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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ELECTRONIC CIGARETTE

(54) 发明名称 ：电子烟

(57) Abstract: A n electronic cigarette comprising a battery sleeve (20), an outer sleeve
pipe (100) connected t o the battery sleeve (20), a battery component (10) sleevedly ar
ranged within the battery sleeve (20), and, arranged within the outer sleeve pipe (100), an
atomizer base (30), a glass fiber pipe (40), and an atomizer electrode (80). The atomizer
electrode (80) i s provided thereon with a first through hole (810). The atomizer base (30)
i s provided thereon with a second through hole (310). The glass fiber pipe (40) i s provided
with a channel (410). The battery sleeve (20) i s provided thereon with at least one air inlet
(210). The atomizer electrode (80) and the battery component (10) are provided thereb
etween with a first gap ( 110) in the axial direction. The air inlet (210) i s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first gap ( 110) and forms an airflow loop with the first through hole (810), the
second through hole ( 10), and the passage (410). When a user i s holding the electronic c i
garette with hand, the fingers are not placed on the section o f the battery sleeve (20), and
the fingers are prevented fixim blocking the air inlet (210), thus allowing for smooth air in
take.

(57) 摘要 : 一种 电子烟 ，包括 电池套 （20) 和与电池套 （20) 相连接的外套管
( 100 ) 、套 设于 电池套 （20 ) 内的 电池 组件 （10 ) 以及 内设在 外 套 管
( 100 ) 内的雾化座 （30) 、玻纤管 （40) 、雾化器 电极 （80) ，雾化器 电极
( 80 ) 上设有第一通孔 （810 ) ，雾化座 （30 ) 上设有第二通孔 （3 10 ) ，玻

纤 管 （40 ) 具 有 通道 （410 ) ， 电池 套 （20 ) 上 开 设有 至少 一个 进 气孔
( 210 ) ，雾化器 电极 （80 ) 与 电池组件 （10 ) 之间轴 向方 向上具有第一间
隙 （110 ) ，进 气 孔 （210 ) 与 第 一 间 隙 （110 ) 相 通 ，并 与 第 一 通 孔
( 810 ) 、第二通孔 （3 10 ) 、通道 （410 ) 形成气流 回路 。用户手持 电子烟
时，手指不会放在 电池套 （20 ) 的部位 ，避免 了手指堵住进气孔 （210 ) ，
从而使进气流畅。



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电子烟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涉及电加热产品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电子烟。

