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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 电子仿 真烟及其仿 真烟 嘴 。该仿 真烟 嘴 （20 ) 包括 ：烟 嘴套 （25 ) 固定于烟 嘴套 （25 ) 内的储液装置
( 28 ) 及雾化器 （10 ) 。该烟嘴套 （25 ) 由软性材料制成 ，该烟嘴套 （25 ) 覆盖仿真烟嘴 （20 ) 的外壁及使

用时被使用者放 入 口中的末端 。该烟嘴套 （25 ) 包括主体部 （（252 ) 及填充块 （253 ) 。该主体部 （252 ) 及
填充块 （253 ) 围合成一个 只有一端开 口的空 间，储液装置 （28 ) 及雾化器 （10) 置于这个空 间 内。该 电子仿
真烟将雾化器 （10 ) 、储液装置 （28 ) 集成 于软 的烟 嘴套 （25 ) 内部 ，烟 嘴套 （25 ) 完全地包裹储液装置
( 28 ) 及雾化器 （10 ) ，储液装置不可见 ，外形更接近真烟 ，增加 了使用者在使用 时的真实触感 ，让使用者

有抽吸真烟 的感觉 。且雾化 的烟雾通过烟嘴套 （25 ) 时被烟嘴套 （25 ) 过滤 ，使用者吸入 的烟雾更洁净 。



一种 电子仿真烟及其仿真烟嘴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一种个人吸烟装置，特别是一种 电子仿真烟及其仿真烟嘴。

背景技术

目前，吸烟有害健康 己成为一般 的常识 。数据表 明，每年 因吸烟造成 的死亡人数多达

数百万 。但是，全世界现在仍有 10 亿吸烟者 ，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扩大中。而且，由

于心理或身体原因，如烟瘾或对烟 的依赖 ，戒烟对于吸烟者来说是很 困难 的事情 。因此 ，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使用 电子仿真烟来替代抽吸真烟 。

现有技术中提供 了一些 电子吸烟装置 ，也被称为 电子烟 、仿真烟或替代烟，用来替代

真 烟 ，或 制造 气 雾供 使 用 者抽 吸 。这 些 电子 吸烟 装 置通 常包 括烟 嘴 、 电池 、储 液 室

( cartridge) 以及雾化器 。使用者通过烟嘴抽吸该 电子吸烟装置 ，电池使该 电子吸烟装

置通 电，储液室 内的液体进入雾化器 ，经 由雾化器雾化后 由烟嘴散出。这些 电子吸烟装置

使用 的液体不含焦油、尼古丁等对人体有害的成分，或者仅根据用户需求添加少量尼古丁 。

这些 电子吸烟装置使用 的液体还可 以是药物 、口腔清洁剂等 。这些液体在雾化过程 中并不

产生焦油，且燃烧后不会产生大量有害物质 ，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但可 以使用户有抽吸

真烟 的兴奋感觉，可 以用于帮助吸烟者放弃吸烟 ，也可 以在禁止吸真烟 的场所使用 。然而，

现有 的电子烟 由于 内部需要装备 电池 、储液室及雾化室等元器件 ，通常外型尺寸 比普通香

烟大 。如公开号为 WO/2005/099494 的国际专利 申请所披露的雾化 电子烟 ，其 电子线路板 、

雾化器 、供液瓶等集 中在 电子烟 的壳体 内，其壳体的尺寸 明显大于真正的传统香烟 。又如

国际公开号为 WO/2011/146318 的国际专利 申请 ，储液室装设于烟杆 （pipe) 的末端 ，雾

化器设于烟嘴和储液室之 间，结构复杂，且储液室中的部分液体距离雾化器较远 ，液体不

能充分接触雾化器 ，雾化效率较低 。

而且，烟嘴部分不像真烟 ，与真烟 的烟嘴有很大不 同，影响使用者在使用时的真实触

感，降低使用者抽吸真烟 的感觉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所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在于提供一种 电子仿真烟及其仿真烟嘴，其外形更接近真

烟 ，增加 了使用者在使用时的真实触感，让使用者有抽吸真烟 的感觉，且吸入的烟雾更洁

净 。

为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 ，本发 明所采用 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 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

