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所公布的国际申请
(19)世界知识 组织

国 际 局
( 函 布日 P 灣 国际公布号

2014 年9月 12 日 （12.09.2014) W P O P C T WO 2014/134781 A l

(51) 国转 利分类号： BH, BN,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
A24F 47/00 (2006.01) H02H 3/08 (2006.01) CU,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S, JP,
(21) 国际申请号： PCT/CN20 13/072 178 KE, KG, KM,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LT,

LU, LY, MA, MD, ME, MG, MK, MN, MW, MX, MY,(22) 国际申请日： 2013 年 3 月 5 日 (05.03.2013)
ML, NA, NG, NI, NO, NZ, OM, PA, PE, PG, PH, PL, PT,

(25) 申飾 言： 中文 QA, RO, RS, RU, RW, SC, SD, SE, SG, SK, SL, SM, ST,
SV, SY, TH,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UZ,

(26) 公布语言： 中文 VC, VN, ZA, ZM, Z

(72) 发明人；及 (84) 指定国（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地区保
(71) 申请人：向智勇 （XIANG, Zhiyong) [CN/CN]; 中国 护）：ARIPO (BW, GH, GM, KE, LR, LS, MW, MZ, NA,

广东省深圳市福 田区锦林新居 5-507, Guangdong RW, SD, SL, SZ, TZ, UG, ZM, ZW), 喊亚 （AM, AZ,
5 18057 (CN )。 BY, KG, KZ, RU, TJ, TM), 欧洲 (AL, AT, BE, BG, CH,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R, HU, IE,(74) 代理人：深圳市顺天达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IS, IT, LT, LU, LV, MC, MK, MT, NL, NO, PL, PT, RO,(SHENZHEN STANDARD PATENT & A E -
RS, SE, SI, SK, SM, TR), OAPI (BF, BJ, CF, CG, CI, CM,

MARK AGENT LTD.); 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
GA, GN, GQ, GW, ML, MR, NE, SN, TD, TG) 。南大道 1056 号银座 |¾ 际大厦 810-815 室，Guangdong

5 18040 (CN )。 本国际公布：
(81) 指定国（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国家保 - 包括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护）：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54) Title:
IC CIGARETTE

(54) 发明名称：一种用于电子烟的过流或短路保护的控制装置及方法

(57) Abstract: A control device and method for overcurrent
or short-circuit protection of an electronic cigarette, compris
ing an input module (100), a power supply module (300), a
heating element (500), a switch control module (200), a com
parator (600) and a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400). A n actual op
erating voltage generated by an operating current flowing
through the internal resistance of th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i s
detected in real time by th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400). A ref
erence voltage and the actual operating voltage are compared
by the comparator (600). A comparison result i s output to the
switch control module (200). When the actual operating
voltage i s less than the reference voltage, the switch control
module (200) outputs a high level, the switch control module
(200) keeps th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400) conducted and
continuously heats the heating element (500). When the com
parator (600) judges that the actual operating voltage i s great
er than the reference voltage, the switch control module (200)
outputs a low level to th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400) for con

a trolling same to be disconnected and then de-energizes the
heating element (500) for achieving the function of protecting
the electronic cigarette.

(57) 摘要：
[见续页]



一种用于电子烟的过流或短路保护的控制装置及方法，包括输入模块 （100 ) 、电源模块 （300 ) 、加热元件
( 500 ) 、开关控制模块 （200 ) 、比较器 （600 ) 和场效应管 （400 ) ，通过场效应管 （400 ) 实时检测工作电
流流过其内阻产生的实际工作电压；通过比较器 （600 ) 比较参考电压与实际工作电压的大小，输出比较结
果至开关控制模块 （200 ) ，当实际工作电压小于参考电压时，开关控制模块 （200) 输出高电平，开关控制
模块 （200 ) 使场效应管 （400 ) 保持导通状态，使加热元件 （500 ) 继续加热，当比较器 （600 ) 判断实际工
作电压大于参考电压，开关控制模块 （200 ) 输出低电平至场效应管 （400 ) 控制其断开，进而使加热元件
( 500) 断电，达到保护电子烟的作用。



发明名称：一种用于 电子烟的过流或短路保护的控制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涉及电加热产品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电子烟的过流或短路保护的控

制装置及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2] 电子烟是一种利用对烟液进行加热产生雾化，给吸烟者提供一种香烟的替代品

