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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Provided i s an atomizer. A n oil storage chamber (103), an atomization chamber (104) and a heating component (105)
are provided in an atomizer body (100). A receiving chamber (200) i s provided in a suction nozzle component (101). Smoke formed
by atomization in the atomization chamber (104) i s used to heat tobacco (201) in the receiving chamber (200) to generate mixed smoke
so that during smoking, smoke flows from the atomization chamber (104) to the receiving chamber (200), and heats the tobacco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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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ing device. A second smoke channel (501) i s provided in the suction nozzle component (101), so as t o ensure that at least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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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ble water as the time of using the atomizer incr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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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 要 ： 一 种 雾 化 器 ， 在 雾 化 器 主 体 （100 ) 内 设 置 有 储 油 腔 （103 ) 、 雾 化 腔 （104 ) 及 加 热 组 件 （105 ) ，

吸 嘴 组 件 （101 ) 内 设 置 有 容 纳 腔 （200 ) ， 雾 化 腔 （104 ) 内 雾 化 形 成 的 烟 雾 用 于 对 容 纳 腔 （200 ) 内 的

烟 草 （201 ) 进 行 加 热 ， 以 生 成 混 合 烟 雾 ， 以 使 在 吸 烟 时 ， 烟 雾 从 雾 化 腔 （104 ) 流 动 至 容 纳 腔 （200 ) 内

并 对 容 纳 腔 （200 ) 内 的 烟 草 （201 ) 进 行 加 热 以 将 烟 草 （201 ) 的 芳 香 味 烤 出 来 ， 而 且 烟 雾 量 较 大 ， 避

免 了 通 过 电 加 热 器 件 烘 烤 烟 草 （201 ) 时 容 易 碳 化 而 导 致 仍 然 产 生 较 多 有 害 物 质 的 问 题 ， 而 且 即 便 烟 草

( 201 ) 随 着 雾 化 器 使 用 时 间 的 长 度 的 递 增 而 含 有 相 当 的 水 分 ， 因 吸 嘴 组 件 （101 ) 内 设 置 有 第 二 烟 雾 通 道

( 501 ) ， 从 而 保 障 了 加 热 组 件 （105 ) 所 雾 化 的 至 少 部 分 烟 雾 能 够 导 通 至 烟 雾 出 口 （102 ) 。



一种雾化器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 电子烟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 雾化器。

背景技术
传统吸烟是通过用明火点燃烟草 ，烟草燃烧产生烟雾以供吸烟者吸食 。烟

草燃烧产生的烟雾通常会含有上千种有 害物质 ，因而，传统烟草不但给吸烟者

造成严重的呼吸 系统疾病，还容 易带来二手烟危 害。

为解决传统烟草燃烧产生较多有 害物质 的技术问题 ，技术人 员开发 了雾化

电子烟及 电子烤烟，然而，所述雾化 电子烟通过雾化烟液形成烟雾，以供吸烟

者吸食 ，雾化 电子烟 虽然克服 了传统卷烟的以上不足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

消费者对烟草的依赖 ，但 电子烟的烟液是 由香精香料调配而成 ，并不是真正 的

卷烟产品，其烟味淡，缺乏烟草的芳香 ，而不能被消费者广泛地接 受。现有 的

低温 电子烤烟釆用低温 （100 摄 氏度左右 ）不燃烧方式加热烟丝 ，由于其加热

温度较低 ，所以加热产生的危 害物质少，但烟雾量 明显不足 。而若釆用 高温的

温度对所述烟草进行加热，则容 易将烟草考黑，碳化 ，且热量分布不均，容 易

产生部分烟草 已经碳化 而另一部分温度还不足 的问题 ，因而也产生较多的有害

物质 。如何 能够吸 出烟草的芳香味又能够较 大程度降低有 害物质 已成为烟草行

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

发明内容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 能够较 大降低用户吸食到烟草有 害物质 的雾化器。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雾化器，包括雾化器主体及吸嘴组件 ，所述吸嘴组件设

置有供烟雾排 出以供用户吸食 的烟雾 出口，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器主体 内设

置有储油腔 、雾化腔及加热组件 ，所述雾化 器主体 的一端设置有与所述加热组

件 电连接 并用于与外部 电源电连接 的电极组件，所述 电极组件 的至少部分棵

露于所述雾化器主体外 ，所述吸嘴组件 内设置有与所述雾化腔及所述烟雾 出口

相连通的容纳腔 ，所述容纳腔用于放置烟草并作为第一烟雾通道；

所述加 热组件设 置于所述雾化腔 内并用于雾化所述储 油腔 内的烟油以形

成烟雾，所述雾化腔 内雾化形成的烟雾用于对所述容纳腔 内的烟草进行加热 ，



以生成混合烟雾，以使在吸烟时，所述混合烟雾通过所述第一烟雾通道流动至

所述烟雾 出口；

所述吸嘴组件 内还设置有第二烟雾通道 ，所述第二烟雾通道与所述吸嘴组

件 的烟雾 出口及所述雾化腔相连通 ，所述第二烟雾通道用于分流所述雾化腔 内

的部分烟雾并将所述部分烟雾导入至所述烟雾 出口。

优选地 ，所述吸嘴组件与所述雾化器主体可拆卸连接 ，所述容纳腔与所述

吸嘴组件 的面向所述雾化 器主体 的表 面相连通并形成有 面向所述雾化 器主体

的腔 口，当所述吸嘴组件与所述雾化器主体相连时，所述雾化 器主体覆盖住所

述腔 口；当将所述吸嘴组件与所述雾化器主体分 离时，能够将烟草从所述腔 口

插入所述容纳腔 内或将烟草从所述容纳腔 内取 出。

优选地 ，所述吸嘴组件设置有所述容纳腔的一端侧壁处设置有与所述吸嘴

组件外表 面相连通以作为所述第二烟雾通道的切槽 ，所述切槽位 于雾化 器主体

内，所述切槽 的两端分别与所述雾化腔及所述烟雾 出口相连通 ，所述切槽设置

有 面向所述容纳腔并与所述容纳腔相连通的槽 口；当所述容纳腔 内插设有烟草

时，所述烟草覆盖所述槽 口，以使雾化 器工作 时所述雾化腔 内的至少部分烟雾

经所述切槽 流动至所述烟雾 出口。

优选地 ，所述吸嘴组件呈管状结构 ，所述烟雾 出口位于所述吸嘴组件 的一

端 ，所述容纳腔一端的腔 口位于所述吸嘴组件 的背离所述烟雾 出口的一端端面

上 ，所述切槽 沿所述吸嘴组件 的纵向延伸设 置并贯穿所述吸嘴组件 的侧壁。

优选地 ，所述吸嘴组件设 置有若干个所述切槽 ，且任意相邻的两个所述切

槽之 间设置有预设 间隔，所述切槽呈条形。

优选地 ，所述容纳腔背向所述腔 口的一端设 置有用于阻挡所述烟草朝远 离

所述腔 口方向运动的限位板 ，所述限位板 的面向所述烟雾 出口的一侧设 置有与

所述容纳腔 同轴设置的第三烟雾通道 ，所述第三 烟 雾通道的一端与所述容纳腔

相连通 ，所述第三烟雾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烟雾 出口相连通 ，所述切槽 的长度

大于所述限位板至所述腔 口的距 离，所述切槽远 离所述腔 口的一端与所述第三

烟雾通道相连通 。

优选地 ，所述吸嘴组件插设在所述雾化器主体 内的一端侧壁处设置有与所

述吸嘴组件外表 面相连通并作 为所述第二烟雾通道的通孔 ，所述通孔与所述雾



化腔及所述烟雾 出口相连通 ，以使雾化 器工作 时，所述雾化腔 内的至少部分烟

雾经所述通孔流动至所述烟雾 出口。

优选地 ，所述容纳腔的背离所述腔 口的一端设置有用于阻挡所述烟草朝远

离所述腔 口方向运动的限位板 ，所述限位板 的面向所述烟雾 出口的一侧设置有

与所述容纳腔 同轴设 置的第三烟雾通道 ，所述第三 烟 雾通道的一端与所述容纳

腔相连通 ，所述第三烟雾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烟雾 出口相连通 ，所述通孔至所

