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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测量和/或预测由蒸发器设备释放的

蒸汽和/或材料(包括活性成分)的量的方法和蒸

发器设备。特别地，本文所描述的是电子蒸发器

和使用它们的方法，其主要地或完全基于电和热

性质(例如施加到蒸发元件(例如，加热线圈)的

功率或能量)以及紧接在材料被蒸发之前以及在

材料被蒸发之时所述材料的温度来确定蒸汽和/

或所述蒸汽中的材料的剂量/量。可以使用剂量

信息来控制所述装置的操作和/或可将剂量信息

向使用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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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确定递送到蒸发器装置的使用者的物质的估计量的方法，包括：

确定施加到所述蒸发器装置的加热器的功率的量，所述加热器被配置用来气化可蒸发

材料；

确定所述蒸发器装置的一部分在第一时间的第一温度；

确定所述蒸发器装置的所述部分在所述第一时间后的第二时间的第二温度；

基于施加到所述加热器的功率的量和所述第一温度与所述第二温度的差，确定递送到

所述蒸发器装置的所述使用者的所述物质的估计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蒸发器装置的所述部分包括所述加热器和所

述可蒸发材料中的一个或多个。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可蒸发材料包括所述物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物质的所述估计量包括递送到所述使用者的

活性成分的估计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可蒸发材料包括烟碱和载体。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载体包括一种或多种二醇。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一时间是时间段的开始，其中，所述第二时

间是所述时间段的结束，并且其中，递送到所述使用者的所述物质的所述估计量包括对在

所述时间段期间递送的所述物质的量的估计。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在所述蒸发器装置上检测使用者抽吸，其中，所述第一时间对应于所述使用者抽吸的

开始时间，并且其中，所述第二时间对应于所述使用者抽吸的结束时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确定递送到所述蒸发器装置的所述使用者的所述

物质的所述估计量包括确定所述蒸发器装置的使用时期的第一时间段期间的递送到所述

蒸发器装置的所述使用者的所述物质的第一估计量，所述方法还包括：

确定递送到所述使用者的所述物质的多个估计量，所述多个估计量中的每个对应于在

所述蒸发器装置的所述使用时期内发生在所述第一时间段后的多个顺序时间段中的一个，

所述多个估计量中的每个基于在所述多个顺序时间段中的对应一个时间段期间施加到所

述加热器的估计功率、在所述多个顺序时间段中的所述对应一个时间段开始时的所述可蒸

发材料的估计温度、以及在所述多个顺序时间段中的所述对应一个时间段结束时的所述可

蒸发材料的估计温度；并且

基于所述物质的所述第一估计量和所述物质的所述多个估计量的和，确定在所述蒸发

器装置的所述使用时期内递送到所述使用者的所述物质的总估计量。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确定递送的所述物质的所述总估计量包括在确

定所述物质的所述第一估计量和所述物质的所述多个估计量中的每个估计量时对所述物

质的所述第一估计量和所述物质的所述多个估计量进行合计。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确定递送的所述物质的所述估计量包括：

基于第一常数乘以所述第一温度与所述第二温度的差，计算第一值；

基于第二常数乘以所述第二温度，计算第二值；

基于施加到加热器的所述功率减去所述第一值和所述第二值，计算第三值；并且

基于第三常数乘以所述第三值，计算递送的所述物质的所述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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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当递送的所述物质的所述估计量在时间段内达到或超过预设阈值时，停用所述蒸发器

装置。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当递送的所述物质的所述估计量在时间段内达到或超过预设阈值时，警告所述使用

者。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确定所述第一温度包括基于与所述加热器的温

度成比例的所述加热器的电性能计算所述第一温度的估计。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由所述蒸发器装置将施加到所述加热器的功率的量、所述第一温度和所述第二温度中

的一个或多个发送到独立的装置以用于显示与所述物质的所述估计量有关的信息。

16.一种蒸发器装置，包括：

加热器，其被配置用来气化可蒸发材料；以及

一个或多个控制器，其被配置用来执行包括以下的操作：

确定施加到所述加热器的功率的量；

确定所述蒸发器装置的一部分在第一时间的第一温度；

确定所述蒸发器装置的所述部分在所述第一时间后的第二时间的第二温度；

基于施加到所述加热器的功率的量和所述第一温度与所述第二温度的差，确定递送到

使用者的物质的估计量。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蒸发器装置，其中，所述蒸发器装置的所述部分包括所述加

热器和所述可蒸发材料中的一个或多个。

18.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蒸发器装置，其中，所述可蒸发材料包括所述物质。

19.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蒸发器装置，其中，所述物质的所述估计量包括递送到所述

使用者的活性成分的估计量。

20.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蒸发器装置，其中，所述可蒸发材料包括烟碱和载体。

21.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蒸发器装置，其中，所述载体包括一种或多种二醇。

22.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蒸发器装置，其中，所述第一时间是时间段的开始，其中，所

述第二时间是所述时间段的结束，并且其中，递送到所述使用者的所述物质的所述估计量

包括对在所述时间段期间递送的所述物质的量的估计。

23.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蒸发器装置，其中，所述操作还包括：

在所述蒸发器装置上检测使用者抽吸，其中，所述第一时间对应于所述使用者抽吸的

开始时间，并且其中，所述第二时间对应于所述使用者抽吸的结束时间。

24.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蒸发器装置，其中，所述操作还包括：

针对多个时间段确定递送到所述使用者的所述物质的多个估计量，所述多个估计量基

于在所述多个时间段中的每个时间段期间施加到所述加热器的估计功率、在所述多个时间

段中的每个时间段开始时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估计温度、以及在所述多个时间段中的每个

时间段结束时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估计温度；并且

基于所述物质的所述多个估计量的和，确定在时间段内递送到所述使用者的所述物质

的总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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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根据权利要求24所述的蒸发器装置，其中，确定递送的所述物质的所述总估计量包

括在计算所述物质的所述多个估计量中的每个估计量时对所述物质的所述多个估计量进

行合计。

26.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蒸发器装置，其中，确定递送的所述物质的所述估计量包

括：

基于第一常数乘以所述第一温度与所述第二温度的差，计算第一值；

基于第二常数乘以所述第二温度，计算第二值；

基于施加到加热器的所述功率减去所述第一值和所述第二值，计算第三值；并且

基于第三常数乘以所述第三值，计算递送的所述物质的所述估计量。

2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蒸发器装置，其中，所述操作还包括：

当递送的所述物质的所述估计量在时间段内达到或超过预设阈值时，停用所述蒸发器

装置。

28.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蒸发器装置，其中，所述操作还包括：

当递送的所述物质的所述估计量在时间段内达到或超过预设阈值时，警告所述使用

者。

29.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蒸发器装置，其中，确定所述第一温度包括基于与所述加热

器的温度成比例的所述加热器的电性能计算所述第一温度的估计。

30.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蒸发器装置，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控制器包括操作逻辑和

软件指令中的一个或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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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剂量控制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于2014年12月5日提交的题为“CALIBRATED  DOSE  CONTROL  AND  HEAT 

BLOCK  RESERVOIR  FOR  E-VAPORIZER  DEVICE”的美国临时申请No.62/088,464以及于2015

年7月31日提交的题为“CALIBRATED  DOSE  CONTROL”的美国临时申请No.62/199,828的优先

权，其各自的全部内容通过援引加入本文。

[0003] 本专利申请也可能与2014年12月23日提交的题为“Vaporization  Device 

Systems  and  Methods”的美国专利申请No.14/581,666相关，其全部内容通过援引加入本

文。

[0004] 援引加入

[0005] 在本说明书中提及的所有出版物和专利申请的全部内容通过援引加入本文，就如

同各个单独的出版物或专利申请被具体地和单独地表明通过援引加入本文一样。

发明领域

[0006] 本文所述的装置、系统和方法可以用于为吸入蒸汽的使用者确定所述蒸汽的剂量

和/或所述蒸汽中的活性成分的量。

背景技术

[0007] 蒸发装置，包括电子蒸发器装置(electronic  vaporizer  device或e-vaporizer 

device)，允许通过吸入蒸汽递送含有一种或多种活性成分的蒸汽。电子蒸发器装置在规定

的递送药物的医疗用途以及消费烟草和其他植物系可点燃抽吸材料方面越来越受欢迎。特

别地，电子蒸发器装置可以是便携式的、独立的(self-contained)并且便于使用。遗憾的

是，即使适用于医疗用途，这些装置也可能在所提供的蒸汽和/或活性成分的量上有差异。

[0008] 迄今为止，确定蒸汽和/或蒸汽中的活性成分的剂量的尝试尚未令人满意。通过限

制会话期(session)内要递送的材料的量来预先确定剂量的系统通常错误地假定所有的材

料都会被吸入，并且对于部分剂量而言可能是不可调节的。这样的系统还可以测量材料的

量，并且需要准确测量被递送用于蒸发的材料的质量和/或体积，或者测量起始质量/体积

和递送后质量或体积之间的差。这些测量可能是困难的，需要高水平的精确度和费用，并可

能导致不准确的结果。

[0009] 需要的是用于递送蒸汽以及准确的例如在合理的精确度/误差范围内的递送剂量

的方法和设备(例如，系统和/或装置)。特别地，提供通过监测设备的电活动以及在一些情

况下监测所述设备的温度(其可以通过电学估计或直接测量)，确定蒸汽和/或所述蒸汽中

的成分的递送剂量的方法和设备会是有帮助的。此外，提供递送预定剂量和/或当达到或超

过阈值剂量时提醒使用者或护理者的此类方法和设备会是有帮助的。此外，提供递送剂量

的电子记录也可能是有帮助的。

[0010] 发明概述

[0011] 本文公开了方法和设备，其包括可以估计、测量和/或预测可以递送给使用者的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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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和/或所述蒸汽中的材料(包括活性成分)的量的装置和系统。特别地，本文所描述的是电

子蒸发器和它们的使用方法，其主要或完全基于电性能，例如施加到蒸发元件(例如线圈)

的功率(power)或能量，以及在一些变体中，材料在其被蒸发时的温度，来确定蒸汽和/或所

述蒸汽中的材料的剂量/量。在一些变体中，所述材料被蒸发时的温度可以基于所述蒸发元

件的电性能，例如电阻温度系数或TCR来估计/约计。

[0012] 通常，本文所述的方法和设备可以准确地确定所递送的剂量到所递送的实际剂量

的大约20％之内(例如，大约19％之内、大约18％之内、大约17％之内、大约16％之内、大约

15％之内、大约14％之内、大约13％之内、大约12％之内、大约11％之内、大约10％之内等)。

[0013] 本文还描述了用于校正的方法和设备。校正可以自动或手动地进行，并且可以在

工厂进行。在一些变体中，校正可以由使用者进行。校正可以包括值的输入，包括常数值。当

被蒸发的材料(包括载体和/或活性成分)被改变时，可以进行校正。

[0014] 尽管本文描述的许多实例涉及确定烟碱或其他与烟草有关的材料的剂量，但是应

当理解，这些方法和设备可用于任何可蒸发材料的递送和剂量测定，包括治疗性药物。下文

提供可以如本文所述地使用的活性成分的实例，并且其可以包括植物药、营养品、药物等，

包括这些的组合。本文描述的方法和设备可以直接向肺提供相对纯的材料，这可以加速在

体内的作用，包括起效时间和失效时间(off-time)。

[0015]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文公开了允许使用者控制从可蒸发材料产生的蒸汽的量的

方法和装置。这允许定制多种可蒸发材料的蒸发体验，以及整体改进的使用者体验。本公开

的方法可以使用如本文所述进行配置的任何电子蒸发器装置或蒸发装置来实施。

[0016] 例如，本公开提供了电子蒸发器装置的剂量控制和校正方法，其包括相对于功率、

时间和温度，测量从电子蒸发器装置或蒸发装置的可蒸发材料蒸发的材料的量。这些方法

和设备可以包括蒸发剂量(例如质量)预测系统，其包括建立总颗粒物(TPM)或活性成分蒸

发或释放作为温度(其可以通过电阻率或通过与温度成比例的特性确定)、时间(其可以与

使用者的抽吸/吸入的检测相关联)以及蒸发元件的功率消耗的函数的关系。在一些实施方

案中，本公开提供了电子蒸发器装置的计量剂量控制和校正方法，其包括相对于功率和温

度，测量从电子蒸发器装置或蒸发装置的可蒸发材料蒸发的材料的量；特别地，提供包括蒸

发剂量预测系统的方法，其包括建立总颗粒物(TPM)或活性成分蒸发或释放作为温度和功

率消耗的函数的关系。

[0017] 因此，本文描述的是确定在时间段内递送到蒸发装置的使用者的可蒸发材料的剂

量的方法。所述时间段通常包括多个顺序时间间隔。在任何这些方法和设备中，所述蒸发装

置可以包括加热器控制器、加热器、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源和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例如，方

法可以包括：计算每个所述顺序时间间隔的部分剂量，其中所述部分剂量是由所述加热器

控制器向所述加热器递送的用以在部分剂量时间间隔期间蒸发所述可蒸发材料的功率、在

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隔期间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以及在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

隔之前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来计算的；以及将所述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中的计

算的部分剂量相加，以确定在所述时间段期间所递送的蒸汽的总剂量。

[0018] 任何计算或求和步骤都可以在所述装置内进行(例如，在本地，例如在控制器内，

所述控制器可以包括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或者是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的一部分，其与所述

装置的其他部分例如加热器控制器在同一外壳内)，和/或它们可以远程进行，例如，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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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地接收诸如功率、温度和/或部分剂量信息的处理器内。所述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其

在本文中可以称为蒸发剂量预测器或蒸发剂量预测器电路或蒸发剂量预测器控制逻辑)可

以所述远离装置的其他部分，包括在远程服务器(例如，云服务器、智能手机或可穿戴设备

等)中，并且可以无线地接收信息。

[0019] 通常，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种还可以包括基于所递送的蒸汽的总剂量来确定递送

给所述使用者的活性成分的量。这可以使用例如活性材料在所述可挥发材料的源内的浓度

来进行(例如，给出活性成分的量/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源内的可蒸发材料的单位质量或单位

体积)。

[0020] 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种还可以包括相对于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确定

每个所述顺序时间间隔内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变化(ΔT)。

[0021] 可以使用任何适当的时间间隔(剂量时间间隔)，所述时间间隔可以是顺序的(例

如，顺序时间间隔)，并且所述时间间隔可以基于或反映用于确定剂量的设备的采样速率。

例如，所述时间间隔可以为大约200msec至大约10msec。

[0022] 剂量的计算还可以包括：计算每个所述顺序时间间隔的部分剂量，其还基于所述

材料的潜热和比热。例如，如本文更详细地描述的，常数可以是经验的或理论的(例如，来自

被蒸发的所述材料的潜热和/或比热)并且可以最初提供给本文所述的装置，或者可以周期

性地更新(例如，在校正步骤中)这些装置的任何一者。

[0023] 通常，通过平衡所述加热器(例如，焦耳加热线圈)投入所述材料中的能量，由所述

装置递送的部分剂量(蒸汽质量)的计算可以基于被蒸发的材料中的质量/能量平衡，包括

由蒸发引起的能量变化、随着热量被待蒸发的材料吸收的热量变化以及通过热传送从系统

中损失的能量。如本发明人在本文中所述，对于施加到所述加热器的能量(功率)与紧接所

述可蒸发材料的蒸发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温度，这能够以出乎意料的精确度表示。蒸发器的

结构(加热器形状、材料、尺寸等)和被蒸发的材料的变化可以被认为是常数并被忽略(例

如，提供无单位值或自参考值)。例如，计算每个所述顺序时间间隔的部分剂量的步骤可以

包括从第一常数乘以所述加热器控制器向所述加热器递送的用以在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

隔期间蒸发所述可蒸发材料的功率中减去第二常数乘以在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隔期间被

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以及第三常数乘以在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隔之前被蒸发的