，已经越来越受到吸烟消费者的欢迎，电子烟包括电池、控制电路以及雾化器

等单元组成，有些电子香烟使用电子气流传感器启动加热元件，一吸气就会使

电池控制电路工作，而手动感应的需要用户按下一个按钮 ，然后吸烟。电子烟加

热元件因为接触烟液、潮湿，因而容易发生局部短路或完全短路情况，造成内

部控制电路会出现过电流或短路电流，如不及吋切断，会造成内部电路烧毁或

火灾等。

[3] 目前，在一些机械控制或微控制器控制的电子烟产品中，有些产品没有过流或

短路保护，有些电子烟虽然具有过流或短路保护，一般是使用电流传感器 （例

如电阻、电流互感器）来检测有无过流或短路，使用电流传感器 （例如电阻或

电流互感器）的电子烟产品，其电路相对复杂，成本增加。

[4] 所以现有技术存在缺陷，需要改进。

发明内容

[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过流或短路电路复杂，

成本高的缺陷，提供一种电子烟中利用场效应管的导通内阻来检测过流或短路

保护的控制装置及方法。

[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釆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用于电子烟的过流或短路保

护的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7] A 、预置一参考电压；

[8] B 、实吋检测工作电流流过所述场效应管内阻产生的实际工作电压；

[9] C 、比较器比较所述参考电压以及所述 实际工作电压，输出比较结果至所述开



关控制模块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根据所述 比较结果控制所述场效应管断开或使

所述场效应管保持导通状态。

[10] 所述 的方法 ，其中，所述步骤 C 具体包括 ：

[11] C 1 、所述 比较器判断所述实际工作 电压是否小于所述参考 电压 ，若是 ，所述

开关控制模块输 出高电平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使所述场效应管保持导通状态 ，

否则转入步骤 C2 ；

[12] C2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输 出低 电平至所述场效应管 、控制所述场效应管断开

，使加热元件断电。

[13] 所述 的方法 ，其中，所述参考 电压为预设 的过流电流在所述场效应管 内阻上所

产生的电压。

[14] 所述 的方法 ，其中，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为微控制器或半导体开关。

[15] 一种用于电子烟 的过流或短路保护控制装置 ，包括输入模块 ，电源模块和加热

元件 ，所述加热元件用于对 电子烟 的烟液进行加热并产生雾化 ，其特征在于 ，

还包括开关控制模块 ，比较器 ， 场效应管 ，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分别与所述输入

模块 、所述 比较器 、所述 场效应管和所述 电源模块相连 ；

[16] 所述 场效应管用于实吋检测工作 电流 流过所述 场效应管 内阻的实际工作 电压

，将所述实际工作 电压传送至 所述 比较器 ；

[17] 所述 比较器用于比较预置 的参考 电压 以及所述 实际工作 电压 ， 将所述 比较结

果输 出 至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 ；

[18]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用于根据所述 比较结果控制所述场效应管断开或使所述场效

应管保持导通状态 ；

[19] 所述 电源模块用于为所述开关控制模块提供 电源 、并通过所述 场效应管为所述

加热元件供 电。

[20] 所述 的装置 ，其中，所述 比较结果为所述 比较器输 出的高电平或者低 电平 ，当

所述实际工作 电压小于所述参考 电压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输 出高电平 ，所述开

关控制模块用于使所述场效应管保持导通状态 ，使所述加热元件继续加热 ，当

所述 比较器判断所述实际电压大于所述参考 电压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输 出低 电

平至所述场效应管控制所述场效应管断开 ，使所述加热元件断电。



[21] 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比较器为数字比较器或模拟比较器。

[22] 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参考电压为预设的过流电流在所述 场效应管内阻上所

产生的电压。

[23] 所述的装置，其中，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控制模块为微控制器或半导体开关

[24] 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模拟比较器输出端连接所述微控制器的检测输入端，

所述微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至所述场效应管的栅极，所述场效应管的源级接所

述电源模块的负极，所述场效应管的漏极分别接所述比较器的输入端和所述加

热元件。

[25] 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比较器内置在所述微控制器内。

[26]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电子烟的过流或短路保护的控制装置及控制方法，具有