包括烟嘴套、固定于烟嘴套 内的储液装置及雾化器 ，所述烟嘴套 由软性材料制成 ，所述烟

嘴套覆盖仿真烟嘴的外壁及使用时被使用者放入 口中的末端 。

进一步地 ，其 中所述烟嘴套包括主体部及填充块 ，所述主体部及填充块 围合成一个只

有一端开 口的空间，储液装置及雾化器置于这个空间内。

进一步地 ，所述填充块呈圆柱状 ，所述填充块填满主体部一端 的开 口。

进一步地 ，其 中主体部包括制成管状 的软性物及包裹在其外表面的纸 ，所述软性物是

多孔的结构，以便空气及烟雾通过 。

进一步地 ，其 中主体部的软性物及填充块可 以是 由普通香烟 的烟嘴部分的材料制成 ，

也可 以是其它柔软的材料 ，如人造纤维，所述纸可 以是普通香烟 的烟嘴部分的烟纸或仿真

烟纸 。

进一步地 ，其 中所述主体部可 以是将普通香烟 的烟嘴开设一个通孔制成 。

进一步地 ，其 中主体部的软性物及填充块是一体成型的。

进一步地 ，其 中所述储液装置包括容器及密封该容器 的开 口的密封膜片 。

进一步地 ，其 中所述储液装置容器 的外壁开设若干凹槽 ，用 以阻止雾化后 的气体被迅

速冷却形成 的少量液体沿着容器外壁快速漏 出。

进一步地 ，其 中所述储液装置包括用于将储液装置卡固于烟嘴套 内的卡固件 。

进一步地 ，其 中所述储液装置的容器 的外壁设置若干 凸出的筋 ，每条筋包括一宽部及

一窄部，所述宽部抵于烟嘴套的主体部的内壁 ，所述窄部可被收纳于雾化器 内。

进一步地 ，其 中所述储液装置包括一个突起部，所述突起部 自筋 的宽部 向外延伸 。

进一步地 ，其 中所述储液装置包括一个锁扣环，用于箍住烟嘴套的填充块 。

进一步地 ，其 中所述雾化器包括壳体，能至少部分地容纳储液装置、安装于壳体 内的

加热元件 、置于加热元件周围的至少一个导液元件 、用于将加热元件与 电源 电连接 的导 电

元件 ，及所述壳体 内保 留空气流动 的空间。

进一步地 ，其 中所述壳体是管状 ，所述烟嘴套的主体部套设于所述壳体 。



进一步地 ，其 中所述至少一个导液元件包括多孔的金属 。

进一步地 ，其 中所述至少一个导液元件包括多孔的镍合金 。

进一步地 ，其 中所述至少一个导液元件包括多孔的陶瓷 。

本发 明还提供一种 电子仿真烟 ，包括仿真烟嘴及烟杆 ，烟杆 内设 电池及 电子 电路 ，仿

真烟嘴包括烟嘴套、固定于烟嘴套 内的储液装置及雾化器 ，所述烟嘴套 由软性材料制成 ，

所述烟嘴套覆盖仿真烟嘴的外壁及使用时被使用者放入 口中的末端 。

进一步地 ，其 中所述烟嘴套包括主体部及填充块 ，所述主体部及填充块 围合成一个只

有一端开 口的空间，储液装置及雾化器置于这个空间内。

进一步地 ，其 中所述主体部呈管状 ，所述填充块呈圆柱状 ，所述填充块填满主体部一

端 的开 口。

集合 了储液装置 28 的烟嘴套 2 5 为一次性使用产 品，当储液室 内的液体被用完，可将

储液室和烟嘴套 2 5 —起从雾化器上拔 出丢弃 ，然后换上新的集成储液室的烟嘴套套于雾

化器 ，使用起来干净卫生，并方便更换 。

本发 明的电子仿真烟将雾化器 、储液装置集成于软的烟嘴套 内部，烟嘴套完全地包裹

储液装置及雾化器 ，储液装置不可见，外形更接近真烟 ，增加 了使用者在使用时的真实触

感，让使用者有抽吸真烟 的感觉 。且雾化 的烟雾通过烟嘴套时被烟嘴套过滤，使用者吸入

的烟雾更洁净 。

附图说 明

图 1 是本发 明电子仿真烟 的整体结构示意 图。

图 2 是本发 明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部分的分解示意 图。

图 3 是本发 明电子仿真烟 的组装后 的烟嘴套和储液装置的剖面示意 图。

图 4 是 图 3 中 A 部的放大 图。

图 5 是本发 明电子仿真烟 的烟嘴套和储液室的装配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 附图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