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或者，计算每个所述顺序时间间隔的部分剂量的步骤可以包括：从

第一常数乘以所述加热器控制器向所述加热器递送的用以在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隔期间

蒸发所述可蒸发材料的功率中减去不同的第二常数乘以在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隔期间被

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与在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隔之前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

的温度之间的差以及不同的第三常数乘以在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隔之前被蒸发的所述可

蒸发材料的温度。

[0024] 通常，计算部分剂量可以使用在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隔期间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

材料的温度和在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隔之前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包括使用与

所述加热器的温度成比例的电性能作为在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隔期间被蒸发的所述可蒸

发材料的温度。因此，本文所述的任何计算步骤中所述的温度(例如，在所述部分剂量时间

间隔期间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和在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隔之前被蒸发的所述

可蒸发材料的温度)可以指任何与实际温度成比例的值(例如，使用电阻值的温度系数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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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与温度成比例相关的值，而不需要转换(使用从系统确定的常数转换成℃或°F))。

[0025] 通常，本文描述的方法和设备可以实现所得到的剂量信息(或部分、运行或相加的

剂量信息)，例如用来报告和/或控制设备的操作或发送到辅助(例如远程)设备。例如，这些

方法中的任何一种还可以包括当在所述时间段期间所递送的蒸汽的总剂量达到或超过预

设阈值时警告所述使用者。这些方法中的任一种还可以包括当在所述时间段期间所递送的

蒸汽的总剂量达到或超过预设阈值时停用所述装置。这些方法(或被配置用于实现它们的

装置)中的任何一种可以进一步包括计算和显示在包括时间段的会话期间(session 

period)递送的蒸汽的累计总剂量。因此，多次抽吸时的总运行剂量(每次抽吸可以被认为

是一个时间段，或者所述时间段可以是设备被开启以用于蒸发所述材料的整个会话，或时

间段的倍数直到由所述使用者复位)。

[0026] 通常，这些方法中的任一种可以包括在所述蒸发器装置上检测使用者的抽吸，其

中所述时间段对应于所检测的使用者的抽吸的持续时间。

[0027] 可以使用任何适合的待蒸发材料(可蒸发材料)。通常，所述可蒸发材料可以是液

体。所述可蒸发材料可以包含任何活性成分。例如，所述可蒸发材料可以包含基于烟草的材

料。所述可蒸发材料可以包含植物药。所述可蒸发材料可以包含烟碱化合物。所述可蒸发材

料可以包含大麻素。所述可蒸发材料可以包含以下的一种或多种：西替利嗪、布洛芬、萘普

生、奥美拉唑、多西拉敏、苯海拉明、褪黑素或氯苯甲嗪。所述可蒸发材料可以包含以下的一

种或多种：沙丁胺醇、左旋沙丁胺醇、吡布特罗、沙美特罗、福莫特罗、硫酸阿托品、异丙托溴

铵、氟替卡松、布地奈德、莫米松、孟鲁司特、扎鲁司特、茶碱、氟替卡松和沙美特罗、布地奈

德和福莫特罗、或莫米松和福莫特罗。所述可蒸发材料可以包含以下的一种或多种：多酚、

绿茶儿茶素、咖啡因、苯酚、糖苷、半日花烷型二萜、育亨宾、原花色素、萜糖苷、ω-脂肪酸、

松果菊苷、生物碱、异戊酸、萜、γ-氨基丁酸、番泻苷、肉桂醛或维生素D。所述可蒸发材料可

以包含烟碱盐、甘油和丙二醇。

[0028] 如上所述，所述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可以是控制器的一部分。在一些变体中，所述

蒸发剂量预测器和所述加热器控制器都是同一控制器的部分。在一些变体中，所述蒸发剂

量预测器和所述加热器控制器是分开的。

[0029] 如本文所述的确定在时间段内递送给蒸发装置的使用者的可蒸发材料的剂量的

方法(例如，其中所述时间段包括多个顺续时间间隔，并且其中所述蒸发装置包括加热器控

制器、加热器、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源以及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的另一个实例可以包括：将

在所述多个顺序时间间隔中的每一个内由所述加热器控制器向所述加热器递送的功率从

功率控制器传输到所述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计算每个所述顺序时间间隔的部分剂量，其

中所述部分剂量是由所述加热器控制器向所述加热器递送的用以在所述多个顺序时间间

隔中的每一个的期间蒸发所述可蒸发材料的功率、在所述多个顺序时间间隔中的每一个的

期间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以及在所述多个顺序时间间隔中的每一个之前被蒸

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来计算的材料材料材料；以及将所述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中的

计算的部分剂量相加，以确定在所述时间段期间所递送的蒸汽的总剂量。

[0030] 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种还可以包括：将在所述多个顺续时间间隔中的每一个的期

间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从所述功率控制器传输到所述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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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确定在时间段内递送到蒸发装置的使用者的可蒸发材料的剂量的方法(例如，其

中所述时间段包括多个顺续时间间隔，并且其中所述蒸发装置包括加热器控制器、加热器、

包含活性成分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源以及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的另一个实例可以包括：

计算每个所述顺序时间间隔的部分剂量，其中所述部分剂量是由所述加热器控制器向所述

加热器递送的用以在部分剂量时间间隔期间蒸发所述可蒸发材料的功率、在所述部分剂量

时间间隔期间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以及紧接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隔之前被蒸

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来计算的；将所述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中的计算的部分剂量相

加，以确定在所述时间段期间所递送的蒸汽的总剂量；以及基于所递送的蒸汽的总剂量确

定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活性成分的量材料材料材料。

[0032] 确定递送给蒸发装置的使用者的蒸汽的量的方法可以包括：测量在第一时间段内

从所述蒸发器装置的电源递送的功率的量；测量在所述第一时间段内在所述蒸发器装置中

蒸发的材料的温度；以及基于所测量的功率的量和在所述第一时间段期间所测量的温度的

变化来确定在所述第一时间段期间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材料。

[0033] 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种还可以包括基于所确定的蒸汽的量来检测递送给所述使

用者的活性成分的量。所述测量步骤可以在任何合适的频率下进行，例如在所述第一时间

段内以5Hz至50Hz的频率。所述测量步骤可以在所述第一时间段内以10Hz至30Hz的频率进

行。

[0034] 如上所述，确定在所述第一时间段期间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可进一步基

于所述材料的潜热和比热。

[0035] 在这些方法中的任一种中，确定在所述第一时间段期间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蒸汽

的量包括基于以下公式计算：

[0036]

[0037] 其中Δm蒸汽，累计是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蒸汽的总量，a是常数，b是常数，c是常数，P

是所测量的功率，并且Ti是来自所述第一时间段的测量温度，并且Ti-1是来自紧接在前的时

间段的测量温度。

[0038] 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种还可以包括在所确定的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达

到或超过预设蒸汽阈值的时候警告所述使用者，和/或在所确定的蒸汽的量达到或超过预

设蒸汽阈值的时候停用所述装置。

[0039] 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种也可以包括在所述蒸发器装置上检测使用者的抽吸，其中

仅在检测到的抽吸期间进行测量步骤。

[0040] 如上所述，在本文所述的任何方法中，可以使用任何适合的待蒸发材料(可蒸发材

料)。通常，所述可蒸发材料可以是液体。所述可蒸发材料可以包含任何活性成分。例如，所

述可蒸发材料可以包含基于烟草的材料。所述可蒸发材料可以包含植物药。所述可蒸发材

料可以包含烟碱化合物。所述可蒸发材料可以包含大麻素。所述可蒸发材料可以包含以下

的一种或多种：西替利嗪、布洛芬、萘普生、奥美拉唑、多西拉敏、苯海拉明、褪黑素或氯苯甲

嗪。所述可蒸发材料可以包含以下的一种或多种：沙丁胺醇、左旋沙丁胺醇、吡布特罗、沙美

特罗、福莫特罗、硫酸阿托品、异丙托溴铵、氟替卡松、布地奈德、莫米松、孟鲁司特、扎鲁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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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茶碱、氟替卡松和沙美特罗、布地奈德和福莫特罗、或莫米松和福莫特罗。所述可蒸发材

料可以包含以下的一种或多种：多酚、绿茶儿茶素、咖啡因、苯酚、糖苷、半日花烷型二萜、育

亨宾、原花色素、萜糖苷、ω-脂肪酸、松果菊苷、生物碱、异戊酸、萜、γ-氨基丁酸、番泻苷、

肉桂醛或维生素D。所述可蒸发材料可以包含烟碱盐、甘油和丙二醇。

[0041] 本文还描述了被配置用于确定被递送的蒸汽的剂量的蒸发设备，例如装置和系

统。例如，蒸发器装置可以包括：加热器控制器；加热器，其联接到所述加热器控制器，从而

所述加热器控制器向所述加热器施加功率；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源；以及蒸发剂量预测器单

元，其接收来自所述加热器控制器的输入，其中所述蒸发剂量预测器被配置用于基于以下

来确定在时间段内递送给使用者的蒸汽的剂量：所述加热器控制器向所述加热器递送的用

以在所述时间段内的多个部分剂量时间间隔中的每一个的期间蒸发所述可蒸发材料的功

率的量、在每个部分剂量时间间隔期间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以及在每个部分剂

量时间间隔之前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材料材料。

[0042] 这些装置中的任何一种还可以包括被配置用于呈现所述使用者在所述时间段期

间递送的蒸汽的量的输出器(output)。

[0043] 可以使用任何适当的输出器，包括影像显示器、LED、扬声器、无线发射器等。本文

所述的任何设备可以包括温度传感器，其配置用于感应在每个部分剂量时间间隔期间被蒸

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如本文所述，所述温度传感器可以是单独的和/或专用的(例

如热敏电阻)，或者可以基于所述加热器本身的相对电阻来确定温度(例如，所述加热器和/

或被加热的材料的温度)。

[0044] 如上所述，所述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可以包括控制器。例如，所述蒸发剂量预测器

单元可以与所述加热器控制器集成。所述蒸发剂量预测器可以被配置用于确定所递送的蒸

汽的量作为所递送的蒸汽的剂量。所述蒸发剂量预测器可以被配置用于基于所递送的蒸汽

的剂量来确定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活性成分的量。

[0045] 在本文所述的任何设备中，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隔可以各自为大约200msec至大

约10msec。

[0046] 所述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可以被配置用于通过从第一常数乘以所述加热器控制

器向所述加热器递送的用以在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隔期间蒸发所述可蒸发材料的功率中

减去第二常数乘以在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隔期间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以及第

三常数乘以在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隔之前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来计算每个所

述部分剂量时间间隔的部分剂量材料材料材料。

[0047] 通常，所述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可以被配置用于确定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可蒸发

材料的量。

[0048] 如本文所述，所述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被配置用于使用与所述加热器的温度成比

例的所述加热器的电性能作为在所述部分剂量时间间隔期间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

温度。

[0049] 这些设备中的任何一种可以包括警报器，其被配置用于当在所述时间段期间所递

送的蒸汽的总剂量达到或超过预设阈值的时候，警告所述使用者。这些设备中的任何一种

可以包括剂量控制逻辑，其被配置用于在所述时间段期间所递送的蒸汽的总剂量达到或超

过预设阈值时，停用所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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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这些设备中的任何一种还可以包括抽吸检测器，其被配置用于检测使用者在所述

装置上的抽吸。在一些变体中，所述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可以被配置用于将所述时间段设

置为所检测的使用者的抽吸持续时间(例如，0.5至15sec、0.5至20sec、0.5至10sec等)。

[0051] 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源可以是液体、固体或凝胶。所述可蒸发材料优选是液体。

[0052] 还描述了其他方法和设备的变体。例如，本文描述的是用于量化和控制从电子蒸

发器装置中的可蒸发材料的储存器(reservoir)递送到使用者的蒸汽和/或所述蒸汽中的

一种或多种材料的量的方法。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可以包括抽吸传感器、电源(例如电池、

电容器等)、加热元件控制器和加热元件。还可以包括单独的温度传感器，或者它可以是所

述加热元件控制器的一部分，其可以基于由温度引起的电阻变化(例如，TCR)估计所述加热

元件(例如，电阻线圈等)的温度，并且因此可以包括参考电阻器。还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附

加的温度传感器。这些设备还可以包括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其可以与所述温度控制器分

离(并且可以接收来自所述温度控制器的输入)，或者可以与其集成。在一些变体中，所述设

备还包括基于所确定/估计的剂量来控制所述设备的操作(例如，关闭、触发警报等)的警报

单元和/或控制逻辑。

[0053] 例如，操作所述装置的方法可以包括：(任选地)检测使用者的抽吸的抽吸传感器、

测量在使用者的抽吸的期间(例如，在抽吸期间的多个离散的时间间隔)从电源递送的功率

的量的加热元件控制器；在使用者的抽吸的期间测量(例如，在加热元件处或附近)被蒸发

的材料的温度或温度分布(profile)的温度传感器；蒸发剂量预测器，其基于在使用者的抽

吸的期间的功率的量和温度，或者基于在使用者的抽吸的期间的功率的量和温度分布，计

算从可蒸发材料递送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以及a)在所递送的蒸汽的量达到或超过使用者

的抽吸的预设蒸汽量阈值的时候，或者在从多次抽吸中递送的蒸汽的累计量达到或超过预

设蒸汽量阈值的时候，接通警报单元来警告所述使用者，或b)在所递送的蒸汽的量达到或

超过使用者的抽吸的预设蒸汽量阈值的时候，或者在从多次抽吸中递送的蒸汽的累计量达

到或超过预设蒸汽量阈值的时候，实施控制逻辑，以停用或修改电子蒸发器装置的一个或

多个特征的输出，或c)：a)和b)两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方法包括在存储器单元中存

储温度、温度分布、递送的功率的量或其组合的多个测量值。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方法

包括基于由使用者先前的抽吸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调整从一次抽吸到下一次的

预设蒸汽量阈值。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计时器，并且所述方法可以

包括接通所述计时器以测量抽吸持续时间。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方法包括将温度、温度

分布、递送的功率的量、抽吸持续时间或其组合的多个测量值存储在存储器单元中。在某些

实施方案中，所述方法包括使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标准化至抽吸持续时间。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方法包括将单独的舱(pod)附接到所述装置，所述单独的舱被配置用于

容纳所述可蒸发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方法包括以毫克总颗粒物计算从所述可蒸

发材料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方法包括以毫克活性成分

计算从所述可蒸发材料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方法包括

调整所述预设蒸汽量阈值。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与所述加热元件

不同的加热储存器，并且所述方法包括将可蒸发材料预热至预设温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所述可蒸发材料是液体、粘性液体、蜡或散叶(loose-leaf)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

可蒸发材料是基于烟草的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可蒸发材料是植物药。在某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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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中，所述可蒸发材料是药用化合物。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可蒸发材料是烟碱。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可蒸发材料是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可蒸发材料是大麻属

(Cannabis)。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方法包括调整所述可蒸发材料的类型。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所述方法包括将所述可蒸发材料的类型调整成液体、粘性液体、蜡或散叶材料。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方法包括将所述可蒸发材料的类型调整成基于烟草的材料。在某些实

施方案中，所述方法包括将所述可蒸发材料的类型调整成植物药。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

方法包括将所述可蒸发材料的类型调整成药用化合物。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方法包括

将所述可蒸发材料的类型调整成烟碱。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方法包括将所述可蒸发材

料的类型调整成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方法包括将可蒸发材料的类型调整成大

麻属(Cannabis)。调整所述可蒸发材料可以包括调整所述设备或方法以解决常数的变化

和/或校正设备以解决可用于给出校正的(例如质量或质量/时间)输出的常数的变化，如本

文更详细地描述的。

[0054]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警报单元包括压电扬声器，并且所述方法包括在递送到

所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达到或超过预设蒸汽量阈值的时候，通过激活压电扬声器以产生可

听见的声音来警告所述使用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警报单元包括发光二极管，并且所

述方法包括在递送到所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达到或超过预设蒸汽量阈值的时候，通过照亮