述腔 口的距 离大于所述限位板至所述腔 口的距 离，所述通孔与所述第三烟雾通

道相连通 。

优选地 ，所述吸嘴组件插入所述雾化器主体 的一端外周面与所述雾化 器主

体之 间形成有 间隙，所述间隙与所述通孔及所述雾化腔相连通 ，所述间隙用于

在雾化器工作 时所述雾化腔 内的至少部分烟雾经所述间隙流入通孔 内，再经过

所述通孔流动至所述烟雾 出口。

优选地 ，所述雾化腔与所述容纳腔之 间设置有用于阻挡所述容纳腔 内的烟

草朝着所述雾化腔运动的隔板 ，所述隔板上设置有至少一个穿孔 ，所述穿孔与

所述容纳腔及所述雾化腔相连通 。

优选地 ，所述雾化器主体 的一端设置有插接槽 ，所述吸嘴组件 的一端可拆

卸的插设在所述插接槽 内，所述 隔板收容在所述插接槽 内并与所述插接槽 的槽

壁可拆卸连接 ，以使在将所述吸嘴组件拆卸后 能够将所述隔板从所述插接槽 内

取 出。

优选地 ，所述隔板呈 圓盘形 ，所述 隔板 的外周面套设有与所述插接槽 的槽

壁弹性抵接 的密封 圈。

优选地 ，所述雾化器主体 的一端设置有插接槽 ，所述吸嘴组件 的一端可拆

卸的插设在所述插接槽 内，所述隔板收容在所述插接槽 内。

优选地 ，所述容纳腔的背离所述腔 口的一端设置有用于阻挡所述烟草朝远

离所述腔 口方向运动的限位机构 。

优选地 ，所述限位机构为环绕所述容纳腔 的腔壁设 置的限位 台阶。

优选地 ，所述容纳腔 内还设 置有盖设在所述容纳腔面向所述烟雾 出口一端

的滤 网，所述滤 网用于阻碍所述容纳腔 内的所述烟草进入用户 口腔 。

优选地 ，所述加热组件为所述雾化器中唯一的加热装置。



优选地 ，所述雾化 器主体 包括储油组件及插设在所述储油组件 内的雾化 芯

组件 ，所述储油组件 内形成有所述储油腔 ，所述储油组件 的一端设 置有所述 电

极组件 ；所述雾化 芯组件 包括雾化套管、烟油吸附套 、电热丝 、上绝缘环及上

电极 ，所述雾化套管的管壁上设置有与所述储油腔相连通的进油孔 ，所述烟油

吸附套套设在所述雾化套管 内并盖设所述进油孔 ，所述 电热丝用作所述加热组

件 ，所述 电热丝缠绕成螺旋状并至少部分套设在所述烟油吸附套 内，以 雾化所

述烟油吸附套 中的烟油，所述烟油吸附套 内形成有所述雾化腔 ，所述绝缘环套

设在所述雾化套管的一端 内，所述上 电极套设在所述绝缘环 内，所述 电热丝的

一端与所述上 电极 电连接 ，所述 电热丝的另一端与所述雾化套管电连接 ，以通

过所述上 电极及所述雾化套管与外部 电源电连接 。

优选地 ，所述储油组件 包括储油组件主体及可拆卸地插设在所述储油组件

主体一端的防拆组件 ，所述防拆组件 包括调气座 、弹性件及活动盖 ；

所述调 气座 的一端插设在所述储 油组件主体 内并与所述储油组件主体通

过螺纹连接 ，所述调 气座 的另一端延伸至所述储油组件主体外 ，所述弹性件 固

定在所述调 气座上并与所述活动盖弹性抵持 ，以 给 所述活动盖提供朝远 离所述

储油组件主体方向的弹力，所述活动盖盖设在所述调 气座的背向所述储油组件

主体 的一端上 ，所述活动盖设 置有啮合槽 ，所述调气座上设置有用于与所述啮

合槽 配合 的啮合齿 ，所述啮合槽距所述啮合齿预设距 离；当需要将所述防拆组

件从所述储油件主体拆下时，需向所述活动盖施加朝所述调 气座方向的力直至

所述啮合槽与所述啮合齿啮合 ，从 而通过旋转所述活动盖以将所述防拆组件从

所述储油组件主体上拆卸。

优选地 ，所述雾化 芯组件活动地插设在所述储油组件 内，所述雾化 芯组件

的一端与所述防拆组件螺纹连接 ，以使在将所述防拆组件从所述储油组件主体

上取 出时，所述雾化 芯组件 能够连 同所述防拆组件从 所述储油组件主体上取

出。

优选地 ，所述容纳腔的腔壁处 凹陷形成有 沿所述容纳腔的纵向延伸设 置以

作为所述第二烟雾通道的通气槽 ，所述通气槽 的一端与所述雾化腔相连通 ，所

述通 气槽 的另一端与所述烟雾 出口相连通 。

优选地 ，所述雾化器主体 包括第一套管 、烟油吸附件及支撑管 ，所述支撑



管插设在所述第一套管 内，所述加热组件 固定在所述支撑管 内，所述支撑管 内

形成所述雾化腔 ，所述支撑管与所述第一套管之 间形成所述储油腔 ，所述烟油

吸附件套设在所述支撑管外并位于所述储油腔 内，所述加热组件与所述 电极组

件 电连接 ，所述 电极组件 的一端与所述第一套管插接相连 ，所述 电极组件 的另

一端延伸至所述第一套管外并用于与外部 电源电连接 ；所述吸嘴组件 包括第二

套管 、烟草 固定套及吸嘴盖 ，所述烟草 固定套设置在所述第二套管 内，所述吸

嘴盖盖设在所述第二套管的端面上 ，所述烟草 固定套 内设置有所述容纳腔及所

述通 气槽 ，所述吸嘴盖上设置有所述烟雾 出口，所述第一套管与所述第二套管

为一体结构 。

优选地 ，所述容纳腔的背 离所述吸嘴盖的一端设置有环形的限位 台阶，所

述限位 台阶用于阻挡所述烟草朝远 离所述烟雾 出口方向运动 ，所述限位 台阶面

向所述吸嘴盖 的表 面设 置有与所述通 气槽及所述雾化腔相连通 的用于供 烟雾

动的凹槽 。

优选地 ，所述第一烟雾通道与所述第二烟雾通道 间隔设置 ，所述第一烟雾

通道与所述第二烟雾通道之 间设 置有用于隔离所述第一烟雾通道与所述第二

烟雾通道的隔离部件 。

釆用本发 明所示的雾化器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 明通过在所述雾化器主体

内设 置有储油腔 、雾化腔及加热组件 ，所述吸嘴组件 内设置有与所述雾化腔及

所述烟雾 出口相连通 的容纳腔 ，所述容纳腔用于放 置烟草并作 为第一烟雾通

道 ，所述加热组件设置于所述雾化腔 内并用于雾化所述储油腔 内的烟油以形成

烟雾，所述雾化腔 内雾化形成的烟雾用于对所述容纳腔 内的烟草进行加热，以

生成混合烟雾，以使在吸烟时，所述烟雾从所述雾化腔流动至所述容纳腔 内并

对所述容纳腔 内的烟草进行加热，烟雾加热烟草生成的混合烟雾从所述烟雾 出

口流 出以被用户吸食 。且所述吸嘴组件 内还设置有第二烟雾通道 ，所述第二烟

雾通道用于供 所述雾化腔 内的至少部分烟雾绕过所述容纳腔 而经所述第二烟

雾通道流动至所述吸嘴 的烟雾 出口。即本发 明雾化器 内的烟草仅是通过雾化腔

产生的高温烟雾进行加热，无需额外的电加热器件对烟草进行烘烤 ，因而能够

均匀地加热和较为充分地将容纳腔 内烟草的芳香味烤 出来 ，而且烟雾量较 大，

避免 了现有技 术 中通过 电加热器件烘烤烟草 时容 易碳化 而导致仍然产生较 多



有 害物质 的问题 ，而且 即便所述烟草随着雾化 器使用时间的长度 的递增 而含有

相 当的水分 ，因设置有所述第二烟雾通道 ，从 而保障 了所述加热组件所雾化 的

至少部分烟雾能够导通至所述烟雾 出口，从 而避免 了烟雾被所述烟草堵住 而无

法传输至所述烟雾 出口的情况的出现 。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一种 实施例整体结构示意 图；

