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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ATOMISER AND AEROSOL GENERATING APPARATUS

(54) 发明名称 ：雾化器及其气溶胶发生装置

(57) Abstract: A n atomiser (100, 200) comprising an upper cover (10), a bottom base
(30), and an atomisation assembly (50) mounted between the upper cover (10) and the
bottom base (30), the upper cover (10) comprising a mouthpiece ( 11) and a liquid in
jection member (13) mounted on one end o f the mouthpiece ( 11), the atomisation as
sembly (50) comprising a first pressure ring ( 1) and a fixing member (52) fixed on one
end o f the first pressure ring ( 1), the fixing member (52) being sleeved over the liquid
injection member (13), and the liquid injection member (13) being able to move along
the axis o f the atomiser in order to separate the liquid injection member (13) and the
first pressure ring ( 1) t o facilitate the insertion o f e-liquid. Also provided i s an aerosol
generating apparatus comprising said atomiser.

(57) 摘要：一种雾化器 （100 、200 ) ，其包括上盖 （10 ) 、底座 （30 ) 及
安装于所述上盖 （10 ) 和底座 （30 ) 之 间的雾化组件 （50 ) ，所述上盖
( 10) 包括烟嘴 （11 ) 及安装于所述烟嘴 （11 ) 一端的注液件 （13 ) ，所

述雾化组件 （50) 包括第一压环 （5 1 ) 及固定于第一压环 （5 1 ) 端的固
定件 （52 ) ，固定件 （52 ) 套设于所述注液件 （13 ) 上 ，且所述注液件
( 13 ) 能够沿所述雾化器 的轴 向移动 以使得所述注液件 （13 ) 与所述第

一压环 （5 1 ) 分离 以便于加入烟液 。还提供 了具有该雾化器的气溶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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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化器及其气溶胶发生装置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气溶胶发生装置 ，特别是涉及一种方便加注烟液 的的雾化器及其气溶胶

发生装置 。

背景技术

电子烟又名虚拟香烟 、电子雾化器 ，是 电子加热式的气溶胶发生装置 中的一种 。 目前市

场上现有 的电子烟普遍采用从 电子烟 的雾化器 的下端注液 ，注液时需要取下下盖并倒立雾化

器 ，非常不方便 。另外，由于下注液 的功能性需求 ，下盖难 以做到完全密封 ，导致容易发生

漏液 。

实用新型内容

基于此，有必要针对上述 问题，提供一种方便加注烟液的雾化器及其气溶胶发生装置 。

一种雾化器 ，其包括 上盖 、底座及安装于所述上盖和底座之间的雾化组件 ，所述上盖

包括烟嘴及安装于所述烟嘴一端 的注液件，所述雾化组件包括第一压环及 固定于第一压环一

端 的固定件，固定件套设于所述注液件上，且所述注液件能够沿所述雾化器 的轴 向移动 以使

得所述注液件与所述第一压环分离 以便于加入烟液 。

其 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雾化组件包括一个弹性件，所述弹性件套设于所述注液件上，

沿所述雾化器 的轴 向向下移动所述注液件 以压缩所述弹性件时，所述注液件与所述第一压环

分离从而便于加入烟液 ，弹性件复位时，所述注液件 回复到初始位置并与所述第一压环密

封 。

其 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注液件包括第一连接部及与第一连接部连接 的第二连接部，所

述烟嘴活动装设于所述第一连接部远离所述第二连接部的一端 。

其 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上盖还包括一个第一密封件 ，所述第二连接部的横截面为燕尾

状 ，所述第二连接部 的直径较小的一端与所述第一连接部相连 ，所述第二连接的外表面上开

设有收容槽，所述笫一密封件收容于所述收容槽 内用于密封所述笫一压环和所述注液件 。

其 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第二连接部远离所述第一连接部 的一端沿所述注液件的轴 向方

向延伸形成一套筒，所述弹性件套设于所述套筒上，所述 固定件的一端沿所述固定件 的端面

径 向向所述固定件的中心延伸形成一个抵持部，所述弹性件 的一端抵持所述注液件 ，所述弹

性件的另一端抵持所述抵持部。



其 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第二连接部远离所述第一连接部 的一端沿所述注液件轴 向方 向

延伸形成一个止挡部 ，所述套筒和所述止挡部 同心设置，且所述止挡部设置于所述套筒的外

侧 ，所述套筒和所述止挡部之间形成一个收容部，所述弹性件 的一端抵持所述收容部 。

其 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注液件上设置有外螺纹，所述固定件上设置有能够与所述外螺

