一

个或多个部件可配置用于用户控制和操作。如本文中所使用的，“气雾”可指的是夹带于空

气体积中的蒸气(比如，一种或多种物质的气相分子)和/或颗粒(比如，凝结的液滴、固体颗

粒等)。

[0043] 与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蒸发器的示例包括电子蒸发器、电子烟、e-烟等。

基本上，这类蒸发器为加热(通过对流、传导、辐射或它们的某种组合)可蒸发材料来提供可

吸入剂量的材料的手持式装置。与蒸发器一起使用的可蒸发材料可提供在料盒(例如，蒸发

器的将可蒸发材料包含在贮器或其它容器内的部分、或者蒸发器的在变空时能够重新填充

或在偏好包含相同或不同类型的另外的可蒸发材料的新料盒情况下可丢弃的部分)内。蒸

发器可以是使用料盒的蒸发器、无料盒蒸发器或者能够与或不与料盒一起使用的多用途蒸

发器。例如，多用途蒸发器可包括加热室(例如，烘烤部)，加热室配置成直接在加热室中接

收可蒸发材料，以及加热室也(可)配置成接收具有用于保持可蒸发材料的贮器等的料盒。

在不同实施方式中，蒸发器可配置成与液体可蒸发材料(例如，活性和/或非活性成分悬浮

或保持在溶液中的载体溶液，或者可蒸发材料自身的液体形式)或固体可蒸发材料一起使

用。固体可蒸发材料可包括植物材料，所述植物材料散发植物材料的某部分作为可蒸发材

料(比如，使得在可蒸发材料被散发以供用户吸入之后植物材料的某部分余留作为废弃

物)，或者所述植物材料可选地可以是可蒸发材料自身的固体形式，使得全部固体材料最终

都可被蒸发以供吸入。液体可蒸发材料类似地会能够完全蒸发或者也会包括在全部适于吸

入的材料被消耗之后余留的某部分液体材料。在某些示例中，可蒸发材料可以是或者可以

包括以下中的一种或多种：基于烟草的材料，基于大麻的材料，植物性药物(botanical)材

料等。在某些示例中，可蒸发材料是或者包括尼古丁、尼古丁衍生物、烟碱盐等。替代地或另

外地，可蒸发材料可以是或者可以包括以下中的一种或多种：保健品、大麻素、药用化合物

等。

[0044] 与当前主题的某些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蒸发器和/或蒸发器系统可配置成辨识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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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的可蒸发材料并相应地调节蒸发器的操作。例如，蒸发器可适于接收保持可蒸发材料

(例如，可蒸发材料为尼古丁、大麻和/或另一活性成分的溶液)的料盒或其它预装容器，并

适于辨识和/或确定关于可蒸发材料和/或料盒或者关于其它预装容器的信息，比如以下中

的一项或多项：可蒸发材料的类型，料盒的贮器或其它容器中所包含的可蒸发材料的溶液

或其它非纯正形式中的可蒸发材料的浓度，料盒的贮器或其它容器中的可蒸发材料的量

(比如，质量、体积等)，料盒的配置(例如料盒中存在什么样的具体部件或部件类型，比如加

热器功率或配置、一项或多项电学性质等)，料盒的批号，料盒的生产日期，到期后料盒不应

再被使用的失效日期，针对该料盒的生产日期或填充日期等。

[0045] 与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蒸发器可配置成连接(比如，无线连接或通过有

线连接)到与蒸发器通信的通信装置(或可选地多个通信装置)。这样的装置可以是如本文

中所论述的蒸发器系统的部件，并且这样的装置可以包括第一通信硬件，所述第一通信硬

件可建立与蒸发器的第二通信硬件的无线通信信道。例如，被用作蒸发器系统的一部分的

装置可包括通用计算装置(比如，智能手机、平板设备、个人计算机、诸如智能手表的一些其

它便携装置等)，所述通用计算装置执行软件以产生可供装置的用户与蒸发器交互的用户

界面。在当前主题的其它实施方式中，被用作蒸发器系统的一部分的这样的装置可以是硬

件专用件，比如具有一个或多个物理或软(件)(比如，可在屏幕或其它显示装置上配置，并

可经由用户与触敏屏幕或像鼠标、指示器、追踪球、光标按钮等一些其它输入装置交互进行

选择)接口/界面控件的远程控件或其它无线或有线装置。尽管术语“装置”被用在本文中，

然而术语“设备”意图且也应类似地来解读。

[0046] 作为如本文中所限定的蒸发器系统的一部分的装置可被用于诸如如下中的一项

或多项功能中的任何：控制剂量(比如，剂量监控、剂量设置、剂量限制、用户追踪等)，控制

会话(比如，会话监控、会话设置、会话限制、用户追踪等)，获取位置信息(比如，其它用户的

位置、零售商/商业场所的位置、电子烟位置、蒸发器自身的相对或绝对位置等)，蒸发器个

性化(比如，命名蒸发器、锁定/密码保护蒸发器、调整一项或多项家长控制、使蒸发器与用

户群关联、向制造商或维修保养机构登记蒸发器等)，参与同其它用户的社交活动(比如，社

交媒体通信、与一个或多个群交互等)等等。术语“会话”、“进行会话”、“蒸发器会话”或者

“蒸气会话”在以下的描述中和权利要求书中被通适地用来指代投入于蒸发器使用的期间。

所述期间可以包括时间期间、剂量的数量、可蒸发材料的数量等等。

[0047] 在当前主题的某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可包括用于与包含可蒸发材料的料盒通信

的功能。蒸发器还可与作为蒸发器系统的一部分的装置通信，然而这不是必须的。蒸发器无

论是在装置(所述装置作为蒸发器系统的一部分，或者作为与蒸发器系统分离的独立单元)

的控制下还是以其它方式与装置通信，都可被配置使得蒸发器的操作可基于从料盒接收的

一个或多个参数或者从基于辨识料盒的数据库或其它信息源获取的一个或多个参数来调

节、控制等。

[0048] 例如，与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蒸发器可配置为识别料盒并列叙(recite)

(且在某些情况中发送)或以其它方式取得料盒的信息。换言之，与蒸发器本体关联的诸如

控制器等的计算元件可经由某些形式的数据交换来获得关于料盒的信息。由蒸发器所作的

各种料盒识别的方法也在当前主题的范围内，包括以下更加详细描述的那些。本文中所描

述的任何办法在有或没有添加本文中另外描述的无线通信/连接的情况下都可被实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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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本文中所描述的这样的无线连接可被有利地应用，如以下将更加详细描述的。

[0049] 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还包括使用蒸发器和/或蒸发器系统用于诸如确定和/或控

制可蒸发材料自身或可蒸发器材料中的一种或多种化学种类的剂量、数量等的功能的方

法。

[0050] 图1图示出根据某些示例实施方式的蒸发器100的框图。如图示的，图1的蒸发器

100包括蒸发器本体101。蒸发器本体101可包括封装电源103(比如，存储电能以供需要时使

用的装置或系统)的壳体，所述电源可以是电池、电容器、它们的组合等，并且所述电源可以

是可充电的或不可充电的。壳体可还封装控制器105，所述控制器可包括处理器。在所示的

示例中，料盒114可附连在蒸发器本体101上、附连在蒸发器本体中或者部分地处在蒸发器

本体中。

[0051] 图2A图示出示例蒸发器100，所述示例蒸发器100可包括图1中标示的特征。如图2A

中图示的，蒸发器100可包括蒸发器本体101和料盒114，所述料盒114与蒸发器本体101分

离。图2B和图2C分别图示出图2A的示例蒸发器100的正视平面图和侧视平面图。图2D图示出

与蒸发器本体101分离的图2A的料盒114的示例视图。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料盒114可保持

和/或配置为保持液体可蒸发材料。例如，当蒸发器包括料盒(比如料盒114)时，料盒114可

包括可蒸发材料的一个或多个贮器120和/或用于可蒸发材料的一个或多个贮器。任何适宜

的可蒸发材料都可被包含在料盒114的贮器120内，包括尼古丁或其它有机材料的溶液。

[0052] 尽管图2A-2D中所示的示例蒸发器涉及可插入到蒸发器本体101中的料盒114，然

而其它的蒸发器配置也在当前主题的范围内。例如，带有和不带有料盒的蒸发器都可与当

前主题一起使用。对于涉及料盒使用的蒸发器，这样的料盒可以是可消耗的(例如，在提供

的可蒸发材料的体积用尽之后可丢弃)或者是可重复使用的(例如，能够以可蒸发材料重新

填充)。

[0053] 控制器105的处理器可包括控制加热器118的操作的电路，所述加热器可以可选地

包括用于蒸发料盒114内(比如作为料盒114的一部分的贮器或容器内)所包含的可蒸发材

料的一个或多个加热元件。在不同实施方式中，加热器118可存在于蒸发器本体101中或存

在于料盒114内(如图1中所示)或者两者。控制器电路可包括一个或多个时钟(振荡器)、充

电电路、I/O控制器、存储器等。替代地或另外地，控制器电路可包括用于一种或多种无线通

信模式的电路，所述一种或多种无线通信模式包括Bluetooth、近场通信(NFC)、WiFi、超声

波、ZigBee、RFID等。蒸发器本体101可还包括存储器125，所述存储器可以是控制器105的一

部分或以其它方式与控制器作数据通信。存储器125可包括易失性(比如，随机存取存储器)

和/或非易失性(比如，只读存储器、闪存、固态存储装置、硬盘驱动、其它磁存储装置等)的

存储器或数据存储装置。

[0054] 另外参考图1，蒸发器100可包括充电器133(以及可通过控制器105控制的充电电

路)，所述充电器可选地包括感应充电器和/或插入式充电器。例如，通用串行总线(USB)连

接可用于使蒸发器100充电和/或允许通过计算装置与控制器105之间的有线连接通信。充

电器133可给机载电源103充电。与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蒸发器100可还包括一个

或多个输入部117(比如按钮、转盘等)和/或传感器137，所述传感器包括加速度计或其它运

动传感器、电容传感器、流传感器等。这些传感器137可被蒸发器100用来检测用户的操作和

交互。例如，检测到蒸发器100快速移动(比如，摇晃运动)可被控制器105(比如，通过接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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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感器137中的一者或多者的信号)解译为开始与作为蒸发器系统的一部分的用户装置

通信的用户命令，并且所述用户装置可被用来控制蒸发器100的一项或多项操作和/或参

数，如以下更加详细描述的。另外或替代地，检测到蒸发器100快速移动(比如，摇晃运动)可

被控制器105(比如，通过接收来自传感器137中的一者或多者的信号)解译为循环通过多个

温度设置的用户命令，借助加热器118的动作，料盒114内所保持的可蒸发材料将被加热至

所述多个温度设置。在一些可选的变型中，由控制器105在循环通过多个温度设置期间检测

到的料盒114的移除(比如，通过接收来自传感器137中的一者或多者的信号)可被用来建立

温度(比如，当循环处在期望的温度时，用户可移除料盒114以设置期望的温度)。然后可由

用户将料盒114与蒸发器本体101重新接合，以允许带有由控制器105控制的加热器的蒸发

器100的使用与所选的温度设置相一致。多个温度设置可经由蒸发器本体101上的一个或多

个指示器指示。

[0055] 与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蒸发器可还包括一个或多个输出部115。如本文

中所使用的，输出部115可指代光学反馈部件(比如LED、显示器等)、触觉反馈部件(比如，振

动式等)或声音反馈部件(比如，压电式等)等中的任何或者它们的某种组合。

[0056] 与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包括料盒114的蒸发器100可包括在蒸发器本体

101上或内的一个或多个电触头(比如，如图1中所示的电触头109、111、113)，在料盒与蒸发

器本体101接合时，蒸发器本体上或内的所述一个或多个电触头可接合料盒114上的互补触

头119、121、123(比如，销或容座)。蒸发器本体上的触头一般称为“蒸发器本体触头”，且料

盒上的这些触头一般称为“料盒触头”。这些触头可用于将来自电源103的能量提供到加热

器118(在加热器118在料盒114中包括的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中)。例如，当各料盒触头和各

蒸发器本体触头通过料盒114与蒸发器本体101的联接而分别接合时，电功率电路可被形

成，允许控制从蒸发器本体101中的电源103到料盒114中的加热器118的功率流。蒸发器本

体101中的控制器105可调节该功率流，以控制加热器118加热料盒114中所包含的可蒸发材

料的温度。

[0057] 任何适宜的电触头都可被使用，包括引脚(比如，弹簧针(pogo  pin))、板等。此外，

如以下描述的，在当前主题的一些实施方式中，通过一个或多个电触头来在蒸发器本体101

与料盒114之间提供单向或双向通信，所述一个或多个电触头可包括用于将来自电源103的

能量提供到加热器108的电触头。料盒114和蒸发器本体101可以可移除地联接在一起，例如

通过使料盒114的壳体的一部分与蒸发器本体101和/或蒸发器壳体以机械连接(比如，卡扣

和/或摩擦配合)的方式等接合。替代地或另外地，料盒114和蒸发器本体101可机械联接或

经由一些其它联接或接合机构联接。换言之，料盒到蒸发器的联接可以通过多种可行办法

中的任何来实现，包括但不限于磁性联接、摩擦配合联接、螺纹联接、卡入或卡扣配合联接

等。

[0058] 本文中所描述的任何料盒都可包括一个或多个标识(identifier)138。所述标识

138可由蒸发器本体101识别、检测和/或读取，并且所述标识可传达关于料盒内所包含的可

蒸发材料的信息和/或关于料盒114自身的信息。标识138可包括可读取的存储器和/或可读

取/可写入的料盒存储器。标识138可包括用于在料盒114与蒸发器本体101之间接收和/或

发送信息的电路。例如，数据交换电路可包括料盒存储器，所述料盒存储器存储信息(比如，

表征料盒的一项或多项参数的数据)，并且所述数据交换电路可包括另外的电路，所述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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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路在料盒114联接到蒸发器本体101时与蒸发器本体101上的其它电路协作形成数据交

换电路。

[0059] 在当前主题的某些实施方式中，标识138是无源的并可包括码或标记(比如，条形

码、快速响应(QR)码等)。在一些示例中，标识138可以是料盒114上的可被蒸发器本体101检

测到的结构(比如，一个或多个针、突起等)。视觉或机械标识可直接由蒸发器本体101利用

集成到蒸发器本体(图1中未示出)中的成像装置(比如摄像机等)或读取装置(比如，光学读

取)辨识出、或经由通过分开的装置(比如智能手机)的通信被辨识出。例如，用户可对标识

138(比如，码、标记等)拍照，并经由无线电路107或者可选地通过有线连接将码或从该码得

到的信息(比如关于可蒸发材料和/或料盒的信息)传送给蒸发器本体101。无线连接(比如，

无线通信信道)可建立在装置的第一通信硬件与蒸发器的第二通信硬件之间。第一和第二

通信硬件可分别包括用于与一种或多种无线通信协议一起使用的收发器，所述一种或多种

无线通信协议的非限制性示例在本文中有所描述。

[0060] 图3示出蒸发器200的示意图，所述蒸发器200未使用料盒(但仍可以可选地接受料

盒)、但是替代地会使用散叶(loose-leaf)材料。图3中的蒸发器200可包括疏散的可蒸发材

料，所述可蒸发材料可置于烘烤部220(比如，蒸发室)中。图1和图2A-D中所示的使用料盒

114的蒸发器100中呈现的许多相同元件也可被包括成为未使用料盒的蒸发器200的一部

分。例如，免料盒蒸发器200可包括具有控制电路205的蒸发器本体201，所述控制电路可包

括功率控制电路和/或无线电路207和/或存储器225。电源203(比如，电池、电容器等)可通

过充电器233来充电(并可包括充电控制电路，未示出)。蒸发器200可还包括带有传感器237

的一个或多个输出部215和一个或多个输入部217。此外，蒸发器200可包括一个或多个加热

器218，所述一个或多个加热器可加热烘烤部220或其它加热室。利用加热器218的电阻确定

加热器的温度，例如通过利用加热器的电阻率温度系数，加热器218可被控制。嘴件244也可

被包括。

[0061] 图4A示出具有蒸发器本体201的示例性蒸发器200的侧视立体图。在图4B的仰视立

体图中，盖230被示出为从蒸发器本体201移除，使烘烤部/蒸发室220露出。

[0062] 图5示出了蒸发器100、200、数字装置305和远程服务器307之间的通信的示意性体

现，所述数字装置与蒸发器100、200无线通信，并且所述远程服务器可与蒸发器100、200直

接通信或通过数字装置305与蒸发器100、200通信。数字装置305可以是手持式移动装置、比

如智能手机、智能手表、平板设备等，或者所述数字装置可以是台式或膝上型计算装置。如

本文中说明的，数字装置305可以可选地为专用的远程控制装置。

[0063] 总体上，如图5中示意性图示的，蒸发器100、200可与远程服务器307和/或数字装

置305比如可穿戴电子装置(比如，Google  Glass、智能手表、智能穿戴物等)和/或智能手

机、智能手表等远程通信。因此，蒸发器可包括通信接口(无线电路107、207)，所述通信接口

可通过蒸发器中或蒸发器上的通信芯片实现。示例性的无线芯片可包括但不限于：

Bluetooth芯片(比如，Parani  BCD  210或Texas  Instruments(TI)CC2650  Bluetooth单芯

片解决方案)，允许用于NFC通信的支持NFC的芯片(比如Qualcomm’s  QCA1990)，或者其中

NFC被用于链路建立的增强型Wi-Fi或Bluetooth通信。如关于本文中的示例所描述和说明

的，这些无线电路中的一种或多种可被用于与料盒114的通信或料盒114之间的通信(在配

置成读取料盒114的实施方式中，如图1中示意性示出的)。例如，NFC可用于读取料盒11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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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识138(RFID标签)。

[0064] 无线通信芯片可包括能够将蒸发器连接到Wi-Fi网络的支持Wi-Fi的芯片、比如TI

的SimpleLink家族的CC3000。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无线电路包括在蒸发器的板上的订户身

份模块(SIM)卡、Nano-SIM卡等(比如，允许3G/4G蜂窝网络通信)。也可使用替代形式的通信

设备来建立蒸发器100、200与用户装置305之间的双向通信。

[0065] 蒸发器100、200与用户装置305之间的连接可以是自动的(比如，在初始建立之

后)，或者替代地也可以是由用户通过各种设置发起的，所述各种设置通过用户与蒸发器自

身的交互(比如，通过摇晃蒸发器、轻击蒸发器、按压蒸发器上的一个或多个按钮等)实现。

[0066] 蒸发器、蒸发器系统和使用它们来基于活动模式对蒸发器设置和活性物质(比如，

尼古丁、其它药物等)使用进行用户自定义的方法也在当前主题的范围内。与当前描述相一

致的蒸发器和/或蒸发器系统可允许用户在其它可行的通信相关特征中个性化蒸发器。

[0067] 与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蒸发器和/或蒸发器系统可配置为促进通过蒸发

器的通信交互。例如，蒸发器可配置成与其他人、比如第三方(例如医疗服务人员，包括医

生、专攻使用减少的顾问等)分享使用信息，以便更好地处方和给予医学治疗。蒸发器和/或

蒸发器系统可还配置成与非医疗第三方(比如，朋友、同事等)通信以及与不知情的第三方

(使一些或全部信息公开可用)通信。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如本文中所描述的蒸发器(独自或

与作为蒸发器系统的一部分的一个或多个通信装置通信)可辨识并将关于操作、状态或用

户输入的信息从蒸发器提供到公共或私人网络。在当前主题的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和/

或蒸发器系统可配置成提供一个或多个交互性用户接口以供不同(或相同)蒸发器的用户

和/或多名用户使用。经由用户接口的交互可被关联到蒸发器的操作和/或用户对蒸发器的

操纵(比如，基于加速度计输出、触摸或唇部感测、抽吸检测等)。

[0068] 与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蒸发器和/或蒸发器系统可还配置成提供位置信