图 2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一种 实施例剖面结构示意 图；

图 3 为本发 明所通过的雾化器的另一种 实施例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另一种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 5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另一种 实施例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 6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一种 实施例爆炸连接结构示意 图；

图 7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一种 实施例剖面爆炸连接 结构示意图；

图 8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吸嘴组件 的一种 实施例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 9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另一种 实施例剖面结构示意 图；

图 10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吸嘴组件 的一种 实施例整体结构示意 图；

图 11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组件 的另一种 实施例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 12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组件 的另一种 实施例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 13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一种 实施例局部爆炸连接结构示意 图；

图 14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一种 实施例局部爆炸连接结构示意 图；

图 15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一种 实施例局部结构示意图；

图 16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一种 实施例局部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 17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另一种 实施例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 18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烟草 固定套的一种 实施例整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实施例一

本 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雾化 器，通过本 实施例所示的雾化器能够使得用户在

抽吸烟雾的过程 中，能够吸食到与真烟 口感 大致相 同的味道 ，而且能够避免真



烟燃烧时所产生的焦油对用户身体 的伤 害。

以下首先结合 图 1和 图 2 所示对本 实施例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具体结构进行

示例性说 明，其 中，图 1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一种 实施例整体结构示意

图，图 2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一种 实施例剖面结构示意 图。

本 实施例所示的雾化器包括雾化 器主体 100 和吸嘴组件 101，其 中，所述

雾化 器主体 100 用于雾化烟油以形成烟雾，所述吸嘴组件 101 设 置有用于供烟

雾排 出以供用户吸食 的烟雾 出口 102。

具体 的，所述雾化器主体 100 内设置有储油腔 103、雾化腔 104 及加热组

件 105 。

更具体 的，本 实施例所示的用于存储烟油的所述储油腔 103 与所述雾化腔

104 导通设置 ，以使位 于所述储油腔 103 内的烟油能够流动至位 于所述雾化腔

104 内的所述加热组件 105，从 而使得所述加热组件 105 能够雾化所述储油腔

103 内的烟油以形成烟雾。

本 实施例对所述储油腔 103、雾化腔 104 及加热组件 105 的具体结构不作

限定 ，只要位于所述雾化腔 104 内的加热组件 105 能够将位于所述储油腔 103

内的烟油进行雾化 以生成烟雾即可。

本 实施例所示的容纳腔 200 设 置在所述吸嘴组件 101 内部 ，以下对所述容

纳腔 200 进行说 明：

请参见 图 2 和 图 3 所示为例进行说 明，其 中，图 3 为本发 明所述的雾化 器

的另一种 实施例剖面结构示意 图，具体 的，图 2 所示为所述容纳腔 200 内部没

有设 置有烟草 ，而图 3 所示的所述容纳腔 200 内部设置有烟草 201 。

本 实施例所示的烟草可为现有 市场上销售 的常见 的香 烟 ，即在 实际使用

中，用户可直接将香烟插设在所述容纳腔 200 内部 ，或将香烟的一部分插设在

所述容纳腔 200 内部 。当然，也可以为 自制的烟丝等 ，在此不作具体 限定。

当然，本 实施例也可直接在所述容纳腔 200 内部放置烟草 ，具体在本 实施

例 中不作 限定。

本种设 置方式中的所述容纳腔 200 分别与所述雾化腔 104及所述烟雾 出口

10 相连通 。



具体 的，所述容纳腔 200 的第一端 口 203 与所述雾化腔 104 相连通 ，所述

容纳腔 200 的第二端 口 204 与所述烟雾 出口 102 相连通 。

所述容纳腔 200 用于放 置烟草 201 并作为用于流通烟雾的第一烟雾通道 ，

具体 的，所述容纳腔 200 内部用于插设所述烟草 201，且插设有所述烟草 201

的所述容纳腔 200 内部形成有用于流通烟雾的所述第一烟雾通道。

即所述雾化腔 104 内的所述加热组件 105 所雾化 的烟雾能够经 由所述第一

烟雾通道的导向进行流动 ，流动方向请参见 图 2 和 图 3 所示的位于所述容纳腔

200 内的箭头所示的方向，沿所述第一烟雾通道进行流动的烟雾的方向为沿朝

向所述烟雾 出口 102 的方向。

更具体 的，以 下 结合 图 3 所示对插设有烟草 的雾化 器在用户进行吸烟时的

气流方向进行说 明：

其 中，图 3 所示的箭头方向即为本 实施例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气流方向。