背景技术

[2] 由于国家禁烟宣传的加强和人民健康意识的提高，电子烟作为传统烟草的替代

品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现有的电子烟由烟杆和烟嘴相固定组成，烟杆中

设有电池，烟嘴装有雾化器，烟杆与烟嘴之间通过一连接件连接。现有的电子

烟结构是将进气孔设置在连接件上，但是由于连接件位于烟嘴附近，人在使用

吋常常手持的位置就在连接件附近，因此用户的手指常常堵住进气孔，导致进

气不畅，影响烟雾生成。

发明内容

[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将进气孔设置在靠近烟嘴附件的

连接件上，易被用户手指堵住的缺陷，提供一种电子烟，其将进气孔设置在电

池套上，避免了手指堵住进气孔，从而使进气流畅，烟雾快速生成，满足了用

户个性化需求。

[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釆用的技术方案是：构造 一种电子烟，包括电池套和

与所述电池套相连接的外套管、套设于所述电池套内的电池组件以及内设在所

述外套管内的雾化座、玻纤管、雾化器电极，所述雾化器电极上设有第一通孔

，所述雾化座上设有第二通孔，所述玻纤管具有通道，所述电池套上开设有至

少一个进气孔，所述雾化器电极与所述电池组件之间轴向方向上具有第一间隙

，所述进气孔与所述第一间隙相通、并与所述第一通孔、第二通孔、通道形成

气流回路。

[5] 在本发明所述的电子烟中，所述进气孔设置在与所述第一间隙相对应的电池套

上。

[6] 在本发明所述的电子烟中，所述电池套和所述电池组件之间留有第二间隙。

[7] 在本发明所述的电子烟中，所述进气孔设置在与所述第二间隙相对应的电池套



上。

[8] 在本发明所述的电子烟中 所述第一通孔、第二通孔和通道同轴心设置。

[9] 在本发明所述的电子烟中 在所述电池套上开设有至少两个进气孔，所述进气

孔之间间隔设置。

[10] 在本发明所述的电子烟中 所述进气孔之间等距离间隔设置在所述电池套的同

径向位置上。

[11] 在本发明所述的电子烟中 所述进气孔之间等距离间隔设置在所述电池套的同

轴向位置上。

[12] 在本发明所述的电子烟中 所述进气孔的面积为 0.4-3 平方毫米。

[13] 在本发明所述的电子烟中 所述进气孔的形状为圆形、多边形、腰形、椭圆形

中的任意一种。

[14] 在本发明所述的电子烟中 所述第一间隔的距离为0.5-10 毫米。

[15] 在本发明所述的电子烟中 所述第二间隔的距离为0.05-7 毫米。

[16] 在本发明所述的电子烟中 所述雾化器电极远离所述雾化座的一侧设有用于与

所述电池套密封的密封圏。

[17] 在本发明所述的电子烟中 所述密封圏具有一开口，所述密封圏的开口与所述

第一通孔相连通。

[18] 在本发明所述的电子烟中 还包括支撑件，所述支撑件为中空的圆筒状，所述

支撑件包括固定部和垂直于所述固定部的筒部，所述固定部用于连接雾化座和

雾化器电极，所述筒部套合在所述第二通孔内。

[19] 在本发明所述的电子烟中，所述电池套与所述外套管一体成型。

[20] 实施本发明的电子烟，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将进气孔设置在电池套

上，而用户在吸烟的过程中，电池套会发烫，用户手持电子烟吋，手指不会放

在电池套的部位，避免了手指堵住进气孔，从而使进气流畅，烟雾顺利地被带

出，满足了用户个性化需求 。

附 图说 明

[21]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附图中：

[22] 图 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电子烟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23] 图 2 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电子烟的部分剖视图；

[24] 图 3 是本发明第一实施例提供的雾化套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25] 图4是本发明第二实施例提供的雾化套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26] 图5是本发明第三实施例提供的雾化套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27] 为了对本发明的技术特征、目的和效果有更加清楚的理解，现对照附图详细说

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28] 如图1和2所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提供一种电子烟，该电子烟包括电池套20

