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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电子烟盒，其包括相连接的盒身(100)

和盒盖(200)，该盒盖(200)内设有照明灯(300)，

该盒身(100)内设有电池(500)，该照明灯(300)

与电池(500)电连接形成照明回路，在该照明回

路中设有相互独立又可以电接触的第一开关弹

片(410)和第二开关弹片(420)，该盒盖(200)上

还设有盒盖凸轮(210)，该盒盖凸轮(210)在盒盖

(200)关上时可推动第一开关弹片(410)离开第

二开关弹片(420)。本发明电子烟盒设有照明装

置，可实现照明效果，同时，该照明装置设有与盒

盖(200)开合相应的开关设计，在盒盖(200)打开

时，照明灯(300)亮，使用者可以清晰看见电子烟

盒里面的雾化器、电池杆与电子烟，给使用者带

来便利，在盒盖(200)关闭时，照明灯(300)熄灭，

可以节省电源，同时延长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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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烟盒，其包括相连接的盒身和盒盖，其特征在于，该盒盖内设有照明灯，该

盒身内设有电池，该照明灯与电池电连接形成照明回路，在该照明回路中设有相互独立又

可以电接触的第一开关弹片和第二开关弹片，该盒盖上还设有盒盖凸轮，该盒盖凸轮在盒

盖关上时可推动第一开关弹片离开第二开关弹片。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烟盒，其特征在于，该电子烟盒的盒身内设有支架组件，该

第一开关弹片一端和第二开关弹片一端分别固定在该支架组件上，该第一开关弹片另一端

延伸至盒盖凸轮相对位置。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子烟盒，其特征在于，该第一开关弹片一端和第二开关弹片一

端分别通过两个固定点固定在该支架组件上。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子烟盒，其特征在于，该第一开关弹片一端和第二开关弹片一

端分别通过铆钉或焊接或螺钉固定在该支架组件上。

5.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电子烟盒，其特征在于，该第一开关弹片和第二开关

弹片相互垂直相交设置。

6.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电子烟盒，其特征在于，该盒盖凸轮设置在盒盖与盒

身连接处。

7.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电子烟盒，其特征在于，该盒盖与盒身通过铰接相配

合，该盒盖凸轮设置在对应铰接轴处的盒盖内壁。

8.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电子烟盒，其特征在于，该盒盖凸轮为具有圆滑过渡

弧面的凸起。

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子烟盒，其特征在于，该支架组件包括放置电子烟的电子烟支

架。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电子烟盒，其特征在于，该电子烟支架设有多个与电子烟或电

子烟电池杆或电子烟雾化器相适配的插入孔。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子烟盒，其特征在于，该电子烟支架上设有支架绝缘件，该

支架绝缘件中间设有与电子烟或电子烟电池杆或电子烟雾化器相适配的穿孔。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电子烟盒，其特征在于，该电子烟支架包括有上层架和下层

架，该支架绝缘件设置在上层架与下层架之间。

13.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电子烟盒，其特征在于，该支架组件还包括有与电子烟电池杆

相适配的电池杆绝缘件。

14.如权利要求11～13任一项所述的电子烟盒，其特征在于，该支架绝缘件和电池杆绝

缘件采用硅胶材料。

15.如权利要求1～4或9～13任一项所述的电子烟盒，其特征在于，该照明灯为LED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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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烟盒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子烟领域，尤其是指一种带有照明装置的电子烟盒。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度上升，人们都意识到了烟草对身体的危害，因此产

生了电子烟。电子烟通常是将烟液经过雾化器雾化后供使用者使用，由于烟液在制作过程

中去除了尼古丁、焦油等危害身体的物质，大大减少了对使用者身体的危害，也正因为烟液

中没有尼古丁、焦油等有害物质，人们在抽电子烟后，对抽烟的依赖性的烟瘾也会渐渐地变

小，所以电子烟还具有辅助戒烟的效果。

[0003] 为符合烟民的抽烟习惯，并且方便放置和拿取电子烟，一般会将电子烟放置在配

套设置的电子烟盒中，一般的电子烟盒包括有盒身和可以翻转打开的盒盖。在一些情况下，

使用者在光线较昏暗的地方使用电子烟时，由于没有照明，取烟时因看不见或看不清楚而

显得十分不便。

[0004] 因此，提供一种设有照明装置的电子烟盒实为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设有照明装置的电子烟盒。