发光二极管来警告所述使用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警报单元包括振动马达，并且所述

方法包括在递送到所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达到或超过预设蒸汽量阈值的时候，通过启动振

动马达来提醒所述使用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控制逻辑包括软件模块。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所述控制逻辑包括硬件元件。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显示单

元，其中所述方法包括经由显示器向所述使用者提供反馈。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

发器装置是一次性使用的电子蒸发器装置。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被提

供给分析型吸烟机。

[0055] 在本文提供的某实施方案中，电子蒸发器装置被配置用于量化并控制从所述电子

蒸发器装置中的可蒸发材料递送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其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抽

吸传感器，其被配置用于检测使用者的抽吸；加热元件控制器，其被配置用于测量在使用者

的抽吸的期间从电源递送的功率的量；温度传感器，其被配置用于测量在使用者的抽吸的

期间由加热元件产生的温度或温度分布；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其被配置用于基于在使用

者的抽吸的期间的功率的量和温度或者基于在使用者的抽吸的期间的功率的量和温度分

布来计算从可蒸发材料递送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以及以下的一个或多个：a)警报单元，其

被配置用于在所递送的蒸汽的量达到或超过使用者的抽吸的预设蒸汽量阈值的时候，或者

在从多次抽吸中递送的蒸汽的累计量达到或超过预设蒸汽量阈值的时候，警告所述使用

者，以及b)控制逻辑，其被配置用于在所递送的蒸汽的量达到或超过使用者的抽吸的预设

蒸汽量阈值的时候，或者在从多次抽吸中递送的蒸汽的累计量达到或超过预设蒸汽量阈值

的时候，自动停用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的一个或多个特征，或c)：a)和b)两者。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存储器单元，其被配置用于存储温度、温度分布、递送的

功率或其组合的多个测量值。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配置用于确定

抽吸持续时间的计时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存储器，其被配置用

于存储温度、温度分布、递送的功率、抽吸持续时间或其组合的多个测量值。在某些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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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被配置用于将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标准化至抽吸持续

时间。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附接到所述装置的单独的舱，所述单独

的舱被配置用于容纳可蒸发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被配置用于以

毫克总颗粒物计算从可蒸发材料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

电子蒸发器装置被配置用于以毫克总颗粒物计算从可蒸发材料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蒸汽

的量。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被配置用于允许调整预设蒸汽量阈值。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不同于加热元件的加热储存器。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可蒸发材料，其是液体、粘性液体、蜡或散叶材料。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是基于烟草的材料的可蒸发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

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是植物药的可蒸发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

包括是药用化合物的可蒸发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是烟碱的

可蒸发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是大麻素的可蒸发材料。在某些

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是大麻属的可蒸发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

子蒸发器装置被配置成允许调整所述可蒸发材料的类型。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可蒸发

材料的类型可以调整成液体、粘性液体、蜡或散叶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可蒸发材

料的类型可调整成基于烟草的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可蒸发材料的类型可以调整

成植物药。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可蒸发材料的类型可以调整成药用化合物。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所述可蒸发材料的类型可以调整成烟碱。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可蒸发材料的类

型可以调整成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可蒸发材料的类型可以调整成大麻属。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所述警报单元包括压电扬声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警报单元包括发光

二极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警报单元包括振动马达。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控制逻

辑包括软件模块。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控制逻辑包括硬件元件。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

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显示单元，其被配置用于向所述使用者提供反馈。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是一次性使用的电子蒸发器装置。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

发器装置是蒸发装置。

[0056] 在本文提供的某实施方案中的是一种方法，所述方法包括电子蒸发器装置，其被

配置用于量化和控制从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中的可蒸发材料递送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其

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抽吸传感器，其被配置用于检测使用者的抽吸；加热元件控制

器，其被配置用于测量在使用者的抽吸的期间从电源递送的功率的量；温度传感器，其被配

置用于测量在使用者的抽吸的期间由加热元件产生的温度或温度分布；蒸发剂量预测器单

元，其被配置用于基于在使用者的抽吸的期间的功率的量和温度或者基于在使用者的抽吸

的期间的功率的量和温度分布来计算从所述可蒸发材料递送到所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以

及以下的一个或多个：a)警报单元，其被配置用于在所递送的蒸汽的量达到或超过使用者

的抽吸的预设蒸汽量阈值的时候，或者在从多次抽吸中递送的蒸汽的累计量达到或超过预

设蒸汽量阈值的时候，警告所述使用者，以及b)控制逻辑，其被配置用于在所递送的蒸汽的

量达到或超过使用者的抽吸的预设蒸汽量阈值的时候，或者在从多次抽吸中递送的蒸汽的

累计量达到或超过预设蒸汽量阈值的时候，自动停用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的一个或多个特

征，或c)：a)和b)两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存储器单元，其被配置

用于存储温度、温度分布、递送的功率或其组合的多个测量值。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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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蒸发器装置包括配置用于确定抽吸持续时间的计时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

发器装置包括存储器单元，其被配置用于存储温度、温度分布、递送的功率、抽吸持续时间

或其组合的多个测量值。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被配置用于将递送给所

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标准化至抽吸持续时间。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

括附接到装置的单独的舱，所述单独的舱被配置用于容纳可蒸发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被配置用于以毫克总颗粒物计算从可蒸发材料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

蒸汽的量。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被配置用于以毫克总颗粒物计算从可

蒸发材料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被配置

成允许调整预设蒸汽量阈值。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不同于加热元

件的加热储存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可蒸发材料，其是液体、粘

性液体、蜡或散叶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是基于烟草的材料的

可蒸发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是植物药的可蒸发材料。在某些

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是药用化合物的可蒸发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

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是烟碱的可蒸发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

括是大麻素的可蒸发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是大麻属的可蒸

发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被配置成允许调整可蒸发材料的类型。在

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可蒸发材料的类型可以调整成液体、粘性液体、蜡或散叶材料。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可蒸发材料的类型可调整成基于烟草的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

可蒸发材料的类型可以调整成植物药。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可蒸发材料的类型可以调

整成药用化合物。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可蒸发材料的类型可以调整成烟碱。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所述可蒸发材料的类型可以调整成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可蒸发材料的

类型可以调整成大麻属。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警报单元包括压电扬声器。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所述警报单元包括发光二极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警报单元包括振动马达。在

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控制逻辑包括软件模块。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控制逻辑包括硬件

元件。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显示单元，其被配置用于向所述使用者

提供反馈。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是一次性使用的电子蒸发器装置。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是蒸发装置。

附图说明

[0057] 本发明的新颖特征在说明书中具体阐述。在附图的描述中，相同的附图标记指示

相同的元件。通过参考以下提供的其中使用本发明的原理的示例性实施方案以及附图(本

文中还称为“图(figure)”和“图(FIG.)”)的详细说明，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特征和优

点，其中：

[0058] 图1A是包括蒸发剂量估计/预测单元的蒸发设备的示意图。

[0059] 图1B-1D示出了如本文所述的蒸发设备的一个实例，分别是横截面图、侧视图和俯

视图。

[0060] 图1E是能够确定由所述装置蒸发的材料的量的示例性设备的实例。

[0061] 图2说明如本文所述的用于估计/预测蒸汽剂量的方法和设备的精确度，显示了与

实际测量的递送剂量(圆圈)相比，如本文所述地估计的剂量(实线)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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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图3的表格比较了实际测量的剂量(蒸发的总颗粒物或TPM)和如本文所述地基于

抽吸(吸入)期间的多个时间间隔的不连续估计而预测的剂量，所述不连续估计使用施加到

蒸发元件(加热器)的功率和蒸发元件的温度或在多个时间间隔中的每一个的开始和结束

时被蒸发的材料的温度。

[0063] 图4是使用本文描述的方法的一种变体在人类试验中比较测量和估计的剂量(以

TPM计)的另一个表格。

[0064] 图5和图6图示了分别在35cc和70cc对照“抽吸”中，施加于蒸发器加热器的功率、

加热器的温度与估计的蒸发速率(剂量)之间的关系。

[0065] 图7示意性地说明如本文所述的用于形成蒸汽的加热器(雾化器)和可蒸发材料储

存器的一个实例。在该实例中，所述加热器包括连接到所述储存器的芯子(wick)和与芯子

接触的加热元件；芯子和加热元件在气流通道中延伸，以抽出形成的蒸汽。在该实例中，储

存器的壁被加热。

[0066] 图8的图显示以下二者的比较：相对于电子蒸发器装置的未加热的储存器的TPM释

放含量(mg)的抽吸次数，相对于具有加热的储存器(“罐”)的电子蒸发器装置的热储存器的

TPM释放含量(mg)的抽吸次数。

[0067] 图9A的表显示查找表的一个变体，其可以用于基于校正数据来估计使用者吸入的

蒸汽的量。

[0068] 图9B图示了例如图9A所示的数据，其可以用于估计使用者吸入的蒸汽的量。

[0069] 图10示意性地显示如本文所述的确定时间间隔内蒸汽的剂量的一种方法。

[0070] 发明详述

[0071] 本公开提供了用于量化和控制从电子蒸发器装置中的可蒸发材料递送给使用者

的蒸汽的量的方法，其包括相对于蒸发期间消耗的功率和蒸发期间产生的温度，测量从蒸

发装置或电子蒸发器装置中的可蒸发材料蒸发、雾化或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吸入量。

本公开还提供了校正方法，其可以包括建立从可蒸发材料蒸发的总颗粒物(TPM)作为所产

生的温度和消耗的功率的函数的关系。可以进行一次校正(例如，在工厂)，或者可以由使用

者进行校正。可替代地或另外地，可以请求或要求使用者进行校正步骤，其包括输入待蒸发

的材料的标识符(例如，选择或输入所述材料和/或浓度，或所识别的参考，例如可以与被蒸

发的材料关联的批号等)。例如，使用者可以(例如，使用QR码、条形码或等同物)扫描可蒸发

材料或与可蒸发材料相关联的包装和/或插页。在一些变体中，所述设备包括对应于多种可

蒸发材料的查找表，其可以包括用于校正所述设备的值，包括本文提及的可用于校正蒸汽

和/或可蒸发材料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分(例如活性剂/活性成分)的质量的常数。

[0072] 如本文所用，术语“吸雾(vape)”或“吸雾(vaping)”是指使用蒸发装置的行为或体

验，例如用于将蒸汽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电子蒸发器装置。

[0073] 术语“抽吸”是指使用抽吸机构从蒸发装置或电子蒸发器装置除去蒸汽的过程。在

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机构是使用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机构是分析型吸烟机。通常

使用的抽吸的同义词是：例如，抽(drag)、抽(draw)、打(hit)、吮吸(suck)、拉(pull)、吸

(inhale)、或吸烟(smoke)。

[0074] 如本文所用，剂量可以指在特定时间摄取的蒸汽和/或材料(例如，活性成分等)的

量或数量。剂量可以根据上下文量化为质量或质量/时间。剂量可以是剂量/抽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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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如本文所用，术语“抽吸持续时间”是指蒸发装置或电子蒸发器装置联接到抽吸机

构的时间长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机构是使用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机构是分

析型吸烟机。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通过口状物(mouthpiece)提供。

[0076] 如本文所用，术语“抽吸体积”是指离开蒸发器装置的体积(例如标准参考蒸发器

装置、测试蒸发器装置、电子蒸发器装置或蒸发装置)。体积可以包括一种或多种气体、固体

和/或液体物质。抽吸体积可以包括通过装置(例如分析型吸烟机或电子蒸发器装置)吸取

的以ml(或cc)计的空气或气溶胶的量。

[0077] 如本文所用，术语“抽吸频率”是指在一定时间段内的抽吸次数。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使用每毫秒、秒、分钟或小时的单位时间的平均抽吸次数来计算抽吸频率。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使用1、2、3、4、5、6、7、8、9或10次连续的抽吸来计算抽吸频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使用10、20、30、40、50、60、70、80、90或100次连续的抽吸来计算抽吸频率。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抽吸频率是每1秒抽吸1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频率大约是每2秒抽吸1次。在某些

实施方案中，抽吸频率大约是每3秒抽吸1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频率大约是每4秒抽

吸1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频率大约是每5秒抽吸1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频率大

约是每6秒抽吸1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频率大约是每7秒抽吸1次。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抽吸频率大约是每8秒抽吸1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频率大约是每9秒抽吸1次。在

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频率是每10秒抽吸1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频率大约是每15秒

抽吸1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频率大约是每20秒抽吸1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频

率大约是每25秒抽吸1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频率大约是每30秒抽吸1次。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抽吸频率大约是每35秒抽吸1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频率大约是每40秒抽吸1

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频率大约是每45秒抽吸1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频率大约

是每50秒抽吸1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频率大约是每55秒抽吸1次。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抽吸频率大约是每60秒抽吸1次。

[0078] 如本文所用，术语“总颗粒物(TPM)”是指通过蒸发(evaporation)、蒸发

(vaporization)或雾化，通过在蒸发器或电子蒸发器装置上抽吸，从有机材料中除去的物

质的量；并且如本文所用，可以与短语“蒸发的质量(mass  vaporized)”、“雾化的质量”、

“m蒸发”或“蒸发的质量(evaporated  mass)”同义。

[0079] 如本文所用，术语“分析型吸烟机”是指可以以指定和受控制的抽吸体积和持续时

间在香烟或蒸发器装置上抽吸的工具。

[0080] 如本文所用，术语“可蒸发材料”是指材料的制剂，特别是包括放置在容纳所述制

剂的蒸发装置、电子蒸发器装置或舱(或专有容器)中的有机材料或植物药。可蒸发材料可

以是液体、油或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是散叶物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

材料可以含有改善医学状况的症状的药用性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可以含有

消遣性药物。

[0081] 如本文所用，术语“蒸汽(vapor)”是指蒸发器装置的输出，包括气相的或作为气溶

胶的化合物、或化合物的混合物。

[0082] 如本文所用，术语“存储器”是指用于数据存储的非临时计算机可读介质、软件或

算法。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存储器单元是固态装置。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存储器单元在所述

装置的内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存储器单元将数据存储在随机存取存储器(RAM)中。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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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实施方案中，存储器单元是硬盘、磁带驱动器或其他外部装置。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存储

器单元是指被配置作为在被故意擦除之前数字数据的永久保持的位置的装置。存储器单元

还指被配置作为诸如闪存、只读存储器(ROM)和/或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的

非易失性存储器芯片的装置。

[0083] 如本文所用，术语“调整”可以指选择舱，选择操作参数，选择可蒸发材料的类型，

选择TPM量的剂量、活性成分的量或百分比、TPM或活性成分的比例或分数，和/或可以指校

正所述设备。

[0084] 如本文所用，术语“烟碱”是指烟碱、有机酸的烟碱盐和常见的烟碱衍生物，例如降

可替宁(norcotinine)、降烟碱、烟碱氮氧化物、可替宁氮氧化物、3-羟基可替宁和5-羟基可

替宁。

[0085] 术语“大麻素”是指能够作用于大麻素受体并诱导生物学效应的基于植物的或合

成的化合物。大麻素包括酸、盐和生物活性的立体异构体。

[0086] 术语“大麻属”是指大麻属的植物和其散叶产品或提取物。

[0087] 通常，本文所描述的是用于量化并且在一些变体中用于控制从电子蒸发器装置中

的可蒸发材料递送给使用者的蒸汽的量的方法。在一些变体中，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任选

地)：抽吸传感器、电源、加热元件控制器、加热元件、温度传感器、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警

