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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磁力连接 电子烟 ，包括吸杆 （90 ) 和 电源杆 （9 1 ) ，其 中，所述吸杆 （90 ) 的与 电源杆 （9 1 ) 对接 的连
接端设有第一连接器 （5 ) ，所述第一连接器 （5 ) 包括分别作为第一连接器第一 电极和第二 电极 的第一座体
( 55 ) 以及第一极柱 （53 ) ，所述第一座体 （55 ) 整体或 局部形成第一磁 吸部 ；所述 电源杆 （9 1 ) 的与吸杆
( 90 ) 对接 的连接端设有 第二连接器 （6 ) ，所述第二连接器 （6 ) 包括作为第二连接器 第一 电极和第二 电极

的第二座体 （6 1 ) 以及第二极柱 （622 ) ，所述第二座体 ( 6 1) 整体或局部形成可与第一磁吸部对应磁性吸附
的第二磁 吸部 ；所述第一磁吸部与第二磁 吸部相互磁性吸 附使第一座体 （55 ) 和第二座体 （6 1 ) 相抵接而且
第一极柱 （53 ) 和第二极柱 （622 ) 相抵接 ，使得 电子烟的组装和拆卸过程方便快捷 ，且 电子烟 的外观美观 ，
其 内部形成独特 的空气通道 ，电子烟和外部的空气流通顺 畅。



磁力连接电子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子烟领域，尤其是一种利用磁力吸附连接的电子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磁力连接电子烟包括吸杆和电源杆，吸杆和电源杆采用磁力吸附连接，所述

吸杆上与电源杆对接的位置设有第一磁吸部，而电源杆上对应设有与第一磁吸部相互磁性吸

附连接的以使吸杆和电源杆稳固对接的第二磁吸部；由于吸杆的连接端和电源杆的连接端内

部元件多，吸杆和电源杆的组装过程费时不便。

发明创造内容

[0003] 本发明创造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磁力连接电子烟，使电子烟的组装方便快捷。

[0004] 为达到上述 目的，本发明创造提供一种磁力连接 电子烟，包括吸杆和 电源杆，其

中，所述吸杆的与电源杆对接的连接端设有第一连接器，所述第一连接器包括分别作为第一

连接器第一电极和第二电极的第一座体以及第一极柱，所述第一座体整体或局部形成第一磁

吸部；所述电源杆的与吸杆对接的连接端设有第二连接器，所述第二连接器包括作为第二连

接器第一电极和第电极的第二座体以及第二极柱，所述第二座体整体或局部形成可与第一磁

吸部对应磁性吸附的第二磁吸部；所述第一磁吸部与第二磁吸部相互磁性吸附使第一座体和

第二座体相抵接且第一极柱和第二极柱相抵接。

[0005]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连接器还包括用于隔离第一座体和第一极柱的第一绝缘套，所

述第一座体呈筒状，第一极柱借助于第一绝缘套插置于第一座体中部；所述第二连接器还包

括用于隔离第二座体和第二极柱的第二绝缘套，所述第二座体呈筒状，所述第二极柱借助于

第二绝缘套插置于第二座体中部。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极柱穿设于第二绝缘套中，第二绝缘套固定于一绝缘套支座内

并利用该绝缘套支座插置于所述第二座体中部，第二极柱靠绝缘套支座内部的一端设有挡

圈，且第二极柱的靠绝缘套支座内部的一端上套有弹簧，所述弹簧的两端分别抵于挡圈和绝

缘套支座内端壁上而将第二极柱保持于伸出状态；第二极柱的下部伸出第二座体的底壁外，

第二极柱的中部设有沿轴向贯通的通气孔。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绝缘套支座呈杯体形状，其包括侧壁、底壁及由底壁沿轴向向外延