本 实施例所示的雾化 器设 置有进 气 口 106 ，本 实施例所示的所述进 气 口

106 与所述雾化腔 104 导通设置 ，以使所述雾化器外部的气体 能够经 由所述进

气 口 106 流动至所述雾化腔 104 内部 ，位于所述雾化腔 104 内部的气流能够带

动所述加热组件 105 所雾化 的烟雾流动至所述容纳腔 200 内部 ；

本 实施例所示的位 于所述容纳腔 200 内部 的烟雾具有 比较 高的湿度和温

度 ，以使烟雾能够对所述容纳腔 200 内的烟草 201 进行加热，以生成混合烟雾。

所述混合烟雾沿所述第一烟雾通道的导向流动至所述烟雾 出口 102 ，以使

用户通过所述烟雾 出口 102 能够吸食到所述混合烟雾。

可选的，如 图 3 所示，所述容纳腔 200 的第一端 口 203 与所述容纳腔 200

的第二端 口 204 位置相对且 同轴设置。

釆用本 实施例所示的结构 ，能够使得所述雾化腔 104 内的烟雾全部流动至

所述容纳腔 200 内部从 而对所述烟草 201 进行加热，避免 因所述第一端 口 203

与所述第二端 口 204 位置不相对或不 同轴 ，所述雾化腔 104 内的烟雾无法全部

流动至所述容纳腔 200 内部的弊端 ，因本 实施例所示所述第一端 口 203 与所述

第二端 口 204 位 置相对且或 同轴 ，则能够保 障足量的烟雾流动至所述容纳腔

200 内部 ，从 而使得足量的烟雾能够对所述烟草 201 进行加热从 而生成足量的

所述混合烟雾。



需明确 的是 ，本 实施例所示的所述加热组件 105 为所述雾化器中唯一的加

热装置，即本 实施例 中，对所述烟草进行加热的唯一的能量来源就为本 实施例

所示的所述加热组件 105 雾化烟油所形成的烟雾，釆用本 实施例所示的结构 ，

在保 障 了用户能够吸食到香烟的烟雾 口感的前提下，无需在所述雾化器 内部增

加额外的部件 ，降低 了雾化器的生成成本和制造难度 ，而且降低 了装配雾化器

的难度 ，提升 了装配雾化器的效率。

釆用本 实施例所示的雾化 器的具体结构的有益效果在于：

本 实施例所示的烟雾能够对位于所述容纳腔 中的烟草进行加热，从 而烟草

被加热后 能够生成与市场上销售的香烟燃烧后产生的 口感相 同或相近的烟气，

则在用户抽吸烟雾 出口时，即可吸食到 包含有 两种 口感的混合烟雾，即混合烟

雾中的一部分为所述加热组件对烟油进行雾化所生成的烟雾，另一种为与香烟

燃烧后产生的 口感相 同或相近的烟气，从 而丰富了用户吸食烟雾的 口感 。

本 实施例所述的烟雾在对所述烟草进行加热时，虽然烟草在烟雾高温的作

用下会生成与香烟燃烧后产生的 口感相 同或相近的烟气，但是该烟气中不包含

有焦油，从 而有效的避免 了焦油对用户身体 的危 害，有效的保 障 了用户使用本

实施例所提供 的雾化 器的安全 。

具体 的，本 实施例所示的用于对烟草进行加 热的，由所述加 热组件 105

所雾化生成的烟雾具有相 当的湿度 ，则在烟雾对烟草进行加热时会提升所述烟

草所含 的水分 ，可见 ，随着用户抽吸雾化器时间的递增 ，则所述烟雾中的水分

的含量也呈递增的趋势。

若所述烟雾中的水分 的含量过 高，则烟雾在对所述烟草进行加 热的过程

中，烟草 中所含 的水分会 阻碍烟雾的传输 ，一方面，烟雾较难 沿上述 实施例所

述的第一烟雾通道进行流动 ，另一方面烟雾较难带动烟草上所产生的与香烟 口

感相 同或相近的烟气沿上述 实施例所述的第一烟雾通道进行流动 ，从 而使得用

户无法顺利吸食到所述混合烟雾。

本 实施例所示的用于对烟草进行加热的，由所述加热组件 105 所雾化生成

的烟雾具有相 当的湿度 ，则在烟雾对烟草进行加热时会提升所述烟草所含 的水

分 ，可见 ，随着用户抽吸雾化器时间的递增 ，则所述烟雾中的水分的含量也呈



递增 的趋势。

若所述烟雾中的水分 的含量过 高，则烟雾在对所述烟草进行加 热的过程

中，烟草 中所含 的水分会 阻碍烟雾的传输 ，一 方面，烟雾较难 沿上述 实施例所

述的第一烟雾通道进行流动 ，另一方面烟雾较难带动烟草上所产生的与香烟 口

感相 同或相近的烟气沿上述 实施例所述的第一烟雾通道进行流动 ，从 而使得用

户无法顺利吸食到所述混合烟雾。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则结合 图 5 所示进行说 明，其 中，图 5 为本发 明所

提供 的雾化 器的另一种 实施例剖面结构示意 图。

如 图 5 所示可知 ，本 实施例所述容纳腔 200 设置在所述吸嘴组件 101 内部

为例：

所述吸嘴组件 101 内还设置有第二烟雾通道 501 ，所述第二烟雾通道 501

与所述吸嘴组件 101 的所述烟雾 出口 102 及所述雾化腔 104 相连通 。

本 实施例 中，所述第二烟雾通道 501 用于分流所述雾化腔 104 内的部分烟

雾并将所述部分烟雾导入至所述烟雾 出口 102 ，即所述第二烟雾通道 501 用于

将所述雾化腔 104 内的至少部分烟雾绕过所述容纳腔 200 而经所述第二烟雾通

道 501 流动至所述吸嘴组件 101 的所述烟雾 出口 102 。

即本 实施例所示的所述第二烟雾通道 501、所述容纳腔 200 分别与所述雾

化腔 104 导通 ，釆用本 实施例所示的结构 ，所述加热组件 105 在所述雾化腔

104 内所雾化 的烟雾分成 了第一烟雾和第二烟雾，所述第一烟雾能够流动至所

述容纳腔 200 内部 ，从 而使得所述第一烟雾能够对位 于所述容纳腔 200 内的烟

草进行加热 ，加热后形成的所述混合烟雾流动至所述烟雾 出口 102。

而所述第二烟雾能够绕过所述容纳腔 200 而沿所述第二烟雾通道 501 的导

向流动至所述烟雾 出口 102。

可见 ，釆用本 实施例所示的结构 ，用户在所述烟雾 出口 102 能够抽吸到所

述混合烟雾以及所述第二烟雾，釆用本 实施例所述的结构 ，即便所述烟草随着

雾化 器使用时间的长度 的递增 而含有相 当的水分 ，因设置有所述第二烟雾通道

501 , 从 而保障 了所述加热组件 105 所雾化 的至少部分烟雾能够导通至所述烟

雾 出口 102，从 而避免 了烟雾被所述烟草堵住 而无法传输至所述烟雾 出口 102



的情况的出现 。且通过设 置所述第二烟雾通道 501，分流 了所述雾化腔 104 内

所雾化 的烟雾，因而不仅解决了由于所述容纳腔 200 的烟草在使用一段 时间后

因潮湿而导致烟雾 出口 102 流 出的烟雾过少，以致用户体验差的问题 ，而且增

加 了烟草味道释放 的时间，较 大地提 高了用户体验 。

本 实施例对所述第二烟雾通道 501 的具体结构不做 限定 ，只要所述第二烟

雾能够经由所述第二烟雾通道 501 的导向传输至所述烟雾 出口 102 即可。

实施例二

本 实施例对 实施例一所示的雾化 器的具体结构进行详细的说 明，需明确的

是 ，本 实施例对所述雾化器的结构的说 明为可选的示例 ，不作 限定。

具体 的，本 实施例 中，所述容纳腔 200 的腔壁处 凹陷形成有 沿所述容纳腔

200 的纵向延伸设置的通 气槽 310 ，所述通气槽 310 的一端与所述雾化腔 104

相连通 ，所述通气槽 310 的另一端与所述烟雾 出口 102 相连通 。

本 实施例 中，为提升所述雾化 器的使用寿命 ，降低用户的使用成本 ，则参

见 图 6 和 图 7 所示，其 中，图 6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一种 实施例爆炸连