息，可行地包括关于用户位置接近其它用户(已知或未知用户、指定或非指定用户等)、零售

商、特定位置(沙发、俱乐部、蒸发器友好位置)等中的一者或多者的信息中的一项或多项。

蒸发器和/或蒸发器系统可还配置为基于蒸发器和/或蒸发器系统的使用或操作来促进顺

序的安排。

[0069] 蒸发器可包括GPS性能，或者蒸发器可从与蒸发器通信的作为蒸发器系统的一部

分的另一装置(比如，用户装置305)获取GPS信息。

[0070] 在当前主题的某些实施方式中，包括料盒的蒸发器可配置为识别和/或辨识料盒，

可选地包括但不限于关于料盒和/或其内容物的特征。可采用一种或多种识别/辨识办法来

允许蒸发器(比如，作为蒸发器本体的一部分的控制器、微处理器等)确定关于料盒和/或料

盒中所保持的可蒸发材料的信息，比如以下中的一项或多项：可蒸发材料的类型(比如尼古

丁、大麻衍生材料、香料，可蒸发材料是否未经稀释、在溶液中、为固体或液体、散叶或者另

外的含植物物质的材料等)，可蒸发材料(比如在包含丙二醇、蔬菜甘油或其它溶剂等的载

体溶液中)的浓度，可蒸发材料的量或体积，料盒的配置(比如，加热器性质、电学性质等)、

料盒的批号、料盒的生产日期、针对料盒的失效日期、用于验证来源和/或料盒真实性的信

息等。

[0071] 该信息可直接编码在料盒上，或者可提供参考指示器，蒸发器(或者与蒸发器通信

的处理器)可将所述参考指示器用作查找该信息中一些或全部的索引，或者也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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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与直接编码材料的组合。

[0072] 在当前主题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料盒可通过料盒与蒸发器之间的接合被识别和/

或辨识。在当前主题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料盒可配置为包括与蒸发器的键交互部。例如，料

盒中一些部分的形状或尺寸可由蒸发器检测出(使得尺寸、形状等的不同变型可以指示料

盒和/或其内容物的某些特征)。替代地或另外地，料盒可包括n个针或突起，当料盒被插入

到或以其它方式被连接到蒸发器本体(比如，通过完成电学连接)时，所述n个针或突起会被

检测到。对于n个针，存在2n种可行的标记组合，其中每种可指示料盒和/或其内容物的特征

或特征的组合。

[0073] 在另外的可选变型中，料盒可基于电学性质来配置或辨识，蒸发器可基于与料盒

的电连接来检测所述电学性质。例如，电路可由料盒和蒸发本体的组合通过两对或更多对

电触头(比如，每对的在料盒上的部分上和在蒸发器本体上的对应触头)的联接来完成，使

得料盒的加热器或其它部件为完成后的电路的一部分。加热器或其它料盒部件的一项或多

项参数比如例如特征电阻、电感、时间响应等(比如，时间常数、RC时间常数、LC电路谐振等)

可在电路完成后被检测。这些一项或多项参数可指示料盒和/或其内容物的特征或特征的

组合。

[0074] 在当前主题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料盒可通过料盒上的标记来识别和/或辨识，所述

标记由蒸发器辨识。这些标记可以是对于用户可见或者不可见的。例如，料盒可标记有可由

蒸发器检测出的特征UV、IR或针对其它波长的油墨，所述蒸发器可包括例如针对所述标志

的发射器/检测器对。例如，标记可包括位于料盒上的可红外扫描的条形码。在一些实施方

式中，标记可以是指示关于料盒和/或料盒的内容物(可蒸发材料)的信息的图案，比如QR

码、条形码等。标记可以是使用符号的、包括使用字母数字的。标记可直接由蒸发器“读取”

或检测出，所述蒸发器可包括摄像机或其它光学检测器，或者所述标记可经由与具有摄像

机等的第二装置(比如，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等)的通信而被间接地检测出。例如，料盒上

的标记可(由)用户装置305(比如，经由摄像机或其它传感器，所述摄像机或其它传感器是

用户装置305的一部分或者另外可控制成向用户装置305提供输入)检测出。例如，用作用户

装置305的智能手机可利用智能手机上的应用(比如，软件)辨识经由智能手机摄像机被捕

获为图像的标记，以从查找表中查找一项或多项性质，或者用作用户装置的智能手机可与

远程服务器通信，远程服务器可查找所述性质并将所述性质直接地或通过智能手机通信给

蒸发器。

[0075] 在当前主题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料盒可通过RFID(射频辨识)技术来识别。RFID标

志已被用在用于存货控制的大量应用中。一些RFID技术使用含有其自身电源的有源装置，

并且其它RFID技术使用无源RFID装置，无源RFID装置与促使数据转移的另一受电装置交

互，而不依赖无源装置处的功率。例如，料盒可包括一个或多个RFID芯片或部件，所述一个

或多个RFID芯片或部件可通过蒸发器上的读取器检测和读取，以辨识和接收关于料盒的信

息。

[0076] 在当前主题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料盒可借助经由与蒸发器的电连接来与料盒上的

存储器(比如EEPROM)通信而被识别和/或辨识。在料盒上存在加热器的实施方式(比如图1

中所示的示例性蒸发器)中，使用料盒上的电连接部(比如，触头119、121、123)中的一者或

多者会是有利的，所述料盒上的电连接部还可用于供电和/或控制加热器来与存储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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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以下情况中会是尤其有挑战的：料盒可以以多于一个取向与蒸发器接合，和/或加热器

通过该同一触头被控制，并且对料盒与蒸发器之间所施加/接收的电信号的调制会修改对

加热器的控制和/或温度判定。除了控制加热器的这些电触头外，还可使用一个或多个另外

的电触头。总体上，料盒与蒸发器之间的通信可以是单向的(比如，由蒸发器读取关于料盒

和/或来自料盒的可蒸发材料的信息)，或者料盒与蒸发器之间的通信可以是双向的(比如，

读取关于料盒和或可蒸发材料的信息并写入关于装置的操作比如使用的次数、使用的持续

时间、温度设置等的信息)。信息可被写入到料盒，但该信息也可被用于得到关于料盒的其

它信息、包括留在料盒中的材料的量等。

[0077] 基本上，本文中所描述的任何蒸发器都可估算、测量和/或预测蒸气的量和/或蒸

气中可被输送给用户的材料(包括活性成分)的量。例如，如以下详细描述的，本文中所描述

的设备可被用来确定和/或控制可蒸发材料的剂量配定。例如，当前主题包括蒸发器，并包

括使用此类蒸发器来基于用户指定的需求、医疗需求、转换需求或戒停需求来进行可蒸发

材料中的活性成分(比如，尼古丁、大麻及任何其它活性成分/药物)的准确且受控的剂量输

送的方法。剂量控制可包括显示每次使用的剂量配定信息、每次会话(比如，在预定时间期

间比如1-15分钟、1-30分钟内、在1-60分钟、1-90分钟、1-120分钟等内的多次使用)的剂量

配定信息、每天的剂量配定信息或者每个其它预定的和/或用户定义的时间期间的剂量配

定信息。剂量控制可还包括监控剂量配定(比如，由设备输送的一种或多种活性成分的量)。

剂量配定控制可还或者替代地包括基于随时间推移由设备输送的一种或多种活性成分的

量来控制蒸发器的操作，包括在接近(比如，在预定量的50％、75％、80％、85％、90％、95％、

98％、99％内等)或超过预定的(用户定义的、出厂设置的或者第三方设置的)量或阈值时提

醒用户、在满足或超过预定阈值时停止(锁定、禁用等)设备的操作等。包括剂量配定(剂量)

控制的设备可包括用于控制剂量配定的内部逻辑器件(电路和/或程序编制，包括专用集成

电路(ASIC)逻辑器件)，和/或所述包括剂量配定(剂量)控制的设备可与外部处理器通信

(经由无线通信链路)，外部处理器实施全部或某些剂量控制。

[0078] 关于料盒和/或料盒中保持的可蒸发材料的信息(可选地包括以上所描述的一种

或多种类型的信息)在量化向用户输送的可蒸发材料的剂量上尤其有帮助。在当前主题的

一些实施方式中，剂量和/或使用信息可存储(写入)在料盒中(比如存储器中)——例如，基

于对输送的可蒸发材料的量的计算，数据可被写入到料盒，和/或数据可被存储在服务器处

并与特定的料盒关联，以便料盒与同一或不同蒸发本体的重新连接使蒸发器本体能够明确

多少可蒸发材料先前已从料盒被分出。

[0079] 蒸发器可实现料盒识别和/或通信所经由的另外的技术包括标志(比如，QR码、IR

或US标志等)的使用、机械和/或电子键连接等。总体上，且如本文中其它地方所指出的，料

盒与蒸发器之间的电子通信可包括信息的单向传输或在某些实施方式中信息的双向(包括

双工或复用)传输，使得信息可由蒸发器从料盒接收且可选地信息可由蒸发器写入到料盒。

提供到蒸发器的信息可包括关于可蒸发材料和/或料盒的信息，比如本文中其它地方所论

述的那些。

[0080] 包括辨识电路(本文中也称为料盒辨识电路)的料盒可配置成将这样的信息从料

盒通信并传递到蒸发器。料盒辨识电路可包括存储器(比如，EEPROM)。在加热器被对与蒸发

器上对应的触头通信的一个或多个(比如，2个、3个、4个等等)加热器电触头的能量施加控

说　明　书 11/46 页

15

CN 111771198 A

15



制的料盒变型中，料盒辨识电路可通过同一加热器电触头与蒸发器通信，尽管有复杂性增

加和扰乱加热器的潜在可能。

[0081] 料盒辨识电路还可被配置使得料盒可以在不扰乱料盒辨识电路操作的情况下以

多种取向插入到蒸发器中。

[0082] 同一料盒身份电路还可写入有关于料盒、可蒸发材料和料盒历史的信息，包括例

如使用时间和/或总的施加能量等。

[0083] 存储器上存储的信息(读取和/或写入)可被编码，包括使用加密、纠错编码(比如

汉明码等)等。在操作中，当料盒首次被插入到蒸发器本体中时，蒸发器微控制器可配置为

首先确定是否可从料盒读出信号，编码关于料盒的信息和/或辨识料盒与蒸发器兼容。信息

可利用蒸发器的测量电路读取。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即使当料盒未能被读取(比如，可能未

包括料盒身份电路或者无法从料盒身份电路读取)，蒸发器还可以使用默认设置。

[0084] 在操作期间，蒸发器可定期向料盒身份电路(如被检测到)中的存储器写入。蒸发

器可向存储器发信号以请求从存储器读取，与装置写入存储器的方式类似，并且蒸发器然

后可断开对加热器触头施加的电池电压，以允许存储器(比如，EEPROM)取得对I/O线路的控

制并使用其来输出数据，提供数字输出(将I/O线路切换成低/高)、发送输出，蒸发器通过电

阻测量电路来检测所述输出。基本上，如果存储器正在发送，那么它会影响温度控制的绝对

精度；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装置不在存储器正在发送(输出)时进行加热并且正常的加热操

作不会触发存储器变成发送数据。

[0085] 如以下将更加详细描述的，料盒身份电路的存储器中所存储的信息(比如本文中

所描述的那些)对于剂量控制(例如计算和存储剂量配定信息)以及对于操作参数的安全

性、通信和存储会是有用的、尤其是在包括无线能力的装置中。然而，即使是在缺乏无线通

信能力的情况下，料盒辨识也会是有用的。

[0086] 如所论述的，存储器(比如EEPROM)可存储有关可蒸发材料和/或料盒的信息。可被

存储的信息的一个示例可包括与加热元件的特定性质相关的值，比如对于料盒(包括料盒

的加热元件)的标称加热器R(电阻)。该值可在工厂处制造/生产装置时被确定和存储，和/

或可在稍后完成。在隶属于料盒的存储器中存储对于每个料盒的特定R值对装置的准确的

温度控制、包括确定室温条件下的基线电阻会是有用的，如本文中描述的。尽管制造线上的

电阻/基线测量会与装置得到的供使用的测量稍微有所不同，然而还可使用基线调节(由算

法确定)。替代地或另外地，在对于料盒的可靠的基线已被确定之后，该基线可以与隶属于

特定料盒的ID关联(比如，在远程数据库中、在远程服务器上等)，使得如果料盒被移除并重

新插入，同一基线值仍还可被使用(在料盒ID被确认后即刻)，这会是比等待所要检测的稳

定基线更快的核查。

[0087] 基本上，存储料盒特性比如料盒自身中的加热器的电阻，对于确认蒸发器与料盒

之间的连接良好以及确认蒸发器的电阻测量电路正常运作也会是有用的。因此，在本文中

所描述的任何方法和设备中，标称料盒电阻可存储于料盒的存储器中(或可存储在远程服

务器/装置上并基于唯一的料盒ID被检索)并可用于确认：装置与荚之间的连接是良好的，

和/或装置的电阻测量电路正常运作，和/或料盒的电阻自从料盒装配或填充过后未曾改

变。

[0088] 如本文中提及的，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可将使用信息写入到料盒的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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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信息可用于估算已从料盒除去的可蒸发材料的量和余留的可蒸发材料的量。使用信息

可包括抽食/抽吸的次数、所输送的剂量等。

[0089] 蒸发器和/或蒸发器系统可包括与或可与蒸发器分离并与蒸发器无线通信的软

件、固件或硬件。例如，应用(“apps”)可在便携和/或可穿戴用户装置的处理器上被执行，所

述便携和/或可穿戴用户装置包括智能手机、平板设备、智能手表、个人数据助手等，所述便

携和/或可穿戴用户装置在本文中一般称为用户装置(比如，图3中的用户装置305)，所述用

户装置为蒸发器系统的一部分。用户装置可为用户提供与蒸发器的相关功能接合及交互的

接口，包括将来去蒸发器的数据通信给用户装置等和/或另外的第三方处理器(例如服务

器，比如图3中的远程服务器307)。例如，用户可控制蒸发器(温度、剂量等)和/或来去蒸发

器的数据传输和数据接收的某些方面，可选地通过装置的第一通信硬件与蒸发器的第二通

信硬件之间的无线通信信道。数据可响应于用户的一个或多个动作(比如，包括与装置上所

显示的用户界面的交互)和/或背景操作而被通信，使得用户无需初始化或授权数据通信过

程。

[0090] 用户接口可部署在用户装置上并可协助用户操作蒸发器。例如，在用户装置上操

作的用户界面可包括图标和文字元素，所述图标和文字元素可告知用户能够由用户调节或

配置蒸发器设置的各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或者与当前主题相一致的其它方式)，关于蒸

发器的信息可利用通过用户装置显示的用户界面被呈现。图标和/或文字元素可被提供来

允许用户查看有关蒸发器状况的信息，比如电池信息(剩余的电荷、剩余的蒸气抽吸、充电

时间、充电等)、料盒状况(比如，料盒和可蒸发材料的类型、料盒的填充状况等)及类似的装

置状况。图标和/或文字元素可被提供来允许用户更新蒸发器中的内部软件(又名固件)。图

标和文字元素可被提供来允许用户设置蒸发器的安全性和/或授权特征，比如设置激活蒸

发器的PIN码或者个人生物计量信息作为认证方式的使用。图标和文字元素可被提供来允

许用户配置前台数据分享以及相关的设置。

[0091] 蒸发器可包括或包含一个或多个认证特征。例如，用户接口(“app”)可包括例如基

于PIN的认证、生物计量认证(生物计量认证可包括基于指纹的认证、基于虹膜扫描的认证、

基于面部识别的认证等)。认证可包括年龄分析，比如基于面部特征的分析来估算或预计用

户年龄。认证可用于锁定/解锁蒸发器。

[0092] 认证过程可具体化为应用的特征，所述应用在能够通过使用有线或无线方法来通

信数据的用户装置(比如，作为如本文中所描述的蒸发器系统的一部分)上安装和运行。如

以上指出的，用户装置可具有能够运行应用的操作系统。替代地，蒸发器可自身包括用于实

现指纹或虹膜扫描、面部识别等的一个或多个用户接口特征(例如，用于输入pin码或者一

些其它的基于用户输入的认证办法等)和/或传感器。

[0093] 在当前主题的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可连接到另外的(比如，便携式、可穿戴的、

智能手机、台式机、膝上型计算机等)装置(比如，与所述另外的装置通信)，所述另外的装置

可启用用户可编程剂量控制、实时使用监控、个性化使用设置、装置锁闭以及社交特征。例

如，蒸发器和/或蒸发器系统可包括与安防控制(包括家长控制、用户年龄控制/限制以及防

盗控制)相关的特征。蒸发器和/或蒸发器系统可包括防盗和/或认证功能，所述防盗和/或

认证功能可在蒸发器被偷、暂时丢失等时和/或被与假冒部件一起使用时锁定或以其它方

式限制装置的使用/操作，且还可配置为允许锁定(比如，家长锁定)以便预防儿童开启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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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防止未经授权的第三方操作。

[0094] 在一个示例中，这种类型的防假冒用的或其它的锁闭特征可利用料盒标识来实

现，以防止假冒的耗材、比如包含可蒸发材料的可更换料盒的使用。例如，来自验证来源或

供应商的料盒标识可包括作为标识的一部分的散列码或者一些其它的验证码，并且如果缺

少必要的散列码或验证码的料盒被联接到蒸发器本体，那么蒸发器可锁闭蒸发器的使用。

这样的特征可被用来要求：在与蒸发器通信的装置处输入用户身份验证，以促使装置解锁

蒸发器的使用。在一个示例中，料盒可包括指示其包含受管控的物质的标识，并且(响应于

经由从料盒接收的标识信息确定关于料盒的该项)用户在能够使用具有联接到蒸发器本体

的该料盒的蒸发器之前会被装置上的应用要求验证他或她的身份(比如，经由密码输入、生

物计量学身份验证等)并用于应用验证所辨识出的用户已被授权使用该受管控的物质。在

另一示例中，含尼古丁或大麻的料盒会需要用户身份验证，使得装置上的应用仅在用户身

份获验证并且用户登记为高于最低年龄时才允许蒸发器的使用。

[0095] 在一些示例中，安防控制可经由应用被并入，所述应用在与蒸发器通信的装置上

执行。例如，在与蒸发器通信的装置上执行的应用可接收蒸发器自身的标识或替代地/另外

地料盒的标识，并可基于或另外利用标识来确定与蒸发器或料盒关联的用户配置文件或其

它设置中是否包括安防设置。与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一致的，这样的功能可整个或部分地

包括在蒸发器(和/或料盒)内，或者它们可在蒸发器与用户接口之间分配，所述用户接口可

存在于作为蒸发器系统的一部分的、操作控制逻辑的另外的装置(比如，可穿戴物和/或手

持式装置、膝上型计算机、台式机等)上。用于提供这些特征的控制逻辑或其它软件功能可

包括用户接口，并可提供输入/输出和分析能力以用于调制蒸发器的操作。用于装置的第一

通信硬件和/或蒸发器的第二通信硬件的非限制性的选项在本文中有所描述。

[0096] 蒸发器可配置成在不工作时段超过某预设的(或者可选地，用户可配置的)阈值时

间量后切换为锁定或者“further  authentication  required(需要另外验证)”模式。在一

些示例中，该锁定模式可以是或者可以包括在持续预定和/或预设的时间段未检测到使用

时的“sleep  mode(睡眠模式)”。在当前主题的一些实施方式中，作为蒸发器将被激活并由

此能够被用于产生蒸气用途的先决条件，用户必须经认证，以确保装置正在被预期用户使

用并由此制止或防止：未经授权的使用、或者意外或非预期地激活装置、或者由不具备法定

年龄的个体使用装置来摄取包括尼古丁或大麻在内的活性成分。基于个人身份号(PIN)的

认证可应用用户选定的PIN码来验证终端使用。生物计量学认证也可被使用，可选地利用一

种或多种办法。例如，基于指纹的认证过程可认证终端用户。基于虹膜扫描的认证过程可使

用眼睛或虹膜扫描等来验证终端用户。基于面部识别的认证可使用面部扫描或图像处理算

法来认证终端用户。如果个人数字装置具有摄像机(比如前置摄像头)或配置用于这样的认

证的其它传感器来允许用户装置的使用，则生物计量学认证(包括虹膜扫描、面部识别等)

