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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泵油主机及电子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泵油主机，用于给雾化

器供油。泵油主机包括机身、油瓶和泵头组件，泵

头组件和油瓶收容于机身内，泵头组件包括活

塞、泵体、泵盖、出油管、吸油管和第一密封件，出

油管与雾化器连接，活塞的一端插入泵体内，出

油管和泵体卡合连接，吸油管的一端插入油瓶

中，吸油管的另一端插入泵体内，泵体和油瓶通

过第一密封件卡合连接，泵盖与泵体卡合连接，

活塞的另一端从泵盖露出，其中按压活塞，排出

泵体内的空气，油瓶中的油通过吸油管进入泵

体，再按压活塞，油被挤压出泵体，并通过出油管

到达雾化器。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一种电子烟。本

实用新型通过按压活塞将油瓶中的油泵入出油

管并达到雾化器，从而油瓶中的油可以被泵干

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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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泵油主机，用于给雾化器供油，其特征在于，所述泵油主机包括机身、油瓶和泵

头组件，所述泵头组件和所述油瓶收容于所述机身内，所述泵头组件包括活塞、泵体、泵盖、

出油管、吸油管和第一密封件，所述出油管与所述雾化器连接，所述活塞的一端插入所述泵

体内，所述出油管和所述泵体卡合连接，所述吸油管的一端插入油瓶中，所述吸油管的另一

端插入所述泵体内，所述泵体和所述油瓶通过第一密封件卡合连接，所述泵盖与所述泵体

卡合连接，所述活塞的另一端从所述泵盖露出，其中按压活塞，排出所述泵体内的空气，所

述油瓶中的油通过所述吸油管进入所述泵体，再按压活塞，油被挤压出所述泵体，并通过出

油管到达所述雾化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泵油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泵体包括第一端、第二端和收容

空间，所述收容空间贯穿所述第一端和所述第二端，所述泵盖卡合于所述第一端，所述吸油

管的另一端插入所述第二端中，所述第一端的外圆周设有至少一个第一凸块，所述泵盖设

有至少一个第一收容槽，所述第一凸块卡合于所述第一收容槽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泵油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塞的一端设有第一收容部，所

述泵头组件设有第二密封件，所述第二密封件收容于所述第一收容部后，所述活塞连同所

述第二密封件一起收容于所述第一端内，所述第二密封件包括第一中心孔、一对第一槽和

第一密封本体，所述第一中心孔贯穿所述第一密封本体，第一槽分别位于所述第一密封本

体的两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泵油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端设有第二收容部，所述第

一密封件收容于所述第二收容部后，所述第二端连同所述第二密封件收容于所述油瓶中，

所述第一密封件包括第二中心孔，第二槽和第二密封本体，所述第二中心孔贯穿所述第二

密封本体，所述第二槽位于所述第二密封本体的一端。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泵油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泵体还包括第一连接部，所述第

一连接部位于所述第一端和所述第二端之间，所述出油管设有第二连接部，所述第二连接

部卡合于所述第一连接部，所述第一连接部设有第一出油孔，所述第一出油孔和所述收容

空间连通，所述出油管设有第二出油孔，所述第一出油孔和所述第二出油孔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泵油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部设有第二凸块，所述

第二连接部设有第二收容槽，所述第一凸块卡合于所述第二收容槽中，以将所述出油管安

装于所述泵体。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泵油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泵头组件还包括第二弹性元件，

所述第二弹性元件收容于所述第一端内，所述活塞的一端插入所述第二弹性元件内。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泵油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泵头组件还包括钢珠和压环，所

述钢珠和所述压环均收容于所述收容空间中，所述压环将所述钢珠封在所述吸油管和所述

压环之间，所述第二弹性元件的一端抵靠所述压环。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泵油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泵油主机包括碰珠和电路板组

件，所述电路板组件设有电池支架，所述电池支架与所述碰珠过盈配合，所述机身设有容纳

槽，所述碰珠的顶端卡入所述容纳槽中，从而将所述机身和所述电池支架卡合连接。

10.一种电子烟，包括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烟还包括如权利要求1-9任意一项

所述的泵油主机，所述雾化器安装于所述泵油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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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泵油主机及电子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子烟及给电子烟的主体供电的泵油主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电子烟通过挤压油瓶泵油，使得油瓶中的油泵不干净。且油瓶通过螺纹连接，

拆卸不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提供一种拆卸方便的泵油主

机和电子烟。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方面，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泵油主机，用于给雾化器供油。所述泵油主机包括