接结构示意 图，图 7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一种 实施例剖面爆炸连接结构

示意 图。

本 实施例所示的所述吸嘴组件 101 与所述雾化器主体 100 可拆卸连接 。

具体 的，本 实施例对所述吸嘴组件 101 和所述雾化 器主体 100 可拆卸连接

的方式不做 限定 ，例如 ，在所述吸嘴组件 101 的外周面设 置有 凸起 205 ，在所

述雾化器主体 100 的内周面设置有与所述 凸起 205 相 匹配的凹槽 206 ，从 而使

得所述吸嘴组件 101 通过相互配合 的所述 凹槽 206 和所述 凸起 205 连接 至所述

雾化 器主体 100 上 ，当然，所述吸嘴组件 101 与所述雾化器主体 100 也可釆用

磁性吸附连接等多种方式。

所述容纳腔 200 位于所述吸嘴组件 101 内并与所述吸嘴组件 100 的面向所

述雾化器主体 100 的表 面相连通 ，当所述吸嘴组件 101 与所述雾化器主体 100

相连时 （如 图 3 所示 ），所述雾化器主体 100 覆盖住所述容纳腔 200 面向所述

雾化 器主体 100 的腔 口 302 ，釆用此种结构 ，能够有效的保 障所述雾化腔 104

内的烟雾能够流动至位于所述容纳腔 200 内的烟草 201 ，从 而保障烟雾能够顺

利的为所述烟草 201 加热。



当需要在所述雾化器里更换或添加烟草时，因所述吸嘴组件 101 与所述雾

化器主体 100 之 间为可拆卸连接 结构 ，则可将所述吸嘴组件 101 从所述雾化器

主体 100 上拆卸下来，为便于用户拆卸所述吸嘴组件 101 ，则可在所述吸嘴组

件 101 的外周面设置有摩擦 纹 207 ，本 实施例对所述摩擦 纹 207 的具体结构不

作 限定，只要用户通过所述摩擦 纹 207 能够便 于向所述吸嘴组件 200 施 力即可。

当所述吸嘴组件 101 从所述雾化器主体 100 上拆卸下来时，即可将烟草

201 插入所述容纳腔 200 ，随后 即可将 已插设有所述烟草 201 的所述吸嘴组件

200 安装至所述雾化器主体 100 上。

当需要将所述雾化器里的烟草取 出时，因所述吸嘴组件 101 与所述雾化器

主体 100 之 间为可拆卸连接结构 ，则可将所述吸嘴组件 101 从所述雾化器主体

100 上拆卸下来，即可将烟草 201 从所述容纳腔 200 内取 出。

可见 ，釆用本 实施例所示的结构 ，便于用户更换或安装烟草 ，则可根据不

同的用户对烟草味道需求的不 同安装不 同口味或品牌的烟草 ，满足用户个性化

的需求，而且在烟草使用一定时间后 ，可随时更换新的烟草 ，从 而在不更换整

体雾化器的情况下，能够保 障用户吸食 的混合烟雾中与实体香烟 口感相 同或相

近的烟气能够保持一定的浓度 ，避免混合烟雾中与实体香烟 口感相 同或相近的

烟气浓度过低 的情况，延长雾化器的使用寿命 ，节省 了雾化器的使用成本。

以下对本 实施例所提供 的所述第二烟雾通道的具体结构进行说 明：

以下结合 图 8 所示对所述第二烟雾通道的一种设置方式进行说 明，其 中，

图 8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吸嘴组件 的一种 实施例整体结构示意 图。

所述吸嘴组件 101 设置有所述容纳腔 200 的一端侧壁处设置有与所述吸嘴

组件 101 外表 面相连通 以作为所述第二烟雾通道的切槽 208 。

当将所述吸嘴组件 101 安装至所述雾化器主体 100 上时，所述切槽 208

位于雾化器主体 100 内，所述切槽 208 的两端分别与所述雾化腔 104 及所述烟

雾 出口 102 相连通 。

所述切槽 208 设置有 面向所述容纳腔 200 并与所述容纳腔 200 相连通的槽

口 209 。

当所述容纳腔 200 内插设有烟草 201 时，所述烟草 201 覆盖所述槽 口 209 ，

以使 雾化器工作 时雾化腔 104 内的至少部分烟雾绕过所述烟草 201 经所述切槽



208 流动至所述烟雾 出口 102 。

釆用本 实施例所示的结构 ，在设置所述第二烟雾通道时，无需在所述雾化

器 内部增加新的器件 ，直接在所述吸嘴组件 101 上开设所述切槽 208 即可 ，从

而简化 的制件难度 ，提升 了雾化器的生产效率。

具体 的，所述吸嘴组件 101 呈管状结构 ，所述烟雾 出口 102 位于所述吸嘴

组件 101 的一端 ，所述容纳腔 200 —端的腔 口 302 位 于所述吸嘴组件 101 的背

离所述烟雾 出口 102 的一端端面上 ，所述切槽 208 沿所述吸嘴组件 101 的纵向

延伸设置并贯穿所述吸嘴组件 101 的侧壁。

更具体 的，如 图 8 所示，所述切槽 208 呈条形。

更具体 的，所述切槽 208 的数 目可为一个或多个 。

若所述切槽 208 的数 目为多个 ，则任意相邻 的两个所述切槽 208 之 间设 置

有预设 间隔，从 而尽可能地将与切槽 208 相邻 的烟草 中的烟味 蒸 出来。本 实施

例对所述切槽 208 的具体数 目以及所述预设 间隔的大小不作 限定。

进一步如 图 9 所示 ，图 9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另一种 实施例剖面结

构示意图。

所述容纳腔 200 背向所述腔 口 302 的一端设 置有用于阻挡所述烟草 201

朝远 离所述腔 口 302 方向运动的限位板 303 。

釆用本 实施例所示的所述限位板 303 ，能够有效的阻挡所述烟草 201 的位

置发生变化 ，从 而使得所述烟草 201 稳 固的设置在所述容纳腔 200 内部 ，避免

因所述烟草 201 位置的改变而使得用户吸食到烟草 的可能。而且若没有所述限

位板 303 的限位作用 ，则在所述烟草 201 移动到靠近所述烟雾 出口 102 的位置，

则烟雾流动到所述烟草 201 上时，烟雾的热度会 降低 ，则温度降低后 的烟雾无

法对所述烟草 201 进行充分的加热，从 而无法充分蒸 出烟草的烟味 。

所述限位板 303 的面向所述烟雾 出口 102 的一侧设置有与所述容纳腔 200

同轴设置的第三烟雾通道 304 ，所述第三烟雾通道 304 的一端与所述容纳腔 200

相连通 ，所述第三烟雾通道 304 的另一端与所述烟雾 出口 102 相连通 。

具体 的，本 实施例 中所述切槽 208 的长度 大于所述限位板 303 至所述腔 口

302 的距 离，所述切槽 208 远 离所述腔 口 302 的一端与所述第三烟雾通道 304

相连通 。



釆用本 实施例所示的结构 ，能够保障混合烟雾能够顺利的导通至所述烟雾

出口 102 ，且 因釆用所述第三烟雾通道 304 ，能够使得流动至所述第三烟雾通

道 304 内的经由所述第二烟雾通道流动的烟雾和经 由所述第一烟雾通道流动

的混合烟雾能够在所述第三烟雾通道 304 内充分混合 ，从 而使得所述烟雾出口

102 能够输 出浓度均匀的烟雾。

以 下 结合 图 10和 图 11所示对所述第二烟雾通道的另一种设 置方式进行说

明，其 中，图 10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吸嘴组件 的一种 实施例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 11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组件 的另一种 实施例剖面结构示意 图。