会是特别有用的。

[0097] 蒸发器可在阈值标准被满足之后被停用。例如，蒸发器可在不工作一时段后变为

待用。所述不工作的时段可以是预设的和/或由用户(比如，利用属于在个人数字装置上运

行的控制软件)选定的。因此，不工作的时段会是蒸发器的可配置参数。应用软件/固件可包

括用以利用认证来解锁或激活蒸发器的功能，如在本文中提到的。

[0098] 蒸发器可包括加热元件，所述加热元件配置为加热可蒸发材料。app可配置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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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向蒸发器的加热器元件的供电和/或禁用蒸发器的加热器元件的使用来禁用和/或锁

定蒸发器。蒸发器的禁用和/或锁定可以是基于用户的认证和或年龄验证。蒸发器的禁用

和/或锁定还可基于蒸发器处在禁用/锁定信号或者禁用/锁定装置(比如，信标705)的范围

内，如以下相对于图7-9论述的。控制系统(比如，经由固件)可配置成选择性地不允许用户

由某些(比如，标准加热)动作来致动加热器元件。在一些方面中，装置可配置成忽略压力传

感器读数和/或用户在装置上抽食的其它的指示标。app可配置成提供指示蒸发器已被在操

作上禁用和/或锁定的通知。另外或替代地，装置可配置成在确定用户正在尝试于装置上抽

食之后提醒用户装置被锁定(比如，利用一个或多个LED、声音、触感等)。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蒸发器响应于蒸发器处在用户装置的阈值范围内而变成操作的。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蒸发器响应于蒸发器接收到来自用户装置的信号

而变成操作的。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蒸发器响应于蒸发器接收到来自

用户装置的信号而变成不操作的。例如，用户可通过对app的用户输入来锁定和/或解锁蒸

发器，比如利用指纹识别、面部识别等等。

[0099] 蒸发器可配置为被锁定，以使得关键功能(比如，蒸气生产)被禁用从而防止未经

授权方使用被锁定的装置。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与app或其它软件配对的蒸发器可实现锁

定/解锁特征，使得给定的用户可锁定装置，从而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解锁和/或触用蒸发

器。锁定特征可配置有强大的安防性(比如，加密、防火墙等)以防止通过破解(hack)而挫败

锁定功能。

[0100] app可配置为响应于蒸发器处在与用户装置的阈值通信范围外而禁用和/或锁定

蒸发器。例如，如果蒸发器超出用户装置的通信范围，蒸发器可配置为停用蒸发器操作使得

蒸发器在回到与用户装置的通信范围时才操作。

[0101] 用户装置上运行的app可配置为响应于位置和/或时间参数(比如，蒸发器已离开

用户装置的范围多长时间)来禁用和/或锁定蒸发器。

[0102] app可配置为响应于蒸发器处在与用户装置的阈值通信范围内而启用和/或解锁

蒸发器。例如，蒸发器可响应于处在与用户装置的通信范围内而恢复操作状态。

[0103] 蒸发器可配置为接收与第一用户装置的第一用户关联的信息。蒸发器可配置成响

应于蒸发器与同第一用户关联的第一用户装置通信联接并处在与所述第一用户装置的阈

值通信范围内而激活和/或解锁蒸发器操作。蒸发器可配置为响应于蒸发器处在与第一用

户装置的阈值通信范围外而停用蒸发器操作。蒸发器可配置为响应于蒸发器与第二用户

和/或第二用户装置通信联接而停用蒸发器操作。例如，如果第一用户将第一蒸发器与第一

用户装置配对，则第一蒸发器可响应于第二用户尝试将第一蒸发器与第二用户装置配对而

停用和/或锁定。

[0104] 图13A-13H中图示的用户界面示例涉及锁定及报告特征，所述锁定及报告特征可

在提供数据以及用于防止蒸发器的未经授权和/或未到法定年龄的使用、购买等的蒸发器

特定控制上提供益处。

[0105] 可使用图13A的app屏幕视图或者相似的办法来提示蒸发器的用户实现装置锁定

特征。在一个示例中，这可被设置为“opt-in(选择加入)”特征，以便蒸发器具有非自动地转

变为锁定状态的默认状态。替代地，锁定特征可由用户要求“opt-out(选择退出)”以禁用自

动锁定。在仍其它的示例中，自动锁定特征可以不是用户可配置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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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 图13B和图13C的屏幕视图示出会在选定opt-in特征之后呈现给用户的视图。该屏

幕可用于说明，如果用户的移动装置与蒸发器之间的通信未发生达比阈值时间量更长的某

一时间段，那么蒸发器将自动转变成锁定状态。功能上，当该特征被启用时，蒸发器的控制

器(比如，微控制器、PCB、在可编程处理器上运行的软件、其它计算硬件等)可执行追踪自从

与已被配对给蒸发器的用户的移动装置最后成功通信以来的持续时间的操作。如果该持续

时间超过某阈值，则蒸发器控制器可促使蒸发器的正常操作中断，例如通过防止电流输送

到加热元件或以其它方式激活致使产生可吸入气雾的雾化器。

[0107] 图13D和图13E的屏幕视图示出了经由激活用户界面元素比如滑块控件(图13D和

图13E中屏幕的左上角)而从使自动锁定特征停用和启用的转变。在一个示例实施方式中，

用户可决定对使自动锁定特征可用opt  in(选择加入)或者opt  out(选择退出)，比如经由

图13A-13C的视图。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用户可利用图13D和图13E中所示的开/关选举来决

定使他或她的蒸发器自动锁定特征启用或停用。如果用户预期在用户的移动装置不在附近

时使用他或她的蒸发器某一段时间，或者如果用户的移动装置需要关闭或者另外被置于将

无法与蒸发器通信的状态中，那么停用所述特征会是合宜的。在当前主题的一些实施方式

中，会有利的是，自动锁定禁用特征具有时间限制，使得在使自动锁定停用达某一固定或用

户可配置的持续时间之后蒸发器控制器回到自动锁定启用状态。

[010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装置和/或用户app可配置为显示对于“in  range(在范

围内)”(比如，用户装置处在蒸发器装置的阈值范围内)的被锁定装置的第一通知。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蒸发器装置和/或用户app可配置为显示对于“out  of  range(在范围外)”(比

如，用户装置在蒸发器装置的阈值范围外)的被锁定的蒸发器装置的第二通知，如在图13F

中。蒸发器装置和/或用户app可配置为显示选项以便用户“opt-in(选择加入)”一些或全部

的“auto-lock(自动锁定)”特征。例如，蒸发器装置和/或用户app可配置为显示对于“in 

range(在范围内)”(比如，用户装置在蒸发器装置的阈值范围内)的基于时间“auto-locked

(自动锁定)”的蒸发器装置的倒数计时器。在一些实施例中，用户可具有选项来指定“auto-

lock(自动锁定)”在多长时间之后响应(例如，可设置与24小时的默认时间有所变化的时

间)。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装置可配置为响应于蒸发器装置从“in  range(在范围内)”

状态变化成“out  of  range(在范围外)”状态而自动锁定蒸发器装置。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蒸发器装置可配置为响应于蒸发器装置处于“out-of-range(在范围外)”达预定的时间段

(比如，24小时)而自动锁定蒸发器装置。在一些实施例中，蒸发器装置可配置为响应于返回

到in-range(范围内)状态而自动解锁。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装置和/或用户app可配

置为显示锁定/解锁特征的叠加描述和/或蒸发装置处于in-range(范围内)和/或out-of-

range(范围外)的图片和/或动画gif表示。

[0109] 换言之，图13F示出了可指示自动锁定处于启用中且蒸发器未在移动装置的范围

内(且因此是不可用的，直至移动装置与蒸发器之间重新建立通信为止)的屏幕视图。图13G

示出了可选的屏幕视图，所述屏幕视图可被包括来要求：通过用户的移动到装置接收密码

或一些生物计量学验证(比如，指纹传感器ID、面部识别等)，以重新授权蒸发器的使用并由

此促使移动装置通信到蒸发器控制器、然后蒸发器的操作将会再次被允许。这样的特征可

防止未成年人或其它未经授权的用户仅因为处在足够靠近用户移动装置而允许移动装置

与蒸发器之间的通信重新建立的某处(比如，在毗邻的房间中等)就(能够)利用蒸发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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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H示出了可指示尚未接收到适宜的授权使得蒸发仍将被停用的屏幕视图的示例。

[011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用以从用户装置的用户界面锁定(比如，停用)或解锁(比如，

启用)蒸发器装置的蒸发器锁定特征，可配置为在蒸发器处在通信装置的通信范围中(比

如，用户装置处在蒸发器装置的阈值范围内)时可用。响应于蒸发器装置被锁定，蒸发器装

置可配置为停用蒸发器装置的某些或全部功能。在不同示例中，锁定蒸发器可包括以下中

的一项或多项：停用向加热器元件的供电，忽视来自配置为激活蒸发器进行气雾生产的压

力传感器或其它开关的输入等。响应于检测到在被锁定的蒸发器装置上的尝试性吸入/抽

食，蒸发器装置可配置为显示“locked(锁定)”LED指示、阻挡气流和/或提供装置被锁定的

另外的指示。在一些方面中，锁定蒸发器装置可改变用户界面上主屏幕的状态使得，如果蒸

发器装置被锁定，则“locked(锁定)”通知被显示并且用户可由主屏幕解锁蒸发器装置。蒸

发器装置可被配置使得用户可仅经由登录上用户账户的app来解锁蒸发器装置。在一些实

施例中，锁定和/或解锁特征可在有或者没有Wi-Fi和或用户/装置有或者没有数据服务接

收的情况下可用。

[0111] 除了以上提及的自动锁定特征之外，蒸发器装置可配置成为注册的app用户提供

“Access  Feature(触用特征)”以供有或者没有年龄验证(AV)的账户登录。蒸发器装置可以

可选地配置使得Access  Feature(触用特征)的可获性可被链接到app和/或用户登录而非

特定的用户移动装置。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使用装置app的用户装置在特定用户登录上用户

账户的情况下会能够解锁/锁定由该用户先前利用装置app的另一实例锁定的特定装置。

[0112] 锁定装置可通过禁用对蒸发器的加热器元件、压力传感器或其它元件的供电来实

施。

[011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用以从用户装置的用户界面锁定(比如，禁用)或解锁(比如，

启用)蒸发器的蒸发器锁定特征可配置为在蒸发器处在用户装置的通信范围(比如，用户装

置在蒸发器的阈值范围内)内时可用。响应于蒸发器被锁定，蒸发器可配置为禁用蒸发器的

某些或全部功能。响应于检测到在被锁定的蒸发器上的尝试性吸入/抽食(或者对蒸发器的

另外的尝试性使用，比如在装置上轻击以查询电池电量和/或插入或移除荚)，蒸发器可配

置为显示“locked(锁定)”LED指示，阻挡气流和/或提供装置被锁定的另外的指示。“locked

(锁定)”指示可包括锁定动画、电池电量动画、LED动画、声音等等。在一些方面中，锁定蒸发

器可改变用户界面上主屏幕的状态使得，如果蒸发器被锁定，则“locked(锁定)”通知被显

示并且用户可由主屏幕解锁蒸发器。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用户仅可经由登录上用户账户的

app来解锁蒸发器。在一些实施例中，锁定和/或解锁特征可在有或者没有Wi-Fi和或用户/

装置有或者没有数据服务接收的情况下可用。

[011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和/或用户app可配置为显示对于“in  range(在范围

内)”(比如，用户装置在蒸发器的阈值范围内)的被锁定装置的第一通知。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蒸发器和/或用户app可配置为显示对于“out  of  range(在范围外)”(比如，用户装置在

蒸发器的阈值范围外)的被锁定的蒸发器的第二通知，如在图28中。蒸发器和/或用户app可

配置为显示选项以供用户“opt-in(选择加入)”一些或全部“auto-lock(自动锁定)”特征。

例如，蒸发器和/或用户app可配置为显示对于“in  range(在范围内)”(比如，用户装置在蒸

发器的阈值范围内)的基于时间的“auto-locked(自动锁定)”蒸发器的倒数计时器。在一些

实施例中，用户可具有指定“auto-lock(自动锁定)”在多长时间之后响应(比如，可设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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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的默认时间有所变化的时间)的选项。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可配置为响应于蒸

发器从“in  range(在范围内)”状态变化成“out  of  range(在范围外)”状态而自动锁定蒸

发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可配置为响应于蒸发器处于“out-of-range(在范围外)”

达预定的时间期间(比如，24小时)而自动锁定蒸发器。在一些实施例中，蒸发器可配置为响

应于回到in-range(范围内)状态而自动解锁。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和/或用户app可

配置为显示锁定/解锁特征的叠加描述和/或处在in-range(范围内)和/或out-of-range

(范围外)的蒸发装置的图片和/或动画gif表示。

[0115] 蒸发器可配置成为注册的app用户提供“Access  Feature(触用特征)”以供有或者

没有年龄验证(AV)的账户登录。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Access  Feature(触用特征)的可获性

可被链接到app和/或用户登录而非特定的用户装置。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使用装置app的用

户装置在特定用户登录到用户账户中的情况下会能够解锁/锁定由该用户先前利用装置

app的另一实例锁定的特定装置。

[0116] 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Access  Function(触用功能)可在没有Wi-Fi、LTE或者到

Internet的其它连接的情况下在用户装置上操作。Access  Function(触用功能)可响应于

装置处在用户装置的Bluetooth低功耗(BLE)范围内以及用户当前正在登录到用户账户中。

在这类实施方式中，由app解锁或锁定蒸发器不会需要向外部服务器的请求。

[0117] 在一些实施例中，蒸发器配对、锁定和/或解锁仅能通过登录到被链接到该蒸发器

的用户账户的app才能访问。蒸发器可配置为在与用户装置和/或app无连接的延长时段之

后自己锁定。例如，如果蒸发器未在设置的窗口(比如，1秒、24小时、7天和/或其它持续时

间)内连接到配对的app，则蒸发器可自动锁定，以防止丢失或被偷的蒸发器的未经授权的

使用。

[0118] 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锁定特征可跨电源事件继续存在。针对此类特征的配置和状

态数据须被保持在蒸发器上的非易失性存储设备中，以便幸免于上电复位(POR)和/或其它

复位状况。

[0119] 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被锁定的装置不能恢复出厂设置(Lock  Retention  Feature

(锁定保持特征))，并可向用户提供蒸发器被锁定的指示。例如，如果用户试图对锁定的蒸

发器进行“factory  reset(恢复出厂设置)”，则蒸发器会显示“locked(锁定)”LED指示并且

不进行复位。

[0120] 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Lock  Retention  Feature(锁定保持特征)包括在防止通过

破解而挫败锁定功能方面的足够的安防性。在一些实施例中，须使用共享的私人密钥来锁

定/解锁蒸发器。共享的私人密钥可由app生成并在锁定请求期间传送给蒸发器。为了解锁

装置，app可配置为向具有所述私人密钥的蒸发器提供问-答授权，以开启解锁序列。

[0121] 蒸发器可配置为授权被允许的蒸发器链接到由同一用户账户持有人拥有的不同

用户装置。例如，如果用户丢失她的用户装置，用户会能够在她新的用户装置上登录到app

并将蒸发器连接到新的用户装置。对于先前被与另一用户装置配对并与用户账户持有人关

联的蒸发器，蒸发器会能够响应于app的用户证书与先前配对的用户装置上的用于配对蒸

发器的用户证书相同而与新的用户装置配对。

[0122] 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在首次配对和/或链接到用户账户之后，授权用户可能不需

要“shake  to  pair(摇晃以配对)”(比如，实施电子手摇通信交换)登录到同一用户账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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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用户装置。例如，当蒸发器被链接到用户账户(有或者没有年龄验证的情况下)，蒸发器

可“记得”该配对直至被与该用户账户解除链接为止。用户证书可存储在蒸发器上，使得所

链接的app信息被保存。

[0123] 蒸发器可被链接并授权(比如，关联到账户，有或者年龄验证)，以便可基于该授权

和/或链接向用户提供特定的特征集合。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经授权和认证的装置可被链

接，并且经由app向用户提供有特定的特征集合(全集)。

[0124] 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在没有装置物主明令从原始账户解除蒸发器的情况下，授

权的所有权将禁止由另一账户持有人拥有的蒸发器被链接到另一账户，从而通过通信蒸发

器被配对到另一账户用户而使偷盗更加困难。对于先前被与另一用户装置配对并与用户账

户关联的蒸发器，蒸发器可响应于app的用户证书与先前所配对的用户装置上用于配对该

蒸发器的这些证书相同而仅与新的用户装置配对。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响应于蒸发器被与

第一用户账户和/或第一用户装置配对，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其不能够与第二用户账户和/

或第二用户装置配对。

[0125] 蒸发器可针对授权的所有权被配置。例如，如果用户尝试将与第一用户账户配对

的蒸发器链接到第二用户账户，则用户界面可被配置为显示蒸发器和/或第二用户(比如，

在用户与朋友偶然交换的情况中)的姓名。

[0126] 蒸发器可配置为每次通信联接到一个用户装置。例如，蒸发器可仅被配对和绑定

到单个Bluetooth中央用户装置，使得随后的配对和绑定盖写先前的连接。

[0127] 蒸发器可配置为在被锁定时配对到Bluetooth中央用户装置，以便蒸发器可通过

登录到用户账户的Bluetooth中央用户装置解锁。

[0128] 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链接用户的蒸发器每个时间段仅可链接指定数量的蒸发器，

以防止未成年人滥用(比如，用于青少年预防装置激活/停用)。例如，配合电子商务法规可

每90天最多链接五个装置(电子商务购买限制)。app可配置为通信过后用户可链接另一蒸

发器的日期。

[0129] 蒸发器可配置为对于蒸发器与用户账户的初始配对进行“摇晃以配对”(以便防止

范围内的其它蒸发器配对)。蒸发器可提供其已被摇晃并且是可配对的指示。

[0130] 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假冒的蒸发器不会能够在对用户装置的初始的配对过程期

间连接到app和/或Cloud(云)。app可配置为在允许装置被链接到用户账户和/或提供任何

app服务(比如固件升级)之前验证蒸发器不是假冒装置。这样的过程可利用行业标准安防

程序来确保服务是安全且不可破解的。

[0131] 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正版蒸发器可采取措施而仅配对和链接到正版制造商app和

云以确保安全。蒸发器可配置为独立验证正在连接向的app和/或云由制造商而非第三方服

务提供，以防止诈骗及其它非制造商许可的活动。这样的过程可利用行业标准安防程序来

确保服务是安全且不可破解的。

[0132] 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非关联装置的)首次配对和用户装置链接须发生在app具有

internet访问时。会需要Internet访问来进行正版(与假冒相对)蒸发器的验证。

[0133] 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用户可将另外的装置配对到他们的账户(“add  device(添加

装置)”)，这受制于每90天五个装置的限制。app可配置为验证这样的标准并提供验证(或

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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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4] 蒸发器可配置为“factory  reset(恢复出厂设置)”，除非装置被锁定。恢复出厂设

置可包括使蒸发器重置为新开箱状态，包括清除日志和将数据采集的“Research  Mode(研

究模式)”重置为“Standard  Mode(标准模式)”。如果在蒸发器锁定时重置姿势(比如，如果

荚被移除和/或插入)被尝试，则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LED显示“locked(锁定)”指示。用户须

首先解锁装置才能够进行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姿势可包括：使装置竖直定向，使得

荚向上指向，移除荚，将装置定位成荚端在下，插入荚，再次移除荚，将装置定向成荚端在

上，重新插入荚等等。

[0135] 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在用户丢失被锁定的装置并且将之从用户账户解除、然后

再次找到所述装置的情况下，她会能够通过登录她的账户而重新连接到装置以恢复使用。

如果装置在锁定状态下丢失并且尝试以装置原先所关联的账户进行重新配对，则装置可如

正常运行并且与账户的链接可被恢复。如果尝试以不同的账户进行重新配对，则装置会保

持锁定。

[0136] 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未曾链接到账户的装置(即使装置曾未经授权地链接到用户

装置)可以与任何用户装置及任何用户账户重新配对和绑定，使得装置可被重新配对并绑

定到app，没有所有权构建被强加在该链接上直至装置被连接到蒸发器用户账户为止。

[013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未曾链接到另一用户账户的蒸发器可在对于app不需要用户