请参阅图 1 及 图 2，本发 明的电子仿真烟包括仿真烟嘴 20 及烟杆 30 。烟杆 3 0 内设 电



池及 电子 电路 。所述烟杆 30 由塑胶或类似材料制成 。烟杆 30 的一末端设置火光模拟装置

15。仿真烟嘴 20 组装于烟杆 30 的一端 。当电子仿真烟通 电后进入使用状态 ，由雾化器 10

雾化 出的气流通过仿真烟嘴 20 进入使用者 口中。

请参阅图 3，仿真烟嘴 20 是与使用者嘴唇接触 的部分，其包括烟嘴套 2 5、储液装置

28 及雾化器 10 。所述雾化器 10 及储液装置 28 固定于烟嘴套 2 5 内。所述烟嘴套 2 5 由软

性材料制成 ，完全地包裹储液装置 28 及雾化器 10 。也就是说，烟嘴套 2 5 覆盖仿真烟嘴

20 的外壁及使用时被使用者放入 口中的末端 。

所述烟嘴套 2 5 包括主体部 252 及填充块 253 。所述 的主体部 252 呈管状 ，所述填充块

253 呈圆柱状 ，所述填充块 253 填满主体部 252 —端 的开 口。所述主体部 252 及填充块 253

围合成只有一端开 口的空间，储液装置 28 及雾化器 10 置于这个空间内。

所述主体部 252 包括制成管状 的软性物及包裹在其外表面的纸 。所述软性物是多孔的

结构，以便空气及烟雾通过 。所述软性物可 以是 由普通香烟 的烟嘴部分的材料制成 ，也可

以是其它触感较好 的柔软的材料 ，如人造纤维 。所述纸可 以是普通香烟 的烟嘴部分的烟纸

或仿真烟纸 。 所述主体部 252 可 以是将普通香烟 的烟嘴开设一个通孔制成 。所述填充块

253 是多孔的结构，以便空气及烟雾通过 。所述填充块 253 也可 以是 由普通香烟 的烟嘴部

分的材料制成 ，也可 以由其它触感较好 的柔软的材料 ，如人造纤维制成 。在某些实施方式

中，主体部 252 的软性物及填充块 253 是一体成型的。

所述烟嘴套 2 5 能营造使用者在用嘴抽吸时嘴唇 的真实触感，让使用者有抽吸真烟 的

感觉 。同时，填充块 253 能过滤雾化 的烟雾，使烟雾更清洁 。

请一并参阅图 4 及 图 5 。所述储液装置 2 8 包括一容器 28 1、密封该容器 28 1 的开 口的

密封膜片 282 。所述容器 28 1 及密封膜片 282 由 PE、PC 或 PU 等非刚性材料制成 。储液室

的容器 的形状与通孔的形状相适配，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容器 28 1 呈圆柱体状 ，其 内可