伸的凸缘，所述侧壁和底壁合围形成用于容置所述第二极柱的第一内腔，所述底壁上还设有

供所述第二极柱伸出的第一极柱孔。



[0008] 进 一步地 ，所述第二绝缘套 呈杯体 形状 ，其包括侧壁和底壁 ，所述侧壁和底壁合 围

形成用于容置所述第二极柱 的第二 内腔 。

[0009] 进 一步地 ，所述第二绝缘套还包括 由侧壁沿径 向向外 延伸而成 的定位 凸缘及 由底壁

沿轴 向向外延伸 的引导部 ，所述 引导部 的中部还设有沿轴 向贯通 引导部且与所述第二 内腔相

贯通 的第二极柱孔 ；所述第二绝缘套利用其侧壁涨紧 固定于所述绝缘套座体 的第一 内腔 的侧

壁上并 由所述定位 凸缘与所述绝缘套支座 的第一 内腔 的开 口端端面相抵接而轴 向定位 。

[0010] 进 一步地 ，所述第一磁 吸部整体采用可导 电的磁铁或磁性材料制成 ，或者所述第一

磁吸部 的一部分 由可导 电材料制成 ；所述第二磁吸部采用可导 电的磁铁或磁性材料制成 ，或

者所述第二磁吸部 的一部分 由可导 电材料制成形成 。

[0011] 进 一步地 ，所述第二座体 内设有用于与所述第一座体相插接 的通孔 ，所述第二磁吸部

为一永磁体 ，该永磁体 固定于该通孔 内，所述第一座体 的一端插入第二座体 内且与所述永磁

体相距预定距离 。

[0012] 进 一步地 ，所述第二座体 的通孔为沿轴 向贯通 的通孔 ，该通 孔 的 内壁上 间形成 一定

位 台阶，所述第二极柱插入第二座体 内抵接于所述永磁体 的一端 以使永磁体 的另一端抵接于

所述定位 台阶上而将永磁体 固定于所述第二座体 的通孔 内。

[0013] 进 一 步地 ，所 述第 二座 体 的形状 与所 述 电源 杆 连 接 端 的 内壁 相 适配 ，其 呈 筒体 结

构 ，其利用外壁涨紧 固定于所述 电源杆连接端 的内壁上 ；所述第二座体 的端部侧壁上沿径 向

向外延伸形成用于与所述 电源杆连接端相适配 的定位 凸缘 ，该定位 凸缘上设有沿径 向贯通 的

进气孔 。

[0014] 进 一步地 ，所述第一座体包括 圆筒形 的上部和 下部 ，上部用 于与 吸杆连接端连接配

合 ，下部用于与所述第二座体连接配合 ；上部与下部之 间沿径 向向外延伸形成与吸杆连接端

相抵接 的定位 凸缘 ，该定位 凸缘 同时用于与所述第二座体 的端面相抵接 限位 ；所述下部 的 内

壁上形成一卡环用于安装所述第一极柱 ，第一极柱利用所述第一绝缘套 固定于该卡环 内，第

一极柱 的中部设有轴 向贯通 的通气孔 。

[0015] 进 一步地 ，下部靠近所述定位 凸缘 处设于环形进气槽 ，环形进气槽 内设有沿径 向贯

通 的进气孔 。

[0016] 进 一步地 ，所述 吸杆 内设有烟液杯和雾化器 ，而 电源杆 内部设有 蓄 电池 ；所述第一

连接器 的第一 电极和第二 电极分别与雾化器 的正负极对应连接 ；所述第二连接器 的第一 电极

和第二 电极分别与蓄 电池 的正负极对应连接 。

[0017] 采 用 上述技术 方案后 ，本发 明创造 的磁力连接 电子烟 具有如下有 益效果 ：首先 ，吸



杆的第一连接器内设有组装形成一体的第一极柱组件，电源杆的第二连接器内设有组装形成

一体的第二极柱组件，第一连接器和第二连接器作为一个整体使得电子烟在整体组装和拆卸

时其零部件相对较少，使得电子烟的组装和拆卸过程方便快捷。其次，第一座体的下部插入

所述第二座体的通孔内并与所述永磁体相距适当距离，第一座体和永磁体之间存在间隙确保

第一连接器与第二连接器相互吸附紧贴，以便保证电路导通且吸杆与电源杆之间相互吸附连

接，吸杆和电源杆之间连接后无间隙，使得电子烟更为美观，且由于第一座体和永磁体之间

存在间隙而便于内部空气流通。再者，电子烟内部形成独特的空气通道，电子烟和外部的空

气流通顺畅。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创造实施例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附图说明