登录的情况下被配对和绑定到用户装置和app(比如，对于新的蒸发器，其中用户尚未完成

登录或认证)。然而，app可配置为提供缩减的特征集合直至用户以已有的用户账户登录或

者创建新的用户账户为止。

[013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用户会能够使蒸发器与关联的用户账户解除链接(例如，如果

用户想要赠送蒸发器，或者他们已丢失了蒸发器)。在一个实施例中，先前的用户数据(比

如，使用数据)会是蒸发器的新用户可见的。有账户链接的蒸发器可在范围内时和范围外时

经由app从该用户账户被解除(“unlinked(解除链接)”)。蒸发器可配置为响应于对将蒸发

器再次配对到app所作的尝试而恢复成出厂设置，包括在蒸发器被“锁定”的情况下解锁蒸

发器以及擦除日志但保留最新的固件。

[0139] 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响应于蒸发器的固件(主图像/运行图像)被重写/更新，蒸

发器可能无法正常运作(比如，可能无法产生蒸气)。可提供静态LED图案(或其它指示)来提

醒用户蒸发器正在进行更新。在一些实施例中，基础的蒸发器功能可响应于固件被加载到

微控制器存储器而被暂停。静态LED图案(或其它指示)会是可在更新状态中显示的，以提醒

用户蒸发器正在运行及更新固件。

[014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用户数据可被捆绑到用户账户，使得如果用户在不同的用户

装置上登录app(或者退出然后重新登录)，数据可被保存。使用数据可包括以下中的一项或

多项：蒸气经历，目标数据(比如，来自用户设定、用户引导(onboarding)流程)，引导后的抽

吸结果、位置历史和/或其它使用数据。

[014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如果用户删除关联的用户账户，则依照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所有与该用户关联的数据须以不可逆的

方式与用户账户不可取消地解除链接。用户app可配置为将用户数据解除链接、应用户请求

提供用户数据(比如，经由CSV等)、给用户提供条款和条件页。

[014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用户可由若干个app位置中的一个进行年龄验证，引起对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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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集的关联更新。app的Account  Settings(账户设置)页面可显示对于用户的国家(或其

它地理区域)“年龄验证通过”并可包括与用户和/或用户关联账户关联的其它信息。响应于

年龄验证更新，启用的特征可包括结账、蒸发器更换、外部网页、移动站点和/或其它特征。

年龄验证对于结账、蒸发器更换及其它特征会是要求的。年龄验证可从结账(比如，购物)、

账户菜单、蒸发器更换流、登录、internet连接和/或其它app特征访问。用户的年龄验证状

态会在Account  Settings(账户设置)中反映。app可提供年龄验证状态以及验证对哪个国

家适用。用户可被提供选项来从app进行年龄验证。响应于未经验证的请求，外部移动网页

可被提供。

[0143] 用户年龄验证

[014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年龄验证程序可包括利用数据库服务进行验证。在一些实施

方式中，用户可利用个人用户信息比如社会安全号码、信用记录、面部识别等来进行年龄验

证。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用户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可利用双因子认证(比如，经由文字消息来

接收码)进行验证。其它的年龄认证程序可包括“护照”特征。例如，用户可经由用户装置的

用户接口/界面来创建授权使用身份证明。当蒸发器离开关联用户装置附近时，蒸发器可被

配置为禁用功能。功能可响应于返回关联用户装置的阈值接近度内而重新启用。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响应于超出用户装置的阈值接近度达受限持续时间，蒸发

器仍保持启用(比如，在给定的时间段过期之后，蒸发器可锁定)。

[0145] 年龄验证可还与位置信息相联系，以确定用户是否满足年龄阈值。例如，蒸发器

和/或应用可接收全球定位系统(GPS)信息，以便辨识蒸发器和/或应用的位置。在一些方面

中，年龄阈值可基于地理位置，比如特定的国家、州、城市、城镇等等。如果年龄阈值已经基

于蒸发器和/或应用的位置被改变，则蒸发器和/或应用可基于更新的年龄阈值对用户重新

认证。

[0146] 利用接近度检测来实施这样的多因子认证可降低蒸发器未达法定年龄和/或未经

授权使用的可能性。另外，将接近度和/或位置信息与年龄验证和/或身份证明信息相联系

可允许有更大的灵活性，以在指定区域中防止蒸发器操作。

[0147] 蒸发器可配置为经由app自用户接收的蒸发器设置。蒸发器设置可包括改变蒸发

器的命名。用户账户可配置为存储用户的蒸发器设置，使得如果用户在新的用户装置上登

录到用户账户，用户的先前的设置可被保存。通过用户账户保存的蒸发器设置可包括亮度、

锁定状态、低电量提醒、蒸发器命名和/或其它设置。用户账户可配置为使蒸发器与用户账

户解除链接。通过非限制性示例的方式，响应于“unlink  vaporizer(将蒸发器解除链接)”

的用户选择，可提供诸如“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unlink<JOHN’s  JUUL>from  your 

account？The  vaporizer  may  be  reset  to  factory  settings,and  may  be  linked  to 

any  other  user’s  account.(确定要将<JOHN’s  JUUL>与您的账户解除链接？蒸发器会被

重置为出厂设置并可链接到任何其它的用户账户。)”的提示。响应于由用户所作的“Yes

(是)”的选择，蒸发器可被解除链接。响应于由用户所作的“No(否)”的选择，解除链接不会

从用户账户移除使用数据，会移除所有的位置数据，和/或会从位置特征中移除蒸发器。

[0148] 另外，蒸发器设置可包括蒸发器担保和/或登记状况。响应于未登记过的蒸发器

(比如，当蒸发器因用户未登陆到账户而未链接到账户时)，可提供担保登记页面的显示，以

使得蒸发器信息被提供并且用户被提示创建或登录到用户账户。在一些实施例中，app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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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使得用户可利用已有的Google、Facebook和/或其它账户登录信息来创建新账户和/或

登录到已有的账户。

[014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的电池电量可被显示在用户装置上而无需蒸发器app

被启用。例如，‘battery  service(电池服务)’可配置为经由用户装置的用户界面将蒸发器

的电池电量显示为图标。这样的蒸发器信息可响应于蒸发器处在用户装置的阈值范围内而

被显示。

[0150] 监控-健康与戒停。蒸发器和/或在作为与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相一致的蒸发器系

统的一部分的装置上运行的应用还可配置为监控针对数字健康方案和/或戒烟等的使用。

例如，与减重监控装置类似的，蒸发器或者app或者两者对于想要减少尼古丁消费和/或保

持追踪在某一时间量内摄食了多少尼古丁的人群会是有用的。例如，蒸发器和/或app可配

置为允许香烟-电子烟双重用户记入他们消费了多少根烟并在使用不同组合时将他们于不

同日所得到的HPHC和尼古丁的总量进行对比。

[0151] app和/或蒸发器还可通过提供消息传递、比如报告多少X化合物被消费来提供另

外的促动，并可显示昔日的吸烟者通过减少或根除吸烟而节省了多少钱。这对于尼古丁会

是最相关的，然而它也可以用于其它的物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用户可输入他们每包烟通

常的价格，这可被用作基线。这对于THC也会是相关的，因为电子烟是消费的更加有效的器

具。根据传闻数据，吸烟与吸电子烟之间会有5-10x的倍增；比如，会在给定时间间隔中以电

子烟吸食x  mg  THC的人原本会用香烟吸食10x  mg的THC。基于由装置监控的用量，蒸发器

和/或app可就与用户原本以香烟吸食的数量相关的节省进行报道。

[0152] 在当前主题的一些实施方式中，app还可允许用户记录比如来自健身app的其它健

康相关的活动，和/或可表明尼古丁或THC使用与酒精消费、心率、血压、锻炼时间或体重变

化等之间的相关性。例如，用户可输入偏好的单位剂量(利用预设或者如本文中所描述的估

算的/记录的/可编程的数据)和剂量间隔或者总的日目标。蒸发器和/或app可然后在每个

剂量之后被锁闭，并可在到了下一剂量的时候在用户计算装置(比如，手机、智能手表、平板

设备等)上弹出提醒，并且蒸发器自动解锁用于该下一剂量。这可被用作用户决定式的降减

办法(梯减或戒停)，或者这可被用于维持处方的治疗方案(比如，每Y小时X  mg制剂，不超过

Z  mg/天)。在一些方面中，蒸发器和/或app可捕获用户和/或蒸发器的使用信息，所述使用

信息可被回馈到app中(比如，经由Bluetooth、WiFi等)以便信息可被记录并且可基于任何

捕获和/或记录的数据(包括装置的使用以及另外的信息)和/或由之确定的使用模式来提

供围绕尼古丁戒停项目的建议。在一些方面中，建议可包括基于利用app和装置实现的数据

和/或模式的戒停计划(比如，通过基于所述计划在特定的时间时锁定装置)。

[015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和/或隶属的app可具有仪表板样式的用户界面，用户

可在所述用户界面中登录并将他们随着时间推移的进展制成表格。数据可以是基于个体的

数据和/或群体数据。例如，群体数据可显示为在从开始使用蒸发器之后的任何给定时间时

的均值抽香烟-抽电子烟转变率的人口。设备可提供这样的视图，在所述视图中，用户可基

于他们开始的条件比如每天的包数、年龄、性别等来选择其他用户以限定群体(同期群)。

[0154] 装置控制及自定义。如本文中提及的，蒸发器可部分地通过对隶属的app的用户输

入来控制。例如，蒸发器的可被控制的特定方面可包括改变温度设置点，例如以允许用户在

他们需要不那么显眼时得到较少的蒸气。这还会允许用户降低声振粗拙度和每次抽食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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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分消耗。

[0155] app还可提供对电池电量的超出蒸发器上所显示的更加精确的指示。例如，在充电

期间，app可指示剩余时间。

[0156] 如本文中提及的，app还可为蒸发器提供固件升级。

[0157] 对于接受尼古丁料盒和THC料盒两者的装置，隶属的(所连接的)app还会允许用户

在可能会具有不同温度设置点的尼古丁与THC模式之间切换。

[0158] 蒸发器和/或作为蒸发器系统的一部分的装置可使用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器(rssi)

来帮助用户定位丢失的蒸发器。此外，app可允许用户促使蒸发器振动、闪光和/或发出声音

作为警报，包括用于帮助定位暂时丢失的设备。例如，温度变化、振动或者闪光灯也会是蒸

发器是否隐藏在附近的指示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还可帮助经由根据蒸发器与手

机之间的距离变化的LED颜色来定位连接时暂时丢失的手机。

[0159] 一个或多个网络装置可配置为通过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接收与蒸发器关联的信息、

将所接收的与蒸发器关联的信息通信给app、以及确定与蒸发器关联的唯一身份证明。网络

装置可包括其他蒸发器用户的用户装置。app可配置为确定蒸发器是否在一个或多个网络

装置的通信范围内。蒸发器可配置为响应于由网络装置通信的提示而发射信号。例如，如果

蒸发器已被暂时丢失(错置)在超出用户装置范围的位置，则一个或多个网络装置可接收

“丢失装置”通知，并且暂时丢失的蒸发器可响应于在所述网络装置中的一者或多者的通信

范围内而发射信号。网络装置可配置为响应于蒸发器被定位而将位置信息发送给用户装

置。蒸发器可配置为响应于由网络装置通信的提示而禁用和/或锁定。

[0160] 蒸发器和/或app可用于调节蒸发器的LED亮度和颜色。例如，对于具有多个LED的

蒸发器，用户可将个性化的指示器图案下载到装置。除了使蒸发器感觉更加个性化之外，这

还会有增强的实用性，因为它还会使辨识哪个蒸发器属于特定的物主容易。

[016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的温度可通过使用图形用户界面来调节，所述图形用

户界面允许利用单个手指对蒸发器温度进行粗略和精确的控制。例如，图形用户界面(GUI)

可包括视觉指示蒸发器的当前温度和/或目标温度的温度显示；该温度可被上调或下调(在

一范围内)。在该示例中，为了调节温度，用户可将指尖保持在指示器上或抵靠指示器的一

位置，促使当蒸发温度可被上调(在右侧)或下调(在左侧)时指示器显现在温度的任一侧

上。在相邻的指示器上快速滑动手指可使温度设置以大的间隔快速移动(比如，移动3度、5

度、10度、15度、20度、25度、30度、35度等间隔)。大间隔的调节通过大的圆圈指示。将指尖保

持在温度指示器上或相邻的指示器上达预定的较长时间段(比如，1秒、2秒、3秒、4秒、5秒

等)可开启精细温度控制；沿着精细温度控件移动手指可允许使所选温度增加/减小精细的

量(比如，0.1度、0.5度、1度、2度等)。温度变化被示出在中央的温度指示器中。

[0162] 图6图示出示例计算设备600，所述示例计算设备600的特征可被一些示例实施方

式使用。将理解的是，图6中所示的所有部件不一定是在同一单个装置或设备上。例如，某些

功能可在蒸发器与用户装置之间分摊。在其它示例中，特征可在用户装置与蒸发器之间分

配，所述蒸发器包括两个或更多个可分离的部件(比如，充电器单元和蒸发器)。例如，计算

设备600的至少一部分可被包括成蒸发器100、蒸发器200、用户装置305、远程服务器307、信

标705、用户装置805和/或蒸发器系统的一个或多个其它部件的一部分。计算设备600的部

件可以附加到或替代地由所图示和/或描述的蒸发器设备100、200的任何部件实现。计算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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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600可被实现来实施本文中所描述的一项或多项过程。

[0163] 计算设备600可实施本文中所描述的一项或多项过程。例如，根据一些示例实施方

式，计算设备600可用于执行应用，所述应用提供用于对与计算设备600通信的蒸发器的用

户控制，和/或计算设备可用于提供供用户与同蒸发器相关的功能接用(engage)并交互的

接口。

[0164] 如图示的，计算设备600可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诸如处理器610，所述一个或多

个处理器用以执行可实现与本文中所描述的这些相一致的操作的指令。计算设备600可包

括存储器620，所述存储器用以存储可执行的指令和/或信息。存储器620可包括固态存储

器、固态硬盘驱动器、磁盘驱动器或者任何其它的信息存储装置。计算设备600可包括与有

线网络或无线网络的网络接口640，比如参考图6所描述的网络。为了实行无线通信，网络接

口640例如可采用一个或多个天线、比如天线690。

[0165] 计算设备600可包括一个或多个用户接口、比如用户接口650。用户接口650可包括

硬件或软件接口，比如键盘、鼠标或者其它接口，这些硬件或软件接口中的一些可包括与显

示器630集成的触摸屏。显示器630可用于：显示信息、比如与蒸发器的功能相关的信息，给

用户提供提示，接收用户输入等。在不同实施方式中，用户接口650可包括一个或多个外围

装置，和/或用户接口650可配置为与这些外围装置通信。

[0166] 在一些方面中，用户接口650可包括一个或多个传感器和/或可包括到一个或多个

传感器的接口，比如本文中所描述的这些。这些传感器的操作可至少部分地由传感器模块

660控制。计算设备600可包括输入和输出过滤器670，所述输入和输出过滤器可对从传感器

或者其它用户接口接收的、经由网络接口640接收和/或发送的信息等进行过滤。例如，通过

传感器检测到的信号可被传递通过过滤器670以便进行适当的信号调理，并且过滤后的数

据然后可被传递到传感器模块660和/或处理器610以用于校验和处理(比如，在经由网络接

口640传送结果或者指示之前)。计算设备600可通过一个或多个电源、比如电源680的使用

被供电。如图示的，计算设备600的一个或多个部件可以通过系统总线699来通信和/或接收

电力。

[0167] 本文中所描述的任何装置都可包括装置锁，如本文中提及的。例如，app(比如，在

用户装置305上运行)和/或蒸发器100、200可使用加密作为防假冒机制来认证到移动装置

(比如，用户装置305)。类似的方案也可用于将蒸发器100、200捆绑到用户装置(比如由用户

所拥有或使用的移动通信装置，例如手机、智能手表、平板设备、计算机等)以便如果被偷，

蒸发器可被禁用以防止其他人使用蒸发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100、200可定期利用

网络接口640连接到用户装置305以验证和/或授权用户的使用和/或年龄。在一些实施方

式，用户可连接到用户装置305或计算机上的应用并提供认证来允许蒸发器100、200的操

作。在一些方面中，认证包括利用用户接口650被输入到应用中的密码或PIN输入、定义的姿

势(比如，轻击三次)、确认按钮的选定、声音认证或者生物计量学认证(比如，面部识别)。

[0168] 本文中所描述的蒸发器100、200还可包括家长锁闭(比如，防止儿童开启)。例如，

对于想要确保他们的孩子或其它未达法定年龄的用户无法使用蒸发器的家长，蒸发器100、

200可以被‘锁定’。对于家长锁闭，除了Bluetooth或其它相对远程的通信外，蒸发器100、

200也可在蒸发器上实现近场通信(NFC)标签。NFC标签可在计算设备600中(比如，利用传感

器模块660、网络接口640、I/O过滤器670和/或用户接口650实现。NFC标签可配置为存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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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信息。NFC读取器被构建到许多智能手机中，NFC的一个特征在于，它仅在非常短的距离

内起作用，这可允许用户轻松完成蒸发器的解锁。例如，用户可能仅需要轻击已经针对蒸发

器获授权的手机，并且蒸发器可由此从手机取得一个或多个授权码来解锁蒸发器(可行地

在手机自身由其授权用户以某种常规方式解锁之后)。在一些方面中，授权的用户装置可激

活蒸发器100、200的NFC标签，并且蒸发器100、200的NFC标签可经由网络接口640和/或天线

690将信息和/或身份证明通信到用户装置305以允许解锁蒸发器。NFC标签极其便宜且小巧

并可附加于或替代其它的无线通信模式比如Bluetooth被使用。NFC可用于实现本文中所描

述的其它特征中的一些。

[016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认证可发生在蒸发器100、200处。例如，蒸发器100、200可包括

拇指印/指纹传感器(比如，作为传感器模块660的一部分)，在有效的拇指印/指纹的情况

下，所述拇指印/指纹传感器允许蒸发器的操作。蒸发器可还包括用于认证目的的其它生物

计量学传感器(比如，作为传感器模块660的一部分)。例如，蒸发器100、200可包括能够进行

虹膜识别、面部识别、语音识别、DNA识别等的传感器。在另一示例中，蒸发器100、200会需要

特定的动作/姿势来启用操作。特定的动作或姿势可包括密码或PIN输入、定义的姿势(比

如，轻击三次)、声音认证、确认按钮的选定或者生物计量学认证(比如，面部识别)。在一些

方面中，处理器610可从计算设备600的传感器模块660或者其它部件接收这些输入并确定

认证是否成功。

[0170] 在一些方面中，会有益的是，在蒸发器100、200使用的不同时间或阶段时实现认

证/儿童锁定程序以更好地免于未经授权的使用。认证/儿童锁定程序可以是每个时间期

间/阶段时相同的或者可根据时间期间/阶段而有所不同，或者本文中所描述的认证/儿童

锁定程序在相同或不同时间期间/阶段时的任何组合。

[0171] 例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初始购买蒸发器设备100、200时或前后，蒸发器会需

要首次认证。在一些方面中，首次认证可包括锁定蒸发器100、200以防止对蒸发器设备的任

何使用，直至消费者的年龄被验证且满足年龄阈值为止。在一些方面中，处理器610可响应

于从计算设备600的传感器模块660或其它部件接收的输入来实施首次认证和/或锁定。首

次认证可包括单步骤认证或多步骤认证。锁定可发生在制造商处、零售商处或者制造、配送

或零售过程期间的任何阶段时。首次认证的类型或方式可取决于零售商、位置或者购买装

置的方式。在一些方面中，消费者可在购买之后(比如，1天、7天、30天等)首次认证(比如，年

龄验证)被要求之前自由使用蒸发器一段时间。蒸发器可配置为响应于阈值时间段过期而

用户未经由用户接口/界面完成首次认证或完成装置的登记而锁定(比如，禁用功能)。

[0172] 在一些方面中，装置的首次认证和解锁可发生在线上或者零售店中的零售点

(POS)处。对于零售店，首次认证可包括零售商核查消费者的年龄和身份。核查可包括对消

费者的身份证明文档(驾驶执照、护照等)的视觉检查。核查可还涉及零售商刷取或者扫描

条形码、QR码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其它加密码以读取和验证消费者的年龄和/或身份。