机身、油瓶和泵头组件，所述泵头组件和所述油瓶收容于所述机身内，所述泵头组件包括活

塞、泵体、泵盖、出油管和吸油管，所述出油管与所述雾化器连接，所述活塞的一端插入所述

泵体内，所述出油管和所述泵体卡合连接，所述吸油管的一端插入油瓶中，所述吸油管的另

一端插入所述泵体内，所述泵体和所述油瓶卡合连接，所述泵盖与所述泵体卡合连接，所述

活塞的另一端从所述泵盖露出，其中按压活塞，排出所述泵体内的空气，所述油瓶中的油通

过所述吸油管进入所述泵体，再按压活塞，油被挤压出所述泵体，并通过出油管到达所述雾

化器。

[0006] 其中，所述泵体包括第一端、第二端和收容空间，所述收容空间贯穿所述第一端和

所述第二端，所述泵盖卡合于所述第一端，所述吸油管的另一端插入所述第二端中，所述第

一端的外圆周设有至少一个第一凸块，所述泵盖设有至少一个第一收容槽，所述第一凸块

卡合于所述第一收容槽中。

[0007] 其中，所述活塞的一端设有第一收容部，所述泵头组件设有第二密封件，所述第二

密封件收容于所述第一收容部后，所述活塞连同所述第二密封件一起收容于所述第一端

内，所述第二密封件包括第一中心孔、一对第一槽和第一密封本体，所述第一中心孔贯穿所

述第一密封本体，第一槽分别位于所述第一密封本体的两端。

[0008] 其中，所述第二端设有第二收容部，所述第一密封件收容于所述第二收容部后，所

述第二端连同所述第二密封件收容于所述油瓶中，所述第一密封件包括第二中心孔，第二

槽和第二密封本体，所述第二中心孔贯穿所述第二密封本体，所述第二槽位于所述第二密

封本体的一端。

[0009] 其中，所述泵体还包括第一连接部，所述第一连接部位于所述第一端和所述第二

端之间，所述出油管设有第二连接部，所述第二连接部卡合于所述第一连接部，所述第一连

接部设有第一出油孔，所述第一出油孔和所述收容空间连通，所述出油管设有第二出油孔，

所述第一出油孔和所述第二出油孔连通。

[0010] 其中，所述第一连接部设有第二凸块，所述第二连接部设有第二收容槽，所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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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块卡合于所述第二收容槽中，以将所述出油管安装于所述泵体。

[0011] 其中，所述泵头组件还包括第二弹性元件，所述第二弹性元件收容于所述第一端

内，所述活塞的一端插入所述第二弹性元件内。

[0012] 其中，所述泵头组件还包括钢珠和压环，所述钢珠和所述压环均收容于所述收容

空间中，所述压环将压住所述钢珠封在所述吸油管和所述压环之间，所述第二弹簧的一端

抵靠所述压环。

[0013] 其中，所述泵油主机包括碰珠和电路板组件，所述电路板组件设有电池支架，所述

电池支架与所述碰珠过盈配合，所述机身设有容纳槽，所述碰珠的顶端卡入所述容纳槽中，

从而将所述机身和所述电池支架卡合连接。

[0014] 另一方面，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电子烟，其包括雾化器和上述泵油主机，所述

雾化器安装于所述泵油主机。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泵油主机和电子烟，通过按压活塞将油瓶中的油泵入出油管并达到

雾化器，从而油瓶中的油可以被泵干净，解决了现有技术中通过挤压油瓶泵油而导致油瓶

中的油不能泵干净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电子烟的组装剖视示意图。

[0017] 图2是图1中泵油主机的组装剖视示意图。

[0018] 图3是图1中泵头组件的分解示意图。

[0019] 图4是图3的组装示意图。

[0020] 图5是图4的剖视示意图。

[0021] 图6是图3中泵体的立体示意图。

[0022] 图7是图3泵盖的立体示意图。

[0023] 图8是图3中第二密封件的立体示意图。

[0024] 图9是图3中活塞的立体示意图。

[0025] 图10是图3中第一密封件的立体示意图。

[0026] 图11是图3中出油管的立体示意图。

[0027] 图12是图2中圆XII的放大示意图。

[0028]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29] 电子烟100、雾化器10、泵油主机20、机身30、电路板组件40、电极组件50、泵头组件

60、油瓶70、上盖组件80、活塞62、泵体63、泵盖64、出油管65、吸油管66、第一端631、第二端

632、收容空间630、第一凸块6310、第一收容槽640、第一收容部620、第二密封件67、第一中

心孔670、第一密封本体672、第一槽671、第二收容部6320、第一密封件68、第二中心孔680、

第二槽681、第二密封本体682、第一连接部633、第二连接部653、第一出油孔6330、第二出油

孔6530、第二凸块6332、第二收容槽6532、连接管655、阀芯691、第一弹性元件692、第二弹性

元件693、钢珠694、压环695、按键垫81、按键帽82、上盖83、防刮环84、容纳槽33、碰珠93、电

池支架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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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实施例的内容不作为对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的限制。