纹 向配合 的内螺纹，沿所述雾化器 的轴 向向下旋转所述注液件时，所述注液件与所述第一压

环分离从而便于加入烟液 ，向上旋转所述注液件时，所述注液件 回复到初始位置并与所述第

一压环密封 。

其 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注液件包括第一连接部及与第一连接部连接 的第二连接部，所

述烟嘴活动装设于所述第一连接部远离所述第二连接部的一端 。

其 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第二连接部远离所述第一连接部 的一端沿所述注液件的轴 向方

向延伸形成一套筒，所述外螺紋形成于所述套筒上 。

一 种气溶胶发生装置 ，包括上述任一种雾化器 。

一种雾化器 ，其包括上盖及雾化组件，所述上盖包括注液件，所述雾化组件包括第一压

环及用于装设烟液的内罩 ，所述第一压环设置在所述 内罩的一端，且所述第一压环与所述 内

罩的内腔连通 ，所述注液件套设于所述第一压环 内，且所述注液件能够沿所述雾化器 的轴 向

移动 以使得所述注液件与所述第一压环分离 以便于加入烟液或使得所述注液件与所述第一压

环密封 。

其 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雾化组件还包括固定件 ，所述固定件设置在所述第一压环和所述 内

罩之间，且所述固定件套设于所述注液件上 。

其 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雾化组件还包括一个弹性件 ，所述弹性件套设于所述注液

件上，沿所述雾化器 的轴 向向下移动所述注液件 以压缩所述弹性件时，所述注液件与所述第

一压环分离从而便于加入烟液 ，弹性件复位时，所述注液件 回复到初始位置并与所述第一压

环密封 。

其 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上盖还包括一个第一密封件 ，所述注液件包括第一连接部及

与第一连接部连接的第二连接部，所述第二连接部的横截面为燕尾状 ，所述第二连接部的直

径较小的一端与所述第一连接部相连 ，所述第二连接部的外表面上开设有收容槽 ，所述第一

密封件收容于所述收容槽 内用于密封所述第一压环和所述注液件 。

其 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第二连接部远离所述第一连接部 的一端沿所述注液件的轴 向方

向延伸形成一套筒，所述弹性件套设于所述套筒上，所述 固定件的一端沿所述固定件 的端面



径 向向所述固定件的中心延伸形成一个抵持部，所述弹性件 的一端抵持所述注液件 ，所述弹

性件的另一端抵持所述抵持部 。

其 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第二连接部远离所述第一连接部 的一端沿所述注液件轴 向方 向

延伸形成一个止挡部 ，所述套筒和所述止挡部 同心设置，且所述止挡部设置于所述套筒的外

侧 ，所述套筒和所述止挡部之间形成一个收容部，所述弹性件 的一端抵持所述收容部 。

其 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注液件上设置有外螺纹，所述固定件上设置有能够与所述外螺

纹 向配合 的内螺纹，沿所述雾化器 的轴 向向下旋转所述注液件时，所述注液件与所述第一压

环分离从而便于加入烟液 ，向上旋转所述注液件时，所述注液件 回复到初始位置并与所述第

一压环密封 。

其 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注液件包括第一连接部及与第一连接部连接 的第 二连接部，

所述第二连接部远离所述第一连接部 的一端沿所述注液件 的轴 向方 向延伸形成一套筒，所述

外螺纹形成于所述套筒上 。

其 中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雾化组件还包括收容于所述 内罩 内的雾化机构，所述雾化机构包括