[017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零售商可将年龄/身份证明手动输入或扫描输入到验证消费

者身份和/或年龄的计算机应用中。例如，零售商可配备有平板设备、膝上型计算机、台式机

或者运行与蒸发器关联的应用的其它计算装置。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应用可针对零售店进

行具体调整，以便零售商更加准确地验证和识别消费者。消费者或零售商可利用所述应用

来登记装置，以及将其身份证明及年龄相关的信息提供给应用。应用然后可实施首次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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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验证消费者的年龄和/或身份。在一些方面中，应用可与蒸发器应用数据库或第三方系统

通信以完成首次认证。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应用检索与消费者关联的手机号码以验证同一

手机号码被与运行应用的手机关联并且蒸发器正被注册到所述手机号码。应用可存储消费

者的信息以供之后使用。零售商app还可与一个或多个服务器和/或数据库通信而确定消费

者与可疑活动(比如，大量的装置购买)关联，从而标记和/或阻止交易。这样的追踪可有益

地辨识这样的消费者：所述消费者会尝试将装置重新出售给未成年人或其它非预期的用

户，从而绕过首次认证或其它认证/青少年保护措施。

[0174] 线上零售商也可实施首次认证。例如，为了线上购买蒸发器，消费者会需要输入他

们的身份证明信息、包括他们的年龄。零售商可以以访问包含消费者身份证明信息的数据

库(比如，社会安全局、机动车部门、税务记录等)的方式来验证所输入的信息是正确的，或

者零售商可与具有对这样的信息的访问权并能够验证所输入的消费者信息是正确且消费

者满足任何年龄阈值的第三方签订合同。第三方可在服务器上接收消费者信息并且服务器

可向零售商回复关于对消费者年龄/身份证明的判定。首次认证可包括多步骤认证过程，其

中在消费者输入其信息(比如，联系信息)之后，零售商、制造商等将码发送给消费者(比如，

经由应用、文本消息、电子邮件消息等)以便用户在购买完成前输入。在一些方面中，消费者

和/或零售商在蒸发器配对到智能手机、平板设备、计算机或其它计算设备时输入码。如果

消费者和/或零售商输入正确的码，销售可被授权，如果不是，那么销售交易会被终止。在一

些实施方式中，消费者使用的信息可被存储以创建用户配置文件。用户配置文件可被存储

在蒸发器处、应用处、服务器处或者其它计算装置处。

[017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零售商(线上或店内)可被授权来在首次认证之后解锁手机。

例如，制造商、蒸发器公司、配送商或其它实体可向零售商提供码或PIN以在首次认证核查

成功之后解锁蒸发器设备。码可通过计算机应用、文本消息、电子邮件消息、印刷文件等提

供给零售商。在一些方面中，码可以是预定的或随机生成的。预定的码可基于蒸发器的唯一

特性(比如，序列码、制造商码等)。码还可以仅在生成之后的某一段时间内有效。在一些方

面中，零售商可具有对与蒸发器设备无线通信的应用的访问权。应用可提示零售商确认首

次认证的结果，并且应用然后可经由应用接口、文本消息、电子邮件消息等将解锁装置的码

发送给零售商。零售商然后可在蒸发器设备上或在与蒸发器设备通信的应用上输入码以解

锁蒸发器供消费者使用。例如，在零售商接收到带有码的消息之后，零售商可在其蒸发器应

用上输入码。应用然后将解锁蒸发器的信号发送给蒸发器。

[0176] 在一些方面中，可向消费者提供码来解锁装置。例如，消费者在其接收到蒸发器设

备之后可经由网页或者在消费者智能手机、平板设备、膝上型计算机或其它计算设备上运

行的应用上线上登记蒸发器。在以某种方式授权消费者(比如，通过核查被授权的身份证明

以确保消费者为法定年龄或以上)之后，网页或设备可经由网页或应用接口、文本消息、电

子邮件消息等将码提供给用户。消费者可在蒸发器的接口/输入端上输入码以解锁蒸发器。

在其它方面中，消费者可在与蒸发器通信联接的网页或应用上输入码，并且网页或应用可

通过向蒸发器发送信号来解锁蒸发器，以使蒸发器解锁以供消费者使用。在一些方面中，消

费者在蒸发器配对到消费者的智能手机、平板设备、计算机或其它计算设备时输入码。

[017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应用或网页会要求另外的输入以便完成首次认证。例如，应用

会需要指纹来开始应用和/或授权蒸发器的使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设备上的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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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可接收消费者的指纹并将所接收的输入发送给应用。在其它示例中，智能手机、平板

设备、膝上型计算机或其它计算装置上的指纹传感器可将指纹信息发送给应用。在一些方

面中，应用可将指纹信息存储在数据库中以供未来检索。尽管在一些示例中描述的是指纹，

然而构思可同等地应用于其它的生物计量学反馈，比如视网膜扫描或面部扫描及分析。

[0178] 另外，应用和/或网页可实施另外的验证以便完成首次认证。例如，应用或网页在

接收到消费者的年龄和/或身份信息之后可实施核查以确定用户和/或与所接收到的消费

者信息关联的用户配置文件(user  profile)是否链接到可疑的活动。例如，应用或网页可

与服务器和/或数据库通信以确定与该消费者关联的蒸发器数量是否满足阈值。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如果蒸发器数量满足阈值，则应用和/或网页可将该消费者标记或标识为蒸发器

的未经授权的重新出售者、并且阻止该交易。

[017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应用和/或网页可开启在线聊天，其中消费者可将他们的身份

证明文档(比如，驾驶执照、护照等)提供给在通信另一侧的在线人员以验证消费者的身份

证明和/或年龄。另外，应用和/或网页可配置为接收身份证明文档和/或身份证明文档的磁

条的扫描件以由应用和/或网页或由审查身份证明文档的人员加以分析。

[0180] 在初始购买蒸发器设备之后，会期望的是，确保蒸发器100、200将仅被其预期的消

费者使用。例如，如果蒸发器在首次认证(比如，购买认证)之后丢失或被盗，二次认证来使

用蒸发器可防止不期望的用户(比如，未达法定年龄的儿童、窃贼等)使用蒸发器。相应地，

蒸发器会需要在首次认证之后的二次认证来允许蒸发器的使用。二次认证可发生在消费者

第一次尝试使用蒸发器时或前后。在一些方面中，消费者可在购买之后(比如，1天、7天、30

天等)二次认证(比如，年龄验证)被要求前自由使用蒸发器一段时间。在一些方面中，处理

器610可响应于从计算设备600的传感器模块660或其它部件接收的输入而实施二次认证

和/或锁定。

[0181] 在一些方面中，二次认证可发生在与蒸发器通信的用户装置上运行的应用处。应

用可以是在消费者的智能手机上、平板设备上、膝上型计算机上、手表上、可穿戴物上或者

其它计算设备上。例如，二次认证可包括指纹认证。在一些方面中，如果二次认证期间输入

的指纹与首次认证期间的指纹分析匹配，则蒸发器可被授权。消费者可利用蒸发器上的指

纹传感器或者与应用(比如，智能手机、平板设备等)通信或运行应用的计算设备上的指纹

传感器来输入其指纹。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二次认证可包括消费者的其它生物计量学信息

来确认与首次认证期间相同的用户正在使用装置。

[0182] 在一些方面中，二次认证可与在二次认证时或之前创建的用户信息或用户配置文

件相联系。例如，在首次认证期间，消费者可输入他们的年龄信息(比如，扫描驾驶执照、在

应用中手动键入生日等)连同第一指纹样本。在二次认证期间，消费者可输入第二指纹样

本。如果第二指纹样本与第一指纹样本匹配，则蒸发器和/或应用可联系首次认证期间输入

的消费者的年龄信息来验证二次认证期间消费者的年龄。

[018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运行应用的计算设备可用于提供二次认证。例如，蒸发器可保

持在锁定位置中，除非蒸发器设备在运行应用的计算设备的某一接近度内。在一些方面中，

应用可能正在运行消费者的智能手机并且蒸发器仍保持锁定，直至智能手机在与蒸发器的

接近度阈值内为止。

[0184] 另外，蒸发器可在接近度阈值内处于解锁状态中并可在蒸发器与运行应用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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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之间的距离移动到接近度阈值外时转变为锁定状态。在一些方面中，向锁定状态的转

变可基于蒸发器和智能手机处于接近度阈值外所持续的时间阈值。所述时间阈值可包括预

编程的时间阈值或者可包括用户选定的时间阈值。例如，用户可在用户智能手机上运行的

应用上输入时间阈值。

[0185] 在一些方面中，携带用户装置的用户可从蒸发器走开(或以其它方式移开)。在用

户和智能手机移动到接近度阈值外之后，计时器可在应用和/或蒸发器上运行。在计时器满

足时间阈值之后，蒸发器可转变成锁定状态。在一些方面中，蒸发器和/或计算设备可通过

Bluetooth、近场通信(NFC)、WiFi、超声波、ZigBee、RFID、蜂窝通信或任何其它的无线通信

来检测接近度。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可于二次认证后解锁使用的某一设置时间之后

超时，并要求相似的二次认证以重新开始授权使用。

[0186] 本文中所描述的接近度锁定和解锁包括在多步骤认证中的步骤。例如，接近度检

测可与另外的身份证明信息相联系以验证蒸发器由用户所拥有(比如，注册为该用户)和/

或智能手机应用被与同一用户关联。接近度检测还可与年龄验证信息相联系来验证用户拥

有该蒸发器和/或用户与该应用关联、满足年龄阈值。在一些方面中，应用可存储用户的用

户配置文件，所述用户配置文件存储诸如出生日期以及年龄阈值信息之类的年龄验证信

息。

[0187] 用户配置文件可还包括用户获授权使用的蒸发器的最高数量。例如，为了防止单

名用户授权多部装置以便稍后重新出售给未成年人或其它非期望的消费者，用户配置文件

可指定用户一次仅能与单个蒸发器关联。例如，如果用户拥有多个蒸发器、并且智能手机应

用与第一蒸发器配对，则用户所拥有的其它蒸发器会被锁定。在一些方面中，智能手机应用

可向其它蒸发器发送信号以锁定这些蒸发器。在其它方面中，每次应用和蒸发器被配对时，

应用和/或蒸发器可实施核查以确定用户是否与当前解锁的另一蒸发器关联。如果是，则应

用会首先锁定其它蒸发器和/或在与当前蒸发器配对之前与其它蒸发器解除配对。

[018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可被预编程为与特定的用户账户/配置文件配对。例

如，用户可利用已对用户进行年龄验证的应用来订购蒸发器。所订购的蒸发器会被配置为

与订购该蒸发器的用户配置文件配对。在一些方面中，蒸发器可配置为仅与预编程的用户

配置文件配对，这可减少或消除另外的重新认证。

[0189] 年龄验证还可与位置信息相联系来确定用户是否满足年龄阈值。例如，蒸发器和/

或应用可接收全球定位系统(GPS)信息以便辨识蒸发器和/或应用的位置。在一些方面中，

年龄阈值可以基于诸如特定的国家、州、城市、城镇等的地理位置。如果基于蒸发器和/或应

用的位置年龄阈值被改变，则蒸发器和/或应用可基于更新后的年龄阈值对用户重新认证。

[0190] 利用接近度检测实施这样的多因子认证可降低蒸发器未达法定年龄和/或未经授

权使用的可能性。另外，将接近度和/或位置信息与年龄验证和/或身份证明信息相联系可

允许更大的灵活性，以在指定区域中防止蒸发器操作。

[0191] 在一些方面中，二次认证可以以电子方式完成而无需下载应用。例如，用户可访问

网站以登记装置和/或进行年龄验证。在一些方面中，用户可输入他/她的装置序列号且然

后请求进行年龄验证(比如，输入身份信息、在线聊天、扫描身份证明文档，或者使用本文中

所描述的任何认证方法)。在成功进行年龄验证之后，用户可接收到来自网站的密码。在一

些实施方式中，每个密码是与该序列号关联的随机数(比如，对于序列号的隐藏的额外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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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在接收到密码之后，用户然后可将蒸发器配对到他/她的用户装置，比如通过

Bluetooth或一些其它的通信协议。配对会需要网站密码(比如，4位数字密码或多位数字密

码)或另外的密码来完成配对。如果正确的密码被输入并且配对成功，则装置可被解锁。

[0192] 在一些方面中，可使用加密锁来提供二次认证。在一些方面中，加密锁可包括任何

硬件设备，所述硬件设备与蒸发器或其它计算设备连接以提供另外的功能。例如，加密锁可

充当蒸发器与应用或者另一计算设备之间的通信桥梁。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加密锁可连接

到与蒸发器通信的、未运行所述应用的计算设备。用户然后可通过使用加密锁来在所述计

算设备上与蒸发器通信。另外，在一些方面中，在计算装置上运行的应用会丢失与蒸发器的

通信。应用然后可与加密锁通信，并且加密锁可与蒸发器通信。在其它实施方式中，加密锁

可配置为为授权蒸发器的操作和/或与蒸发器的通信提供码。例如，加密锁可配置为给用户

提供用以输入到应用和/或蒸发器中以授权操作的、随机生成的数字或图案。在一些方面

中，由密码锁生成的码可被设置成在某一时间段之后过期(比如，在60秒后、5分钟后、一小

时后等等)。之后，蒸发器的另外使用将需要另外的新的授权码。

[019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和/或智能手机可提供蒸发器被解锁的指示。例如，蒸

发器和/或智能手机可输出蒸发器被解锁并准备好用于用户使用的音频指示、视觉指示、触

觉指示或其它指示。音频指示可包括蜂鸣声、咔哒声、乐曲或者任何其它的声音。视觉指示

可包括灯、颜色、灯的图案、一系列闪光灯或者任何其它的视觉指示。触觉指示可包括振动

脉冲、一系列的振动脉冲、振动的模式或者任何其它的触觉指示。

[0194] 在当前主题的一些方面中，二次认证(或者认证总体)可基于蒸发器的位置。例如，

某些位置可配备有硬件(“信标”)，所述硬件配置为警告位于信标通信范围内的蒸发器的操

作。图7图示出根据某些示例实施方式的在蒸发器100A、200A、100B、200B与禁用信标705之

间的通信交换的图解700。如图7中所示，信标705包括收发器701、处理器702、存储器703和

网络接口704。在一些方面中，处理器702可配置为执行可实现与本文中所描述的这些相一

致的操作的指令。存储器703用以存储可执行的指令和/或信息。存储器703可包括固态存储

器、固态硬盘驱动器、磁盘驱动器或者任何其它的信息存储装置。网络接口704可配置为与

有线网络或无线网络联接。为了实行无线通信，网络接口704例如可采用一个或多个天线

和/或收发器、比如收发器701。

[019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信标705可安装在这样的位置处，在所述位置处，对未经授权

的或非期望的蒸发器使用会有增大的敏感性(比如，学校、高青少年区域、餐馆内、商业飞机

或者其它公共交通工具上等)。在一些方面中，信标705可配置为使在信标705的通信范围

725内的蒸发器禁用。如图7中所示，蒸发器100A、200A、100B、200B位于通信范围725内并可

通过信标705被禁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信标705可配置为经由收发器701和/或网络接口

704来发送广播消息。蒸发器100A、200A、100B、200B可通过网络接收广播消息，并且控制器

105、205可配置为响应于接收到广播消息而禁用蒸发器的操作。

[019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通过进行进一步的年龄验证(比如，如本文中不同实施例中

所描述的二次认证)来覆盖信标705和/或广播消息禁用蒸发器100、200。例如，即使蒸发器

100、200处在通信范围725内，成年消费者通过实施本文中所描述的任何认证程序(比如，输

入码、使用手机app、生物计量学辨识等)仍可启用他们的蒸发器。例如，信标705可向蒸发器

100A、200A、100B、200B和/或消费者蒸发器应用发送通信，通知消费者蒸发器100A、2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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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B、200B在通信范围725内。在一些方面中，蒸发器100A、200A、100B、200B和/或消费者蒸

发器应用可显示指示蒸发器100A、200A、100B、200B被锁定的指示。在被通知之后，蒸发器

100A、200A、100B、200B的用户可登录到蒸发器应用和/或使用蒸发器100A、200A、100B、200B

来实施二次认证以能够操作仍处在通信范围725内时的蒸发器100A、200A、100B、200B。

[0197] 在其它方面中，蒸发器100A、200A、100B、200B和/或蒸发器应用可检测信标705并

通知消费者，以便消费者完成二次认证或任何其它的认证，以能够使用在信标通信范围725

内的蒸发器。例如，蒸发器100A、200A、100B、200B和/或蒸发器应用可发送通信，所述通信搜

索在蒸发器100A、200A、100B、200B和/或蒸发器应用的通信范围中的其它装置。在一些方面

中，信标705可接收到来自蒸发器100A、200A、100B、200B和/或蒸发器应用的该通信并以禁

用蒸发器100A、200A、100B、200B的通信进行回复。用户然后可实施二次认证，以在通信范围

725内重新启用蒸发器100A、200A、100B、200B。

[019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信标705可以有地理围栏，以便信标705在特定的位置内操作。

这样的地理围栏可帮助防止信标705被运输到不期望禁用蒸发器的不同位置。在一些方面

中，处理器702和/或存储器703可配置为接收地理围栏信息以确定信标705的位置以及信标

705是否被授权在该位置中操作。如果信标705在其授权区域外，则操作来自存储器703的指

令的处理器702可配置为禁用信标705的操作。硬件信标705可有益地提供在高风险区域(比

如，学校地带)中防止未达法定年龄的蒸发器使用的另外安全性/防护。

[019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信标705还可配置为追踪和/或报告在信标705的通信范围725

内的蒸发器100、200。例如，与一个或多个信标705通信的应用可配置为显示在所述一个或

多个信标的通信范围725内的蒸发器的列表或图形表示。例如，图形表示可包括地图，所述

地图示出在通信范围725内的蒸发器100、200的标示。所述地图或用户界面可还包括有关蒸

发器100、200(比如，序列号、型号等)和/或与蒸发器100、200关联的用户(比如，生日、年龄、

就读学校等)的另外的信息。该追踪可允许应用或实体(比如，学校)的管理人员监控哪些蒸

发器位于区域内且是否在该区域内任何人都已经被授权使用。例如，学校的校长可监控出

现在所述一个或多个信标705的通信范围725内的蒸发器，以确定是否有与该校学生关联的

任何蒸发器100、200在该通信范围725内被使用或被激活。在一些方面中，应用可允许校长

或授权的管理人员将任何非期望的或未经授权的蒸发器使用报告给权威者和/或制造商以

提升对非预期使用的防止。有关该区域中蒸发器未经授权使用的另外的信息也可被发送给

此类蒸发器的实际授权物主和/或用户(比如，家长)。

[020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信标705可配置为解锁在通信范围725内的蒸发器100、200。例

如，蒸发器100、200可配置为在通信范围725外的位置中被锁定，并且信标705的通信可配置

为解锁蒸发器100、200。这样的示例可被用作在总体上禁止蒸发器使用的区域(比如，学校、

机场等)中的标示“吸烟区”。

[020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不同于硬件信标705被安装在某些位置处，信标功能可被安装