报单元和/或控制逻辑。用于量化和/或控制的方法可以包括：(任选地)检测使用者的抽吸

的抽吸传感器；加热元件控制器，其测量在使用者的抽吸的期间从电源递送的功率的量；温

度传感器，其测量在使用者的抽吸的期间由加热元件产生的温度或温度分布；蒸发剂量预

测器单元，其基于在使用者的抽吸的期间的功率的量和温度，或者基于在使用者的抽吸的

期间的功率的量和温度分布，计算从可蒸发材料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以及a)接

通所述警报单元，从而在所递送的蒸汽的量达到或超过使用者的抽吸的预设蒸汽量阈值的

时候，或者在从多次抽吸中递送的蒸汽的累计量达到或超过预设蒸汽量阈值的时候，警告

所述使用者，或b)实施控制逻辑，从而在所递送的蒸汽量达到或超过使用者的抽吸的预设

蒸汽量阈值的时候，或在从多次抽吸递送的蒸汽的累计量达到或超过预设蒸汽量阈值的时

候，停用或修改电子蒸发器装置的一个或多个特征的输出，或c)：a)和b)两者。

[0088] 正如在下文更详细地描述时会变得显而易见的，抽吸传感器并不是必需的；当使

用者不抽吸时，本文所述的设备和方法将简单地返回递送的剂量的零值，因为在没有抽吸

的情况下蒸发器将不形成蒸汽。此外，所描述的方法可以被认为是一般不连续的，因为蒸汽

剂量的估计是以形成部分剂量的不连续的间隔进行的，其可以稍后相加以形成递送的总剂

量。这种配置可以部分地允许这些方法和设备以出乎意料的精确度起作用，即使有高度可

变的抽吸持续时间和分布。

[0089] 本文还提供了电子蒸发器，其被配置用于量化和/或控制从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

中的可蒸发材料递送给使用者的蒸汽的量，其中所述电子蒸发器装置可以包括以下中的任

何一者：(任选地)检测使用者的抽吸的抽吸传感器；加热器控制器(也称为加热元件控制

器)，其被配置用于在使用者的抽吸的期间确定从电源递送的功率的量；温度传感器(其可

以是诸如热敏电阻的直接传感器，或者可以是基于加热器的电性能来确定例如加热器的温

度的温度传感单元)，其被配置用于确定在使用者的抽吸的期间由加热元件产生的温度或

温度分布；蒸发剂量预测器(也称为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或电路)，其基于在使用者的抽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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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间施加到加热器的功率和加热器的温度(其可以是在可蒸发材料蒸发时，所述可蒸发

材料的温度的估计值)或者基于在使用者的抽吸的期间的功率的量和温度分布，来计算从

所述可蒸发材料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以及以下中的一个或多个：a)警报单元，其

被配置用于在所递送的蒸汽的量达到或超过使用者的抽吸的预设蒸汽量阈值的时候，或者

在从多次抽吸中递送的蒸汽的累计量达到或超过预设蒸汽量阈值的时候，警告所述使用

者，以及b)停用单元，其被配置用于在所递送的蒸汽的量达到或超过使用者的抽吸的预设

蒸汽量阈值的时候，或在从多次抽吸递送的蒸汽的累计量达到或超过预设蒸汽量阈值的时

候，自动停用电子蒸发器装置的一个或多个特征，或c)：a)和b)两者。

[0090] 图1A是包括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109的电子蒸发器装置100′的一个实例的示意

图。通常，本文所述的任何蒸发器设备都可以包括加热器控制器105、加热器106、可蒸发材

料的源103、电源(例如电池，未显示)以及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109。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

109可以包括时钟119和/或存储器(存储器单元)117，或者这些元件可以是包括与蒸发剂量

预测单元通信的处理器110的总体电路的部分。

[0091] 加热器可以是任何适合的加热器，包括电阻加热器，例如电阻线圈。加热器通常联

接到加热器控制器，使得加热器控制器将功率(例如，从电源)施加给加热器。加热器控制器

可以包括通过调节所施加的功率来调节加热器的温度的调节控制逻辑。加热器控制器可以

包括专用或通用处理器、电路等，并且通常连接到电源，并且可以从电源接受输入，以调节

对加热器施加的功率。形成或包括加热器控制器的控制器还可以包括额外的控制器/处理

器和执行逻辑110，例如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警报/警报逻辑(alert/alarm  logic)和/或

温度检测器/传感器107，或者这些组件可以是分开的。

[0092] 可以使用任何可蒸发材料的源，包括储存器(例如，孔、舱、筒等)，其包括待蒸发的

材料。待蒸发的材料可以包括载体以及一种或多种活性成分，如本文更详细地讨论的。

[0093] 通常，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被配置用于将时间段(例如，在单个抽吸期间)分成可

以被称为部分剂量间隔的多个顺续时间间隔，并且确定在每个部分剂量间隔期间产生的蒸

汽的部分剂量(或质量)。然后，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可以将其相加，以确定产生的以及推测

递送给所述使用者的实际剂量。因此，包括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的所述装置可以包括计时

器或时钟117，并且可以在时间段内产生任何适合持续时间的间隔(例如，10msec至

200msec)。因此，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能够以与所述时间间隔的持续时间相关的频率进行

采样(例如，5Hz至100Hz等、5Hz至120Hz、5Hz至140Hz、5Hz至150Hz、5Hz至180Hz、5Hz至

200Hz、5Hz至300Hz等)。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通常将每个部分剂量的计算基于来自加热器

控制器的输入之上，其可以包括在每个部分剂量间隔开始之前或开始时施加的功率。蒸发

剂量预测器单元还接收与每个部分剂量间隔的开始和结束处的温度成比例的输入(例如，

温度或与紧接在前的部分剂量间隔结束时的温度成比例的值)。在温度是每个剂量间隔的

平均值的变体中，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可以接收剂量间隔的温度(或成比例的值)以及紧接

在其前面的剂量间隔的温度(或成比例的值)。然后，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可以使用该施加

的功率和温度信息来计算在该间隔期间的蒸汽的剂量(例如，质量)，如将在下文更详细描

述的。这些间隔的值(剂量间隔的值)可以在整个时间段内求和，以确定产生的蒸汽的总剂

量；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还可以通过例如基于可蒸发材料中的活性成分的浓度将该蒸汽剂

量转化成蒸汽中活性成分的剂量。于2014年12月23日提交的题为“Vaporization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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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and  Methods”的美国专利申请No.14/581,666(此前其全部内容通过援引加入本

文)还描述了包括与上述类似的温度测量和控制的方法和设备的蒸发器。

[0094] 如上所述，在一些变体中，由所述装置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温度由加热器确定，而

不需要额外的传感器。例如，可以使用加热器的电阻的相对变化(例如，电阻率的温度系数)

以及参考电阻器来约计加热器的温度。虽然可以使用转换因子(conversation  factor)将

加热器电阻率和参考电阻率的比率转换成实际温度值，但是在一些变体中，所述系统，特别

是所述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可以直接使用比例值，而不用乘以转换因子。因此，这些值与

温度“成比例”。例如，这些设备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包括用于基于TCR来确定加热器的温度

的逻辑。可以在设备操作期间测量加热器(例如，电阻加热器)的电阻(R加热器)以及与加热器

分离的参考电阻器的电阻(R参考)。加热器电阻与参考电阻的比率(R加热器/R参考)与加热器的温

度(高于室温)成线性比例，并且可以直接转换为校正温度。例如，可以使用诸如(R加热器/R参考-

1)*(1/TCR)的表达式来计算加热器温度相对于室温的变化，其中TCR是加热器的电阻率的

温度系数。在一个实例中，用于特定装置加热器的TCR是0.00014。在如本文所述地确定部分

剂量和剂量时，使用的温度值(例如，在剂量间隔期间的可蒸发材料的温度，Ti，在下文更详

细地描述)可以指无单位电阻比(例如R加热器/R参考)，或者其可以指标准化/校正温度(例如，以

℃为单位)。

[0095] 因此，蒸发剂量预测器单元可以被配置用于基于以下来确定在时间段内递送给使

用者的蒸汽的剂量：加热器控制器向加热器递送的用以在所述时间段内的多个部分剂量时

间间隔中的每一个的期间蒸发所述可蒸发材料的功率的量、在每个部分剂量时间间隔期间

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以及在每个部分剂量时间间隔之前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

材料的温度。如上文所述，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可以指与温度成比例的输入。

[0096] 图1A中所示的其他任选特征可以包括抽吸传感器113和/或剂量输出器115。抽吸

传感器通常检测使用者的抽吸的施加，并且可以包括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或接触传感

器(例如唇部接触传感器)。剂量输出器可以包括任何适合的输出器，包括视觉输出器(例

如，LED、监视器等)、音频输出器(蜂鸣器、音调等)、触觉输出器(振动器等)等。例如当达到

剂量阈值时，剂量输出器可以用作对使用者的警告(alarm)或警报(alert)。

[0097] 图1B-1D显示用于产生可吸入气溶胶的示例性紧凑型电子蒸发器装置组件100，例

如电子烟、医用吸入器或其他吸入装置。紧凑型电子装置100可以包括装置主体200，其具有

用于接收盒300的盒容器210或者可拆卸地插入到装置主体200中的“舱”。口状物310允许使

用者在所述装置上抽吸材料以吸入由所述装置气雾化的材料。

[0098] 装置主体200可以包括诸如可充电电池的电源230、含有具有用于所述装置的操作

逻辑和软件指令的微控制器的印刷电路板(PCB)240以及用于检测使用者何时从装置吸取

蒸汽的抽吸传感器270。

[0099] 盒300可以包括加热器360与被配置用于存储待蒸发的材料的材料储存室320。加

热器360可以由电源230供电。在该实例中，如上文和此处所述的，加热器360可以用作温度

传感器，例如使用电阻温度系数(TCR)和参考电阻。可替代地或另外地，可以使用与加热器

和/或可蒸发材料热接触的单独的温度传感器(例如，热敏电阻等)。通常，温度传感器可以

被配置用于测量加热器360内的可蒸发材料的温度。加热器的温度可以由PCB  240的微控制

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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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 装置100(或任何其他蒸发装置)可以包括板上(on-board)处理器，其被配置用于

确定蒸发并递送给使用者的材料的量。

[0101] 图1E显示的流程图代表另一示例性蒸发器设备，其能够确定在所述设备(装置

100)内蒸发的材料的量。如图所示，电源230、加热器360、温度传感器250和抽吸传感器270

可通信联接到控制器10(其可以是图1B-1D中所示的一块或多块印刷电路板240的一部分)。

[0102] 控制器10可以包括加热元件控制器4、蒸发质量预测器(VMP或VMP单元，其可以是

蒸发剂量估计/预测单元的类型)8和存储器11。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装置上的使用者界

面13可以向使用者提供与装置相关的信息，例如吸入的蒸汽量。控制器内的界面控制器12

可被配置用于控制使用者界面13。在某实施方案中，所述装置另外包括警报单元。

[0103] 为了确定使用者接收到的蒸汽的量，控制器10可以将在抽吸(其可由抽吸传感器

15确定)期间的温度读数7和功率读数5转发到VMP单元8，其可以计算预测的蒸发质量。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VMP单元8将预测的蒸发质量9转发到存储器11。在某些实施方案中，VMP单元

8将预测的蒸发质量转发到使用者界面控制器12。在某实施方案中，处理器包括控制逻辑

14，其将指令转发到加热元件控制器4。在某实施方案中，所述方法包括激活警报单元。

[0104] 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计算–示例性方法

[0105] 在某实施方案中，从蒸发装置(例如装置100)内的可蒸发材料产生的蒸汽的量可

以由电源供应给可蒸发材料的功率以及在蒸发期间产生的温度来计算。在一些实施方案

中，从蒸发的材料产生的蒸汽的量可以作为蒸发过程中消耗的能量和产生的温度的函数来

计算。亦即，由加热器控制器设置的电源(例如电源240)消耗的功率(然而，在一些变体中其

可以从加热器或电源测量)以及通过温度传感器(例如温度传感器250)测量的蒸发的材料

的温度(例如在腔室32内)可以用于确定产生的和/或吸入的蒸汽的量。

[010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可以基于等式1来预测或确定蒸发的总质量：

[0107]

[0108] 其中Δm蒸汽，累计是在采样间隔i＝1到i＝n期间蒸发的总质量，每个间隔是固定的时

间增量；Pi在间隔i期间的提供的功率；a、b和c是常数；Ti是间隔i的温度读数；Ti-1是紧接在

当前间隔之前的间隔(紧接在间隔i之前的i-1)的温度读数。请注意，在一些变体中，温度可

以是相对于室温(或起始温度)的温度，并且可以表示为Ti′(例如Ti′、Ti-1′等)。

[0109] 这种关系的另一种表达可以描述为：

[0110]

[0111] 在该实例中，可以使用不同的系数(例如，d、e)；使用微控制器，该表达式可以比等

式1更简单地实现，因为它具有较少的所要求的算术函数，但是它在数学上是等效的。

[0112] 系数a、b和c可以反映物理常数，其值可以通过实验确定，并且可以根据所使用的

可蒸发材料而变化。例如，常数a、b和c可以取决于被蒸发的材料的潜热和比热。这些常数可

以进一步取决于需要加热的系统的总质量(例如液体材料和加热器，例如芯子和线圈)。在

下文描述的一个示例性实施方案中，a等于0.025，b等于367，并且c等于30。在另一个实施方

案中，a可以等于0.18，b可以等于2000，并且c可以等于50。这些常数可以根据经验确定，或

者基于了解可蒸发材料和加热器的尺寸和材料特性的理论值。

[0113] 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可以通过收集数据的量并运行数学算法来确定系数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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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c。例如，分析型吸入或吸烟机可以用于在一个或多个条件下测试蒸发装置。可以使用分

析型吸入或吸烟机从蒸发装置收集总颗粒物(TPM)。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在过滤垫上收集

TPM。在过滤垫上收集TPM之前和之后，可以对过滤垫进行称重，从而可以确定过滤器上TPM

的重量。在一些实施方案中，a、b和c的经验确定是通过测量一系列抽吸期间的功率和温度

和以重量分析测量对于那些抽吸所述装置损失的累计质量而实现的。所述装置损失的质量

被认为等于TPM的总递送质量(mg)。然后，通过将上述等式拟合到实验性质量递送、功率和

温度数据来确定a、b和c的最佳值。可以进行常数(例如，a、b、c或a、d、e)的调整，以适应装置

类型和制剂类型的变化。

[0114] 下文描述确定所述常数的值的方法一个实例，所述值与排出的蒸气的质量、在特

定时间间隔(例如，抽吸的一部分)期间施加的用以蒸发材料的功率以及在所述期间的蒸发

之前和之后的材料的温度之间的关系相关。在该实例中，可以首先对装置称重。然后，可以

进行一系列抽吸，同时记录功率(例如，采样频率是例如20Hz、例如5Hz至100Hz、5Hz至200Hz

等)以及在试验期间的温度，然后，可以再次对装置称重。这可以重复多次(例如，多于5、10、

15、20、25、30、35、40、45、50、60、70、80、90、100、120、150、200等，或5至1000、10至500、10至

200等)，以达到足够大小的数据集。在一个实例中，该过程重复29次。然后，可以通过从初始

质量中减去最终质量来计算每个样品的m_蒸汽。或者，可以直接测量蒸汽的质量，例如通过

将蒸汽施加到过滤垫上并使用所述垫的质量变化来获得m_蒸汽；这可能较不准确，因为一

些蒸汽可能穿过所述垫或沉积在其他表面上。为了使重量分析简单，可以优选测量所述装

置。

[0115] 然后，在收集所有数据之后，可以使用m_蒸汽估计值以及每个样品在持续时间内

的一组温度和功率的值来求解所述常数。例如，在等式(1)中，可以从该数据确定常数a、b和

c。可以使用等式的替代表达式(例如，参见下文描述的等式2)。例如，可以确定a、b和c的值，

使得可以求解SUM[t＝1至t＝n](aP-b(Ti-Ti-1)-cTi)，以找到对于每个样品测量的m_蒸汽的

最佳拟合(best  fit)。如所述的，这可以对于测量的蒸汽质量、施加的功率和温度的任何表

达来进行。在一些变体中，这可以使用梯度下降算法来进行，以将数据拟合到适合的等式。

梯度下降算法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其在计算上很容易找到常数(例如，a、b和c)的最佳值，使