雾化头、安装于所述雾化头一端 的下盖 以及套设于所述雾化头上的雾化管，所述下盖上开设

有第一进液孔 ，所述雾化头上开设有连通所述第一进液孔和所述雾化头 内的第二进液孔，所

述雾化管相对所述下盖 的一端与所述注液件 固定连接 ，所述注液件沿所述雾化器 的轴 向移动

时，带动所述雾化管沿所述雾化器轴 向移动 ，并且，当所述注液件与所述第一压环分离时，

所述雾化管相对所述注液件的一端封 闭所述第一进液孔，当所述注液件与所述第一压环密封

时，所述雾化管相对所述注液件 的一端打开所述第一注液孔 。

一种气溶胶发生装置 ，包括上述任一种雾化器 。

本实用新 型的雾化器通过轴 向移动注液件 以能够方便地 实现雾化器 的上注液 ，注液方

便 ，密封性好 。所述雾化器是采用上注液的方式，避免了因雾化组件与下盖之间的可拆卸式

地连接导致的漏液 问题的产生 。

附图说明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的雾化器主视 图；

图 2 为图 1 所示雾化器 的分解示意 图；

图 3 为图 1 所示雾化器正常使用时沿 A-A 线 的剖视 图；

图 4 为图 1 所示雾化器加注烟液时沿 A-A 线 的剖视 图；

图 5 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二的雾化器正常使用时的剖视 图。



雾化器 100 、200 上盖 10

烟嘴 11 注液件 13

第一连接部 13 1 第二连接部 133

收容槽 133 1 套筒 1333 、2 133

止挡部 1335 收容部 1337

第一密封件 15 底座 30

雾化组件 50 第一压环 5 1

本体 5 11 固定部 5 13

固定件 52 抵持部 521 、6 11

外罩 53 内罩 54

第二压环 55 弹性件 57

雾化机构 59 雾化头 591

下盖 593 雾化管 597

内螺纹 2135 外螺纹 6 115

第二密封件 595 第一进液孔 593 1

第二进液孔 591 1

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上述 目的、特征和优 点能够更加 明显易懂，下面结合 附图对本实用新

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 的说 明。在下面的描述 中阐述 了很多具体细节 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实

用新型 。但是本实用新型能够 以很多不 同于在此描述 的其它方式来实施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

以在不违背本实用新型 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改进 ，因此本实用新型不受下面公开 的具体实施

例 的限制 。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 " 固定于 " 另一个元件 ，它可 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或者

也可 以存在居 中的元件 。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 " 连接 " 另一个元件 ，它可 以是直接连接到另

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 中元件 。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 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 同。本文 中在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 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 了描述具

体 的实施例的 目的，不是 旨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 。本文所使用 的术语 " 及 / 或 " 包括一个或

多个相关的所列项 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



请参照 图 1 至 图 3，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一提供 了一种雾化器 100。该雾化器 100 包括