[0006] 为实现本发明目的，提供以下技术方案：本发明提供一种电子烟盒，其包括相连接

的盒身和盒盖，该盒盖内设有照明灯，该盒身

[0007] 内设有电池，该照明灯与电池电连接形成照明回路，在该照明回路中设有相互独

立又可以电接触的第一开关弹片和第二开关弹片，该盒盖上还设有盒盖凸轮，该盒盖凸轮

在盒盖关上时可推动第一开关弹片离开第二开关弹片。

[0008] 该电子烟盒在合上盒盖时，盒盖凸轮推动第一开关弹片，使得第一开关弹片离开

第二开关弹片，两个开关弹片之间相互不接触，使得照明电路断开，照明灯熄灭。

[0009] 当打开盒盖时，盒盖旋开，则盒盖凸轮旋离第一开关弹片，第一开关弹片与第二开

关弹片相互贴合接触，从而接通照明电路，照明灯亮，可实现照明效果。

[0010] 本发明电子烟盒设有照明装置，可实现照明效果，同时，该照明装置设有与盒盖开

合相应的开关设计，在盒盖打开时，照明灯亮，使用者可以清晰看见电子烟盒里面的雾化

器、电池杆与电子烟，给使用者带来便利，在盒盖关闭时，照明灯熄灭，可以节省电源，同时

延长使用寿命。

[0011] 优选的，该电子烟盒的盒身内设有支架组件，该第一开关弹片一端和第二开关弹

片一端分别固定在该支架组件上，该第一开关弹片另一端延伸至盒盖凸轮相对位置。支架

组件的设置方便于第一开关弹片和第二开关弹片的固定，同时方便其与电池的电连接的线

路布局。

[0012] 优选的，该第一开关弹片一端和第二开关弹片一端分别通过两个固定点固定在该

支架组件上，使得该第一开关弹片和第二开关弹片的固定更稳定牢固，第一开关弹片受盒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2931945 A