在本种设置方式中，所述吸嘴组件 101 插设在所述雾化器主体 100 内的一

端侧壁处设置有与所述吸嘴组件 101 外表 面相连通并作 为所述第二烟雾通道

々 孑匕305 。

可见 ，烟雾能够通过作 为所述第二烟雾通道的所述通孔连通至所述烟雾 出

口 102 。

具体 的，所述通孔 305 与所述雾化腔 104 及所述烟雾 出口 102 相连通 ，以

使雾化器工作 时，所述雾化腔 104 内的至少部分烟雾绕过所述容纳腔 200 经所

述通孔 305 流动至所述烟雾 出口 102 ，即所述第一烟雾通道与所述第二烟雾通

道间隔设置 ，所述容纳腔 300 的腔壁作为所述第一烟雾通道与所述第二烟雾通

道之 间的隔离部件 。可以理解的是 ，作为所述第一烟雾通道与所述第二烟雾通

道之 间的隔离部件 的结构在此不做具体 限定 ，只要 能够隔离所述第一烟雾通道

与所述第二烟雾通道 即可 。

本 实施例所示的所述通孔 305、所述容纳腔 200 分别与所述雾化腔 104 导

通 ，釆用本 实施例所示的结构 ，所述加热组件 105 在所述雾化腔 104 内所雾化

的烟雾分成 了第一烟雾和第二烟雾，所述第一烟雾能够流动至所述容纳腔 200

内部 ，从 而使得所述第一烟雾能够对位 于所述容纳腔 200 内的烟草进行加热，

加热后形成的所述混合烟雾流动至所述烟雾 出口 102。

而所述第二烟雾能够绕过所述容纳腔 200 而沿所述第二烟雾通道的导向

( 即经由所述通孔 305 ) 流动至所述烟雾 出口 102。

可见 ，釆用本 实施例所示的结构 ，用户在所述烟雾 出口 102 能够抽吸到所

述混合烟雾以及所述第二烟雾，釆用本 实施例所述的结构 ，即便所述烟草随着



雾化 器使用时间的长度 的递增 而含有相 当的水分 ，因设置有所述通孔 305 ，从

而保 障 了所述加热组件 105 所雾化 的至少部分烟雾能够导通至所述烟雾 出口

102, 从 而避免 了烟雾被所述烟草堵住 而无法传输至所述烟雾 出口 102 的情况

的出现 。其 中，为 了使烟草的烟味尽可能的被蒸 出来，所述容纳腔 200 的腔壁

上还设置有与所述雾化腔 104 相连通的气孔 3051 。

具体 的，所述容纳腔 200 的背 离所述腔 口 302 的一端设置有用于阻挡所述

烟草 201 朝远 离所述腔 口 302 方向运动的限位板 303 。

本种设 置方式所示的限位板 303 的具体说 明请详见上述 实施例所示，具体

不作赘述。

所述限位板 303 的面向所述烟雾 出口的一侧设置有与所述容纳腔 同轴设

置的第三烟雾通道 304 ，所述第三烟雾通道 304 的一端与所述容纳腔 200 相连

通 ，所述第三烟雾通道 304 的另一端与所述烟雾 出口 102 相连通 。

具体 的，所述通孔 305 至所述腔 口 302 的距 离大于所述限位板 303 至所述

腔 口 302 的距 离，所述通孔 305 与所述第三烟雾通道 304 相连通 。

釆用本 实施例所示的结构 ，能够有效的保障经由所述通孔 305 流 出的烟雾

不会经过位 于所述容纳腔 200 内的烟草 201 ，从 而使得经由所述通孔 305 流 出

的烟雾能够直接 流动至所述烟雾 出口 102 ，从 而避免含有水分的烟草 201 对烟

雾的阻挡作用 ，从 而保障用户能够吸食到烟雾。

以下对所述加热组件 105 在所述雾化腔 104 内所雾化 的第二烟雾是如何流

动至所述通孔 305 的进行说 明：

具体 的，所述吸嘴组件 101 插入所述雾化器主体 100 的一端外周面与所述

雾化 器主体 100 之 间形成有 间隙 306 ，所述间隙 306 与所述通孔 305 及所述雾

化腔 104 相连通 。

更具体 的，所述间隙 306 用于在雾化器工作 时所述雾化腔 104 内的至少部

分烟雾绕过所述容纳腔 200 经所述 间隙 306 流入通孔 305 内，再经过所述通孔

305 流动至所述烟雾 出口 102 。

可选的，如 图 4 所示，所述雾化腔 104 与所述容纳腔 200 之 间设 置有用于

阻挡所述容纳腔 200 内的烟草 201 朝着所述雾化腔 104 运动的隔板 307 。

结合 图 4 和 图 6 所示，所述隔板 307 上设 置有至少一个穿孔 308 ，所述穿



孔 308 与所述容纳腔 200 及所述雾化腔 104 相连通 。

可见 ，釆用本 实施例所示的所述 隔板 307 ，从 而使得位于所述容纳腔 200

内的烟草在所述隔板 307 的作用下，不会堵塞所述雾化腔 104 的朝向所述容纳

腔 200 的腔 口，从 而使得所述雾化腔 104 内的烟雾经由所述隔板 307 的所述穿

孔 308 流动至所述容纳腔 200 。

可选的，结合 图 4 和 图 6 所示，所述雾化 器主体 100 的一端设置有插接槽

601 。

所述吸嘴组件 101 的一端可拆卸的插设在所述插接槽 601 内，所述隔板

307 收容在所述插接槽 601 内并与所述插接槽 601 的槽壁可拆卸连接 ，以使在

将所述吸嘴组件 101 拆卸后 能够将所述隔板 307 从所述插接槽 601 内取 出。

可选的，所述隔板 307 呈 圓盘形 ，所述隔板 307 的外周面套设有与所述插

接槽 601 的槽壁弹性抵接 的密封 圈 602 。

可选的，所述插接槽 601 位于所述 隔板 307 与所述吸嘴组件 101 之 间形成

所述容纳腔 ，可见 ，釆用本 实施例所示的结构 能够提升所述雾化 器结构 的稳定。

本 实施例所示的雾化器还 能够避免用户吸食到烟草 ，则具体结构请参见 图

12 所示，其 中，图 12 所示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另一种 实施例剖面结构

示意 图。

在本 实施例以所述容纳腔 200 设置在所述雾化器主体 100 内部为例进行说

明：

所述容纳腔 200 的背离所述腔 口 302 的一端设置有用于阻挡所述烟草 201

朝远 离所述腔 口 302 方向运动的限位机构 603 。

釆用本 实施例所示的所述限位机构 603，使得所述限位机构 603 — 直会给

位于所述容纳腔 200 内的所述烟草 201 —个朝向所述腔 口 302 方向的力，则使

得所述烟草 201 不会朝远 离所述腔 口 302 方向运动 ，从 而使得从所述雾化腔

104 流 出的烟雾能够迅速对位于所述容纳腔 200 内的所述烟草 201 进行加热，

避免 了烟雾热量在没有对所述烟草 201 进行加热之前的流失，提升 了烟雾对烟

草进行加热的效率。

而且所述限位机构 603 还 能够避免烟草 201 运动到所述吸嘴组件 101，从

而有效的避免用户通过所述吸嘴组件 101 吸食到烟草 201，保 障 了使用本 实施



例所示的雾化组件过程中的安全。

具体的，所述限位机构 603 可为环绕所述容纳腔 200 的腔壁设置的限位台

本实施例对所述限位机构 603 的具体结构不作限定，只要所述限位机构

603 能够避免用户通过所述吸嘴组件 101 吸食到烟草 201，保障了使用本实施

例所示的雾化组件过程中的安全即可。

可选的，本实施例所示的所述容纳腔 200 内还设置有盖设在所述容纳腔

200 面向所述烟雾出口 102 —端的滤网 604，所述滤网 604 用于阻碍所述容纳

腔 200 中的烟草 201 和烟草颗粒进入用户 口腔，可见，所述滤网 604 能够过滤

掉烟草 201 和烟草颗粒但是能够让混合烟雾顺利的通过，从而在不影响用户对

混合烟雾吸食效率的前提下，避免用户吸食到烟草和烟草颗粒的可能。

以 下结合图 12 和图 13 所示对所述雾化器主体 100 的具体结构进行详细说

明：

其中，图 13 为本发明所提供的雾化器的一种实施例局部爆炸连接结构示

意图。

所述雾化器主体 100 包括储油组件及插设在所述储油组件 内的雾化芯组

件 702，所述储油组件 内形成有所述储油腔 103 。

所述雾化芯组件 702 包括雾化套管 703、烟油吸附套 705、上绝缘环 706 、

上电极 707 及电热丝 708 。

具体的，所述雾化套管 703 的管壁上设置有与所述储油腔 103 相连通的进

油孔 704，所述烟油吸附套 705 套设在所述雾化套管 703 内并盖设所述进油孔

704, 所述电热丝 708 用作所述加热组件 105。可以理解的是，所述加热组件

105 只要能够雾化烟油即可，其结构在此不做具体限定。

所述加热组件 105 的具体功能的说明请详见上述实施例所示。

所述电热丝 708 缠绕成螺旋状并至少部分套设在所述烟油吸附套 705 内，

以雾化所述烟油吸附套 705 中的烟油，所述烟油吸附套 705 内形成有所述雾化

腔 104，所述上绝缘环 706 套设在所述雾化套管 703 的一端内，所述上电极 707

套设在所述绝缘环 706 内，所述电热丝 708 的一端与所述上电极 707 电连接 ，

所述电热丝 708 的另一端与所述雾化套管 703 电连接 ，以通过所述上电极 707



及所述雾化套管 703 与外部电源电连接。

具体的，所述雾化套管 703 的背离所述上电极 707 的一端 内套设有雾化芯

盖 709 ，所述雾化芯盖 709 外套设有密封垫 710 ，所述雾化套管 703 外还套设

有隔油套 711 ，所述隔油套 711 与所述雾化套管 703 之 间形成有用于进气的间

隙，所述雾化套管 703 设置有所述进油孔 704 的表面与所述隔油套 711 紧密贴

合并通过所述隔油套 711 侧壁的通孔 （图中未标示 ）与所述储油腔相连通。

以下对本实施例所示的所述储油组件的具体结构进行说明：

具体的，结合 图 13 和图 14 进行说明，其中，图 14 为本发明所提供的雾

化器的一种 实施例局部爆炸连接结构示意图。

所述储油组件 包括储油组件主体 801 及可拆卸地插设在所述储油组件主

体 801 一 端的防拆组件 802 。

所述储油组件主体 801 包括 固定套 8011 、储油套 8012 、第一密封垫 8013 、

第二密封垫 8014 、第一连接头 8015 、第二连接头 8016 、下绝缘环 8017 及下

电极 8018, 所述储油套 8012 套设在所述 固定套 8011 内，所述第一密封垫 8013

及所述第二密封垫 8014 分别盖设在所述储油套 8012 的两端，所述第一连接头

8015 及所述第二连接头 8016 分别插设在所述储油套 8012 的两端，所述下绝

缘环 8017 插设在所述下连接头内，所述下电极 8018 套设在所述下绝缘环 8017

内，所述第一连接头 8015 用于与所述防拆组件 802 相连，所述下电极 8018

及所述第二连接头 8016 用于与外部电源电连接 ，所述下电极 8018 及所述第二

连接头 8016 构成该雾化器的电极组件 ，该电极组件的一端棵露至所述雾化器

主体外。可以理解的是 ，所述储油组件只要 能够存储烟油即可，其结构在此不
作具体限定。

所述防拆组件 802 包括调气座 803 、弹性件 804 及活动盖 805 ，所述调气

述第一连接头 8015 通过螺纹连接 ，所述调气座 803 的另一端延伸至所述储油

组件主体 801 外，所述弹性件 804 固定在所述调气座 803 上并与所述活动盖

805 弹性抵持 ，以给所述活动盖 805 提供朝远 离所述储油组件主体 801 方向的

弹力，所述活动盖 805 盖设在所述防拆组件的背向所述储油组件主体 801 的一

端上。



以下对本 实施例所示的所述 防拆组件具体是如何避免 因误操作 而使得 雾

化器被拆卸的进行详 细说 明：

结合 图 14 至图 16 所示，其 中，图 15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器的一种 实