得误差最小化。然而，可以使用任何适合的曲线拟合算法或方法。在这个第一实例中，三个

不同的常数拟合到相当大的数据集。

[011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时间间隔i(例如，部分剂量时间间隔)可以为20ms至200ms(例

如，小于200msec、180msec、150msec、120msec、100msec、90msec、80msec、70msec、60msec、

50msec、40msec、30msec、20msec、10msec等)。温度和功率测量可以5至50Hz的频率进行，例

如10至30Hz，例如以大约20Hz。

[0117] 通常，功率可以指所递送的用以加热可蒸发材料(例如，在一些变体中，由加热器

控制器施加到加热器的功率)以蒸发所述可蒸发材料的功率。施加的功率可以直接从加热

器控制器读取(例如，瓦特、焦耳、焦耳/秒2、伏特*伏特、伏特*伏特/电阻等)和/或可被检

测，例如使用任何适合的功率传感器(电压表、霍尔效应传感器、感应传感器、直接测量传感

器、电压响应测量传感器等)。可以在紧接在时间间隔之前或期间(例如，部分剂量间隔)检

测功率，表示在该间隔期间用于蒸发材料的功率。例如，用于确定部分剂量的功率可以从加

热器控制器传输，与此同时将功率供应给加热器；在一些变体中，所述功率(Pi)是紧接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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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i之前的间隔(例如，i-1)期间施加的功率，因为在测量的剂量间隔期间，该功率随后被所

述可蒸发材料吸收。或者，所述功率(Pi)可以是在相关剂量间隔(i)期间直接或间接检测的

功率。

[0118] 类似地，测量的温度可以是在部分剂量时间间隔(Ti)期间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

料的温度。这可以在剂量间隔期间、开始和/或结束时直接或间接检测。对于足够短暂的间

隔，这种区别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在部分剂量时间间隔之前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

度可以指紧接在前的时间间隔的温度(例如，Ti-1)，其也可以是先前时间间隔的开始时、结

束时或期间的温度。或者，在一些变体中，在部分剂量时间间隔之前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

料的温度可以指紧接在施加Pi之前被蒸发的所述材料的温度(例如，在开始施加功率时或

刚好在开始施加功率之前)；在部分剂量时间间隔期间被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温度可

以指在功率施加间隔结束时所述材料的温度。

[0119] 通常，施加到待蒸发的材料的温度和功率是指所述温度和功率施加到部分所述材

料而不是待蒸发的材料的主体(例如，在一些变体中，在芯子上的材料)，其将最后通过施加

能量变成例如靠近表面的蒸汽材料。

[012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只有当使用者的抽吸被检测时，例如通过抽吸传感器270，才

可以收集温度和功率读数。因此，使用者的抽吸的检测可以激活微控制器，以开始计算抽入

的蒸汽量，同时使用者抽吸结束的检测可以导致微控制器停止计算抽入的蒸汽量。因此，在

一些实施方案中，等式1可以在抽吸的持续时间内积分。在其他实施方案中，可以在所述装

置运行的持续时间内连续地进行测量并且积分。在另一个实施方案中，积分时间段可以被

预先设定或由使用者选择。

[0121]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可以调节TPM以确定吸入的特定化合物的总量，例如活性成分

(例如烟碱)的总量。例如，如下文进一步描述的，TPM可以乘以可蒸发材料中活性成分的百

分比。

[0122] 图10说明如刚刚描述的确定时间间隔内的蒸汽剂量的这第一种方法。例如，在图

10中，可以初始设定或开始用于确定剂量的时间段(tp)1000。所述时间段的开始可以由使

用者、医师或其他方触发(例如，手动)，或者它可以自动启动，例如，当使用者开始在蒸发器

上抽吸时(例如，使用抽吸传感器)。所述时间段的持续时间也是可以预定的(例如，固定的，

例如，2秒、3秒、4秒、5秒、6秒、7秒、8秒、9秒、10秒、11秒、12秒、13秒、14秒、15秒、16秒、17秒、

18秒、19秒、20秒、25秒、30秒、35秒、40秒、45秒、50秒、55秒、60秒、1.5分钟、2分钟、3分钟、4

分钟、5分钟、10分钟、12分钟、15分钟、20分钟、30分钟、1小时、2小时、3小时、4小时、5小时、6

小时、7小时、8小时、9小时、10小时、11小时、12小时等)，或者它可以是可变的，包括由使用

者设定，或者它可以通过检测抽吸的结束来确定。在一些变体中，将所述时间段设置为会话

的开始，从而为整个会话确定总剂量，所述会话可以包括多次抽吸。在一些变体中，每次抽

吸被认为是时间段(例如，使用抽吸传感器)；可以确定每次抽吸的剂量，或者可以合计在会

话中的所有抽吸期间的剂量(其中会话可以定义为在特定时间窗口内，例如5分钟、10分钟、

20分钟、30分钟、1小时、2小时等)。

[0123] 所述时间段通常包括多个时间间隔i(本文也称为部分剂量时间间隔)，其将时间

分成可以计算部分剂量的离散采样周期。时间间隔的数目(n)在所述时间段是固定的时候

可以是预定的，或者其可以是开放的(例如，连续增加的)。所述时间间隔的持续时间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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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或可变的，然而它们通常是固定的。所述持续时间可以是例如大约200msec至大约

10msec。所述时间间隔可以彼此紧邻(例如，实时地)，或者它们可以被中断期(off  period)

分隔开。所述时间间隔通常可以被认为是顺续的。

[0124] 对于每个时间间隔，可以计算可蒸发材料的部分剂量(例如蒸汽，包括任何活性成

分)。如上所述，这可以由所述设备的蒸发剂量预测器(例如，VMP单元)部分(或与所述设备

通信)来控制和/或进行。在每个时间增量i期间，所述设备可以储存来自先前的时间间隔的

加热器和/或加热器附近的可蒸发材料的温度Ti-11010。该温度值(Ti-1)可以反映在该时间

间隔期间被蒸发的材料的温度并且因此可以是时间间隔开始时(或刚好在开始之前)的温

度。在每个时间间隔期间，所述设备控制在该间隔(i)施加到加热器的功率1020。注意，当功

率不被施加到热加热器时，功率值可以为零；如果加热器仍然处于与先前时间增量(i-1)不

同的温度，则仍然可能产生蒸汽，如果不是，则可能产生很少的蒸汽。功率控制器(加热器控

制器)可以将导致被递送到加热器的功率传输到蒸发剂量预测器。

[0125] 所述设备还可以在时间间隔(Ti)期间将加热器和/或待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

(例如，加热器附近的材料)的温度传送到蒸发剂量预测器1030。

[0126] 然后，所述系统可以确定(例如，使用蒸发剂量预测器)当前时间间隔i的部分剂量

估计值1040，其使用施加到加热器的功率和紧接在所述间隔之前的温度(Ti-1)和所述间隔

期间的温度(Ti)。例如，上文讨论的等式1或2可以由蒸发剂量预测器来实现。部分剂量估计

值可以与任何信息(Pi、Ti等)一起存储(例如，单独地存为离散数据，或者添加到所述时间段

的累计剂量，或两者)。蒸发剂量预测器可以包括用于存储这些值的一个或多个存储器(例

如，存储器寄存器)(注意，当前间隔中的Ti可以在下一个间隔期间变为Ti-1)。

[0127] 在每个时间间隔结束时，所述设备可以检查是否已经达到了所述时间段的终点，

这是因为已达到预定数量(n)的间隔(i＝n)，或者因为某种其他触发事件(例如，抽吸的结

束、会话的结束等)，或两者。如果没有，那么所述系统可以继续到下一个间隔，增加所述间

隔(i＝i+1)1050。一旦达到终点，在某些变体中(例如，累加寄存器没有被保存)，所有的部

分剂量可以相加1060。注意，在这些变体中的任一个中，所有部分剂量相加的这个步骤能够

以持续的方式进行，例如在通过每个新的间隔时，对其累计(将其相加)。因此，将所述蒸发

剂量预测器单元中的计算的部分剂量相加，以确定在所述时间段期间所递送的蒸汽的总剂

量的步骤可以在所述时间段结束时完成，或者因为确定了所述部分剂量，可以在所述时间

段期间完成。

实施例

[0128] 图2和图3显示使用等式1预测的TPM和使用吸入或吸烟机的TPM的实际读数之间的

关系。图2的图显示机器试验的预测TPM(实线)和测量的TPM(点)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试验

中，R平方是0.78。

[0129] 为了收集图2和图3的数据，使用装有容纳可蒸发材料的单独的可拆卸舱的电子蒸

发器装置来组建吸入或吸烟机。将两台装置串联设置。收集温度和功率的测量值。用吸入或

吸烟机进行十次抽吸(以55cc/3sec)。每10次抽吸测量质量损失(或TPM损失)。使用两个原

型电子蒸发器装置和四个原型舱采集31个样品读数。分析了采集的功率和温度数据。将功

率和温度数据的比较与实际测量的质量损失数据进行比较，以将蒸发速率与能量消耗和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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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关联。发现在R2＝0.78时，二十九(29)个样品在±15％以内，剩下的两(2)个样品在±

17％以内。图2显示总颗粒物量(TPM)预测值和测量值之间的图形关系。图3显示相对于实际

读数的预测值的完整数据集。

[0130] 在图2所示的实例中，通过按照本文所述的等式1执行蒸发质量预测公式，可以确

立预测的TPM(mg)与实际的TPM(mg)的表格和图形关系。蒸发质量预测公式可用于创建可由

VMP单元利用的程序。这些值可以通过无线或有线数据传输传送到校正装置，更优选可以直

接嵌入蒸发装置本身。图2所示的吸烟实验的结果可以提供信息给所述使用者或其他个体，

并允许其控制与TPM水平相关的可蒸发材料的量。

[0131] 图2和图3中的结果表明，等式1可以有利地改善当函数拟合时和/或假设抽吸持续

时间和/或功率与质量去除可以相关时出现的不一致。

[0132] 还使用电子蒸发器装置进行人类受试者的吸烟测试，该装置配置有容纳可蒸发材

料的单独的可分离的舱。人类受试者的标准包括经常或习惯地吸烟或抽电子烟的使用者的

自愿参与、吸烟模式或随机抽吸习惯的多样性。要求参与者正常抽吸，从不同受试者，甚至

在同一受试者的不同抽吸之间观察到多种各样的抽吸行为。因此，参与者的抽吸属性是可

变的，并且包括从每次抽吸1-5mg的抽吸；例如，对于一些受试者，抽吸一直大约是3mg，而另

一些一次抽吸是2mg，而在下一次抽吸是4mg。图4的表显示了人体试验的测量TPM。第一列显

示与目标(其为40mg)的误差％。第二列显示平均值误差，其可以作为用于蒸发质量预测公

式进一步调整的度量标准。专有舱中的可蒸发材料的配方可以含有40mg的总液体，其可以

对应于2mg烟碱(5质量％烟碱)。该测试表明，所述装置的校正可以准确地分配剂量，所述剂

量可以是特定的计量剂量。在本文中，吸烟测试是用十一个人类受试者进行的。二十三份样

品读数(或结果)在40mg目标的±15％以内。另外两个样本在±17％以内。样品的平均值是

42.1mg。方差系数是5.96％。所有样品均在平均值±11％以内。

[0133]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仅测量抽吸持续时间可导致蒸发质量的不准确的定量。图5和

图6显示的图与作为功率、时间和温度的函数的TPM关联。在进行如本文所述的蒸发质量预

测方法时，随之可以建立TPM(mg)作为功率、时间和温度的函数的关系。

[0134] 在一方面，在图5和图6中，本公开说明收集作为功率、时间和温度的函数的蒸发质

量(mg)的实时图形程序。在图5和图6中，最粗的线501和501′(标记温度)是电阻比(R加热器/

R参考)给出的，其与加热器的温度成比例(显示从1减去)；例如，这可以乘以1/TCR以转换为单

位(例如，℃)。因此，在计算剂量时，对于每个间隔确定的温度(Ti和Ti-1)是线圈的测得的电

阻，而基线是基线电阻(与加热器分开设置，假定在室温下)。温度升高与超过室温的温度升

高呈系数是1/TCR的线性关系，其中TCR是电阻的温度系数。在图5和图6中，中等粗细的线

502和502′(标为功率)是被递送到线圈的功率(例如以瓦特计)。此外，在图5和图6两者中，

最细的线503和503′(标为蒸发速率)是蒸发(汽化)速率，在本实例中以mg/msec为单位。这

可以通过执行公式来导出，如先前讨论的等式1或等式2中表达的公式。该实例中的值可以

除以50ms/样本(间隔时间)，以得到mg/msec而不是mg/样本。该曲线可以在抽吸的时间进程

中进行积分，以得到从抽吸递送的总剂量。在图5和图6中，左侧的轴对于功率、温度和蒸发

速率进行了不同的标度。图5和图6显示在两种不同的预定抽吸分布下进行的抽吸的实例。

在图5中，在大约3秒钟内抽出35cc抽吸物。在图6中，在大约3秒钟内抽出70cc抽吸物，其中

图6中的流速是图5中的两倍。说明性地，通过比较图6与图5，图6中更快的抽吸具有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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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去除(质量蒸发)。不同的抽吸蒸发不同量的材料。本公开显示，所述系统响应不同的抽

吸分布(其在抽吸期间通常不具有均匀的流速)，并且持续时间可以变化。这种行为可以由

上述获得了一致的结果的人类研究进一步支持，即使代表单独的或独特的人类抽吸的抽吸

属性有差异。

[0135] 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计算–第二种示例性方法

[013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可以基于使用相同或相似的装置进行的先前测量来校正诸如

装置100的蒸发装置，从而可以基于所述相同或相似的装置的性能来确定蒸发的材料的量。

例如，可以通过函数拟合方法校正所述装置，以通过函数拟合方法确定总颗粒物(TPM)释放

含量(mg)与来自所述装置的雾化材料的一种或多种蒸发参数之间的关系。

[0137] 在某些情况下，用于校正所述装置以从总颗粒物(TPM)释放含量(mg)与雾化材料

的蒸发参数的关系获得活性材料含量的方法可以包括：设置分析型吸入或吸烟机的功能操

作参数，以及在一个或多个条件下测试所述装置。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变化的条件可以包括

抽吸体积和/或流速。所述条件(例如蒸发参数)可以包括选自抽吸持续时间(sec)、抽吸体

积(ml)、流速(ml/sec)、功率(瓦特)、电压(伏特)的一个或多个变量。在一些情况下，示例性

范围分别包括但不限于1mL-100mL体积；0.2s-10s持续时间；2100mL/s；2.5-4.2V。

[0138] 可以从电子蒸发器装置收集总颗粒物(TPM)。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在过滤垫上收集

TPM。在过滤器上收集TPM之前和之后，可以对过滤垫进行称重，从而可以确定过滤器上TPM

的重量。在某些情况下，过滤器的重量可以是去皮重的(tared)。可以在蒸发之前记录所述

装置中的待蒸发的材料的重量。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在操作所述装置之前测量和记录所述