灌注约为 0 . 3ml 至 2 . 0ml 的液体 。容器 28 1 的外壁开设若干与横切面平行 的环状凹槽 288 ，

用 以阻止雾化后 的气体被迅速冷却形成 的少量液体沿着容器外壁快速漏 出。容器 28 1 的外

壁设置若干 凸出的筋 284 ，每条筋 284 包括一宽部 285 及一窄部 286 。所述储液装置 2 8 被

套设于烟嘴套 2 5 的填充块 253 的下方 。所述若干突起 284 的宽部 285 抵于烟嘴套 2 5 的主

体部 252 的内壁 ，支撑于烟嘴套 2 5。所述窄部 286 可被收纳于雾化器 10 内，与雾化器 10

配合形成将液体保持在储液装置 28 及雾化器 10 组成 的空间内。 所述所述储液装置 28



与所述烟嘴套 25 紧密结合 。同时，筋 284 与烟嘴套 25 之 间形成空隙，可让气流通过 。

所述储液装置 28 还包括用于将储液装置 28 卡 固于烟嘴套 25 的卡固件 283 。在本实施

方式中，所述卡固件是一个突起部 283 ，所述突起部 283 自筋 284 的宽部 285 向外延伸 。

将储液装置 28 插入烟嘴套 25 内，所述突起部 283 的最外端卡入主体部 252 软的内壁 ，因

此将储液装置 28 被 固定于烟嘴套 25 内。

所述储液装置 28 还包括一个锁扣环 287 ，用于箍住烟嘴套 25 的填充块 253 。当使用者

抽吸 电子仿真烟 ，所产生的吸力有可能将填充块 253 从主体部 252 吸出，将填充块 253 吸

入嘴中，因此 ，利用锁扣环 287 锁住填充块 253 ，可 以避免这种风险。

所述雾化器 10 的一端毗邻储液装置 28，另一端连接烟杆 30。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