以下有益效果：本装置利用场效应管实吋检测工作电流流过其内阻产生的实际

工作电压；通过比较器比较参考电压以及实际工作电压，输出比较结果至开关

控制模块，当发生过流或短路吋，通过开关控制模块控制场效应管的断开，切

断对加热元件的加热，通过利用场效应管的导通内阻来检测过流或短路信号，

过流或短路保护不需要额外的电流检测器件，其电路相对简单，成本较低。

附图说明

[27]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附图中：

[28] 图 1 是本发明过流或短路保护的控制装置的电路方框图；

[29] 图 2 是本发明过流或短路保护的控制装置实施例一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30] 图 3 是本发明过流或短路保护的控制装置实施例二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31] 图 4 是本发明过流或短路保护的控制装置实施例三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32] 图 5 是本发明过流或短路保护的控制装置实施例四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33] 图 6 是本发明电子烟在通电状态下的过流或短路保护的控制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3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利用 电流传感器 （例如电阻、电流互感器）来检测有无过

流或短路保护所存在的电路复杂、成本高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 利用场效应

管导通内阻来检测过流或短路保护，该发明的核心为，通过场效应管实吋检测



工作电流流过其内阻产生的实际工作电压；通过比较器来比较参考电压与实际

工作电压的大小，输出比较结果至开关控制模块， 当实际工作电压小于所述参

考电压吋，开关控制模块输出高电平，开关控制模块使场效应管保持导通状态

，使加热元件继续加热，当比较器判断实际工作电压大于参考电压，开关控制

模块输出低电平至场效应管控制其断开，进而使加热元件断电，达到了保护电

子烟的作用。

[35]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

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36] 图 1为本发明控制装置的电路方框图，本发明是利用产品中用于控制输出的场