装置中的可蒸发材料的重量。可以在所述装置上的一次或多次抽吸之后测量和记录所述装

置中的可蒸发材料的重量。可以将初始重量和一次或多次抽吸之后的重量之间的可蒸发材

料的重量差值与在过滤器上收集的TPM的重量进行比较。在一些情况下，初始重量和一次或

多次抽吸之后的重量之间的可蒸发材料的重量差值与在过滤器上收集的TPM的重量可以基

本上相同。在过滤器上收集的TPM可以包括在一次或多次抽吸期间从所述装置中的可蒸发

材料蒸发的材料。

[0139] 在一些情况下，分析型吸入或吸烟装置可以是被配置用于模拟由人类从蒸发装置

吸入蒸发的材料的机器。当机器吸烟装置使一台或多台装置中的制剂蒸发时，来自装置的

TPM可以被收集到一个或多个过滤垫上。每台装置可以将从电子蒸发器装置释放的TPM收集

在不同的过滤垫上。对于每个过滤器垫，可以确定由装置释放的TPM的量。可以计算单台装

置相对于可蒸发材料的初始重量释放的TPM的量。在一些情况下，可以用可变的吸入条件重

复该步骤，例如机器吸入或吸烟装置的逐渐增加和/或减少的抽吸持续时间(秒)。在一些情

况下，可以用机器吸烟装置的不同抽吸体积(ml)重复该步骤。抽吸体积可以在1mL-100mL、

更优选20-80mL、最优选30-60mL的范围内变化。在一些情况下，可以用机器吸烟装置的变化

的流速重复该步骤。机器吸入或吸烟装置的流速可以在2-100mL/s、更优选5-50mL/s、最优

选10-30mL/s的范围内变化。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机器吸入或吸烟装置的不同功率重复该

步骤。吸烟装置的功率(瓦特)可以在2瓦特-20瓦特的范围内变化，更优选3瓦特-8瓦特。在

一些情况下，可以用机器吸入或吸烟装置的不同电压重复该步骤。装置的电压可以在2.5-

4.2V、更优选3.0-4.2V的范围内变化。

[0140] 可以用表列出抽吸体积和相应的TPM释放含量(mg)。抽吸体积和相应的TPM释放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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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mg)之间的关系可以图形化和/或在表中显示，并且可用于预测、确定或估计使用装置时

使用者消耗的蒸汽的量。例如，图9A和9B显示示例性查找表和图，其可以用于基于先前从吸

入或吸烟机收集的校正数据来确定或估计使用者吸入的蒸汽的量。这些值可以通过无线或

有线数据传输来传输到装置，例如装置100的PCB  240内的微控制器。图9A和9B所示的校正

实验的结果可以向使用者或其他个体提供信息并且允许使用者或其他个体理解或控制与

TPM水平相关的活性材料的量。

[0141] 蒸发质量预测器单元

[0142] 诸如装置10、100、100′的蒸发器装置可以包括蒸发质量预测器(例如，VMP单元)，

例如在控制器10、110内。VMP  109可以执行本文所述的逻辑来确定根据本文所述的任何方

法递送的剂量。在某些实施方案中，VMP通信联接到以下的一个或多个：抽吸传感器(任选

的)、加热器(例如，加热元件)控制器、警报单元和/或控制逻辑。在某些实施方案中，VMP单

元通信联接到抽吸传感器、计时器、加热器控制器以及警报单元或控制逻辑。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VMP包括在处理器上运行的软件(例如，软件模块或控制逻辑)。VMP单元可以对以下积

分：来自所述加热器控制器的功率读数、来自温度传感器的温度读数；以及在某些情况下，

来自抽吸传感器和计时器的抽取持续时间或抽吸频率读数。然后，VMP单元会计算已经从可

蒸发材料蒸发了多少蒸汽。

[0143]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可以分别校正每台装置的VPM单元。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可以

基于已知的蒸发材料来设置VPM校正。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装置可以包括允许使用者输

入被蒸发的材料的使用者界面，其又为等式1和/或函数拟合曲线或查找表设置常数a、b、c。

[0144]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VMP(或控制器的另一组件)可以基于TPM计算活性材料含量。

基于负载到电子蒸发器装置中的有机材料的组成，可以将TPM与活性物质含量关联。例如，

含有百分比20-25％的活性材料的有机材料会与含有所述百分比的活性材料的TPM(mg)关

联。在某些情况下，假定活性材料的总转化率(雾化度)可能是合理的。例如，对于选自大麻

提取物的有机材料(其中所述有机材料是含有25％大麻二酚(CBD)的大麻提取物)，则与所

述25％CBD关联的TPM(mg)意味着TPM(mg)具有该百分比的所述活性化合物，优选假定活性

的总转化率(雾化度)。

[0145]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VMP单元可由使用者调节，并且允许使用者在使用者被警告、

或者蒸发器装置的元件被停用或控制逻辑被执行之前预先设定待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量。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VMP单元然后将接通警报单元，所述警报单元在预设量的可蒸发材料被

蒸发时警告所述使用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当预设量的可蒸发材料被蒸发时，VMP单元然

后将停用蒸发器装置。在某些实施方案中，VMP是使用者可调节的，使得蒸发器装置会在单

次抽吸中蒸发目标量的材料。

[0146]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VMP是使用者可调节的，使得蒸发器装置会在多次抽吸中蒸发

目标量的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VMP是使用者可调节的，使得蒸发器装置会在单次抽吸

中蒸发目标量的材料。在一些变体中，VMP是使用者可调节的，使得在目标量的材料已经被

蒸发之后，所述装置可以被停用一段时间。VMP可以是使用者可调节的，使得在目标量的材

料已经蒸发之后，所述装置可以接通警报。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当蒸发器装置中的可蒸发材

料的量低于预设阈值时，VMP接通警报。在某些实施方案中，VMP单元通信联接到存储器单元

并且存储多个任何一种以下测量：功率、温度、抽吸持续时间读数或其任意组合。在某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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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中，VMP单元将计算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累计量。如果例如使用者在一次抽吸中

没有完全蒸发预设限值，则VMP单元会跟踪在多次抽吸中蒸发的所述可蒸发材料的量。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VMP单元是软件模块。在某些实施方案中，VMP单元是微处理器。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VMP单元会产生随时间跟踪功率、温度、压力或其组合的抽吸分布。

[0147]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来自VMP单元的所测量的蒸发TPM的精确度至少是预测值的±

25％。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来自VMP单元的所测量的蒸发TPM的精确度至少是预测值的±

2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来自VMP单元的所测量的蒸发TPM的精确度至少是预测值的±

15％。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来自VMP单元的所测量的蒸发TPM的精确度至少是预测值的±

1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来自VMP单元的所测量的蒸发TPM的精确度至少是预测值的±

5％。在某些实施方案中，VMP单元是与处理器相关联的软件组件。

[0148]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在VMP单元接通警报之前所允许的蒸发的材料的预设量是可

调节的。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在VMP单元接通控制逻辑之前所允许的蒸发的材料的预设量是

可调节的。调整允许，当一定量的可蒸发材料已被蒸发并被使用者吸入时，警告所述使用

者，这通过精确控制可蒸发材料(例如烟碱、大麻素)的剂量来允许改善使用者体验。在某些

实施方案中，使用者可以预设以mg  TPM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量。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

mg  TPM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为大约1mg至大约100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为大约1mg至大约10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

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为大约10mg至大约10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

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为大约10mg至大约100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

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为大约1mg至大约5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的蒸

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为大约1mg至大约25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

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小于大约1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

预设量是大约1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

2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3mg。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4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5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

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6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

设量是大约7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8mg。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9mg。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1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

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2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可蒸

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3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

量是大约4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50mg。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60mg。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7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

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8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可

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9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TPM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

设量是大约100mg。

[0149]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使用者可以预设以mg活性成分(例如，烟碱、大麻素、THC)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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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量。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

量为大约1mg至大约100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

设量为大约1mg至大约10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

预设量是大约0.05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

是大约0.1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

0.2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0.3mg。在

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0.4mg。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0.5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0.6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

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量是大约0.7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

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0.8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

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0.9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

设量是大约1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

2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3mg。在某些

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4mg。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5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

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6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

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7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

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8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

设量是大约9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

1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10mg。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20mg。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3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

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4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

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5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

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6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

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7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

设量是大约8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

约90m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mg活性成分计的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预设量是大约100mg。

[0150] 在某实施方案中，VMP单元是使用者可以使用按钮调节的。在某实施方案中，VMP单

元是使用者可以使用拨号盘调节的。在某实施方案中，VMP单元是使用者可以使用电容界面

调节的。在某实施方案中，VMP单元是使用者可以使用无线连接调节的。在某实施方案中，

VMP单元是使用者可以使用语音通信调节的。

[0151] 在某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的类型是可调节的。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调节的可

蒸发材料的类型是烟碱。在某实施方案中，可调节的可蒸发材料的类型是大麻属。在某实施

方案中，可调节的可蒸发材料的类型是大麻素。在某实施方案中，可调节的可蒸发材料的类

型是药用化合物。在某实施方案中，可调节的可蒸发材料的类型是植物药。在某实施方案

中，可调节的可蒸发材料的类型是营养品。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调节的材料类型是制剂特

异性的(例如溶解在特定溶剂中的百分比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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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2] 在某实施方案中，VMP单元对来自抽吸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加热元件控制器和计

时器的读数进行积分，以创建读数的分布。功率分布是功率递送随时间的变化。温度分布是

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在某实施方案中，分布的测量从通过抽吸传感器测量的抽吸的开始到

通过抽吸传感器测量的抽吸的结束。在某实施方案中，VMP单元将多个分布存储在存储器

中。

[0153] VMP单元可以实时地获取装置的数据并使用它来计算以mg为单位的累计TPM。例

如，当TPM达到40mg时，可以提示人类受试者停止抽吸，或者可以调节或关闭加热元件。可以

修改常数以适应不同的舱和不同的液体。

[0154]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使用本文所述的确定递送给使用者的蒸汽的量的方法的电子

蒸发器装置(例如装置100)包括警报单元。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当预设量的可蒸发材料蒸发

时，警报单元提醒使用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当蒸发器装置的可蒸发材料量少时，警报单

元通知使用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当蒸发器装置中的可蒸发材料的量降到10％以下时，警

报单元提醒使用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当蒸发器装置中的可蒸发材料的量降到5％以下

时，警报单元提醒使用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警报单元是发光二极管(LED)。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警报单元是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在某些实施方案中，LED或OLED通信联接到VMP单

元。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当递送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达到或超过预设量时，LED或OLED照亮。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当递送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达到或超过预设量时，LED或OLED闪光。在

某些实施方案中，LED或OLED发射不同颜色光谱的光。在某些实施方案中，LED或OLED发射红

光。在某些实施方案中，LED或OLED发射橙光。在某些实施方案中，LED或OLED发射黄光。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LED或OLED发射绿光。在某些实施方案中，LED或OLED发射蓝光。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LED或OLED发射紫色光。在某些实施方案中，LED或OLED发射多于一种的彩色光，多

于一种的颜色可以是上述颜色的任意组合。在某些实施方案中，LED或OLED以任何前述颜色

发射闪光。

[0155]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利用所述方法的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警报单元。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警报单元是压电扬声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压电扬声器通信联接到VMP单元。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当递送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达到或超过预设量时，压电扬声器发出声音。在

某些实施方案中，声音是钟声、铃声、音调、多频声音、歌曲等。

[0156]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利用所述方法的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警报单元。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警报单元是向使用者提供触觉反馈的振动马达。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振动马达通信

联接到VMP单元。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当递送给使用者的蒸汽的量达到或超过预设量时，振

动马达启动。

[0157]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利用所述方法的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多于一个警报单元。在

某些实施方案中，多于一个警报单元是LED或OLED、压电扬声器、振动马达或其任意组合。

[0158] 警报单元(或简称警报器)可以被配置作为剂量输出，如图1中示意性显示的。剂量

输出可以是视觉输出(例如，LCD/LED等)和/或向显示装置的无线输出(例如，运行与蒸发装

置通信(通常为无线通信)的应用的智能手机或其他可穿戴设备)。应用程序以及运行所述

应用程序的硬件(例如，可穿戴设备、远程服务器等)可以存储、分析、传输、显示和/或集合

剂量信息(和/或原始的计时、温度和功率等数据)。

[0159]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使用本文所述的确定递送给使用者的蒸汽的量的方法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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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器装置(例如装置100)包括控制逻辑或停用单元。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控制逻辑是软件

模块。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控制逻辑是固件模块。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控制逻辑是硬件元件。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控制逻辑会提示VMP单元将指令转发到加热元件控制器，以允许使用者

在单次抽吸中蒸发目标量的TPM。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控制逻辑会提示VMP单元将指令转发

到加热元件控制器，以允许使用者在多次抽吸中蒸发目标量的TPM。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控

制逻辑通信联接到VMP单元。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控制逻辑使加热元件失活。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控制逻辑修改递送到加热元件的功率的量。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控制逻辑关闭电子蒸

发器装置。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使用者可以重写(override)控制逻辑，以恢复蒸发器装置的

适当操作。

[0160] 在本文所述的任何设备中，利用确定产生的(并且因此递送给使用者)的蒸汽的量

的方法的电子蒸发器装置(例如装置10、100、100′)可以包括存储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存

储器(例如，存储器单元)是通信联接到VMP的硬件。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存储器在电子蒸发

器装置的内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存储器在电子蒸发器装置的外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存储器被配置用于存储温度、功率、压力、时间、抽吸持续时间、抽吸频率测量值及其组合中

的多个。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存储器单元是固态存储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存储器单元是

硬盘。

[0161] 在本文描述的任何电子蒸发器装置(例如装置10、100、100′)中，所述设备可以包

括处理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处理器可以包括执行所述装置的控制逻辑的软件、固件和/

或硬件。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处理器通信联接到VMP单元。在某些实施方案中，VMP单元和处

理器是相同的元件。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处理器通信联接到使用者界面。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处理器通信联接到存储器单元。

[0162] 如上所述，本文所述的电子蒸发器装置可以包括诸如电源230的电源。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电源是可移除的。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是电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是可再

充电电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再充电电池是锂离子电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再充电

电池与USB充电电缆兼容。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具有可再充电电池的电子蒸发器装置与微型

USB充电电缆兼容。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再充电电池与充电座兼容。充电座是在充电时能

够支承电子蒸发器装置的任何物理装置；充电座可以与电子蒸发器装置集成，也可以与电

子蒸发器装置分开。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充电座具有充电触点，其配置用于与电子蒸发器装

置上的触点配合。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充电座使用感应技术对电子蒸发器装置充电。在某些

实施方案中，充电座是感应充电垫。

[0163] 电源可以被配置用于将功率递送到加热元件，并且可以由加热器控制器调节。因

此，加热器控制器可以从电源接收充电/功率(charge/power)水平输入，并且可以相应地调

整其输出。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被配置用于递送可调整量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功率的量可由使用者调节。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功率的量由VMP单元调节。如上所述，电源可

以通信联接到加热器控制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被配置用于递送可调整量的功率并

由VMP单元控制。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1-100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

提供1-50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1-20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电源提供1-10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1-8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电源提供2-10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10-100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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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中，电源提供10-50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10-20瓦特的功率。在

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大约4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大约4.5瓦特的

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大约5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大约

5.5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大约6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

提供大约6.5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大约7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电源提供大约7.5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大约8瓦特的功率。在某些

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大约8.5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大约9瓦特的功

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大约10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大约20

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大约30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

供大约40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大约10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电源提供大约50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大约60瓦特的功率。在某些

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大约70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大约80瓦特的功

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大约90瓦特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提供大约100

瓦特的功率。施加的功率可以替代地或另外地(并且等效地)以焦耳表示。例如，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电源向加热器递送1-1000焦耳。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向加热器递送1-500焦耳。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向加热器递送1-100焦耳。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向加热器递送

1-50焦耳。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向加热器递送1-25焦耳。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向加

热器递送5-25焦耳。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向加热器递送1-20焦耳。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电源向加热器递送5-20焦耳。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向加热器递送10-500焦耳。在某些实

施方案中，电源向加热器递送10-100焦耳。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向加热器递送10-50焦

耳。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电源向加热器递送10-20焦耳。

[0164] 如上所述，本文所述的任何蒸发器装置可包括加热器(加热元件)。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加热器是电阻加热元件。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形成线圈。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线圈缠绕在芯子上。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芯子与可蒸发材料接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芯子

伸入到可蒸发材料内。

[0165]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40至10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100至9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

蒸发材料加热至100至8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100至

7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100至600摄氏度。在某些实

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100至5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

可蒸发材料加热到100至4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100

至3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180至250摄氏度。在某些

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100摄氏度至2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