雾化器 10 直径约从 5mm 至 7讓 ， 与烟嘴套 25 的内壁相适配 。

请参阅图 3 及 图 4，所述雾化器 10 包括壳体 11，能至少部分地容纳储液装置 28、安

装于壳体 11 内的加热元件 、围绕加热元件 的至少一个导液元件 、及将加热元件连接 电源

的导 电元件 ，所述雾化器 10 内保 留空气及气体流动 的空间。

所述壳体 11 用于容纳加热元件及导液元件 ，并与储液装置 28 配合将液体保持在储液

装置 28 及壳体 11 组成 的空间内。所述壳体 11 呈管状 ，由不锈钢制成 。所述壳体 11 有一

个开放端 ，具有 圆形的开 口。所述储液装置 28 设置密封膜片 282 的末端可插入上述开 口

并被容纳进壳体 11 内。所述烟嘴套 25 套设于所述壳体 11 外周 。

所述加热元件具有通 电迅速升温 的特性，能将 附着在其表面的液体或导热器件迅速加

热 。液体被加热元件加热后被雾化 。加热元件是金属丝 。

所述至少一个导液元件具有亲水性，能吸附水分，同时具有耐热 、导热快的特性 。所

述至少一个导液元件包括第一导液件及第二导液件 。所述第一导液件能直接与储液装置 28

接触 。所述第一导液件 由镍合金制成容易吸收液体的多孔的海绵状 ，能部分或全部插入储

液装置 28 的容器 281 内部，吸收储液装置 28 中的液体 。第一导液件 9 也被称为海绵镍 。

所述第二导液件置于所述第一导液件及所述加热元件之 间，能将加热元件所散发出的热量

吸取 、并传导给第一导液件 。所述第二导液件 由陶瓷材料制成 。这种陶瓷材料 的特性是耐

高温 、传热速度快，能将加热元件所散发出的热量吸取 、并传导给周边 的海绵镍 ，使海绵

镍上存储 的液体被高温雾化 。所述第一导液件 、第二导液件 的配合使液体充分地分布于加

热元件周围，提高了雾化效率，能制造理想 的烟雾效果 。



组装时，所述烟嘴套 25 的填充块 253 被 固定于所述储液装置 28 的锁扣环 287 内，而

后一起被插入烟嘴套 25 内，集成为一相对独立 的预装结构；雾化器 10 旋紧于烟杆 30，集

成为一相对独立 的预装结构 。使用时，将集成 了储液装置 28 的烟嘴套 25 对准雾化器 10，

然后按压烟嘴套 25，将其套于雾化器 10。这 时，所述烟嘴套 25 内的储液装置 28 的前端

被收纳于雾化器 10 的开 口端 ，储液装置 28 前端 的密封膜片 282 受雾化器 10 内的海绵镍

挤压而破裂 ，其 内部的液体逐渐渗入雾化器 10 的第一导液件 即海绵镍 内，并被分布至第

二导液件 。当使用者的嘴唇抽吸仿真烟嘴 20，电子 电路 中的气动开关响应使用者的动作激

发 电子仿真烟通 电进入使用状态 ，雾化器 10 通 电工作，由雾化器 10 的加热元件 10 逐步

将其 中的液体雾化 ，然后经 由其 中的通气空间进入使用者 口中。

集合 了储液装置 28 的烟嘴套 25 为一次性使用产 品，当储液室 内的液体被用完，可将

储液室和烟嘴套 25 —起从雾化器上拔 出丢弃 ，然后换上新的集成储液室的烟嘴套套于雾

化器 ，使用起来干净卫生，并方便更换 。

本发 明的电子仿真烟将雾化器 、储液装置集成于软的烟嘴套 内部，烟嘴套完全地包裹

储液装置及雾化器 ，储液装置不可见，外形更接近真烟 ，增加 了使用者在使用时的真实触

感，让使用者有抽吸真烟 的感觉 。且雾化 的烟雾通过烟嘴套时被烟嘴套过滤，使用者吸入

的烟雾更洁净 。



权利要求

1、 一种 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包括烟嘴套、固定于烟嘴套 内的储液装置及雾化

器 ，所述烟嘴套 由软性材料制成 ，其特征在于：所述烟嘴套覆盖仿真烟嘴的外壁及使用时

被使用者放入 口中的末端 。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其 中所述烟嘴套包括主体部及

填充块 ，所述主体部及填充块 围合成一个只有一端开 口的空间，储液装置及雾化器置于这

个空间内。

3、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其 中所述主体部呈管状 ，所述

填充块呈圆柱状 ，所述填充块填满主体部一端 的开 口。

4、 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3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其 中主体部包括制成

管状 的软性物及包裹在其外表面的纸 ，所述软性物是多孔的结构，以便空气及烟雾通过 。

5、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其 中主体部的软性物及填充块

可 以是 由普通香烟 的烟嘴部分的材料制成 ，也可 以是其它柔软的材料 ，如人造纤维，所述

纸可 以是普通香烟 的烟嘴部分的烟纸或仿真烟纸 。

6、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其 中所述主体部可 以是将普通

香烟 的烟嘴开设一个通孔制成 。

7、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其 中主体部的软性物及填充块

是一体成型的。

8、 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3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其 中所述储液装置包

括容器及密封该容器 的开 口的密封膜片 。

9、 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其 中所述储液装置容器 的外壁

开设若干 凹槽 ，用 以阻止雾化后 的气体被迅速冷却形成 的少量液体沿着容器外壁快速漏

出。

10、 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其 中所述储液装置包括用于将

储液装置卡固于烟嘴套 内的卡固件 。

11、 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其 中所述储液装置的容器 的外



壁设置若干 凸出的筋 ，每条筋包括一宽部及一窄部，所述宽部抵于烟嘴套的主体部的内壁 ，

所述窄部可被收纳于雾化器 内。

12、 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其 中所述储液装置包括一个

突起部，所述突起部 自筋 的宽部 向外延伸 。

13、 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其 中所述储液装置包括一个锁

扣环，用于箍住烟嘴套的填充块 。

14、 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3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其 中所述雾化器包括

壳体，能至少部分地容纳储液装置、安装于壳体 内的加热元件 、置于加热元件周围的至少

一个导液元件 、用于将加热元件与 电源 电连接 的导 电元件 ，及所述壳体 内保 留空气流动 的

空间。

15、 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其 中所述壳体是管状 ，所述

烟嘴套的主体部套设于所述壳体 。

16、 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其 中所述至少一个导液元件

包括多孔的金属 。

17、 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其 中所述至少一个导液元件

包括多孔的镍合金 。

18、 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的仿真烟嘴，其 中所述至少一个导液元件

包括多孔的陶瓷 。

19、 一种 电子仿真烟 ，包括仿真烟嘴及烟杆 ，烟杆 内设 电池及 电子 电路 ，仿真烟嘴

包括烟嘴套、固定于烟嘴套 内的储液装置及雾化器 ，所述烟嘴套 由软性材料制成 ，其特征

在于：所述烟嘴套覆盖仿真烟嘴的外壁及使用时被使用者放入 口中的末端 。

20、 根据权利要求 19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其 中所述烟嘴套包括主体部及填充块 ，

所述主体部及填充块 围合成一个只有一端开 口的空间，储液装置及雾化器置于这个 空间

内。

2 1、 根据权利要求 19 所述 的电子仿真烟 ，其 中所述主体部呈管状 ，所述填充块呈

圆柱状 ，所述填充块填满主体部一端 的开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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