施例局部结构示意图，图 16 为本发 明所提供 的雾化 器的一种 实施例局部剖面

结构示意图。

所述活动盖 805 设置有啮合槽 806 ，所述调 气座 803 的端面上设置有用于

与所述啮合槽 806 配合 的啮合齿 807 。

在本 实施例所示的雾化器处于正常的使用状态时，所述啮合槽 806 距所述

啮合齿 807 预设距 离。

在所述啮合槽 806 距所述啮合齿 807 预设距 离的情况下，则用户无论如何

对所述雾化 器进行旋拧操作 ，都无法执行对所述雾化器的拆卸动作 ，从 而避免

了因用户的误操作 而将雾化器进行拆卸的情况的出现 ，而且避免 了儿童在意外

对雾化器进行旋拧 时将所述雾化器进行拆卸，从 而有效的避免 了儿童吸食烟油

的可能，可见 ，釆用本 实施例所示的雾化 器能够提升雾化器结构 的使用安全性 ，

避免对雾化 器进行意外拆卸的情况。

当需要对所述雾化器进行拆卸时，即当需要将所述调 气座 803 从所述储油

件主体拆下时，需向所述活动盖 805 施加朝调气座 803 方向的力，直至所述啮

合槽 806 与所述啮合齿 807 啮合 ，从 而通过旋转所述活动盖 805 以将所述调气

座 803 从所述储油组件主体 801 上拆卸，即可将所述防拆组件从所述储油组件

主体 801 上拆卸。

具体 的，所述雾化 芯组件 702 活动地插设在所述储油组件 内，具体 的，所

述雾化 芯组件 702 的一端与所述防拆组件螺纹连接 ，更具体 的，所述雾化 芯组

件 702 的隔油套 711 的一端与所述调 气座 803 螺纹连接 ，以使在将所述防拆组

件从所述储油组件主体 801 上取 出时，所述雾化 芯组件 702 能够连 同所述防拆

组件从所述储油组件主体 801 上取 出。

釆用本 实施例所示的雾化 器的结构 ，在需要拆卸所述雾化 芯组件 702 时，

则需要在所述活动盖 805 施加朝调气座 803 方向的力直至所述啮合槽 806 与所

述啮合齿 807 啮合 ，而且需要在所述活动盖 805 上施加旋拧 的力直至所述防拆

组件从所述储油组件主体 801 上取 出，进而使得所述防拆组件连 同所述雾化 芯



组件 702 从所述 801 上取 出。

可选的，本实施例所示的所述调气座 803 内形成有插接槽 808 ，所述吸嘴

组件 101 可拆卸地插设在所述插接槽 808 内。

可选的，所述调气座 803 内插设有通气管 809 ，本实施例所述的所述活动

盖 805 内侧设置有通气槽 810 ，所述调气座 803 上设置有通气孔 811 。

当用户需要对进气量进行调节时，则可旋转活动盖 805 ，控制活动盖 805

的所述通气槽 810 与所述调气座 803 的所述通气孔 811 之 间的重合面积，即所

述雾化器的进气量随着所述调气座 803 的所述通气孔 811之 间重合面积的递增

而递增。

可见，釆用本实施例所示的雾化器能够适用用户对烟雾浓度不同的需求，

能够满足用户对烟雾个性化的需求。

以下结合 图 17 和图 18 所示对所述吸嘴组件的具体结构进行说明，其中，

图 17 为本发明所提供的雾化器的另一种 实施例剖面结构示意图，图 18 为本发

明所提供的烟草 固定套的一种 实施例整体结构示意图。

所述雾化器主体 100 包括支撑管 900 、第一套管 901 、烟油吸附件 902 及

电极组件 903 ，所述支撑管 900 插设在所述第一套管 901 内，所述加热组件 105

固定在所述支撑管 900 内，所述支撑管 900 内形成所述雾化腔 104，所述支撑

管 900 与所述第一套管 901 之 间形成所述储油腔 103，所述烟油吸附件 902 套

设在所述支撑管 900 外并位于所述储油腔 103 内，所述加热组件 105 与所述电

极组件 903 电连接 ，所述电极组件 903 的一端与所述第一套管 901 插接相连，

所述电极组件 903 的另一端与延伸至所述第一套管 901 外并用于与外部电源电

连接 ，其中，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电极组件 903 包括分别与所述电热组件 105

的两端电连接的第一电极 9031 及第二电极 9032 ，所述电极组件 903 的一端棵

露至所述雾化器主体 100 外；

在所述外部电源供 电的情况下，所述加热组件 105 能够将烟油进行雾化以

生成能够对所述烟草进行加热的烟雾。

所述吸嘴组件 101 包括第二套管 904 、烟草 固定套 905 及吸嘴盖 906 。

所述烟草 固定套 905 设置在所述第二套管 904 内，所述吸嘴盖 906 盖设在

所述第二套管 904 的端面上，所述烟草 固定套 905 内设置有所述容纳腔 200



及所述通气槽 310，所述第一套管 901 与所述第二套管 904 为一体结构。

所述容纳腔 200 的背离所述吸嘴盖 906 的一端设置有环形的限位 台阶

907, 所述限位 台阶 907 用于阻挡所述烟草 910 朝远 离所述烟雾出口 102 方向

运动，所述限位台阶 907 面向所述吸嘴盖 906 的表面设置有与所述通气槽 310

及所述雾化腔 104 相连通的用于供烟雾流动的凹槽 908 。

以上所述，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 当理

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

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

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权 利 要 求
1、一种 雾化 器，包括雾化器主体及吸嘴组件 ，所述吸嘴组件设 置有供烟

雾排 出以供用户吸食 的烟雾 出口，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 器主体 内设 置有储油

腔 、雾化腔及加热组件 ，所述雾化 器主体 的一端设 置有与所述加热组件 电连接

并用于与外部 电源电连接 的电极组件，所述 电极组件 的至少部分棵露于所述

雾化 器主体外 ，所述吸嘴组件 内设置有与所述雾化腔及所述烟雾 出口相连通的

容纳腔 ，所述容纳腔用于放置烟草并作 为第一烟雾通道；

所述加 热组件设 置于所述雾化腔 内并用于雾化所述储 油腔 内的烟油以形

成烟雾，所述雾化腔 内雾化形成的烟雾用于对所述容纳腔 内的烟草进行加热，

以生成混合烟雾，以使在吸烟时，所述混合烟雾通过所述第一烟雾通道流动至

所述烟雾 出口；

所述吸嘴组件 内还设置有第二烟雾通道 ，所述第二烟雾通道与所述吸嘴组

件 的烟雾 出口及所述雾化腔相连通 ，所述第二烟雾通道用于分流所述雾化腔 内

的部分烟雾并将所述部分烟雾导入至所述烟雾 出口。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雾化 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嘴组件与所述雾

化器主体可拆卸连接 ，所述容纳腔与所述吸嘴组件 的面向所述雾化器主体 的表

面相连通并形成有 面向所述雾化 器主体 的腔 口，当所述吸嘴组件与所述雾化器

主体相连时，所述雾化器主体覆盖住所述腔 口；当将所述吸嘴组件与所述雾化

器主体分 离时，能够将烟草从所述腔 口插入所述容纳腔 内或将烟草从所述容纳

腔 内耳又出。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雾化 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嘴组件设置有所

述容纳腔 的一端侧壁处设 置有与所述吸嘴组件外表 面相连通 以作 为所述第二

烟雾通道的切槽 ，所述切槽位于雾化器主体 内，所述切槽 的两端分别与所述雾

化腔及所述烟雾 出口相连通 ，所述切槽设 置有 面向所述容纳腔并与所述容纳腔

相连通的槽 口；当所述容纳腔 内插设有烟草时，所述烟草覆盖所述槽 口，以使

雾化 器工作 时所述雾化腔 内的至少部分烟雾经所述切槽流动至所述烟雾 出口。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雾化 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嘴组件呈管状结