上盖 10、底座 30 及雾化组件 50。雾化组件 50 设置在上盖 10 及底座 30 之 间。

上盖 10 包括烟嘴 11、安装于烟嘴 11 一端 的注液件 13、及装设于注液件 13 上的第一密

封件 15。注液件 13 大致呈筒状 ，其包括第一连接部 13 1 及与第一连接部 13 1 连接 的第二连

接部 133。烟嘴 11 活动装设于第一连接部 13 1 远离第二连接部 133 的一端 。第二连接部 133

的横截面大致呈燕尾状 ，第二连接部 133 直径较小 的一端与第一连接部 13 1 相连 ，第 二连接

部 133 远离第一连接部 13 1 的外表面上幵设有收容槽 133 1，第一密封件 15 收容于收容槽

133 内。第二连接部 133 远离第一连接部 13 1 的一端沿注液件 13 轴 向方 向延伸形成一套筒

1333 和一个止挡部 133 5，套筒 1333 和止挡 部 1335 同心设置 ，且止挡部 133 5 设置于套筒

1333 的外侧 ，套筒 1333 和止挡部 1335 之 间形成收容部 1337 。

雾化组件 50 包括第一压环 5 1、固定件 52、外罩 53、内罩 54、第二压环 55、弹性件 57

及雾化机构 59。内罩 54 收容于外罩 53 内，第一压环 5 1 和第二压环 55 分别位于外罩 53 的

两端 ，雾化机构 59 收容于 内罩 54 内。本实施例 中，内罩 54 为玻璃套管 ，用于装设烟液 ，

外罩 54 为不锈钢材质 ，外罩 54 上开设有视 窗 （图未标 ）以便通过视窗能够观察到烟液 的含

量 。可 以理解 ，内罩 54 也可 由透 明塑料等其他透 明材质 制成 ，外罩 53 也可 由塑料材质制

成 。进一步地 ，若 内罩 54 由透 明塑料材质制成，外罩 53 也可省略 。

第一压环 5 1 包括一个 圆筒状 的本体 511，本体 5 11 靠近上盖 10 的一端沿本体 511 的端

面径 向向本体 5 11 的中心延伸形成一 固定部 5 13。固定件 52 滑动套设于套筒 1333 上 ，固定

件 52 的一端沿 固定件 52 的端面径 向向固定件 52 的中心延伸形成一抵持部 521 。弹性件 57

为弹簧 ，其滑动套设于套筒 1333 上 ，弹性件 57 的一端抵持收容部 1337 ，弹性件 57 的另一

端抵持抵持部 521 。可 以理解 ，止挡部 133 5 主要起到限位作用，其可 以省略，此时，弹性

件 57 直接抵持在注液件 13 上 。

雾化机构 59 包括雾化头 591 、安装于雾化头 591 —端 的下盖 593 、固定于雾化头 591 另

一端 的第二密封件 595 及雾化管 597 。雾化管 597 套设于雾化头 59 1 上 ，且第 二密封件 595

收容于雾化管 597 内并与雾化管 597 的内壁密封性接触 。雾化管 597 的一端与套筒 1333 固

定连接 ，雾化管 597 的另一端部分收容于下盖 593 的开 口内。下盖 593 装设于第二压环 55

上 ，第二压环 55 装设于底座 30 上 。下盖 593 收容雾化管 597 的一端 的周壁上开设有第一进

液孔 593 1，雾化头 591 上开设有与雾化头 591 内连通的第二进液孔 591 1，第一进液孔 593 1

用于连通 内罩 54 的内腔和第二进液孔 591 1， 由此 ，存储在 内罩 54 内的烟液通过第一进液



孔 593 1、第二进液孔 59 11进入到雾化头 59 1 内。

图 3 为雾化器 100 的正常使用状态示意图，当需要加入烟液时，如图 4 所示，上盖 10

沿雾化器 100 的轴 向向下移动 ，弹性件 57 被压缩 ，第一压环 5 1 的固定部 5 13 与注液件 13

分离 以便于加入烟液 。待烟液加好后，松开上盖 10，在弹性件 57 的回复力作用下，上盖 10

回复到如 图 3 所示 的状态 。另外，由于雾化管 597 的一端与套筒 1333 固定连接 ，因此，上

盖 10 沿雾化器 100 的轴 向向下移动时，可带动雾化管 597 —起 向下移动 。如此 ，雾化管

597 收容于下盖 593 的一端遮蔽住第一进液孔 593 1，使得用户在注液时，内罩 54 内的烟液

不会在压力作用下通过第一进液孔 593 1 进入第二进液孔 59 11，并进一步进入到雾化头 591

内，最后从雾化头 591 的进气孔 （图未标 ）渗 出。

本实施例 中，所述抵持部 521 为环状 ，其上开设有至少一注液孔 （图未示 ），供烟液通

过 。

请参阅图 5，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二的雾化器 200 的结构与实施例一的雾化器 100 大致

相 同，其区别在于，雾化器 200 的套筒 2133 的外侧壁上设置有 内螺纹 213 5，第一压环的抵

持部 6 11 设置有与 内螺纹 2 135 相配合 的外螺纹 6 115，内螺纹 2 135 与外螺纹 6 115 的配合使

用取代 了实施例一的弹性件 57，以实现上注液 。

本实用新型的雾化器可 以用于气溶胶雾化装置上，由于使用弹性件 57 或螺纹结构可 以

方便地实现雾化器的上注液 ，注液方便 ，密封性好 。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 了本实用新 型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不

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 。应 当指出的是 ，对于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 以做 出若干变形和改进 ，这些都属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应 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



1. 一种雾化器 ，其包括 上盖 、底座及 安装 于所述上盖和底座 之 间的雾化组件 ，其特 征在

于：所述上盖包括烟嘴及安装于所述烟嘴一端 的注液件，所述雾化组件包括第一压环及固定

于第一压环一端的固定件 ，固定件套设于所述注液件上，且所述注液件能够沿所述雾化器的

轴 向移动 以使得所述注液件与所述第一压环分离 以便于加入烟液 。

2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雾化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雾化组件包括一个弹性件，所述弹性件

套设于所述注液件上 ，沿所述雾化器 的轴 向向下移动所述注液件 以压缩所述弹性件时，所述

注液件与所述第一压环分离从而便于加入烟液 ，弹性件复位时，所述注液件 回复到初始位置

并与所述第一压环密封 。

3 .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雾化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注液件包括第一连接部及与第一连接部

连接的第二连接部，所述烟嘴活动装设于所述第一连接部远离所述第二连接部的一端 。

4. 如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雾化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盖还包括一个第一密封件 ，所述第二

连接部的横截面为燕尾状 ，所述第二连接部 的直径较小的一端与所述第一连接部相连 ，所述

第二连接 的外表面上开设有收容槽 ，所述第一密封件收容于所述收容槽 内用于密封所述第一

压环和所述注液件 。

5. 如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雾化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连接部远离所述第一连接部 的一端

沿所述注液件 的轴 向方 向延仲形成一套筒，所述弹性件套设于所述套筒上，所述 固定件的一

端沿所述 固定件的端面径 向向所述 固定件的中心延伸形成一个抵持部，所述弹性件 的一端抵

持所述注液件 ，所述弹性件 的另一端抵持所述抵持部 。

6. 如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雾化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连接部远离所述第一连接部 的一端