效应管 （MOSFET ) 在导通吋自身的内阻作为电流检测器件，用比较器或模数

转换器 （ADC ) 来识别出过流或短路，并进行关闭场效应管来进行电路的保护

，主要 包括 输入模块 100 ，开关控制模块 200 ，电源模块 300 ，场效应管400

，加热元件 500 和比较器 600 ，其中，输入模块 100 与开关控制模块 200 相连

接，输入模块 100 包括吸烟传感器或按键，吸烟传感器感应用户的气流给开关

控制模块 200 一感应信号来启动加热元件 500 或用户通过按键手动发出需要吸

烟的信号使加热元件 500 加热，然后吸烟；开关控制模块 200 分别与电源模块

300 ，场效应管400和 比较器 600 相连接，电源模块 300 用于为开关控制模块

200 提供电源、并通过 场效应管400为 加热元件 500 供电，加热元件用于对电子

烟的烟液进行加热并产生雾化，场效应管400分别与 开关控制模块 200 、电源

模块 300 、加热元件 500 以及比较器 600 连接，用于实吋检测工作电流 流过

场效应管400内阻的实际工作电压，并将实际工作电压传送至 比较器 600 ; 比较

器 600 用于比较预置的参考电压以及获得的 实际工作电压，将比较结果输出至

开关控制模块 200 ；开关控制模块 200 用于根据上述比较器 600 的比较结果控

制场效应管 400 断开或使场效应管 400 保持导通状态；进一步的，所述比较结

果为比较器 600 输出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当实际工作电压小于预设的参考电

压吋，开关控制模块 200 输出高电平，进而开关控制模块 200 使场效应管 400

保持导通状态，使加热元件 500 继续加热，当比较器 600 判断实际电压大于参



考电压吋，开关控制模块 200 输出低电平至场效应管 400 、进而控制场效应管

400 的断开，使加热元件 500 断电，保证了电路的安全。

[37] 图 2 是本发明过流或短路保护的控制装置实施例 1 的电路结构示意图，图中开

关控制模块为微控制器 200 ，该微控制器可选用单片机， CPU 或逻辑控制器件

，本实施例中的微控制器 200 包括有 5 个引脚，其中引脚 1为信号输入端，弓I
脚 1与输入模块 100 中的吸烟传感器或按键相连，通过吸烟传感器或按键给引

脚 1 一个用于启动加热元件 500 的信号，引脚 2 和引脚 5 为电源输入端，为微

控制器 200 提供电源，引脚 3 为输出端 V S ，为场效应管 400 输出一个控制电

压，引脚 4 为输入端 ，用于输入比较器 600 的比较结果；比较器 600 包括一

参考电压端 2 ，该参考电压为一预设值，通过预设的过流电流在场效应管 400

内阻上所产生的电压：还有一信号输入端 1 以及一输出端 3 ，比较器 600 的输

出端 3 与微控制器 200 的引脚 4 相连；场效应管 400 包括栅极端 （G 端），源

级端 （S端）和漏极端 （D 端），场效应管 400 的栅极端接微控制器 200 的引

脚 3 ，场效应管 400 的源级端与电源模块 300 (本实施例为电池 300 ) 的负端

相连，场效应管 400 的漏极端分别连接比较器的输入端 1端和加热元件 500 的

负端，该实施例中的比较器型号可优选 LM393 , 场效应管 400 型号可优选

AO3400 或 DTS2300 ，当然实际应用中并限于上述所选型号。

[38] 图 3 为本发明过流或短路保护的控制装置实施例 2 的电路结构示意图，该电路

包括： 吸烟传感器或按键 100 (相当于图 1 中的输入模块），半导体开关 200

，电池 300 ( 相当于图 1 中的电源模块 300 ) ，场效应管 400 ，加热元件 500

和比较器 600 ，其中在该图示中，除将图 2 中微控制器替换为图 3 中的半导体

开关 200 外，其余部分电路连接关系均和图 2 相同，此处只对半导体开关 200

连接进行描述，其中半导体开关 200 的信号输入端 （1端）连接 吸烟传感器或

按键的信号输出端，半导体开关 200 的 2 端连接比较器 600 的信号输出端 3 ，

半导体开关 200 的 3 端连接 场效应 管 400 的栅极端 （G 端），其它部件的连接

关系与图 2 描述相同，所以省略。本实施中半导体开关 200 接收用户通过吸烟

传感器或按键发出的启动加热元件 500 的指令，即吸烟传感器感应用户的气流

给 半导体开关 200 —感应信号来启动加热元件 500 或用户通过按键手动发出需



要吸烟 的信号使加热元件 500 加热 ，然后吸烟 ； 其工作原理与上面相 同，通过

实吋检测工作 电流 流过 场效应管400 内阻的实际工作 电压 ，并将实际工作 电压

传送至 比较器 600 ；比较器 600 用于比较预置 的参考 电压 以及获得 的 实际工作

电压 ， 将 比较结果输 出 至 半导体开关 200 、 半导体开关 200 用于根据上述 比

较器 600 的比较结果控制场效应管 400 断开 ，使加热元件 500 断 电，保证了电

路 的安全 ，或者使场效应管 400 保持导通状态 ，使加热元件 500 继续加热。

[39] 图4和 图5为本发明过流或短路保护 的控制装置实施例3和实施例4的电路结构示

意 图，在该 图示 中，比较器600为微控制器200 的内部 比较器 （如 图4) 或微控制

器200利用模数转换器ADC 来釆样 ，检测流过场效应管400 的电流有没有过流或

短路 ，当过流或短路发生吋 ，微控制器200将关闭场效应管400 不让其继续导通

，这样就可 以保护产 品不被过流或短路损坏。

[40] 下面根据 图 6 来描述 电子烟 的过流或短路保护 的控制过程 ，其步骤包括 ： 包

括 以下步骤 ：

[41] S10 、预置一参考 电压 ，该参考 电压为预设 的过流电流在场效应管 内阻上所产

生的电压 ；

[42] S20、 实吋检测工作 电流流过场效应管 内阻产生的实际工作 电压 ；

[43] S30、 比较器 比较所述参考 电压 以及所述实际工作 电压 ，判断实际工作 电压是

否大于是否 参考 电压 ，如果是 ，转入步骤 S40 , 否则 ，转入步骤 S50 ;