在用户的智能手机、平板设备、计算机或其它计算设备上运行的应用上(“应用信标”)。与硬

件信标705类似的，应用信标可配置为警告在应用信标的通信范围内的蒸发器的操作。例

如，在应用信标的通信范围内的所有蒸发器可被禁用或会需要另外的年龄验证(比如，二次

认证)来解锁在该通信范围内时的蒸发器的使用。

[0202] 蒸发器100、200可包括或被连接到“youth  prevention  device(青少年防护装

说　明　书 30/46 页

34

CN 111771198 A

34



置)”(YPD)，所述青少年防护装置配置为响应于与青少年防护信标装置(比如，信标705和/

或信标805)相遇而锁闭蒸发器的蒸气生产功能。YPD可包括控制器105、205、app或者蒸发器

100、200、用户装置305、远程服务器307和/或计算设备600的任何其它部件。例如，带有YPD

的蒸发器100、200可启用“youth  prevention  feature(青少年防护特征)”(YPF)，其中当蒸

发器进入青少年防护信标装置的范围内时蒸发器100、200会被关闭(比如，蒸气生产禁用)。

YPD可配置有针对蒸发器关闭的安防。安防措施可实现为确保未经授权方无法任意地开发

YPD关闭特征来另外地阻碍或干扰对于使用不应被解除授权的用户的服务。

[0203] 在一些实施例中，青少年防护装置的对蒸发器100、200起作用的能力可取决于蒸

发器100、200的年龄验证状况。例如，已登记并经年龄验证的蒸发器100、200可从YPD中“消

失不见”。青少年防护特征可默认(比如，在装置重置后)被启用但可在用户年龄验证时改变

和/或更新。与用户经年龄验证所在的app相连接的蒸发器100、200可从青少年防护装置程

序中被去选(针对特定的、限制数量的装置——受与用户账户关联的装置数量限制)。青少

年防护广告关闭模式可包括强大的安防来防止由第三方对青少年防护特征的解码和禁用。

[0204] 蒸发器100、200可被配置使得，响应于用户使蒸发器100、200与用户的经年龄验证

的账户解除链接，青少年防护装置特征会被重新激活。蒸发器100、200可被配置使得用以防

止破解的安防协议不会被禁用。这样，青少年防护特征仅可利用分享秘密挑战或其它安防/

认证措施被停用。

[0205] 蒸发器100、200可配置为，通过为由青少年防护信标装置所作的检测提供低功耗

广告宣传，而最小化对YPD特征的电池影响。蒸发器100、200可默认配置为广播带有具体蒸

发器信息、制造商信息和/或用户信息的广告以供青少年防护信标接收。青少年防护信标可

配置为监控并记录广播的广告以便管理人员可辨识出未达法定年龄的用户并提供劝告服

务。

[0206] 蒸发器可被配置使得，如果用户暂时丢失或另外不再占有先前认证过的(且因此

当前未受制于青少年防护装置”(YPD)特征)的蒸发器100、200、或者另外地希望对蒸发器

100、200解除认证，则他或她可从他或她的用户关联账户解除该装置，使得装置可被恢复出

厂设置以包括启用YPD特征。YPD特征可以响应于用户将装置重新链接到不同账户而被信标

可选地禁用。如果丢失(未链接)的装置被重新配对到具有年龄验证的用户app，则装置会被

恢复出厂设置并且YPD特征会再次被启用，除非装置被锁定。

[020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100、200可配置用于在与本文中所描述的硬件信标705

和应用信标805的连接中认证。例如，用户装置可在蒸发器100、200位于硬件信标和/或应用

信标的通信范围内时被提示。在一些方面中，硬件信标和/或应用信标可在针对未达法定年

龄或未经授权使用的高风险区域(比如，学校、游乐场、青少年中心等)中被实现。在其它方

面中，认证可包括基于位置信息的接近度检测。例如，用户装置和/或蒸发器100、200可接收

指示蒸发器100、200和/或用户在某个位置(比如，学校、游乐场、青少年中心等)的接近度阈

值内的GPS或其它位置信息。如果蒸发器100、200处在所述接近度阈值内，则蒸发器100、200

会锁定或者用户装置可配置为锁定蒸发器100、200。在一些方面中，用户可重新认证以从而

解锁在所述接近度阈值内的蒸发器100、200。在其它方面中，用户会被限制解锁或操作在所

述接近度阈值内的蒸发器100、200。

[0208] 除了锁定蒸发器100、200之外，YPD和/或app可配置为接收来自用户的、报告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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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100、200丢失、被盗、蒸发器100、200被未达法定年龄的个体使用等的输入。用户还可报告

向未成年人出售的可疑零售商、可疑的未达法定年龄使用的位置等。用户还可在用户界面

的栏位中提供任何其它相关的信息(比如，假冒、位置、零售商、序列号、荚/料盒ID、个体

等)。图14A-14F图示出可显现在通信装置上所安装的app中的示例用户界面屏幕视图。图

14A-14F的用户界面屏幕视图涉及可在移动装置上使用的报告特征，所述移动装置不一定

与蒸发器配对。将理解的是，尽管这些屏幕视图与诸如智能手机的移动装置的尺寸相一致

地成形及尺寸设计，然而所标示的用户界面功能可在任何的计算装置、比如例如平板设备、

台式机或膝上型计算机装置等上被实现。

[0209] 图14A和图14B示出了经由之个人可报告蒸发器(在所述视图上被称为“device(装

置)”，所述装置正在被未经授权的用户(比如，未成年人)使用)的屏幕视图。该视图允许输

入序列号并包括数据输入选项(这里为下拉或滚动式菜单，但是可选地为任何种输入、包括

自由文本输入)以便报告人表明他或她的头衔或者其它辨识信息。针对该功能在学校环境

中的使用(例如，如果特征被用于禁令仅在校未达法定年龄用户的蒸发器使用)，头衔可以

是“学校管理人员”或“老师”或者“咨询师”等等。视图还包括用于输入有关学校的辨识信息

的栏位，并包括用以允许所输入的数据被发送到服务器以供分析、汇总等的“submit(提

交)”用户界面元素。这些视图可包括用于给用户提供关于如何查找装置序列号的指导和可

选地用于将装置送到能够对之进行分析以确定其出处的位置的指导。

[0210] 在图14C和图14D中，屏幕视图示出了无效序列号被输入的示例。这里，用户界面可

询问用户以再次核查序列号，并且如果序列号被验证为相对于被没收的蒸发器是正确的，

则用户可被提示来报告所述蒸发器为假冒的蒸发器，这会触发其它步骤。如果装置被辨识

出为假冒的，则图14E的屏幕视图会提示用户输入任何另外可获得的信息、比如购买的地方

和日期等，并可附加提示来请求用户将该装置送至制造商或一些其它位置以供分析和调

查。图14F是“thank  you(感谢您)”屏幕视图的示例。

[0211] 这类报告的信息可被组合、汇总并分析以追踪和确定蒸发器的未经授权和/或不

期望的使用在哪里发生以及涉及哪些个人和/或实体。例如，在接收到阈值数量的与某零售

商或某位置关联的报告后，蒸发器系统可配置为：在给定的时间段内禁用由所述零售商出

售的荚，向零售商发送警告，锁定/禁用一个或多个蒸发器100、200和/或采取任何其它的补

救动作。在一些方面中，禁用以及数据汇总可由与app、用户装置和/或蒸发器100、200通信

的一个或多个服务器实施。

[0212] 蒸发器系统还可利用从遍及人群的各个蒸发器获得的信息、有关用户及用户配置

文件的信息、使用配置文件、用户账户、社交媒体账户、网站、犯罪报告等来组合所报告的数

据。组合后的信息可呈现在用户装置和/或app上的仪表板或其它用户界面上。仪表板可被

管理人员、家长、警察、保安访问以监控未达法定年龄的使用、未经授权的使用、假冒产品

等。例如，蒸发器系统可检索来自学校的、报告未达法定年龄的蒸发器使用的信息。蒸发器

系统可将该信息与来自社交媒体(比如，Tweets、Facebook邮件、标签)的与未达法定年龄的

使用关联的信息(比如，社交媒体账户提及蒸发器、荚香型、使用、位置、零售商等)相联系。

该组合后的数据可进一步被分析以查明未达法定年龄的使用的趋势、方式和/或指示标。通

过追踪并追溯未达法定年龄的青少年至来源，学校、家长、零售商、制造商等可采取行动、发

起程序、锁定蒸发器100、200等，以防止未达法定年龄的使用。

说　明　书 32/46 页

36

CN 111771198 A

36



[0213] 零售商也会具有对仪表板的访问权，所述仪表板指示与在该零售商和/或其分支

机构处出售的产品关联的未达法定年龄使用的报告(比如，序列号、配送商或雇员)。仪表板

可包括地图或图片，所述地图或图片示出报告发生的位置、针对该报告的数据源、报告的数

量、报告的时间、数据源的信誉、由用户或数据源递交的其它报告、社交媒体公告、与报告关

联的评论等等。图15A-15E和图16A-16E(以下描述)图示出供追踪报告和未达法定年龄的使

用、零售商、位置、评论、调查、防护动作、锁定蒸发器100、200等的其它指示数据使用的用户

界面。

[0214] 图15A至图16H示出了示例屏幕视图，所述屏幕视图可被显示在任何计算装置上，

以视觉显示基于经由本文中所论述的办法及其它办法报告的数据的数据结果。将理解的

是，这些屏幕视图可被显示在任何类型的计算装置上。

[0215] 图15A的屏幕视图示出了地图视图，所述地图视图包括带有各种叠加选项的学校

标记，所述选项允许用户选择待被示出在地图上的与一个或多个位置相关的数据类型。覆

盖可包括热图型视图，所述热图型视图图示出基于收集到的数据确定的不同事件的频率。

对于收集的数据来源可包括(而不限制于)学校报告(比如，如可经由以上论述的平面视图

输入的)、零售商数据(比如，给定位置处的销售数量、有关被没收的蒸发器的销售源的追踪

信息等)、社交媒体数据(比如，与讨论蒸发器和/或蒸发器的使用的社交媒体用户的预估年

龄和人口统计资料相关的、相对于这些社交媒体用户的预估位置的数据)、秘密购物者数据

(比如，揭露尝试从零售场所购买蒸发器的调查员的关于未经授权的或授权不足的销售的

数据、监管报告(比如，来自FDA等)等等。屏幕视图可还包括数据深入了解子视图，所述数据

深入了解子视图可显示关于近来增加的数据、趋势等的信息。在给定的学校位置上点击会

能够对特定的数据类型进行下钻查询。这种类型的平面视图可用于开发围绕防止未达法定

年龄的用户使用蒸发器的策略，比如通过容易地示出学校没收、社交媒体、违法销售活动等

之间的地理相关性。

[0216] 图15B的屏幕视图示出了针对给定学校的提要(mentions)中的与蒸发器和/或此

类装置的未达法定年龄的使用相关的动态消息的示例。图15C的屏幕视图示出了对于所选

学校位置的没收装置的概要。图15D的屏幕视图示出了带有热图但没有其它数据的地图，并

且图15E的屏幕视图示出了带有高亮的社交媒体信息的地图。

[0217] 图16A至图16H示出了屏幕视图，所述屏幕视图图示出用于围绕数据(比如以上所

论述的)的使用、在往下追踪违法蒸发器使用和或销售方面的数据驱动功能的示例特征。数

据源控制框允许用户查看作为对地图的基于位置的覆盖的、来自不同源的数据。在图16A

中，虚构的零售商店被高亮并且社交媒体提要被叠加。图16B示出了与该虚构零售商店相关

的数据深入了解连同统计数据的示例(比如，这里出售过6个已被没收的确认装置)。图16C

示出没有数据覆盖的地图视图，图16D示出用于下钻到另外的零售商报告的选项，并且图

16E示出了此类报告中的数据的示例，包括被没收的装置的具体情况等。图16F-16H示出了

带有预估位置的社交媒体数据，以允许推断与给定零售商店及其它数据源的相关性。

[0218] 除了以上图示的能够与可能未包括连接特征的现有蒸发器一起使用的数据源之

外，由这类连接后的蒸发器提供的其它数据源还可进一步丰富当前主题的性能。例如，可在

学校位置和/或未达法定年年龄的蒸发器使用被视为问题性的其它地方周围设立地理围

栏。具有连接性特征的蒸发器可在它们处于这类区域中时被检测到以能够映像潜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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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使用热区。在其它示例中，可在移动装置上执行的app可被提供给老师或其它学校雇

员。这样的app可允许移动装置变成对在该移动装置附近的蒸发器的检测器。从这类蒸发器

收集序列号数据或其它数据会能够更好地追踪由少年及其它未达法定年龄的用户使用的

蒸发器源自哪里。

[0219] 图8A图示出在蒸发器100A、200A、100B、200B、100C、200C与用户装置805A和805B之

间的通信交换的图解800。如图8A中所示，用户装置805A和805B可分别配置有具有通信范围

825A和825B的应用信标。如进一步示出的，蒸发器100A、200A位于通信范围825A内，并且蒸

发器100B、200B、100C、200C位于通信范围825B内。

[0220] 在一些方面中，运行应用信标的用户装置805A可发送广播消息以使得在825A内的

任何蒸发器将会被禁用。例如，蒸发器100A、200A可接收来自用户装置805A的广播消息(比

如，经由无线电路117、217)，并且控制器115、215可禁用蒸发器100A、200A的一个或多个部

件以锁定装置。响应于锁定，蒸发器100A、200A可通知蒸发器100A、200A的用户：装置被锁

定。在一些方面中，蒸发器100A、200A利用输出115、215(比如，灯、触觉暗示、声音等)来指示

蒸发器100A、200A被锁定。在其它方面中，蒸发器100A、200A可向蒸发器应用通信装置被锁

定，并且蒸发器应用可向用户显示装置被锁定的通知。通知可包括在用户的计算装置(比

如，智能手机)上的文本、声音、图形图像等。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用户装置805A可将该通知

通信到蒸发器100A、200A和/或蒸发器应用。

[0221] 响应于锁定和/或所述通知，蒸发器100A、200A可接收与蒸发器100A、200A的用户

相关联的信息。在一些方面中，用户可在蒸发器100A、200A、蒸发器应用和/或与蒸发器

100A、200A关联的网站上输入年龄/身份信息。在接收到该信息之后，蒸发器100A、200A、蒸

发器应用和/或与蒸发器100A、200A关联的网站可确定用户的年龄。在一些方面中，确定包

括：将所接收的用户信息发送给第三方服务商以进行分析，以及接收经确定的用户的年龄。

在其它方面中，蒸发器100A、200A、蒸发器应用和/或与蒸发器100A、200A关联的网站的处理

器可配置为基于所接收的信息来确定用户的年龄。所确定的年龄可被与年龄阈值(比如，法

定年龄限制)进行比较以确定用户是否被授权使用蒸发器100A、200A。如果满足年龄阈值，

则蒸发器100A、200A可被解锁以供使用。在一些方面中，蒸发器应用和/或与蒸发器100A、

200A关联的网站可向蒸发器100A、200A发送比较结果和/或用户满足阈值的指示。控制器

105、205然后可解锁蒸发器100A、200A以激活蒸发器100A、200A的操作。

[022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用户装置805A和805B上的应用信标可制作成对于某些授权的

管理人员(比如，老师、校长等)可获得。另外，应用信标还可以可选地配置为仅在某些地理

位置(比如，学校、青少年中心、游乐场等)内起作用。在一些方面中，应用信标能够起作用的

位置可由权威者(比如，警察、学校官员、监管机构、蒸发器制造商等)控制并可有益地适于

变化的、确定为针对未达法定年龄使用高风险的人口统计特征或区域。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应用信标可被集合或集用(pool)在一起以形成针对蒸发器使用的集用的或净(net)的通信

范围825或限制区域。在一些方面中，用户装置805A和805B还可分享关于在应用信标的相应

通信范围825A和825B内的蒸发器100A、200A、100B、200B、100C、200C的信息。应用信标的该

动态使用还可允许利用应用信标监控或控制更多的位置，而不是在每个位置处安装硬件信

标。

[0223] 与硬件信标705类似的，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用户装置805A和805B的应用信标还可

说　明　书 34/46 页

38

CN 111771198 A

38



配置为追踪和/或报告在通信范围825A和825B内的蒸发器。例如，与用户装置805A和805B通

信的应用可配置为显示在通信范围825A和/或825B内的列表或图形表示。该追踪可允许应

用或实体的管理员(比如学校或老师)监控哪些蒸发器位于区域内并且在是否该区域内任

何人都已被授权使用。例如，学校的校长、老师或陪护人可监控出现在该一个或多个应用信

标的通信范围内的蒸发器，以确定是否有与该校学生关联的任何蒸发器在该通信范围内被

使用或激活。在一些方面中，应用可允许应用信标的授权用户将任何非期望的或未经授权

的蒸发器使用报告给权威者和/或制造商。该告密或报告功能可允许家长、老师、权威者通

过警告非期望或违法使用的团体而提升对非预期使用的预防。

[022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用户装置805可配置为解锁在通信范围825内的蒸发器100、

200。例如，蒸发器100、200可配置为在所述通信范围825外的位置中被锁定，并且用户装置

805的通信可配置为解锁蒸发器100、200。这样的示例可被用作在总体上禁止蒸发器使用的

区域(比如，学校、机场等)中的标示“吸烟区”。

[0225] 图8B图示出根据一些示例实施方式的用于锁定蒸发器的示例方法850的流程图。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方法850可通过蒸发器100、200、信标705和/或用户装置805A和/或805B

实施。

[0226] 在方框852处，蒸发器100、200可确定其是否处在第二装置的通信范围内。在一些

方面中，判定基于蒸发器100、200接收到来自第二装置(比如，信标705、用户装置805A和/或

用户装置805B)的针对锁定或禁用蒸发器100、200的通信。在一些方面中，通信可包括来自

信标705、用户装置805A和/或用户装置805B的、响应于信标705、用户装置805A和/或用户装

置805B检测到蒸发器100、200处在信标705的通信范围725内和/或处在通信范围825A或

825B内而发送的广播消息。在其它方面中，可响应于信标705接收到来自通信范围725内的

蒸发器100、200的通信，而发送通信。类似地，可响应于用户装置805A和/或805B接收到来自

通信范围825A和/或825B内的蒸发器100、200的通信，而发送通信。另外，在与蒸发器100、

200关联的智能手机上的蒸发器应用也可接收来自信标705、用户装置805A和/或用户装置

805B的通信。

[0227] 在方框854处，蒸发器100、200可响应于蒸发器100、200处在第二装置(比如，信标

705、用户装置805A和/或用户装置805B)的通信范围内的判定而锁定蒸发器100、200，从而

禁用蒸发器100、200的操作。例如，无线电路107、207可接收通信，并且控制器105、205可禁

用蒸发器100、200的一个或多个部件以锁定/禁用蒸发器100、200的操作。在一些方面中，智

能手机上的蒸发器应用可响应于所述通信而锁定蒸发器100、200。例如，蒸发器应用可响应

于接收到来自信标705、用户装置805A和/或用户装置805B的通信而向蒸发器100、200发送

通信。向蒸发器100、200的通信可配置为禁用操作蒸发器100、200。

[0228] 在方框856处，蒸发器100、200可通知蒸发器100、200的用户：装置被锁定。在一些

方面中，输出部115、215可提供蒸发器100、200被锁定的指示。例如，输出部115、215可显示

红光、振动或指示装置被锁定的图标。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100、200可与蒸发器应用

通信来通知用户蒸发器100、200被锁定。例如，蒸发器100、200可与蒸发器应用通信，并且蒸

发器应用可在智能手机或计算设备的显示器上提供装置被锁定的指示。在一些方面中，指

示可包括用以指示蒸发器100、200被锁定的文本、音频、图形、触觉暗示等。

[0229] 在方框858处，蒸发器100、200、蒸发器应用和/或网页可接收与蒸发器的用户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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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在一些方面中，蒸发器100、200、蒸发器应用和/或网页可响应于通知用户蒸发器

100、200被锁定而提示用户输入信息。例如，用户可在蒸发器100、200、蒸发器应用和/或网

页的用户界面中输入身份证明和/或年龄信息(比如，出生日期、驾驶执照号、手机号码、生

物计量学信息、地址等)。在一些方面中，蒸发器应用和/或网页可配置为将所接收的信息通

信到蒸发器100、200。

[0230] 在方框860处，蒸发器100、200、蒸发器应用和/或网页可基于所接收的信息来确定

用户的年龄。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判定可基于本文中所描述的任何认证步骤/方法。例如，蒸