沿所述注液件轴 向方 向延伸形成一个止挡部 ，所述套筒和所述止挡部 同心设置，且所述止挡

部设置于所述套筒的外侧 ，所述套筒和所述止挡部之间形成一个收容部，所述弹性件 的一端

抵持所述收容部。

7.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雾化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注液件上设置有外螺纹 ，所述固定件上

设置有能够与所述外螺纹 向配合 的内螺纹，沿所述雾化器 的轴 向向下旋转所述注液件时，所

述注液件与所述第一压环分离从而便于加入烟液 ，向上旋转所述注液件时，所述注液件 回复

到初始位置并与所述第一压环密封 。

8. 如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雾化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注液件包括第一连接部及与第一连接部

连接的第二连接部，所述烟嘴活动装设于所述第一连接部远离所述第二连接部的一端 。

9. 如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雾化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连接部远离所述第一连接部 的一端

沿所述注液件 的轴 向方 向延伸形成一套筒，所述外螺纹形成于所述套筒上。



10. 一 种气溶胶发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溶胶发生装置包括如权利要求 1-9 中任一项

所述的雾化器 。

11. 一种雾化器 ，其包括上盖及雾化组件 ，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盖包括注液件，所述雾化组

件包括第一压环及用于装设烟液 的内罩，所述第一压环设置在所述 内罩的一端，且所述第一

压环与所述 内罩的内腔连通，所述注液件套设于所述第一压环 内，且所述注液件能够沿所述

雾化器 的轴 向移动 以使得所述注液件与所述第一压环分离 以便于加入烟液或使得所述注液件

与所述第一压环密封 。

12. 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 的雾化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组件还包括 固定件，所述 固定件

设置在所述第一压环和所述 内罩之间，且所述 固定件套设于所述注液件上。

13. 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雾化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组件还包括一个弹性件 ，所述弹

性件套设于所述注液件上 ，沿所述雾化器的轴 向向下移动所述注液件 以压缩所述弹性件时，

所述注液件与所述第一压环分离从而便于加入烟液 ，弹性件复位时，所述注液件 回复到初始

位置并与所述第一压环密封 。

14. 如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雾化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盖还包括一个第一密封件 ，所述注

液件包括第一连接部及 与第 一连接部连接 的第二连接部 ，所述第 二连接部 的横截面为燕尾

状 ，所述第二连接部 的直径较小的一端与所述第一连接部相连 ，所述第二连接部 的外表面上

开设有收容槽 ，所述第一密封件收容于所述收容槽 内用于密封所述第一压环和所述注液件 。

15. 如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雾化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连接部远离所述第一连接部的一

端沿所述注液件的轴 向方 向延伸形成一套简 ，所述弹性件套设于所述套筒上，所述 固定件的

一端沿所述固定件的端面径 向向所述 固定件 的中心延伸形成一个抵持部，所述弹性件 的一端

抵持所述注液件，所述弹性件的另一端抵持所述抵持部。

16. 如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雾化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连接部远离所述第一连接部的一

端沿所述注液件轴 向方 向延伸形成一个止挡部，所述套筒和所述止挡部同心设置 ，且所述止

挡部设置于所述套筒 的外侧，所述套筒和所述止挡部之间形成一个收容部，所述弹性件的一

端抵持所述收容部。

17. 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雾化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注液件上设置有外螺纹，所述 固定件

上设置有能够与所述外螺纹相配合 的内螺纹 ，沿所述雾化器 的轴 向向下旋转所述注液件时，

所述注液件与所述第一压环分离从而便于加入烟液 ，向上旋转所述注液件时，所述注液件 回

复到初始位置并与所述第一压环密封 。

18. 如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雾化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注液件包括第一连接部及与第一连接



部连接的第二连接部，所述第二连接部远离所述第一连接部的一端沿所述注液件的轴向方向

延伸形成一套筒，所述外螺纹形成于所述套筒上。

19. 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雾化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组件还包括收容于所述内罩内的

雾化机构，所述雾化机构包括雾化头、安装于所述雾化头一端的下盖 以及套设于所述雾化头

上的雾化管，所述下盖上开设有第一进液孔，所述雾化头上开设有连通所述第一进液孔和所

述雾化头内的第二进液孔，所述雾化管相对所述下盖的一端与所述注液件固定连接，所述注

液件沿所述雾化器的轴向移动时，带动所述雾化管沿所述雾化器轴 向移动，并且，当所述注

液件与所述第一压环分离吋，所述雾化管相对所述注液件的一端封 闭所述第一进液孔，当所

述注液件与所述第一压环密封时，所述雾化管相对所述注液件的一端打开所述第一注液孔。

20. 一种气溶胶发生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溶胶发生装置包括如权利要求 11-19 中任一

项所述的雾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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