[44] S40 、通过开关控制模块控制场效应管断开 ，使加热元件断电；

[45] S50 、通过开关控制模块使场效应管继续保持导通状态。

[46] 具体 的，通过 比较器输 出比较结果至开关控制模块 （微控制器或半导体开关）

，微控制器或半导体开关根据 比较结果控制场效应管断开或者保持导通。若实

际工作 电压小于预置 的参考 电压 ，比较器输 出低 电平到微控制器或半导体开关

，微控制器或半导体开关输 出高电平 ，进而使场效应管保持导通状态 ，如果实

际工作 电压大于预置 的参考 电压 ，比较器输 出高电平 ，微控制器或半导体开关

输 出低 电平至场效应管 、控制场效应管断开。

[47] 进 一步 的过程包括 ：

[48] 1 、按动 电子烟按键或吸烟传感器感应用户吸烟 ，给微控制器一开启信号 ；



[49] 2 、微控制器给场效应管栅极端输 出一开启 电压 （V s ) ，当 V s 大于 V TT (

V TT 为场效应管的门坎 电压） ，场效应管导通 ，电流由电源模块 300 (即电池）

正极流过加热元件并流过场效应管的 D 端到 S 端到电池负端 ；

[50] 3 、 加热元件工作 ，为加热状态；

[51] 4 、微控制器或比较器的 U i 端检测场效应管 D 端电压 ，此电压是 由电流流过

加热元件和 场效应管电流 I 乘 以场效应管内阻的值 （当 G 点到 S 点的电压 V S

保持不变吋 ，该内阻值 R。为一固定值 ， Ui=I * R。）；

[52] 5 、比较器参考电压输入端 UREF , 设置一参考电压 ， U I 过流 * R。；

[53] 6 、当 U i > U F 吋 ，说明 I > I « 比较器或微控制器动作 ，输 出给场效应管 G

端电压 ， V S < V TT ，场效应管关断 ，加热元件断电；

[54] 综上所述 ，由于本发明用于控制输 出的场效应管 （MOSFET ) 在导通吋 自身

的内阻作为电流检测器件 ，用比较器或模数转换器 （ADC ) 来识别 出过流或短

路 ，并进行关闭场效应管 ，进而使加热元件断电，本发明电路简单、成本低 ，

有效地实现了对电子烟的过流或短路的保护。

[55] 因此 ，本发明不局限于所公开的具体实施例 ，而应当包括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

范围内的全部实施方式。



权利要求书

一种用于电子烟 的过流或短路保护控制方法 ，包括 以下步骤 ：

A 、预置一参考 电压 ；

B 、实吋检测工作 电流流过所述场效应管 内阻产生的实际工作 电

压 ；

C 、比较器 比较所述参考 电压 以及所述实际工作 电压 ，输 出比较

结果至所述开关控制模块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根据所述 比较结果

控制所述场效应管断开或使所述场效应管保持导通状态。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过流或短路保护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

所述步骤 c 具体包括 ：

C1 、所述 比较器判断所述实际工作 电压是否小于所述参考 电压 ，

若是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输 出高电平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使所述

场效应管保持导通状态 ，否则转入步骤 C2 ;

C2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输 出低 电平至所述场效应管控制所述场效

应管断开 ，使加热元件断电。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过流或短路保护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

所述参考 电压为预设 的过流电流在所述场效应管 内阻上所产生的

电压。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过流或短路保护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为微控制器或半导体开关。

一种用于电子烟 的过流或短路保护控制装置 ，包括输入模块 ，电

源模块和加热元件 ，所述加热元件用于对 电子烟 的烟液进行加热

并产生雾化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开关控制模块 ，比较器和场效

应管 ，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分别与所述输入模块 、所述 比较器 、所

述 场效应管和所述 电源模块相连 ；

所述 场效应管用于实吋检测工作 电流 流过所述 场效应管 内阻的实

际工作 电压 ，将所述实际工作 电压传送至所述 比较器 ；

所述 比较器用于比较预置 的参考 电压 以及所述 实际工作 电压 ，将



所述 比较结果输 出至所述开关控制模块 ；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用于根据所述 比较结果控制所述场效应管断开

或使所述场效应管保持导通状态 ；

所述 电源模块用于为所述开关控制模块提供 电源 、并通过所述场

效应管为所述加热元件供 电。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过流或短路保护控制装置 ，其特征在于 ，

所述 比较结果为所述 比较器输 出的高电平或者低 电平 ，当所述实

际工作 电压小于所述参考 电压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输 出所述高电

平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用于使所述场效应管保持导通状态 ，使所

述加热元件继续加热 ，当所述 比较器判断所述实际工作 电压大于

所述参考 电压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输 出所述低 电平至所述场效应

管 、并控制所述场效应管断开 ，使所述加热元件断电。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过流或短路保护控制装置 ，其特征在于 ，

所述参考 电压为预设 的过流电流在所述场效应管 内阻上所产生的

电压。

根据权利要求 5-7 任一所述 的过流或短路保护控制装置 ，其特征

在于 ，所述开关控制模块为微控制器或半导体开关。

根据权利要求 8所述 的过流或短路保护控制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 比较器输 出端连接所述微控制器 的检测输入端 ，所述微控制器

的输 出端连接至所述场效应管 的栅极 ，所述场效应管 的源级连接

所述 电源模块 的负极 ，所述场效应管 的漏极分别连接所述 比较器

的输入端和所述加热元件。

根据权利要求 8所述 的过流或短路保护控制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 比较器 内置在所述微控制器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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