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125摄氏度至175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

发材料加热到大约15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200至300

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225至275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大约25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

发材料加热到300至4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325至

375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大约35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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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400至5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

蒸发材料加热到500至6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600至

7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700至800摄氏度。在某些实

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800至9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将

可蒸发材料加热到900至10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当可蒸发材料是大麻属或大麻素

时，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300至4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当可蒸发材料是大

麻属或大麻素时，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325至375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当可

蒸发材料是大麻属或大麻素时，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大约35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当可蒸发材料为烟碱或烟碱衍生物时，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200至300摄

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当可蒸发材料为烟碱或烟碱衍生物时，加热元件将可蒸发材料加

热到225至275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当可蒸发材料是烟碱或烟碱衍生物时，加热元件

将可蒸发材料加热到大约250摄氏度。

[0166]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加热元件容纳在被蒸发室壁包围的蒸发室内。蒸发室也称为

雾化器。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蒸发室壁可以由能够耐受反复加热至蒸发器装置的操作温度

的任何材料构成。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蒸发室壁可以由能够耐受反复加热至300摄氏度的任

何材料构成。蒸发室具有空气入口，以允许空气进入雾化器，以及空气出口，以允许蒸汽逸

出至使用者。可蒸发材料通过与可蒸发材料流体连通的芯子引入雾化器。可蒸发材料可以

储存在与电子蒸发器装置集成的罐或者或可移除的罐(舱)中，所述可移除的罐(舱)被配置

用于在其被耗尽之后与蒸发器装置分离。在替代实施方案中，加热器元件处于烘箱配置中，

其中加热元件围绕具有不锈钢壁的腔室，并通过传导来加热放置在腔室内的可蒸发材料。

在烘箱结构中，烘箱内部可以通过移除烘箱盖而暴露于外部，这允许加载可蒸发材料。烘箱

可以进一步包括允许蒸汽逸出至使用者的出口。

[0167] 在本文所述的任何蒸发器装置中，所述设备可以包括加热器控制器(例如，加热元

件控制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器控制器操作加热元件。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器控

制器开关加热器和/或以快速的“脉冲”方式开关加热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器控制器

被配置用于检测和/或控制从电源递送的功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器控制器被配置用

于检测和/或控制从电源递送的电压。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器控制器被配置用于检测

和/或控制从电源递送的电流。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器控制器被配置用于检测和/或控

制从电源递送的功率、电压和/或电流或其任意组合。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器控制器与

电源和加热器串联连接。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器控制器与加热器并联连接到电源。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器控制器被配置用于检测和/或控制从电源递送的以瓦特为单位的功

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器控制器被配置用于检测和/或控制从电源输出的以伏特为单

位的电压。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器控制器被配置用于检测和/或控制从电源递送的以安

培为单位的电流。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器控制器通信联接到VMP单元。

[0168]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器控制器被配置用于调节加热器的操作。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加热器控制器被配置用于调节加热器的温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器控制器被配

置用于调节由电源递送到加热器的电压。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器控制器被配置用于调

节由电源递送到加热元件的电流。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器控制器被配置用于调节由电

源递送到加热器的瓦特数。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器控制器被配置用于通过调节从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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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送的功率来调节加热器的温度。在某些元件中，加热元件控制器通信联接到处理器。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加热器控制器被配置用于从处理器接收指令。

[0169] 如上所述，并且如美国专利申请No.14/581666所述，加热器控制器可以使用包括

诸如温度(例如使用加热器的电阻系数或TCR确定的温度)的一个或多个输入的控制逻辑

(例如，PID回路)。因此，在确定剂量(例如，抽吸的部分剂量)时，一旦用适当的常数校正(可

以如上所述根据分析或理论上确定，或者可以假定/忽略))，所述设备可以有利地使用仅来

自控制器的电气值(电阻值和功率值)。

[0170] 筒

[0171] 如上所述，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使用本文所述的确定递送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的

方法的电子蒸发器装置(例如装置100)包括单独的可拆卸舱，其被配置用于容纳可蒸发材

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舱是配置用于容纳可蒸发材料的任何容器或罐。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舱是可拆卸的。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舱是可更换的。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在舱附接到电子

蒸发器装置之后，舱和电子蒸发器装置形成单个单元。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舱还包括口状

物。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利用所述方法的电子蒸发器装置不包括被配置用于容纳可蒸发材

料的单独的舱，并且可蒸发材料储存在电子蒸发器装置中。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分离的舱包

括蒸发室。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舱容纳0.1-10ml的液体、粘性液体或蜡。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所述舱容纳1-10ml的液体、粘性液体或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容器容纳0.1-2ml

的液体、粘性液体或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容器容纳0.5-1 .5ml的液体、粘性液体或

蜡。

[017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筒可以填充有非吸湿溶剂和/或是基本上气密的，以避免

所述筒吸收水，从而确保可预测且准确的剂量计算。

[0173] 温度传感器

[0174] 如上所述，本文所述的任何蒸发器设备，例如图1A-1C中的装置10、100和100′可以

包括一个或多个温度传感器，例如温度传感器25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温度传感器被配置

用于测量加热元件的温度。温度传感器可以包括软件和硬件，其用于测量可与本文所述的

任何控制器和/或处理器集成(或分离)的电阻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温度传感器被配置用

于测量容纳加热元件的蒸发室的温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温度传感器被配置用于测量由

加热元件加热的烘箱的温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温度传感器以摄氏度测量热量。在某些实

施方案中，温度传感器以华氏度测量热量。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温度传感器以开氏度测量热

量。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温度传感器是热电偶。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温度传感器是热敏电阻。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温度传感器是红外温度传感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温度传感器是相对

电阻梯度测量系统。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温度传感器是用于加热可蒸发材料的加热器线圈。

[0175]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温度传感器将温度测量到±0.1摄氏度的精确度。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温度传感器将温度测量到±0.2摄氏度的精确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温度传感器

将温度测量到±0.3摄氏度的精确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温度传感器将温度测量到±0.4

摄氏度的精确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温度传感器将温度测量到±0.5摄氏度的精确度。应

该注意的是，测量温度的精确度可能低至+/-25℃(例如，小于25℃、24℃、23℃、22℃、21℃、

20℃、19℃、18℃、17℃、16℃、15℃、14℃、13℃、12℃、11℃、10℃、9℃、8℃、7℃、6℃、5℃、4

℃、3℃、2℃、1℃等)。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温度传感器通过测量加热元件的电阻来间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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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以欧姆测量电阻。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温度传感器能够测量温度

分布，其是温度随时间的变化。

[0176] 抽吸传感器

[0177] 如上所述，本文所述的蒸发器设备可以任选地包括抽吸传感器。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抽吸传感器测量使用者抽吸的开始。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传感器测量使用者抽吸的

结束。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传感器测量使用者抽吸的持续时间。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

吸传感器测量经过电子蒸发器装置的空气的速度和量。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传感器是

在使用者抽吸开始时被按压的按钮。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传感器是压力传感器。在某些

实施方案中，压力传感器是文丘里流量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压力传感器是孔板。在某些

实施方案中，压力传感器是达尔管(Dall  tube)。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压力传感器是风速管。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压力传感器是多孔压力探针。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压力传感器是锥管流

量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传感器包括按钮，所述按钮被使用者按压以启动抽吸。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抽吸传感器是流量计。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流量计是涡轮流量计。在某些实

施方案中，抽吸传感器通信联接到VMP单元。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传感器被配置用于测

量由使用者启动的抽吸。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传感器被配置用于测量由分析型吸烟机

启动的抽吸。

[0178] 计时器

[0179]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使用本文所述的确定递送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的方法的电子

蒸发器装置(例如装置100)包括计时器。在某实施方案中，计时器通信联接到温度传感器。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计时器通信联接到抽吸传感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计时器测量抽吸持

续时间。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计时器测量抽吸频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计时器通信联接到

VMP单元。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计时器通信联接到抽吸传感器和VMP单元。在一些情况下，抽

吸持续时间可以为大约0.1秒至大约10秒的范围。在某些情况下，抽吸持续时间可以为大约

1秒至最大约5秒的范围。在一些情况下，抽吸持续时间可以为大约1秒至大约4秒的范围。在

一些情况下，抽吸持续时间可以为大约1秒至大约3秒的范围。在一些情况下，抽吸持续时间

可以为大约1秒至大约2秒的范围。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持续时间的测量精确度在大约

±0.05秒的范围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持续时间的测量精确度在大约±0.1秒的范围

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持续时间的测量精确度在大约±0.2秒的范围内。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抽吸持续时间的测量精确度在大约±0.3秒的范围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持

续时间的测量精确度在大约±0.4秒的范围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抽吸持续时间的测量精

确度在大约±0.5秒的范围内。

[0180] 在一些变体中，经加热的储存器可以被加热。参考图7，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利用本

文所述的确定递送到使用者的蒸汽的量的方法的电子蒸发器装置(例如装置100)包括热块

储存器(或热储存器或热块)。

[0181] 加热储存器可以允许更受控制的初始状态，这可以增强剂量估计的可预测性。这

在图8中加以说明。在一些变体中，特别是在上面所说明的那些中，加热所述储存器可能是

不必要的，因为可以确定足够精确的剂量(蒸汽)估计。图9A和9B概念上涉及可能受益于使

用经加热的储存器的模型。或者，可以只加热进入蒸发区域(例如，芯子)的部分可蒸发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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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2] 使用电子蒸发器装置抽吸可能较粘稠(非流动)或非液体的可蒸发有机制剂可能

构成挑战。然而，仍然存在蒸发作为粘稠(非流动)液体或非液体的有机制剂的未满足的需

求，所述有机制剂包括但不限于例如大麻属提取物。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热储存器与加热元

件不同。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热储存器流体联接到加热元件。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热储存器

由不锈钢构成。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热储存器由高温塑料构成。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在用加

热元件蒸发之前，热储存器预热粘性、半固体或固体组合物。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热储存器

将可蒸发材料预热到40摄氏度至1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热储存器将可蒸发材料预

热到40摄氏度至8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热储存器将可蒸发材料预热到40摄氏度至

6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热储存器将可蒸发材料预热到大约5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热储存器将可蒸发材料预热到50摄氏度至1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热储存器

将可蒸发材料预热到摄氏60摄氏度至1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热储存器将可蒸发材

料预热到70摄氏度至1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热储存器将可蒸发材料预热到80摄氏

度至100摄氏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热储存器将可蒸发材料预热到90摄氏度至100摄氏度。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热块被配置用于加热表现出50至1000厘泊的粘度的材料。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热块被配置用于加热表现出1000至5000厘泊的粘度的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热

块被配置用于加热表现出5000和50000厘泊的粘度的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热块被配置

用于加热表现出高于5000厘泊(或高于10000厘泊、高于20000厘泊、高于30000厘泊、高于

40000厘泊等)的粘度的材料。

[0183] 在该实例中采用分析型蒸发器装置吸烟机，其与本领域已知的机器类似。将包括

用于粘稠(非流动)液体或非液体的热块储存器的电子蒸发器装置与没有热储存器的电子

蒸发器装置进行比较。热储存器预热粘稠(非流动)液体或非液体。当在蒸发之前将粘稠(非

流动)液体或非液体预热时，在蒸发期间不均匀加热的影响减弱。图8显示的图形数据描述

了相对于电子蒸发器装置的未加热储存器的TPM释放含量(mg)的抽吸次数与相对于电子蒸

发器装置的经加热的储存器的TPM释放含量(mg)的抽吸次数的比较，其中后者的储存器被

预热到40-60℃的温度。在所述储存器预热到40-60℃的温度的情况下，从粘性或粘稠的非

流动有机制剂产生差不多一致的量的TPM(mg)，而没有热块储存器的电子蒸发器装置蒸发

的TPM(mg)量不一致。由未加热的储存器产生的TPM的不一致可能是可蒸发材料的不均匀加

热的结果。

[0184] 可蒸发材料

[0185] 如上所述，本文所述的蒸发器设备可以用于(并且可以包括或者被配置专门用于)

任何适合的可蒸发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是有机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可蒸发材料是液体、粘性液体、蜡或散叶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是基于烟草

的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是基于大麻属的材料。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

材料是植物药。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是烟碱、烟碱衍生物或烟碱盐。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可蒸发材料是营养品。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含有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可蒸发材料是药用化合物。

[0186]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表现出1至50厘泊的粘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

蒸发材料表现出50至1000厘泊的粘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表现出1000至5000

厘泊的粘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表现出5000至10000厘泊的粘度。在某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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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中，可蒸发材料表现出高于10000厘泊的粘度。

[0187]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含有烟碱。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含有烟

碱衍生物。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烟碱衍生物是烟碱的酸盐。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烟碱的酸盐

包括有机酸。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烟碱的酸盐不包括无机酸。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烟碱衍生

物是可替宁。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烟碱衍生物是降可替宁。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烟碱衍生物

是降烟碱。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烟碱衍生物是烟碱氮氧化物。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烟碱衍生

物是可替宁氮氧化物。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烟碱衍生物是3-羟基可替宁。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烟碱衍生物是5-羟基可替宁。

[0188]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是烟碱、烟碱衍生物或烟碱盐的制剂。在一些制剂

中，所述制剂中烟碱或其衍生物的浓度是大约1％(w/w)至大约25％(w/w)。在一些制剂中，

所述制剂中烟碱或其衍生物的浓度是大约1％(w/w)至大约20％(w/w)。在一些制剂中，所述

制剂中烟碱的浓度是大约1％(w/w)至大约18％(w/w)。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制剂中烟碱

的浓度是大约1％(w/w)至大约15％(w/w)。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制剂中烟碱的浓度是大

约1％(w/w)至大约10％(w/w)。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制剂中烟碱的浓度是大约1％(w/w)

至大约8％(w/w)。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制剂中烟碱的浓度是大约2％(w/w)至大约10％

(w/w)。在一些制剂中，所述制剂中烟碱的浓度是大约4％(w/w)至大约12％(w/w)。在一些制

剂中，所述制剂中烟碱的浓度是大约4％(w/w)。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制剂中烟碱的浓度

是大约2％(w/w)。

[0189] 通过向烟碱或其衍生物中加入合适的酸(包括有机或无机酸)形成烟碱盐制剂。在

本文提供的一些制剂中，合适的有机酸是羧酸。本文公开的有机羧酸的实例是单羧酸；二羧

酸(含有两个羧酸基团的有机酸)；含有芳族基团的羧酸，例如如苯甲酸；羟基羧酸；杂环羧

酸；类萜酸(terpenoid  acid)；糖酸，例如果胶酸；氨基酸；脂环族酸；脂族羧酸；酮羧酸等。

在本文提供的一些制剂中，本文所用的有机酸是单羧酸。在本文提供的一些制剂中，有机羧

酸是苯甲酸、乙酰丙酸、乙酸、乳酸、柠檬酸、山梨酸、月桂酸、水杨酸、丙酮酸或其组合。在本

文提供的一些制剂中，有机羧酸不是乙酰丙酸。烟碱盐是通过向烟碱加入合适的酸形成的。

在本文提供的一些制剂中，烟碱与酸(烟碱:酸)的化学计量比是1:1、1:2、1:3、1:4、2:3、2:

5、2:7、3:4、3:5、3:7、3:8、3:10、3:11、4:5、4:7、4:9、4:10、4:11、4:13、4:14，4:15、5:6、5:7、

5:8、5:9、5:11、5:12、5:13、5:14、5:16、5:17、5:18或5:19。在本文提供的一些制剂中，烟碱

与酸的化学计量比是1:1、1:2、1:3或1:4(烟碱:酸)。

[0190]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烟碱制剂的pH是酸性的。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烟碱制剂的pH<

7.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烟碱制剂的pH<6.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烟碱制剂的pH<5.0。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烟碱制剂的pH<4.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烟碱制剂的pH>3.0。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烟碱制剂的pH>4.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烟碱制剂的pH>5.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烟碱