[0031] 请参考图1和图2，揭示了本案的电子烟100。所述电子烟100包括雾化器10和泵油

主机20，所述雾化器10安装于泵油主机20，所述泵油主机20用于给雾化器10供油。

[0032] 请参考图1、图2和图3所述泵油主机20包括机身30、电路板组件40、电极组件50、泵

头组件60和油瓶70，所述电路板组件40、电极组件50和泵头组件60收容于所述机身30内，所

述电路板组件40和所述泵头组件60连接，所述电极组件50和所述电路板组件40连接，所述

泵头组件60包括活塞62、泵体63、泵盖64、出油管65和吸油管66，所述出油管65与所述雾化

器10连接，所述活塞62的一端插入所述泵体63内，所述出油管65和所述泵体63卡合连接，所

述吸油管66的一端插入油瓶70中，所述吸油管66的另一端插入所述泵体63内，所述泵体63

与所述油瓶70卡合连接，所述泵盖64与所述泵体63卡合连接，所述活塞62的另一端从所述

泵盖64露出，其中按压活塞62，排出所述泵体63内的空气，所述油瓶70中的油通过所述吸油

管66进入所述泵体63，再按压活塞62，油被挤压出所述泵体63，并通过出油管65到达所述雾

化器10。

[0033] 因按压活塞62，油瓶70中的油就可以通过泵体63、出油管65达到雾化器10，从而油

瓶70中的油可以被泵干净，解决了现有技术中通过挤压油瓶70泵油而导致油瓶70中的油不

能泵干净的问题。

[0034] 进一步，因泵体63与出油管65、泵盖64、油瓶70卡合连接，使得泵头组件60的安装、

拆卸方便。也就是说，泵头组件60的组装方式为扣位刚性紧固连接，便于整体组装放置，安

装更加方便牢靠。

[0035] 请参考图3至图7，所述泵体63包括第一端631、第二端632和收容空间630，所述收

容空间630贯穿所述第一端631和所述第二端632，所述泵盖64卡合于所述第一端631，所述

吸油管66的另一端插入所述第二端632中。进一步，所述第一端631的外圆周设有至少一个

第一凸块6310，所述泵盖64设有第一收容槽640，所述第一凸块6310卡合于所述第一收容槽

640中。

[0036] 组装时，只要将第一凸块6310卡入第一收容槽640中就可以将泵盖64和泵体63组

装为一体；拆卸时，第一凸块6310脱离第一收容槽640，便将泵盖64和泵体63拆卸。从而泵盖

64和泵体63之间组装和拆卸简单方便，提高了使用的方便性。

[0037] 请参考图8和图9，在本实施方式中，活塞62为实心活塞。活塞62插入泵体63的一端

设有第一收容部620，一个第二密封件67收容于所述第一收容部620中，所述活塞62连同所

述第二密封件67一起收容于所述第一端631内。当活塞62安装于泵体63的第一端631时，第

二密封件67密封活塞62和泵体63的第一端631，增强了泵体63内部的密封性。

[0038] 第二密封件67的截面大致为V形，并包括第一中心孔670、一对第一槽671和一个第

一密封本体672，所述第一中心孔670贯穿所述第一密封本体672，第一槽671分别位于所述

第一密封本体672的两端，第一槽671的截面大致为V形。

[0039] 因第一密封本体672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一槽671，在安装的过程中，第一密封本体

672朝第一中心孔670收缩，从而第二密封件67易安装于泵体63的第一端631，安装后，第一

密封本体672背向第一中心孔670扩张，增强了活塞62与泵体63之间的密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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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请参考图3和图10，所述第二端632设有第二收容部6320，所述泵头组件60设有第

一密封件68，所述第一密封件68收容于所述第二收容部6320后，所述第二端632连同所述第

二密封件67收容于所述油瓶70中，所述第一密封件68包括第二中心孔680、第二槽681和第

二密封本体682，所述第二中心孔680贯穿所述第二密封本体682，所述第二槽681位于所述

第二密封本体682的一端。

[0041] 在本实施方式中，第二槽681的截面大致为V形。当泵体63的第二端632收容于油瓶

70时，第二密封本体682朝第二中心孔680收缩；安装后，第二密封本体682背向第二中心孔

680扩张，增强了油瓶70内壁与泵体63之间的密封性；拆卸时，向第二中心孔680的方向挤压

第二密封本体682，就可以分离泵体63和油瓶70。也就是说，因第一密封件68设有V形的第二

槽681，使得泵体63和油瓶70之间的安装和拆卸变得更容易，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油瓶70更换