和与电池套20相连接的外套管 100，套设于电池套20内的电池组件 10、以及内设

在外套管90内的雾化座30、玻纤管40、螺纹套50、绝缘环60、密封圏70、雾化

器电极80和支撑件90。本实施例中，电池套20和外套管 100—体成型，便于加工

制造，且整体效果好。

玻纤管40为圆筒形，且玻纤管40上设有通孔 （未标出），发热组件横向穿过玻

纤管40上的通孔，固定在玻纤管40内部从而在玻纤管40内形成供烟雾在电子烟

内流通的通道410 。

[30] 雾化座30与雾化器电极80连接，包括雾化座本体 （未标出）和垂直于雾化座本

体的柱体 （未标出）。该柱体大致为中空的圆筒状，且该柱体远离雾化器电极8

0的一侧卡置于玻纤管40内。雾化座30的中空的柱体形成供气流流通的第二通孔

310。

[31] 雾化座30远离所述玻纤管40的一侧与雾化器电极80相连接，雾化器电极80上设

有第一通孔810。该第一通孔810与第一通道310、通道410相连通，且同轴心设

置。

[32] 支撑件90为中空的圆筒状，其形状与雾化座相似。支撑件90包括固定部910和

垂直于固定部910的筒部920 ，固定部910用于连接雾化座30和雾化器电极80，中

空的筒部920套合在第二通孔310内，并用于支撑雾化座30。

[33] 螺纹套50用于固定雾化器电极80，螺纹套50上设有向雾化器电极80延伸的延伸

部510，该延伸部510卡置于绝缘环60内后与雾化器电极80连接，通过绝缘环60

将螺纹套50和雾化器电极 80连接起来，可以起到绝缘隔热、密封的作用。



[34] 为了使雾化器电极80和螺纹套50与电池套20实现更好的密封效果，防止漏油，

本实施例中的雾化器电极80远离雾化座30的一侧设有用于与电池套20密封的密

封圏70。密封圏70由丁腈橡胶、天然橡胶、氯丁橡胶、乙丙橡胶、氟橡胶、硅

橡胶或共混胶制成。该密封圏 70 具有一开口，该开口于第一通孔 810 相连通，

用于气流的流通。

[35] 电池套20上开设有至少一个进气孔210，雾化器电极 80 与电池组件 10 之间轴

向方向上具有第一间隙 110 ，该第一间隙 110 与进气孔 210 、第一通孔 810 、

第二通孔 310 、通道 410 形成气流回路。具体在本实施方式中，密封圏 70 与电

池组件 10 之间的轴向方向上具有第一间隙 110 ，第一间隙 110 之间的距离为

0.5-10mm ，便于使大气中的空气从该进气孔210进入并 向上流通。

[36] 进气孔 210 可以设置在电池套 20 上的任何位置。具体的，进气孔 210 可以设

置在与第一间隙 110 相对应的电池套 20 上，则气体可以从进气孔 210 进入，然

后依次经过第一间隙 110 、第一通孔 810 、第二通孔 310 、通道 410 形成的气

流回路，向上流通。由于现有技术中，电池组件 10 是套设在电池套 20 内，且

电池组件 10 与电池套 20 之间留有微小的空隙，可以使气流流通，所以进气孔

210 也可以设置在与电池组件 10 相对应的电池套 20 上，则气体从进气孔 210 进

入后，通过电池组件 10 与电池套 20 之间的微小空隙流通，并依次通过第一间

隙 110 、第一通孔 810 、第二通孔 310 、通道 410 形成的气流回路，向上流通

。但由于现有的电池组件与电池套 20 之间的空隙太小，故可以在电池套 20 和

电池组件 10 之间设置第二间隙 120 ，该第二间隙 120 用于使气流流通更加流畅

，具体的第二间隙 120 的距离为 0.05-7mm 之间，以便使气流流通顺畅。

[37] 进气孔210可以设置在电池套20上的任何位置处，由于电池组件10内置于电池

套20内，故在用户吸食电子烟的过程中，电池套20会发烫，用户手持电子烟吋

，手指不会放在电池套20的部位，避免了手指堵住进气孔210，从而使进气流畅

，烟雾顺利被带出，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本实施例中，进气孔210为一个，设

置在靠近密封圏70的位置处，则气体从进气孔210进入，并依次流经第一间隙11

0、第一通孔810、第二通孔310、通道410形成气流回路。可以理解，进气孔210

还可以设置在电池套20上并与第二间隙120相对应的位置处，或者其它位置处，



只要进气孔210在电池套20上即可。

[38] 当电池套20上开设有至少两个进气孔210吋，进气孔210之间间隔设置，具体的

可以是等距离间隔设置或不等距离间隔设置。进气孔210之间可以等距离间隔设

置在电池套20的同径向位置上，从而在电池套20上围成一个圆环，使电子烟看

起来美观大方；进气孔210之间也可以等距离间隔设置在电池套20的同轴向位置

上，即进气孔210在同一直线上。或者一部分进气孔210设置在与第一间隙110相

对应的电池套20上，另一部分进气孔210设置在与第二间隙120相对应的电池套2

0上均可。

[39] 进气孔210可以为圆形、多边形、腰形、椭圆形中的任意一种，也可以为其它

任何不规则的形状。

[40] 当进气孔210为多个吋，所有进气孔210在套管20的外侧壁上形成的面积之和在

0.4-3mm 2之间，若面积之和小于0.4mm 2，则气体流量太小，导致烟雾流量太小

，影响抽烟口感；若大于3mm2 ，则气体流量太大，烟雾会直冲入口，使用户感

觉不适。

[41] 请参阅图1，在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中，进气孔210为圆形，个数为1个，可以

设置在电池套20的任何位置处。

[42] 请参阅图2，在本发明的第二实施例中，进气孔210为圆形，个数为2个，且该2

个进气孔210 间隔设置在电池套20的同轴向位置上。

[43] 请参阅图3，在本发明的第三实施例中，进气孔210为圆形，个数为5个，且该5

个进气孔210等距离间隔设置在电池套20的同轴向位置上。

[44] 以上三个实施例只是示意性的，具体的进气孔210 的个数、形状及位置关系还

可以有其它的选择，并不限于此。

[45] 本发明通过将进气孔210设置在电池套20上，而用户在吸烟的过程中，电池套2

0会发烫，用户手持电子烟吋，手指不会放在电池套20的部位，避免了手指堵住

进气孔210 ，从而使进气流畅，烟雾顺利被带出，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

[46]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但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的具

体实施方式，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启示下，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和权利要求所保护的



范围情况下，还可做出很多形式，这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之内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电子烟，包括电池套和与所述电池套相连接的外套管、套设

于所述电池套内的电池组件以及内设在所述外套管内的雾化座、

玻纤管、雾化器电极，所述雾化器电极上设有第一通孔，所述雾

化座上设有第二通孔，所述玻纤管具有通道，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池套上开设有至少一个进气孔，所述雾化器电极与所述电池组

件之间轴向方向上具有第一间隙，所述进气孔与所述第一间隙相

通、并与所述第一通孔、第二通孔、通道形成气流回路。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孔设置在与

所述第一间隙相对应的电池套上。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套和所述电

池组件之间设有第二间隙。

[权利要求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孔设置在与

所述第二间隙相对应的电池套上。

[权利要求 5]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通孔、第二

通孔和通道同轴心设置。

[权利要求 6]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电池套上开设

有至少两个进气孔，所述进气孔之间间隔设置。

[权利要求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孔之间等距

离间隔设置在所述电池套的同径向位置上。

[权利要求 8]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孔之间等距

离间隔设置在所述电池套的同轴向位置上。

[权利要求 9]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孔的面积为

0.4-3 平方毫米。

[权利要求 10]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孔的形状为

圆形、多边形、腰形、椭圆形中的任意一种。

[权利要求 11]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间隔的距离

为0.5-10 毫米。



[权利要求 12]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间隔的距离

为0.05-7 毫米。

[权利要求 13]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雾化器电极远离

所述雾化座的一侧设有用于与所述电池套密封的密封圏。

[权利要求 14] 根据权利要求 13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圏具有一

开口，所述密封圏的开口与所述第一通孔相连通。

[权利要求 15] 根据权利要求 13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支撑件，所

述支撑件为中空的圆筒状，所述支撑件包括固定部和垂直于所述

固定部的筒部，所述固定部用于连接雾化座和雾化器电极，所述

筒部套合在所述第二通孔内。

[权利要求 16]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套与所述外

套管一体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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