制剂的pH>6.0。

[0191]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含有来自大麻属植物的有机材料。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可蒸发材料含有来自大麻属植物的提取物。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含有大麻

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麻素是四氢大麻酚(THC)。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麻素是

大麻萜酚酸(CBGA)。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麻素是大麻萜酚(CBG)。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所述大麻素是四氢大麻酚酸(THCA)。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麻素是大麻环萜酚(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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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麻素是大麻环酚(CBL)。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麻素是次大

麻酚(CBV)。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麻素是cannabichromevarin(CBCV)。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所述大麻素是cannabigerovarin(CBGV)。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麻素是大麻酚单

甲醚(CBGM)。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麻素是δ-8-四氢大麻酚(D8THC)。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所述大麻素是δ-9-四氢大麻酚(D9THC)。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麻素是四氢次大麻

酚(THCV)。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麻素是大麻酚酸(CBNA)。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

麻素是大麻酚(CBN)。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麻素是大麻二酚酸(CBDA)。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所述大麻素是Cannabidivaric  acid(CBDVA)。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麻素是大麻

二酚(CBD)。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麻素是大麻环萜酚酸(cannabichromenic  acid)

(CBCA)。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麻素是大麻环萜酚(CBC)。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麻

素是cannabicyclolic  acid(CBLA)。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麻素是任何上述大麻素的

立体异构体。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大麻素是任何上述大麻素的盐。

[0192]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是大麻素制剂。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

的大麻素的浓度是1-99％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是5-

95％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是10-90％大麻素。在某些

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超过大约99％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

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超过大约98％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

大麻素的浓度超过大约97％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

超过大约96％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超过大约95％

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超过大约94％的大麻素。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超过大约93％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超过大约92％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

的大麻素的浓度超过大约91％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

度超过大约90％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超过大约

80％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超过大约70％的大麻素。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超过大约60％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浓度超过大约50％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浓

度超过大约40％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超过大约

30％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超过大约20％的大麻素。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超过大约10％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是大约1％至大约10％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是大约10％至大约20％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

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是大约20％至大约30％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

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是大约30％至大约40％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

的大麻素的浓度是大约40％至大约50％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

麻素的浓度是大约50％至大约60％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

的浓度是大约60％至大约70％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

度是大约70％至大约80％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是

大约80％至大约90％的大麻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中的大麻素的浓度是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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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至大约100％的大麻素。

[0193]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的pH是酸性的。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的

pH<7.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的pH<6.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的pH<

5.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的pH<4.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的pH>3.0。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的pH>4.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的pH>5.0。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的pH>6.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的pH是碱性的。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的pH<10.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的pH<9.0。在某些实

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的pH<8.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的pH>7.0。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大麻素制剂的pH>8.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素制剂的pH值>9.0。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大麻素制剂的pH>10.0。

[0194]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是大麻属制剂。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的

浓度是1-99％大麻属。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的浓度是5-95％大麻属。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大麻属制剂的浓度是10-90％大麻属。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超过大约

99％的大麻属。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超过大约98％的大麻属。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大麻属制剂超过大约97％的大麻属。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超过大约96％的大

麻属。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超过大约95％的大麻属。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

制剂超过大约94％的大麻属。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超过大约93％的大麻属。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超过大约92％的大麻属。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超过大

约91％的大麻属。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超过大约90％的大麻属。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大麻属制剂超过大约80％的大麻属。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超过大约70％大麻

属。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超过大约60％的大麻属。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

剂超过大约50％的大麻属。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超过大约40％的大麻属。在某些

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超过大约30％的大麻属。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超过大约

20％的大麻属。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超过大约10％大麻属。

[0195]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的pH是酸性的。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的

pH<7.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的pH<6.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的pH<

5.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的pH<4.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的pH>3.0。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的pH>4.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的pH>5.0。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的pH>6.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的pH是碱性的。在某

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的pH<10.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的pH<9.0。在某些实

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的pH<8.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的pH>7.0。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大麻属制剂的pH>8.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大麻属制剂的pH>9.0。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大麻属制剂的pH>10.0。

[0196]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含有药用化合物作为活性成分。作为利用本文所

述的方法的电子蒸发器装置蒸发的活性成分的药用化合物包括药物，其可以在例如大约

100℃(例如，对于基于水的载体，例如大约100℃、105℃、110℃、120℃、130℃、140℃、150

℃、160℃、170℃等；对于基于乙醇的制剂，例如大约50℃、大约60℃、大约70℃、大约80℃

等)至大约(例如低于)活性成分热分解的温度(例如小于大约150℃、160℃、170℃、180℃、

190℃、200℃、210℃、220℃、230℃、240℃、250℃、260℃、270℃、280℃、290℃、300℃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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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范围被加热，而不燃烧，以便蒸发用于吸入递送。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药物可以是纯的

或溶解在药学上可接受的溶剂中。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药物可以包括作为多种疾病的辅助

药的非处方(OTC)物质；其中所述药物可以包括用于哮喘或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的已知

呼吸辅助药。作为用本文所述的装置蒸发的活性成分的可蒸发材料可以包括可以加热至蒸

发以吸入递送而不燃烧的药物；其中所述药物可以包括非处方(OTC)物质，其选自上呼吸道

辅助药(例如西替利嗪)、止痛剂和内用药物辅助药(例如布洛芬、萘普生)、胃灼热辅助药

(例如奥美拉唑)、睡眠辅助药(例如多西拉敏、苯海拉明、褪黑激素)或晕车辅助药(例如氯

苯甲嗪)。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可以含有用于哮喘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

呼吸辅助剂，例如短效β-激动剂(例如沙丁胺醇、左旋沙丁胺醇、吡布特罗)、长效β-激动剂

(例如沙美特罗、福莫特罗)、抗胆碱能药(例如阿托品硫酸盐、异丙托溴铵)、白三烯调节剂

(例如孟鲁司特、扎鲁司特)、皮质类固醇(例如氟替卡松、布地奈德、莫米松)、茶碱(例如茶

碱)或组合皮质类固醇和长效β-激动剂(氟替卡松和沙美特罗、布地奈德和福莫特罗、莫米

松和福莫特罗)。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可以含有植物药和/或营养品，例如茶(多

酚、类黄酮、绿茶儿茶素+/-咖啡因)；苦薄荷(酚黄酮糖苷、半日花烷型二萜、育亨宾、蔓越

莓/葡萄(原花青素)、黑升麻(萜苷部分(肌动蛋白/升麻苷)、亚麻籽(ω-脂肪酸)、紫锥花

(松果菊苷)、缬草(生物碱、加巴喷丁、异戊酸、萜)、番泻叶(番泻苷)、肉桂(肉桂醛、酚、萜)、

维生素D、锯棕榈(脂肪酸)或咖啡因。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可在任何合适的载体

溶剂中溶解至少50重量％，所述溶剂例如二醇(例如丙二醇和植物甘油)、乙二醇、二丙二

醇、三亚甲基二醇、乙醇及其组合。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药物化合物是萜品油烯，在某些实施

方案中，药物化合物是芳樟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药用化合物是植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药物化合物是β-月桂烯。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药物化合物是香茅醇。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药

用化合物是石竹烯氧化物。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药用化合物是α-蒎烯。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药用化合物是柠檬烯。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药用化合物是β-石竹烯。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药

用化合物是蛇麻烯。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可蒸发材料是精油。

[0197] 使用者界面

[0198]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本文所述的蒸发器设备可以包括使用者界面。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使用者界面是显示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显示器是LCD。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显示器

是LED。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显示器是OLED。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显示器提供使用者界面。在

某些实施方案中，显示器是触敏的。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显示器传达抽吸频率、抽吸持续时

间、蒸发的TPM的量、蒸发的活性成分的量或其任意组合。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显示器允许使

用者选择可蒸发材料的类型。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显示器允许使用者在警报单元提醒使用

者或蒸发器装置被停用之前或者两者之前选择蒸发的可蒸发材料的量。在某些实施方案

中，利用所述方法的电子蒸发器装置包括使用者界面控制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使用者界

面控制器通信联接到显示器。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使用者界面控制器是控制经由显示器的

信息通信的软件模块。

[019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使用者界面可被配置用于允许使用者改变和/或监测电子蒸

发器装置的设置和状态。例如，在一个实施方案中，使用者控制手段(means)可以用于相对

于计算的TPM、抽吸持续时间、抽吸体积、电压或加热温度中的任何一个，单独地或组合地限

制装置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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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 此外，本文描述的蒸发器装置可以包括开关、键盘、显示器、输入/输出端口和无线

收发器中的至少一个。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可以使用输入/输出端口和无线收发器在电子蒸

发器装置的控制器和诸如手机或个人计算机的外部计算机之间创建通信链路。

[0201] 本发明前述的公开和描述是说明性的和解释性的，并且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的

情况下可进行多种修改。

[0202] 尽管在本文中已经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案，但是对本领域技术人员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实施方案仅作为示例提供。并无意于使本发明受限于本说明书中提供

的具体实施例。虽然已经参考前述说明书描述了本发明，但是本文的实施方案的描述和说

明并不意味着被解释为限制性的。在不脱离本发明的情况下，本领域技术人员会想到许多

变化、改变和替代。此外，应当理解，本发明的所有方面不限于本文所阐述的具体描述、配置

或相对比例，其取决于多种条件和变量。应当理解，在实施本发明时可以采用本文所述的本

发明的实施方案的多种替代方案。因此，预期本发明也将涵盖任何这样的替代、修改、变体

或等同物。

[0203] 包括材料和制备技术的与本发明相关的附加细节可以在相关领域的技术人员的

水平内使用。就通常或逻辑上应用的附加行为而言，相对于本发明的基于方法的方面也是

如此。此外，预期所描述的本发明变体的任何可选特征可以独立地阐述和要求，或与本文所

述的任何一个或多个特征相组合。类似地，对单个项目的引用包括存在多个相同项目的可

能性。更具体地讲，如本文和所附权利要求书中所使用的，英文单数形式“a”、“an”、“said”

和“the”包括复数指示物，除非上下文另有明确规定。还应注意，权利要求书可以设计成排

除任何可选元件。因此，本声明旨在作为使用“单独地”、“仅”等排他性术语与提出权利要求

要素或使用“否定”限制有关的前提依据。除非本文中另有定义，否则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

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相同的含义。本发明的范围

不受本说明书的限制，而是仅由所使用的权利要求书条款的明显含义来限定。

[0204] 当特征或元件在本文被称为在另一特征或元件“上”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特征或

元件上，或者也可以存在中间特征和/或元件。相比之下，当特征或元件被称为“直接在”另

一特征或元素“之上”时，不存在中间特征或元件。还将理解，当特征或元件被称为“连接”、

“附接”或“联接”到另一特征或元件时，其可直接连接、附接或联接到另一特征或元件，或可

能存在中间特征或元件。相比之下，当特征或元件被称为“直接连接”、“直接附接”或“直接

联接”到另一特征或元件时，不存在中间特征或元件。虽然相对于一个实施方案进行了描述

或显示，但是如此描述或显示的特征和元件可以应用于其他实施方案。本领域技术人员还

会理解，提及“邻接”另一特征的结构或特征可以具有与相邻特征重叠或在其下的部分。

[0205] 将进一步理解，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时，术语“包括”和/或“包含”指定所述特征、

步骤、操作、元件和/或组件的存在，但不排除存在或添加一个或多个其他特征、步骤、操作、

元件、组件或其组。如本文所用，术语“和/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所列项目的任何和所

有组合，并且可以缩写为“/”。

[0206] 在本文中可以使用空间相对术语，例如“在……下(under)”、“在……下面

(below)”、“较低的(lower)”、“在……上(over)”、“较高的(upper)”等，以便于描述一个元

件或特征与另一个元件或特征的关系，如图所示。应当理解，空间相对术语旨在包括除了图

中所示的取向之外的使用或操作中的装置的不同取向，例如，如果图中的装置被倒置，则描

说　明　书 36/38 页

40

CN 107427067 B

40



述为“在……下(under)”或“低于(beneath)”其他元素或特征的则是对于其他元素或特征

是“在……上”。因此，示例性术语“在……下(under)”可以包括上下方向。该装置可以以其

他方式定向(旋转90度或在其他取向)，并且这里使用的空间相对描述符被相应地解释。类

似地，除非另有特别说明，否则术语“向上”、“向下”、“垂直”、“水平”等仅用于说明的目的。

[0207] 尽管术语“第一”和“第二”可以用于描述多种特征/元件(包括步骤)，但这些特征/

元件不应该受这些术语的限制，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这些术语可用于区分一个特征/元件

与另一个特征/元件。因此，下文讨论的第一特征/元件可以被称为第二特征/元件，并且，类

似地，下文讨论的第二特征/元件可以被称为第一特征/元件，而不脱离本发明的教导。

[0208] 在本说明书和下文的权利要求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单词“包括”，以及诸如

“包含”和“含有”的变形意味着可以在方法和制品中共同使用多种组分(例如，组合物以及

包括装置和方法的设备)。例如，术语“包括”将被理解为暗示包括任何所述的元件或步骤，

但不排除任何其他元件或步骤。

[0209] 如本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所使用的，包括如实施例中所使用的，除非另有明确

规定，否则所有数字可以被解读成如同以“大约”或“近似”开始的，即使术语未明确表示。当

描述大小和/或位置以指示所描述的值和/或位置在值和/或位置的合理预期范围内时，可

以使用短语“大约”或“近似”。例如，数值可能具有所述值+/-0 .1％(或值的范围)、所述值

+/-1％(或值的范围)、所述值+/-2％(或值的范围)、所述值+/-5％(或值的范围)、所述值的

+/-10％(或值的范围)等的值。为本文给出的任何数值应该也被理解成包括大约或近似该

值，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例如，如果公开了值“10”，则还公开了“大约10”。本文所述的任何

数值范围旨在包括其中包括的所有子范围。还应当理解，如本领域技术人员所适当理解的，

当公开了某个值，则也公开了“小于或等于该值”、“大于或等于该值”以及值之间的可能范

围的值。例如，如果公开了“X”，则公开了“小于等于X”以及“大于等于X”(例如，其中X是数

值)。还应当理解，在整个应用中，以数字的多种不同格式提供数据，并且该数据表示起点和

端点以及数据点的任意组合的范围。例如，如果公开了特定数据点“10”和特定数据点“15”，

则应当理解，大于、大于等于、小于、小于等于、等于10和15以及10至15被认为是公开的。还

应当理解，两个特定单元之间的每个单元也被公开。例如，如果公开10和15，则还公开了11、

12、13和14。

[0210] 尽管上文描述了多种说明性实施方案，但是在不脱离如权利要求书所述的本发明

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多种实施方案进行多种改变中的任何一种。例如，在替代实施方案

中，可以经常改变进行多种所描述的方法步骤的顺序，并且在其他替代实施方案中，可以完

全跳过一个或多个方法步骤。多种装置和系统实施方案的可选特征可以包括在一些实施方

案中，而不在其他实施方案中。因此，前文的描述主要是为了示例性目的而提供的，并且不

应被解释为限制如权利要求书中阐述的本发明的范围。

[0211] 本文包括的实施例和图示通过说明而不是限制来显示可以实施主题的具体实施

方案。如上所述，可以利用并从中导出其他实施方案，使得可以在不脱离本公开的范围的情

况下进行结构和逻辑替换和改变。仅为了方便，本发明主题的这些实施方案可以单独地或

共同地由术语“发明”所指示，而并不意图将本申请的范围自愿地限制于任何单独的发明或

创造性概念，如果事实上公开了多于一个发明。因此，虽然本文已经说明和描述了具体实施

方案，但是为了实现相同目的而设计的任何设置可以代替所示的具体实施方案。本公开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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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覆盖多种实施方案的任何和所有修改或变化。在审阅以上说明书之后，上述实施方案和

本文中未具体描述的其他实施方案的组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将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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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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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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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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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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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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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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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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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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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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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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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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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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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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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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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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