构 ，所述烟雾 出口位 于所述吸嘴组件 的一端 ，所述容纳腔一端的腔 口位于所述

吸嘴组件 的背离所述烟雾 出口的一端端面上 ，所述切槽 沿所述吸嘴组件 的纵向



延伸设置并贯穿所述吸嘴组件 的侧壁 。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雾化 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嘴组件设置有若

干个所述切槽 ，且任意相邻的两个所述切槽之 间设 置有预设 间隔，所述切槽呈

条形 。

6、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雾化 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容纳腔背向所述腔

口的一端设 置有用于阻挡所述烟草朝远 离所述腔 口方向运动的限位板 ，所述限

位板 的面向所述烟雾 出口的一侧设 置有 与所述容纳腔 同轴设 置的第三烟雾通

道 ，所述第三烟雾通道的一端与所述容纳腔相连通 ，所述第三烟雾通道的另一

端与所述烟雾 出口相连通 ，所述切槽 的长度 大于所述限位板至所述腔 口的距

离，所述切槽远 离所述腔 口的一端与所述第三 烟 雾通道相连通 。

7、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雾化 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嘴组件插设在所

述雾化 器主体 内的一端侧壁处设 置有与所述吸嘴组件外表 面相连通并作 为所

述第二烟雾通道的通孔 ，所述通孔与所述雾化腔及所述烟雾 出口相连通 ，以使

雾化 器工作 时，所述雾化腔 内的至少部分烟雾经所述通孔流动至所述烟雾 出

口。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雾化 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容纳腔的背离所述

腔 口的一端设置有用于阻挡所述烟草朝远 离所述腔 口方向运动的限位板 ，所述

限位板 的面向所述烟雾 出口的一侧设 置有 与所述容纳腔 同轴设 置的第三烟雾

通道 ，所述第三烟雾通道的一端与所述容纳腔相连通 ，所述第三烟雾通道的另

一端与所述烟雾 出口相连通 ，所述通孔至所述腔 口的距 离大于所述限位板至所

述腔 口的距 离，所述通孔与所述第三烟雾通道相连通 。

9、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雾化 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嘴组件插入所述

雾化 器主体 的一端外周面与所述雾化器主体之 间形成有 间隙，所述 间隙与所述

通孔及所述雾化腔相连通 ，所述 间隙用于在雾化器工作时所述雾化腔 内的至少

部分烟雾经所述间隙流入通孔 内，再经过所述通孔流动至所述烟雾 出口。

10、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腔与所述容纳

腔之 间设置有用于阻挡所述容纳腔 内的烟草朝着所述雾化腔运动的隔板 ，所述

隔板上设置有至少一个穿孔 ，所述穿孔与所述容纳腔及所述雾化腔相连通 。

11、根据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器主体 的一



端设 置有插接槽 ，所述吸嘴组件 的一端可拆卸的插设在所述插接槽 内，所述隔

板收容在所述插接槽 内并与所述插接槽 的槽壁可拆卸连接 ，以使在将所述吸嘴

组件拆卸后 能够将所述隔板从所述插接槽 内取 出。

12、根据权利要 求 11 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板呈 圓盘形 ，

所述 隔板 的外周面套设有与所述插接槽 的槽壁弹性抵接 的密封 圈。

13、根据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器主体 的一

端设 置有插接槽 ，所述吸嘴组件 的一端可拆卸的插设在所述插接槽 内，所述隔

板收容在所述插接槽 内。

14、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容纳腔 的背离所述

腔 口的一端设置有用于阻挡所述烟草朝远 离所述腔 口方向运动的限位机构 。

15、根据权利要 求 14 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机构为环绕

所述容纳腔 的腔壁设 置的限位 台阶。

16、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容纳腔 内还设 置有

盖设在所述容纳腔面向所述烟雾 出口一端的滤 网，所述滤 网用于阻碍所述容纳

腔 内的所述烟草进入用户 口腔 。

17、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组件 为所述雾

化器中唯一的加热装置。

18、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器主体 包括储

油组件及插设在所述储油组件 内的雾化 芯组件 ，所述储油组件 内形成有所述储

油腔 ，所述储油组件 的一端设 置有所述 电极组件 ；所述雾化 芯组件 包括雾化套

管、烟油吸附套 、电热丝 、上绝缘环及上 电极 ，所述雾化套管的管壁上设置有

与所述储油腔相连通 的进油孔 ，所述烟油吸附套套设在所述雾化套管 内并盖设

所述进油孔 ，所述 电热丝用作所述加热组件 ，所述 电热丝缠绕成螺旋状并至少

部分套设在所述烟油吸附套 内，以雾化所述烟油吸附套 中的烟油，所述烟油吸

附套 内形成有所述雾化腔 ，所述绝缘环套设在所述雾化套管的一端 内，所述上

电极套设在所述绝缘环 内，所述 电热丝的一端与所述上 电极 电连接 ，所述 电热

丝的另一端与所述雾化套管电连接 ，以通过所述上 电极及所述雾化套管与外部

电源电连接 。

19、根据权利要 求 18 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油组件 包括储



油组件主体及可拆卸地插设在所述储油组件主体一端的防拆组件 ，所述防拆组

件 包括调气座 、弹性件及活动盖；

所述调 气座 的一端插设在所述储 油组件主体 内并与所述储油组件主体通

过螺纹连接 ，所述调 气座 的另一端延伸至所述储油组件主体外 ，所述弹性件 固

定在所述调 气座上并与所述活动盖弹性抵持 ，以 给 所述活动盖提供朝远 离所述

储油组件主体方向的弹力，所述活动盖盖设在所述调 气座的背向所述储油组件

主体 的一端上 ，所述活动盖设 置有啮合槽 ，所述调气座上设置有用于与所述啮

合槽 配合 的啮合齿 ，所述啮合槽距所述啮合齿预设距 离；当需要将所述防拆组

件从所述储油件主体拆下时，需向所述活动盖施加朝所述调 气座方向的力直至

所述啮合槽与所述啮合齿啮合 ，从 而通过旋转所述活动盖以将所述防拆组件从

所述储油组件主体上拆卸。

20、根据权利要 求 19 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 芯组件活动

地插设在所述储油组件 内，所述雾化 芯组件 的一端与所述防拆组件螺纹连接 ，

同所述防拆组件从所述储油组件主体上取 出。

21、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容纳腔 的腔壁处 凹

陷形成有 沿所述容纳腔的纵向延伸设置以作 为所述第二烟雾通道的通 气槽 ，所

述通 气槽 的一端与所述雾化腔相连通 ，所述通 气槽 的另一端与所述烟雾 出口相

连通 。

22、根据权利要 求 21 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器主体 包括

第一套管、烟油吸附件及支撑管，所述支撑管插设在所述第一套管 内，所述加

热组件 固定在所述支撑管 内，所述支撑管 内形成所述雾化腔 ，所述支撑管与所

述第一套管之 间形成所述储油腔 ，所述烟油吸附件套设在所述支撑管外并位于

所述储油腔 内，所述加热组件与所述 电极组件 电连接 ，所述 电极组件 的一端与

所述第一套管插接相连 ，所述 电极组件 的另一端延伸至所述第一套管外并用于

与外部 电源电连接 ；所述吸嘴组件 包括第二套管 、烟草 固定套及吸嘴盖 ，所述

烟草 固定套设 置在所述第二套管 内，所述吸嘴盖盖设在所述第二套管的端面

上 ，所述烟草 固定套 内设 置有所述容纳腔及所述通 气槽 ，所述吸嘴盖上设置有

所述烟雾 出口，所述第一套管与所述第二套管为一体结构 。



23、根据权利要 求 22 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容纳腔 的背离所

述吸嘴盖的一端设置有环形的限位 台阶，所述限位 台阶用于阻挡所述烟草朝远

离所述烟雾 出口方向运动 ，所述限位 台阶面向所述吸嘴盖的表 面设置有与所述

通气槽及所述雾化腔相连通的用于供烟雾流动的凹槽 。

2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烟雾通道与所

述第二烟雾通道间隔设置 ，所述第一烟雾通道与所述第二烟雾通道之 间设置有

用于隔离所述第一烟雾通道与所述第二烟雾通道的隔离部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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