发器100、200、蒸发器应用和/或网页可将所接收的信息发送给验证用户的身份证明和年龄

的第三方服务商。第三方服务商然后可向蒸发器100、200、蒸发器应用和/或网页回复经确

定的年龄。在另一示例中，蒸发器100、200和/或蒸发器应用可包括年龄验证模块，所述年龄

验证模块配置为将所接收的信息进行比较和分析以确定用户的年龄。另外，蒸发器100、

200、蒸发器应用和/或网页可扫描用户的身份证明文档以确定用户的年龄。

[0231] 在方框862处，蒸发器100、200、蒸发器应用和/或网页可基于用户的年龄满足阈值

来解锁蒸发器100、200以激活蒸发器100、200的操作。例如，蒸发器100、200和/或蒸发器应

用的年龄验证模块配置为将用户的所确定的年龄与阈值(比如法定吸烟年龄)进行比较以

确定是否满足阈值。在一些方面中，蒸发器应用和/或网页可响应于满足阈值而向蒸发器

100、200发送通信以解锁装置。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信标705、用户装置805A和/或用户装置

805B可配置为将向蒸发器100、200发送第二通信以解锁装置。例如，信标705、用户装置805A

和/或用户装置805B可接收指示蒸发器100、200已完成二次认证并被授权用于在通信范围

7725、825A和/或825B内使用的通信。信标705、用户装置805A和/或用户装置805B然后可向

蒸发器100、200提供第二通信。

[0232] 还会期望的是，在初始使用蒸发器之后对用户再认证。在一些方面中，当用户用完

料盒和可蒸发材料时，用户可从线上或店内零售商购买另外的供给品。会有益的是，提供第

三次认证来帮助确保这样的蒸发器供给品和料盒被预期消费者而非被非预期用户(比如，

未达法定年龄的儿童)使用。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三次认证可与用户完成蒸发器初始购买

时的首次认证相同或相似。在一些方面中，处理器610可响应于从计算设备600的传感器模

块660或其它部件接收的输入来实施第三次认证和/或锁定。

[0233] 在一些方面中，用户可从线上零售商购买供给品和/或料盒。购买可包括第三次认

证以验证购买者的年龄。例如，为了线上购买蒸发器供给品和/或料盒，用户会被要求输入

他们的身份证明信息、包括他们的年龄。零售商可以以访问包含用户身份证明信息的数据

库(比如，社保局、机动车部分、税务记录等)来验证所输入的信息是正确的，或者零售商可

与具有对这样的信息的访问权并能够验证所输入的消费者信息正确且用户满足任何年龄

阈值的第三方签订合同。另外，零售商可具有对在首次认证期间创建的与该用户关联的用

户配置文件的访问权。第三次认证可包括验证在第三次认证期间输入的信息与在首次和/

或二次认证期间输入的信息或与用户关联的其它信息匹配。

[0234] 第三次认证可包括多步骤认证过程，其中在用户输入其信息(比如，联系信息)之

后，零售商、制造商等可向用户发送码(比如，经由应用、文本消息、电子邮件消息等)以便用

户在可完成购买前输入。如果用户输入正确的码，则销售可被授权，如果不是，则销售交易

会被终止。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用户使用的信息可被存储来创建用户配置文件，如果在首次

说　明　书 36/46 页

40

CN 111771198 A

40



或二次认证期间未被创建过。用户配置文件可被存储在蒸发器处、应用处、服务器处或其它

计算装置处。

[0235] 在一些方面中，用户可通过蒸发器应用来购买蒸发器供给品和/或料盒。应用可将

用户配置文件存储在确认用户年龄的数据库中。如果用户配置文件尚未被创建，则应用可

提示用户输入所需的信息以验证用户的年龄。在一些方面中，应用可将这样的信息发送给

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以从而验证用户的年龄和/或身份。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应用会需要第三

次认证来允许对蒸发器供给品和/或料盒的购买。第三次认证可包括验证指纹与用户配置

文件中所存储的指纹(比如，在首次和/或二次认证期间输入的)匹配。第三次认证可还包括

任何单步骤或多步骤的认证过程。例如，应用可将消息发送到电子邮件地址、手机号码或其

它联系地址。消息可包括为了完成购买用户须输入在应用中的码。第三次认证可还包括任

何其它的生物计量学验证(比如，语音验证、面部识别等)。

[0236] 在其它实施方式中，用户可在店内零售商处购买蒸发器供给品和/或料盒。零售商

可实施第三次认证来验证用户的年龄和/或身份以从而完成购买。例如，零售商可视觉检查

用户的身份证明文件(比如，驾驶执照、护照等)，以验证用户的年龄和/或身份。零售商可还

刷取或扫描条形码、QR码或身份证明文件的其它加密码以读取和验证消费者的年龄和/或

身份证明。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零售商可将所述年龄/身份证明手动输入或扫描到验证消费

者的身份和/或年龄的计算机应用中。例如，零售商可配备有平板设备、膝上型计算机、台式

机或者运行与蒸发器关联的应用的其它计算装置。用户或零售商可通过所述应用登记用户

并将其身份证明及年龄相关信息提供给应用。应用然后可实施第三次认证来验证消费者的

年龄和/或身份。在一些方面中，应用可以与蒸发器应用数据库或第三方系统通信来完成第

三次认证。第三次认证可包括验证在第三次认证期间输入的信息与在首次和/或二次认证

期间输入的信息或者与用户关联的其它信息匹配。

[023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三次认证可包括与本文中所描述的硬件信标和应用信标相

关的认证。例如，当蒸发器位于硬件信标和/或应用信标的通信范围内时，第三次认证会被

提示。在一些方面中，硬件信标和/或应用信标可在出售蒸发器供给品和/或料盒的零售店

中实现。

[0238] 除了本文中所描述的认证方案之外或者替代本文中所描述的认证方案，还会期望

的是，对蒸发器用户授权使用蒸发器设备和/或供给品进行定期核查或重新认证。还会期望

的是，确保重新认证不过度烦琐或耗时而减损用户体验。相应地，还会有益的是，包含第四

次认证以验证年龄和/或身份和解锁蒸发器以供使用。在一些方面中，处理器610可响应于

从计算设备600的传感器模块660或其它部件接收的输入而实施第四次认证和/或锁定。

[023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应用和/或蒸发器可以与实施定期重新辨识和/或授权的加密

锁通信。在一些方面中，蒸发器和/或应用会要求用户输入码以解锁蒸发器。例如，码可被编

程为用户配置文件和/或装置配置文件的一部分。另外，码可随机生成并发送到与用户关联

的通信地址或通信号以便用户经由蒸发器和/或应用输入。码可包括数字、字母、手势、声

音、语音、生物计量学特征等的任何组合。例如，码可包括在蒸发器或计算设备的指纹扫描

器上输入用户的指纹。码可还包括用户利用蒸发器或计算设备的虹膜扫描器输入对用户虹

膜的扫描。

[0240] 在一些方面中，运行蒸发器应用的计算设备可被用于提供第四次认证。例如，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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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可仍保持在锁定位置中，除非蒸发器设备在运行所述应用的计算设备的某接近度内。在

一些方面中，应用可能正在运行消费者的智能手机并且蒸发器仍保持锁定，直至智能手机

处在与蒸发器的接近度阈值内为止。在一些方面中，蒸发器和/或计算设备可通过

Bluetooth、近场通信(NFC)、WiFi、超声波、ZigBee、RFID、蜂窝通信或任何其它无线通信来

检测所述接近度。

[024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四次认证可包括与本文中所描述的硬件信标和应用信标相

关的认证。例如，当蒸发器位于硬件信标和/或应用信标的通信范围内时，第四次认证可被

提示。在一些方面中，硬件信标和/或应用信标可在针对未达法定年龄或未经授权使用的高

风险区域(比如，学校、游乐场、青少年中心等)中被实现。在其它方面中，第四次认证可包括

基于位置信息的接近度检测。例如，应用和/或蒸发器可接收GPS或指示蒸发器和/或用户在

某位置(比如，学校、游乐场、青少年中心等)的接近度阈值内的其它位置信息。如果蒸发器

处在接近度阈值内，则蒸发器会锁定或者应用会锁定蒸发器。在一些方面中，用户可重新认

证以从而解锁在接近度阈值内的蒸发器。在其它方面中，用户会被限制解锁或操作在所述

接近度阈值内的蒸发器。

[0242] 所描述的任何认证技术及机制可单独地或组合地使用来提供抵制蒸发器和/或蒸

发器供给品的非预期和非期望用户的保护。

[0243] 如本文中其它地方论述的，本文中所描述的任何设备(比如，蒸发器和/或隶属的

app)可包括位置服务(GPS)。

[0244] 例如，直接从来源采买用于蒸发器的料盒的用户可使用app来准确了解用户具有

多少料盒以及他们已剩下多少。零售商可使用该信息，以提议用户来在它们(料盒)即将用

尽时自动订购更多。

[0245] 在本文中所描述的任何设备中，app和/或蒸发器可包括GPS，或者可与GPS通信来

确定蒸发器的位置。位置信息可用于：告知用户最近的零售商以购买更多料盒，利用位置服

务进行递送，通过智能手机订购(比如，与自动重新填充组合的使用追踪器)，和/或告知用

户关于电子烟和大麻使用的相关当地法律。

[0246] 位置信息还可用于禁用被确定为定位在或位于不允许蒸发器使用的一个或多个

区域处或中的蒸发器。例如，特定的区域或地区可被建立，并且如果蒸发器进入这样的区域

或来到与所述区域的预限定的范围内，则蒸发器可自动禁用或在给出提醒后被禁用。这样

的区域可包括例如学校周边的限定外周或者不允许使用蒸发器的特定位置(比如商店)内。

另外，不允许蒸发器使用的特定位置可由一名或多名个人设立(比如，个人的房屋)。为了建

立所述区域/地区/位置，物理信标装置(比如，信标705和/或805)可被安装来辨识所述区

域/地区/位置。当蒸发器处在所述信标的范围内时，蒸发器将无法开机，或者蒸发器将关

机。替代地，地理围栏可被使用来建立不允许在其中使用蒸发器的区域/地区/位置。利用配

对到用户的手机或移动装置的蒸发器，或者通过使用蒸发器的位置服务，当蒸发器处在限

定的地理围栏区域/地区/位置内时，蒸发器会被禁用。

[0247] 用于与一个或多个蒸发器一起使用的具有本文中所描述的许多特征的应用软件

的示例参考图10A-12J来描述。本文中在图10A-12J中所描述的每张用户界面(UI)屏幕都可

由用户装置305、805和/或计算设备600的用户界面650生成。例如，用户装置305可包括存储

器620，所述存储器620存储指令，所述指令用于执行在用户装置305上运行的蒸发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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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器610可执行这些指令并可利用显示器630和/或用户界面650生成示例性的UI。示例性

的UI也可基于经由显示器630和/或用户界面650接收的用户输入来生成。示例性的UI还可

基于与蒸发器100、200、远程服务器307、信标705、其它用户装置305、805和/或其它装置的

通信来生成。通信可利用用户装置305的网络接口640和/或天线690、蒸发器100、200和/或

任何其它装置来接收。

[0248] 如本文中所指出的，当前主题的实施方式包括蒸发器和包括与蒸发器通信的装置

的蒸发器系统的各种使用方法。图9图示出根据某些示例实施方式的用于认证蒸发器的用

户的方法900的流程图。在不同实施方式中，方法900(或方法900的至少一部分)可由以下中

的一者或多者实施：蒸发器100、蒸发器200、用户访问装置305、远程服务器307、计算设备

800、其它相关设备和/或它们的某部分。

[0249] 方法900可以从可选的方框910开始，其中设备900例如可锁定蒸发器以停用蒸发

器的操作。方法900可前进到操作方框920，其中设备900例如可接收与蒸发器的用户关联的

信息。在一些方面中，所述信息可包括年龄和/或身份证明信息(比如，出生日期、地址、社会

安全号码、执照号等)。方法900可前进到操作方框930，其中设备900例如可确定蒸发器的用

户的年龄。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可确定所述年龄或从服务商和/或应用接收对所述年

龄的判定。方法900可前进到操作方框940，其中设备900例如可基于所确定的用户的年龄满

足阈值(比如，法定年龄)而解锁蒸发器以激活蒸发器的操作。

[0250] 图10A-10E示出了对于可与如本文中所描述的蒸发器一起使用的应用(app)的用

户界面(UI)，包括用于访问蒸发器和/或隶属的蒸发器数据分析、数据收集和数据处理系统

(包括app自身)的初始或随后的年龄/身份认证协议。图10A图示出配置为允许用户在UI的

一个或多个栏位中输入年龄/身份信息的对于app的用户界面，并且图10B图示出允许用户

扫描身份证明文件(比如，驾驶执照)的正面或第一侧的对于app的用户界面屏幕。图10C图

示出允许用户扫描身份证明文件的背面或第二侧的对于app的用户界面屏幕。图10D图示出

指示app正在验证所输入/扫描的用户信息的对于app的用户界面屏幕。图10E图示出指示用

户已或验证/认证来使用蒸发器的对于app的用户界面屏幕。

[0251] 图11A-11B图示出可被用作用于寻找、查验和/或核查蒸发器状态的app界面的一

部分的UI屏幕。在图11A中，UI包括与蒸发器关联的命名、用以定位蒸发器的按钮和用以查

验蒸发器的按钮。图11B示出带有蒸发器被锁定的指示的图11A的UI屏幕。

[0252] 图12A-12J图示出可被用作能与如本文中所描述的蒸发器一起使用的app界面(比

如，与智能手机连接)的一部分的UI屏幕，包括用于访问在信标通信范围内的蒸发器和/或

隶属的蒸发器数据分析、数据手机和数据处理系统(包括app自身)的初始或随后的信标协

议。图12A图示出配置为允许用户创建账户或登录到用户账户的对于app的用户界面。图12B

图示出允许用户在一个或多个栏位中输入信息(比如，电子邮件地址、密码等)以创建账户

的对于app的用户界面屏幕。图12C图示出用以创建账户的向UI栏位中的示例性输入的对于

app的用户界面屏幕。图12D图示出允许用户向其它用户发送邀请以便他们创建账户或允许

用户跳过该过程的对于app的UI屏幕。图12E图示出指示应用正在搜索处在app和/或信标的

通信范围内的信标的对于app的用户界面屏幕。图12F图示出指示应用已找到在app和/或信

标的通信范围内的信标并包含用以命名信标的栏位的对于app的用户界面屏幕。图12G图示

出指示应用已找到在app和/或信标的通信范围内的命名为“Girl’s  Bathroom  Quad”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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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对于app的用户界面屏幕。图12H图示出对于app的用户界面屏幕，所述用户界面屏幕指

示包括地图，所述地图示出对信标位置的指示，并且所述用户界面屏幕还包括带有名称的

标示信标列表和所列举的信标的状态。图12I图示出对于app的用户界面屏幕，所述用户界

面屏幕指示信标列表中的一个信标已被选定，并向用户提供investigate(调查)或clear

(跳过)被所选信标(比如，Girl’s  Bathroom  Quad)检测到的蒸发器的选项。图12J图示出对

于app的用户界面屏幕，所述用户界面屏幕指示在图12I中选择为investigation(调查)后

供用户选择的选项。选项包括将所述调查指派给个人(比如，我、Jane  Smith、Sharon  Kim、

Dave  Rodriguez)。

[0253] 本文中所描述的任何app还可适于与对料盒和/或可蒸发材料的检测、包括自动检

测一起使用。app可为检测/认证提供指令，或者app的操作可基于所检测到的料盒、信标、第

二装置等而被自动调节/自定义。

[0254] 年龄验证。图17-31图示出可显现在与蒸发器通信的通信装置上所安装的app中的

示例用户界面(比如，作为用户移动装置上的“app”或其它软件的一部分)。图17-31的用户

界面涉及年龄验证特征，所述年龄验证特征可在提供数据以及蒸发器特定控制用于防止蒸

发器的未经授权和/或未达法定年龄的使用、购买等方面提供益处。在一个实施方式中，蒸

发器可配置为仅在经由用户界面成功完成年龄验证过程之后才开启功能。在另一实施方式

中，蒸发器可配置为响应于未在购买之后的阈值时长内完成年龄验证过程而禁用。

[0255] 可使用图14的app屏幕视图或类似的办法来提示蒸发器的用户实现装置年龄验证

特征。在一个示例中，可提示用户通过同意进行年龄验证来进入年龄验证过程。替代地，响

应于用户“opting-out(选择退出)”年龄验证过程和/或处于阈值年龄以下，蒸发器可配置

为禁用功能。阈值年龄可基于用户的地理区域的消费法律和/或其它考虑因素。

[0256] 图18-21的屏幕视图示出待在选择并同意年龄验证特征之后向用户呈现的视图。

该屏幕可提示用户输入个人用户信息(比如，用户的姓名或手机号码)。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其它的用户信息也会被要求，比如社会安全号码、驾驶执照、身份证、信用历史、面部识别

等。响应于用户输入用户信息，年龄验证特征可配置为利用一种或多种验证方法来验证用

户的年龄。例如，可利用双因子认证(比如，经由文本消息接收码)来验证用户的姓名和手机

号码。用户然后可接收到包含有唯一或“一次使用”的数字和/或字母数字的安全码的认证

消息，如在图22中示出的。

[0257] 如图23和图24中所示，用户可被提示输入他们接收到的安全码。在用户输入安全

码之后，可使用图17的app屏幕视图或类似的办法来通信用户信息正在被验证。用户信息可

利用以下中的一者或多者验证：第三方验证系统、用户信息数据库和/或其它的验证方法。

验证过程的时长可被显示(比如，“under  a  minute(在一分钟以下)”和/或其它时长)。响应

于成功验证用户信息，可经由图26的app屏幕视图或类似的办法通知用户。然而，如果用户

信息无法被验证，则可经由图27的app屏幕视图或类似的办法来通知用户，并且可提示用户

提供另外的用户信息来继续年龄验证过程。

[0258] 响应于未验证的用户继续验证过程，可使用图28-31的屏幕视图或类似的办法来

提示用户提供用户信息证明文件，比如有效的驾驶执照、州身份证、护照、社会安全号码和/

或其它信息。app可配置为访问用户装置的一个或多个特征(比如摄像机特征)来捕获、扫描

或以其它方式存档用户信息。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可使用面部识别来验证和认证由用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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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照片身份证明。响应于用户信息文档和/或图像的递交，可使用图31的app屏幕视图或

类似的办法来通信用户信息正在被验证。在一些实施方式中，验证时间的预估时长和/或状

态条可被显示。响应于成功验证用户信息，可经由图26的app屏幕视图或类似的办法通知用

户。

[0259] 在年龄验证过程已完成之后，蒸发器可配置用于激活，这通过经由图32的app屏幕

视图或类似的办法来提示一种或多种用户动作、比如摇晃蒸发器和/或其它的用户输入而

实现。可提供对蒸发器激活的确认，如图33中示出的。

[0260] 在当前主题的一些实施方式中，响应于用户退出和返回到app，可提供诸如图34中

所示的屏幕视图。新用户可发起年龄验证过程，或者返回的、已验证的用户可“Log  In(登

录)”到他们的关联用户账户。登录后的已验证的用户然后可访问app的另外的特征，包括蒸

发器到移动装置或其它用户装置的配对过程，如图35中所示的。可由app向登录后的已验证

的用户提供快速入门指南和/或其它用户引导指导(比如，被配置来使用户熟悉蒸发器的用

户手册和/或使用教程)。还可提供另外的教导和习惯管理程序，如本文中进一步描述的。

[026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激活之后，装置可在用户几乎没有要求动作的背景下定期

重新验证。例如，蒸发器会被要求与用户装置定期连接(比如，每周一次、每两周一次和/或

每个其它的时长一次)，如图36中所示。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年龄验证过程会仅响应于特定