3



盖凸轮影响所产生的形变更能够达到要求，并在第一开关弹片与第二开关弹片之间的接

触，以及盒盖凸轮与第一开关弹片相互作用时，可获得更准确的离合关系，确保开关的灵敏

度。

[0013] 优选的，该第一开关弹片一端和第二开关弹片一端分别通过铆钉或焊接或螺钉固

定在该支架组件上。优选的，该第一开关弹片和第二开关弹片相互垂直相交设置，可在第一

开关弹片与第二开关弹片之间的接触，以及盒盖凸轮与第一开关弹片相互作用时，可获得

更准确的离合关系，确保开关的灵敏度。优选的，该盒盖凸轮设置在盒盖与盒身连接处。

[0014] 优选的，该盒盖与盒身通过铰接相配合，该盒盖凸轮设置在对应铰接轴处的盒盖

内壁。该电子烟盒在合上盒盖时，盒盖凸轮压住第一开关弹片自由端，使得第一开关弹片产

生形变，原本与第二开关弹片贴合的部分相应向外形变，从而使第一开关弹片离开第二开

关弹片，两个开关弹片之间相互不接触，使得照明电路断开，照明灯熄灭。当打开盒盖时，盒

盖旋开，则盒盖凸轮旋离第一开关弹片，第一开关弹片不再形变而是回复原状，使得第一开

关弹片与第二开关弹片相互贴合接触，从而接通照明电路，照明灯亮，可实现照明效果。

[0015] 优选的，该盒盖凸轮为具有圆滑过渡弧面的凸起，可以使得盒盖凸轮作用于第一

开关弹片时不会产生机械磨损，并确保可推动第一开关弹片产生形变，同时延长使用寿命。

[0016] 优选的，该支架组件包括放置电子烟的电子烟支架。优选的，该电子烟支架设有多

个与电子烟或电子烟电池杆或电子烟雾化器相适配的插入孔，可分别放入电子烟或电子烟

电池杆或电子烟雾化器。

[0017] 优选的，该电子烟支架上设有支架绝缘件，该支架绝缘件中间设有与电子烟或电

子烟电池杆或电子烟雾化器相适配的穿孔。该支架绝缘件可使电子烟或电子烟电池杆或电

子烟雾化器与照明电路相互绝缘。

[0018] 优选的，该电子烟支架包括有上层架和下层架，该支架绝缘件设置在上层架与下

层架之间。优选的，该支架绝缘件与上层架和下层架的该轮廓平齐。

[0019] 优选的，该支架组件还包括有与电子烟电池杆相适配的电池杆绝缘件，可使电池

杆外部与其他元件绝缘。

[0020] 优选的，该支架绝缘件和电池杆绝缘件采用硅胶材料。

[0021] 优选的，该照明灯为LED灯。

[0022] 对比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电子烟盒设有照明装置，可实现照明

效果，同时，该照明装置设有与盒盖开合相

[0023] 应的开关设计，在盒盖打开时，照明灯亮，使用者可以清晰看见电子烟盒里面的雾

化器、电池杆与电子烟，给使用者带来便利，在盒盖关闭时，照明灯熄灭，可以节省电源，同

时延长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电子烟盒实施例的正面分解视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电子烟盒实施例的背面分解视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电子烟盒实施例的爆炸图。

[0027] 图4为本发明电子烟盒实施例的第一状态剖视图。

[0028] 图5为本发明电子烟盒实施例的第二状态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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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6为图4的A部分局部放大图。

[0030] 图7为图5的B部分局部放大图。

[0031] 图8为本发明电子烟盒实施例的整体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请参阅图1～7，本发明提供一种电子烟盒，其包括相连接的盒身100和盒盖200，该

盒盖200内设有LED照明灯300，该盒身内设有支架组件600和电池500，该照明灯300与电池

500通过电子线310电连接形成照明回路，在该照明回路中设有相互独立又可以电接触的第

一开关弹片410和第二开关弹片420，该盒盖200上还设有盒盖凸轮210，该盒盖凸轮210在盒

盖200关上时可推动第一开关弹片410离开第二开关弹片420。该第一开关弹片410一端和第

二开关弹片420一端分别固定在支架组件600上，该第一开关弹片410另一端延伸至盒盖凸

轮210相对位置。

[0033] 如图1～3所示，该第一开关弹片410一端和第二开关弹片420一端分别通过两个固

定点412固定在该支架组件600上，使得该第一开关弹片410和第二开关弹片420的固定更稳

定牢固，确保开关的灵敏度。该第一开关弹片410和第二开关弹片420相互垂直相交设置，在

第一开关弹片410与第二开关弹片420之间的接触，以及盒盖凸轮与第一开关弹片相互作用

时，可获得更准确的离合关系，确保开关的灵敏度。

[0034] 请结合参阅图4～图7，该盒盖200与盒身100通过铰接相配合，该盒盖凸轮210设置

在对应铰接轴处的盒盖内壁。该电子烟盒在合上盒盖200时，盒盖凸轮压住第一开关弹片

410自由端，使得第一开关弹片产生形变，原本与第二开关弹片420贴合的部分相应向外形

变，从而使第一开关弹片410离开第二开关弹片420，两个开关弹片之间相互不接触，使得照

明电路断开，照明灯熄灭。当打开盒盖200时，盒盖旋开，则盒盖凸轮210旋离第一开关弹片

410，第一开关弹片410不再形变而是回复原状，使得第一开关弹片410与第二开关弹片420

相互贴合接触，从而接通照明电路，照明灯亮，可实现照明效果。

[0035] 该盒盖凸轮210为具有圆滑过渡弧面的凸起，可以使得盒盖凸轮210作用于第一开

关弹片410时不会产生机械磨损，并确保可推动第一开关弹片产生形变，同时延长使用寿

命。

[0036] 请结合参阅图1～3和图8，该支架组件600包括放置电子烟的电子烟支架610，该电

子烟支架610包括有上层架611和下层架612，在上层架与下层架之间设置有支架绝缘件

620，该支架绝缘件620与上层架611和下层架612的该轮廓平齐。该电子烟支架610设有多个

与电子烟700或电子烟电池杆710或电子烟雾化器720相适配的插入孔613，该支架绝缘件

620中间设有与电子烟700或电子烟电池杆710或电子烟雾化器720相适配的穿孔621，可分

别放入电子烟700或电子烟电池杆710或电子烟雾化器720。该支架绝缘,320可使电子烟或

电子烟电池杆或电子烟雾化器与照明电路相互绝缘。该支架组件还包括有与电子烟电池杆

相适配的电池杆绝缘件630，可使电池杆外部与其他元件绝缘。该支架绝缘件620和电池杆

绝缘件630可以采用硅胶材料或其他绝缘材料。

[0037] 如图3所示，本发明电子烟盒还包括有PCB板800，用于控制照明电路以及充电电路

等，并且设有USB接口810。该PCB板800安装在支架组件上。

[003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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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技术方案上的等效变换均属于本发明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2931945 A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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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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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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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