不便的问题。同时，因第一密封件68的一端设有V形第二槽681，使得第一密封件68具有一定

的回弹力，更一步密封油瓶70和泵体63。换而言之，通过第一密封件68，泵体63和油瓶70之

间通过第一密封件68卡合连接。

[0042] 安装时，第二槽681的开口朝向油瓶70，即V形第二槽681的开口朝下，且第二密封

本体682的另一端不具有V形槽，从而油瓶70中的油不会因回气而回流到泵体63中，实现了

没有单向阀的情况下防止气体回流，降低了制造成本，同时也提高了使用的方便性。

[0043] 请参考图3、图6和图11，所述泵体63还包括第一连接部633，所述第一连接部633位

于所述第一端631和所述第二端632之间，所述出油管65设有第二连接部653，所述第二连接

部653卡合于所述第一连接部633。

[0044] 进一步，所述第一连接部633设有第一出油孔6330，所述第一出油孔6330和所述收

容空间630连通，所述出油管65设有第二出油孔6530，所述第一出油孔6330和所述第二出油

孔6530连通。

[0045] 进一步，所述第一连接部633设有第二凸块6332，所述第二连接部653设有第二收

容槽6532，所述第一凸块6310卡合于所述第二收容槽6532中，以将所述出油管65安装于所

述泵体63。

[0046] 进一步，所述出油管65还包括连接管655，所述第二连接部653位于所述连接管655

的一端，所述雾化器10与所述连接管655的另一端连接，其中所述连接管655的截面为L形。

[0047] 请参考图3，所述泵头组件60还包括阀芯691和第一弹性元件692，所述第一弹性元

件692套装所述阀芯691，所述阀芯691安装于所述第一连接部633内。

[0048] 进一步，所述泵头组件60还包括第二弹性元件693，所述第二弹性元件693收容于

所述第一端631内，所述活塞62的一端插入所述第二弹性元件693内。

[0049] 在本实施方式中，第一弹性元件692和第二弹性元件693均为弹簧。

[0050] 进一步，所述泵头组件60还包括钢珠694和压环695，所述钢珠694和所述压环695

均收容于所述收容空间630中，所述压环695将所述钢珠694封在所述吸油管66和所述压环

695之间，所述第二弹簧的一端抵靠所述压环695。

[0051] 请参考图1、图2和图3，泵油主机20还包括上盖组件80。所述上盖组件80包括按键

垫81、按键帽82、上盖83和防刮环84。按键垫81通过过盈配合卡在按键帽82内部，按键帽82

卡在上盖83上，防刮环84通过环扣的方式卡在上盖83上。所述泵油主机20还包括泵按键帽

91和第三弹性元件92，泵按键帽91通过间隙配合放在上盖83中，并通过防刮环84限位。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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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按键帽91盖于活塞62的上表面，以按压活塞62。所述第三弹性元件92套装于所述活塞62，

在按压活塞62的过程中，第三弹性元件92提供弹力，以帮助活塞62复位。

[0052] 因泵按键帽91处设有防刮环84，防止泵按键帽91刮漆；同时，在活塞62外泵按键帽

91处加第三弹性元件92，使按键活塞62手感更好。

[0053] 请参考图2和图12，所述机身30设有容纳槽33，所述泵油主机20包括碰珠93，电路

板组件50设有电池支架53，电池支架53与碰珠93过盈配合，碰珠93的顶端卡入容纳槽33中，

从而将机身30和电池支架53卡合连接。

[0054] 因电池支架53通过碰珠93与机身30卡合连接，使得电池的更换更加方便。

[0055] 请参考图1至图12，安装时，泵头组件60与电路板组件40通过紧固螺丝连接，电极

组件50通过空心电极套在泵头组件60的出油管65上，电路板组件40和电极组件50固定连

接，所述电路板组件40、电极组件50和泵头组件60收容于所述机身30内，电极组件50固定于

上盖组件80，上盖组件80盖于机身30上，从而上盖组件80、机身30、电路板组件40、电极组件

50和泵头组件60组装为泵油主机20。接着将雾化器10与泵头组件60连接，从而组装为电子

烟。

[0056] 使用时，按压泵按键帽91，活塞62压缩泵体63内的空间，阀芯691打开，将泵体63内

空气排出，松开活塞62，活塞62回位，阀芯691关闭，钢珠694被吸起，同时油瓶70中的油通过

吸油管66被吸入泵体63，再按压活塞62，阀芯691打开，油被挤压出泵体63，并通过出油管65

到达雾化器10。

[0057]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

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

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是属

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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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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