料盒类型(比如，香味型料盒)插入到蒸发器中而被要求。

[0262] 图37-39描述了用于确保蒸发器的适龄使用的一种或多种年龄验证方法。如图37

中所示，在店内进行的首次装置购买会需要以下步骤中的一项或多项以供年龄验证和/或

激活装置：(1)在店内购买停用的装置；(2)开箱并下载移动app；(3)对照公共记录进行年龄

验证；(4)使蒸发器通过经由Bluetooth和/或其它连接配对到用户装置而激活；和/或(5)自

动重新验证装置。在店内进行的随后的装置购买会需要以下步骤中的一项或多项以供年龄

验证和/或激活装置：(1)在店内购买停用的装置；(2)使蒸发器通过经由Bluetooth和/或其

它连接配对到用户装置而激活；和/或(3)对装置进行自动重新验证。在线上进行的首次装

置购买会需要以下步骤中的一项或多项以供年龄验证和/或激活装置：(1)创建并年龄验证

线上账户，以及作出线上购买；(2)接收停用的装置、开箱以及下载移动app；(3)利用线上账

户证书登录到app；(4)使蒸发器通过经由Bluetooth和/或其它连接配对到用户装置而激

活；和/或(5)自动重新验证装置。

[0263] 如图38A中所示，用于确保蒸发器的适龄使用的年龄验证方法的另一实施例可包

括以下步骤中的一项或多项以供年龄验证和/或解锁蒸发器：(1)开箱蒸发器和/或料盒；

(2)下载app；(3)年龄验证；(4)使蒸发器通过经由Bluetooth和/或其它连接配对到用户装

置而解锁；和/或(5)自动重新验证装置。在用于确保蒸发器的适龄使用的年龄验证方法的

如图38B中所示的仍另一实施例中，方法可包括以下步骤中的一项或多项以供年龄验证和/

或解锁蒸发器：(1)开箱蒸发器和/或料盒；(2)读取所提供的青少年防护信息；(3)下载app；

(4)对照公共记录进行年龄验证；(5)使蒸发器通过经由Bluetooth和/或其它连接配对到用

户装置而激活。

[0264] 如图39中所示，用于确保蒸发器的适龄使用的年龄验证方法的另一实施例可包括

以下步骤中的一项或多项以供经由用户界面的年龄验证：(1)提供欢迎屏幕；(2)提供用户

引导信息并提示输入年龄验证信息；(3)利用认证验证用户信息；和/或(4a)提供成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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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验证的通知；或(4b)要求另外的年龄验证信息。

[0265] 在利用本文中所描述的一种或多种方法用户年龄被验证并且他们关联的蒸发器

被解锁之后，用户会被要求定期重新认证他们自己。重新认证会每天一次、每特定几天一

次、每周一次、每特定几周一次、每月一次、每特定几月一次被要求等等。在一些实施方式

中，蒸发器会要求每两周一次重新认证。重新认证可经由用户装置的使用来发生，所述用户

装置执行能够与蒸发器通信的特定应用，比如本文中所描述的这些。例如，重新认证会要求

用户定期通过应用将他们的蒸发器与用户装置电子配对(比如，经由Bluetooth)。在一些方

面中，被要求进行重新认证的时间段可在蒸发器检测到其不再配对到用户装置之后开始，

可在每次蒸发器检测到其被配对到用户装置时重新开始，可与最近的配对无关地开始(比

如，基于通过执行应用实现的特定重新认证程序来重新开始)等等。

[026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用户已利用本文中所描述的一种或多种方法被年龄验证之

后，在用户装置上执行的应用可存储指示用户已年龄验证的对于该用户的证书(比如，具有

与用户账户关联的对于“年龄验证”栏位的特定值的用户账户信息)。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证

书可被创建作为注册过程的一部分，所述注册过程利用在用户装置上执行的应用来实现。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用户装置可在初始账户设立和/或用户进行年龄验证之后从服务器接

收证书或证书的某部分。例如，如果用户利用网页浏览器、专门的自助服务终端(kiosk)、两

步骤验证(比如，经由电子邮件、SMS等)和/或与在用户装置上执行的应用不相关的其它方

法来对他们自己进行年龄验证，则配置用于与用户装置通信的服务器可将证书或证书的某

部分发送给用户装置。在一些方面中，用户仅会被允许(重新)验证他们自己用于解锁用户

装置的目的，如果用户装置上存储的证书指示用户已年龄验证。在一些方面中，利用已年龄

验证的用户账户购买的装置可被激活运送，但仍会要求在指定的时间段内进行(重新)认

证。

[0267] 在一些方面中，可禁限用户在特定时间内购买的蒸发器和/或用于与蒸发器一起

使用的料盒的特定数量。例如，在一些方面中，可禁限用户一个月(比如，公历月或者基于最

后一次购买蒸发器滚动)内购买多于一个、两个、三个装置等。在一些方面中，可禁限用户一

个月(比如，公历月或者基于最后一次购买料盒组滚动)内购买超过十个、十五个、二十个料

盒组(例如，每组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等料盒)等。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用户的购买可通

过不止一个源被追踪。例如，用户在特定时间内的累积购买可基于通过用户装置、网页浏览

器、自助服务终端、零售点(比如，经由零售点系统)、线上零售商、配置用于与其中一者或多

者通信的服务器等接收的数据被确定。为了追踪用户的累积购买量，用户会被要求使用已

年龄验证的用户账户来用于每次购买。

[0268] 为了防止用户创建多个用户账户，对于每组唯一的证书(比如，仅标识一个人的唯

一信息)，用户会被禁限到一个账户。为了确定一组证书是否唯一，系统(比如，经由服务器)

会要求用户提供有效的姓名、出生日期、永久地址以及他们社会安全号码的最后四位数字。

该信息可通过第三方进行验证和/或与公共可获得的记录交叉参考来确认该名人员在他们

的位置/司法管辖范围中成年。如果用户的公共记录无法匹配或者他们不希望提供他们的

社会安全号码，则用户会被要求上传或刷取(通过读卡器)有效的政府颁发的ID用于合规性

审查。在一些方面中，用户会被要求通过多因子认证来验证他们自己。例如，为了创建用户

账户，用户会被要求提供手机号码且然后在继续进行之前提供向该手机号码发送的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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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方面中，仅当电话号码被获知为与具备购买蒸发器的法定年龄的人员关联时，码才会

被发送到手机。在一些方面中，与电话号码关联的SIM卡会被验证，并且仅当SIM卡被认证时

(比如，SIM卡与所提供的手机号码关联时)，用户才会被允许使用向所述手机号码发送的

码。另外或替代地，用户会被要求上传或刷取(通过读卡器)有效的政府颁发的ID并通过面

部识别接口(比如，通过执行用户装置上用于账户创建的应用来提供)扫描他们的面部。为

了防止用户使用来自不同用户的多个用户账户，用户会被要求在每次他们使用用户账户用

于购买时验证他们自己，比如通过ID(比如，驾驶执照)、面部识别等的电子验证。

[026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自助服务终端或其它装置可被配置用于装置激活。例如，自助

服务终端可配置为接收用户输入以按照本文中所描述的方法对用户进行年龄验证。在用户

被年龄验证之后，自助服务终端可向用户提供带有码(比如，条形码、QR码、数值、字母数字

串等)的收据以便呈示给商店职员。商店职员可扫描或将所述码输入到系统中，在允许商店

将蒸发器或料盒销售给用户之前，所述系统指示用户可购买什么。在一些方面中，自助服务

终端可连接(比如，物理地、电子地和/或与之通信地)到带有蒸发器和/或料盒的自动贩卖

机。在用户经年龄验证并进行购买之后，自动贩卖机可将购买的东西分发给用户。

[0270] 在一些方面中，自动贩卖机中存储的蒸发器会被停用和/或在用户可使用蒸发器

之前要求认证(比如，经由本文中所描述的一种或多种装置配对方法)。在一些方面中，蒸发

器可能未被配置用于与用户装置无线通信。相应地，防止这样的蒸发器基于装置上存储的

信息、比如蒸发器中的注册表(比如，1比特)来激活。为了激活装置，用户会被要求使装置置

于与自主服务终端通信的接口中。在用户经年龄验证且蒸发器被置于所述接口中之后，自

主服务终端可配置为改变注册表的值以解锁装置。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接口可包括带有电

子接口的支架和/或缆线，所述电子接口能够通过内置到蒸发器中的接口(比如，USB或其它

数据通信接口，比如一个或多个针)与蒸发器通信。在装置被解锁之后，与蒸发器关联的序

列号或其它唯一标识、激活日期、购买日期等可被与用户账户关联以用于追踪目的。尽管自

主服务终端被描述，然而能够在没有无线通信的情况下与装置通信的任何装置都可被使

用。

[0271] 在一些方面中，用户会被允许购买超过设置限制的蒸发器和/或料盒，但蒸发器

和/或料盒会被扣留(hold)直至用户高于该设置限制的当前时间段过期为止。例如，如果禁

限用户每个月购买超过两个蒸发器而用户尝试在同一月份(公历月或基于购买第一蒸发器

的滚动月份)内购买第三蒸发器，则蒸发器会被扣留直至该月过去为止。当该月过去，蒸发

器会被发放给用户(比如，自动运送)。另外或替代地，会限制用户每个指定时间段间的激活

数量(比如，每个月两次激活)。激活可通过服务器追踪，所述服务器配置用于与多个配置用

于蒸发器激活的装置(比如，执行专用应用的用户装置等)通信。在示例实施方式中，如果禁

限用户每个月激活超过两个蒸发器而用户尝试在同一月份(公历月或基于激活第一蒸发器

的滚动月)内激活第三蒸发器，则配置用于蒸发器激活的装置在该月过去之后才会允许用

户激活所述装置。装置可通知用户他们已超过其激活限制和/或向用户提供指示他们何时

将能够激活蒸发器的信息。在用户退回装置的情况中，用户账户可在特定的时间期间内存

入附加的激活。

[0272] 在一些方面中，除了禁限每个月购买和/或激活的蒸发器的特定数量以外，还会禁

限用户每年购买和/或激活的蒸发器的特定数量。例如，可阻止用户每个月购买和/或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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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两个蒸发器以及每年超过十个装置。

[027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当用户使用用户账户来购买或激活蒸发器时，序列号、MAC地

址或其它与蒸发器、激活日期、购买日期等关联的唯一标识会被与用户账户关联以用于追

踪目的。在用户账户被确定与不当活动(比如，向未成年人提供蒸发器、将蒸发器运送到其

它司法管辖范围等)关联时，则会阻止/防止用户账户进行另外的购买或激活。

[0274] 在一些方面中，满足年龄验证的要求会另外或替代地基于GPS信息。例如，基于所

确定的GPS位置，用户会被提示提供用于年龄验证的、对于基于覆盖该GPS位置的司法管辖

范围的身份证明充分的特定文件，比如驾驶执照或护照、仅护照等。

[0275] 身份系统的另一有用的实施方式会是购买点和/或料盒追踪信息。料盒最开始被

购买的位置和/或日期以及卖主信息从法律和安全观点两者和/或从营销观点来看会是有

益的。例如，如果料盒被发现为某未成年人所拥有，那么料盒的购买信息可辨识出卖主是否

在购买点处实施年龄验证或者料盒是否由某“成年”人购买并被提供给未成年人。

[0276] 当特征或元件在本文中被称为是在另一特征或另一元件“上”时，所述特征或元件

可直接处在另一特征或元件上，或者也可能存在中间特征和/或元件。相反，当特征或元件

被称为是“直接处在”另一特征或元件“上”时，则不存在中间特征或元件。还将理解的是，当

特征或元件被称为是“连接”、“附连”或“联接”到另一特征或元件时，所述特征或元件可直

接地连接、附连或联接到另一特征或元件，或者可能存在中间特征或元件。相反，当特征或

元件被称为是“直接连接”、“直接附连”或“直接联接”到另一特征或元件时，则不存在中间

特征或元件。

[0277] 尽管相对于给定示例描述或示出，然而这样描述或示出的特征和元件可适用于当

前主题的其它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还将理解的是，对与另一特征“相邻”设置的结构

或特征的引用可具有叠覆或底衬所述相邻特征的部分。

[0278] 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仅出于描述特定实施例和实施方式的目的，并不意图是限制

性的。例如，如本文中所使用的，单数形式的“一”、“一个”和“该”也意图包括复数形式，除非

上下文另外清楚地指示。另外将理解的是，术语“包括”和/或“包含”当用于该说明书中和权

利要求书时明确指出所陈述的特征、步骤、操作、元件和/或部件的存在，但不排除存在或添

加一个或多个另外的特征、步骤、操作、元件、部件和/或它们的组群。

[0279] 在本文中的描述中以及在权利要求书中，诸如“……中的至少一者”或“……中的

一者或多者”的短语可出现在元件或特征的接连列举之后。术语“和/或”也可出现在两个或

更多个元件或特征的列举中。除非另外与这样的短语所用于的语境隐含地或明显地矛盾，

否则这样的短语意图表示所列举的元件或特征中的任何单独地、或者所列举的元件或特征

中的任何与另外列举的元件或特征中的任何组合。例如，短语“A和B中的至少一者”、“A和B

中的一者或多者”和“A和/或B”每个意图表示的是“A独自、B独自、或A与B一起”。相似的解读

也意图用于包括三项或以上的列举。例如，短语“A、B和C中的至少一者”、“A、B和C中的一者

或多者”和“A、B和/或C”每个意图表示的是“A独自、B独自、C独自、A与B一起、A与C一起、B与C

一起、或A与B与C一起”。术语“基于”在本文中以及在权利要求书中的使用意图表示的是“至

少部分地基于”使得未列举的特征或元件也是允许的。

[0280] 诸如“在……之下”、“在……下方”、“下”、“在……之上”、“上”等的空间相关术语

可出于描述的容易而用在本文中，以描述如附图中所图示的一个元件或特征与另一元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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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的关系。将理解的是，空间相关术语意图包含除附图中所绘取向之外装置在使用或操

作中的不同取向。例如，如果装置在附图中是倒置的，则描述成在其它元件或特征“之下”或

“底下”的元件于是将会取向成在其它元件或特征“之上”。因此，示例性术语“在……之下”

既可包括“在……之上”的取向，也可包括“在……之下”的取向。装置可以另外地取向(旋转

90度或成其它的取向)，且本文中所使用的空间相关描述信息元对应性地解释。相似地，术

语“向上”、“向下”、“竖直”、“水平”等仅出于阐述的目的用在本文中，除非另外明确地指示。

[0281] 尽管术语“第一”和“第二”可用于本文中以描述各种特征/元件(包括步骤)，然而

这些特征/元件将不受这些术语限制，除非上下文另外指示。这些术语可用于区分一个特

征/元件与另一特征/元件。因此，在不偏离本文中所提供的教导的情况下，以下所论述的第

一特征/元件可被称为第二特征/元件，且相似地，以下所论述的第二特征/元件可被称为第

一特征/元件。

[0282] 贯穿本说明书及所附的权利要求书，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否则词语“包括”及诸

如“包含”和“含有”的变型指的是各种部件可被结合地用在方法和物品(比如，包括装置的

组成和设备以及方法)中。例如，术语“包括”将被理解为暗含包含任何所陈述的元件或步骤

的包括、但不排除任何其它的元件或步骤。

[0283] 如本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中所使用的，包括如示例中所使用的，并且除非另外明

确地指明，否则所有数字都可被理解成词语前加有“约”或“大约”，即使该术语没有明示出

现。当描述大小和/或位置时，可使用短语“约”或“大约”，以指示所描述的值和/或位置处在

值和/或位置的合理预期范围内。例如，数值可具有为所陈述值的+/-0.1％的值(或值的范

围)、为所陈述值的+/-1％的值(或值的范围)、为所陈述值的+/-2％的值(或值的范围)、为

所陈述值的+/-5％的值(或值的范围)、为所陈述值的+/-10％的值(或值的范围)等。本文中

所给出的任何数值还应理解成包括约该值或大约该值，除非上下文另外指示。例如，如果值

“10”被公开，则“约10”也被公开。本文中所列举的任何数值范围意图包括包含在所述数值

范围中的所有子范围。还理解的是，当一个值被公开时，“小于或等于”所述值、“大于或等

于”所述值以及在各值之间的可能范围也被公开，如本领域技术人员所恰当理解的。例如，

如果值“X”被公开，则“小于或等于X”以及“大于或等于X”(例如，在X为数值的情形下)也被

公开。还理解的是，贯穿本申请，数据以多种不同形式被提供，并且该数据代表端点和起始

点以及对于数据点的任何组合的范围。例如，如果特定的数据点“10”和特定的数据点“15”

被公开，理解的是，大于、大于或等于、小于、小于或等于以及等于10和15连同在10与15之间

也被认为公开。还理解的是，在两个特定单元之间的每个单元也被公开。例如，如果10和15

被公开，则11、12、13和14也被公开。

[0284] 尽管本文中描述了各种图示实施方式，然而在不偏离本文中的教导的条件下，可

对不同实施方式作出任何多种变化。例如，实施各种所述方法步骤依照的顺序常常可在替

代实施例中被变化，并且在其它替代实施方式中，一个或多个方法步骤可整个被跳过。各种

装置及系统实施方式中的可选的特征可以包括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而不包括在其它实施方

式中。因此，以上的描述主要出于示例性目的提供，并且不应解释为限制权利要求的范围。

[0285] 本文中所描述主题的一个或多个方面或特征可以以如下实现：数字电子电路、集

成电路、特别设计的专用集成电路(ASIC)、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计算机硬件、固件、软

件，和/或它们的组合。这些各种方面或特征可包括采用一个或多个计算机程序的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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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述一个或多个计算机程序可在包括至少一个可编程处理器的可编程系统上执行和/

或解译，可编程系统可以是专用的或通用的，联接成从存储系统、至少一个输入装置和至少

一个输出装置接收数据和指令，并向所述存储系统、至少一个输入装置和至少一个输出装

置发送数据和指令。可编程系统或计算系统可包括客户端和服务器。客户端和服务器常规

上远离彼此，且通常通过通信网络交互。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联系借助相应计算机上运行的

计算机程序以及彼此具有客户端-服务器关系而产生。

[0286] 也可称为程序、软件、软件应用、应用、部件或代码的这些计算机程序包括用于可

编程处理器的机器指令，并可以以高级程序语言、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函数编程语言、逻

辑编程语言实施和/或以汇编/机器语言实施。如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机器可读介质”指

的是用于向可编程处理器提供机器指令和/或数据的任何计算机程序产品、设备和/或装

置，比如例如磁盘、光盘、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PLD)，包括接收机器指令作为机器可读

信号的机器可读介质。术语“机器可读信号”指的是用于向可编程处理器提供机器指令和/

或数据的任何信号。机器可读介质可以非暂时性地存储这样的机器指令，比如例如像非暂

时性固态存储器或磁性硬盘驱动器或任何等同的存储介质那样。机器可读介质可替代地或

另外地以暂时性方式存储这样的机器指令，比如例如像与一个或多个物理处理器内存关联

的处理器缓存或其它随机存取存储器那样。

[0287] 为了提供用于与用户的交互，本文中所描述的主题的一个或多个方面或特征可在

计算机上实现，所述计算机具有显示装置、比如例如阴极射线管(CRT)或液晶显示器(LCD)

或发光二极管(LED)监视器，以便向用户显示信息，并且所述计算机具有键盘和指示装置、

比如例如鼠标或追踪球，用户可通过所述键盘和指示装置向计算机提供输入。也可使用其

它种类的装置来提供用于与用户的交互。例如，向用户提供的反馈可以是任何形式的感觉

反馈、比如例如视觉反馈、听觉反馈或触觉反馈；并且来自用户的输入可以以任何形式被接

收，包括但不限于声响输入、语音或触觉输入。其它可行的输入装置包括但不限于触摸屏或

其它触敏装置、比如单点或多点电阻式或电容式触控板、语音识别硬件和软件、光学扫描

仪、光学指针、数字图像捕获装置及关联的解译软件等等

[0288] 本文中所包括的示例和说明借由图示的方式且非限制的方式示出了主题可实践

于其中的特定实施方式。如所提及的，可使用其它的实施方式，并且其它实施方式可从所述

特定实施方式得到，使得在不偏离本公开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作出结构和逻辑上的替换和变

化。发明主题的这样的实施方式在本文中可由术语“发明”单独或共同指代，这种指代仅出

于方便的缘故，并且如果事实上公开了多于一项发明，则不意图将本申请的范围主动地限

制于任何单个的发明或发明构思。因此，尽管本文中图示并描述了特定的实施方式，然而计

划用于实现相同目的的任何布置结构可替换所示的特定实施方式。本公开意图涵盖不同实

施例的任何及全部的改型或变型。在阅读以上的描述之后，以上实施方式的组合以及本文

中没有具体描述的其它实施方式对本领域技术人员将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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