[0019] 图 1是本发明创造实施例电子烟的主视图。

[0020] 图 2 是本发明创造实施例电子烟的剖视图。

[0021] 图 3 是本发明创造实施例电子烟的吸杆的剖视图。

[0022] 图 4 是本发明创造实施例电子烟的电源杆的剖视图。

[0023] 图 5 是本发明创造实施例电子烟的第二极柱组件的立体图。

[0024] 图 6 是本发明创造实施例电子烟的第二极柱组件的剖视图。

[0025] 图 7 是本发明创造实施例电子烟的第一座体的剖视图。

[0026] 图 8 是本发明创造实施例电子烟的第二座体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

结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8] 如图 1 至 8 所示，本发明创造实施例提供一种磁力连接电子烟 100，该磁力连接电子

烟 100 包括吸杆 90 和电源杆 91，所述吸杆 90 的与电源杆 91 对接的连接端设有第一连接器

5，所述电源杆 91 的与吸杆 90 对接的连接端设有第二连接器 6 , 所述吸杆 90 和电源杆 91

之间通过磁力吸附而相互连接成一体，本实施例中以图 1所示的方向为准。

[0029] 如图 2 至 3 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电子烟吸杆 90 包括呈中通的筒体结构的吸筒

1、雾化装置 2、烟液杯 3、吸嘴盖 4 及用于与电源杆 91 相连接的第一连接器 5。 所述吸嘴

盖 4 和第一连接器 5 分别安装于吸筒 1 的两端，雾化装置 2 和烟液杯 3 位于吸筒 1 内。

[0030] 所述第一连接器 5 包括第一座体 5、第一极柱 53 及第一绝缘套 54，所述第一极柱 53

中部设有通气孔。第一极柱 53 套设固定于所述第一绝缘套 54 内，第一极柱 53 借助于第一



绝缘套 54 插置于第一座体 51 的中部 ，第一极柱 52 和所述第一绝缘套 53 组成第一极柱组

件 。本实施 中，所述第一座体 5 和所述第一极柱 53 分别作为第一连接器 5 的第一 电极 （如

负 电极 ）和第二 电极 （如正 电极 ）。

[0031] 如 图 3 及 图 7 所示 ，所述第一座体 51 位于所述吸筒 1 的第二端 ，其形状与吸筒 1 相

适应 ，采用可被磁铁吸附的磁性材质例如铁质材料制成 ，其插入吸筒 1 内与所述杯座 31 相

抵接 。第一座体 51 大致呈 中通 的圆筒体 ，其包括 圆筒形 的上部 511 和 圆筒形 的下部 512 ，

上部 511 用于与吸筒 1 连接配合 ，下部 512 用于与 电源杆 91 连接配合 ；上部 511 与下部

512 之 间的筒体 圆周上形成定位 凸缘 553 ，该定位 凸缘 553 同时用于与所述 电源杆 91 相抵接

限位 ；下部 512 内壁上形成一卡环 554 用于安装所述第一级柱组件 。所述下部 512 上靠近所

述定位 凸缘 553 处还 设有环形进气槽 515 ，环 形进气槽 515 上 设有沿径 向贯通 的进气 孔

516 。

[0032] 所述雾化装置 2 包括雾化器 21、雾化器控制线路板 22 及用于容置和 固定该雾化器控

制线路板 22 的线路板 固定座 23，本实施例 中，雾化器 21 设于吸筒 1 内，而雾化器控制线

路板 22 和线路板 固定座 23 设于所述 电源杆 91 内，雾化器控制线路板 22 上设有微型气动开

关 以控制 电路导通而使雾化器 21 启动工作 。

[0033] 如 图 3 所示 ，所述雾化器 21 用于将烟液雾化转变成烟雾 ，其包括 电热丝 211 及用于

吸收烟液和支撑该 电热丝 211 的纤维件 212 ，所述 电热丝 211 缠绕于所述纤维件 212 上 ，纤

维件 212 能像海绵一样能吸水和蓄水 ，可 由玻璃纤维或具有吸液和 隔液性能的材质如棉质材

料制成 。本实例 中，该纤维件 212 容置 固定于所述烟液杯 3 内，电热丝 211 的两端穿出烟液

杯 3 再与所述 电源杆 91 内的正 电极和负 电极 电连接 。

[0034] 如 图 3 所示 ，本实施例 中，所述烟液杯 3 包括杯座 31、吸嘴盖 4、导管 35、储液部

件 37、渗透部件 38 及用于防止所述雾化器 21 沿轴 向位移 的定位管 39。其 中，杯座 31 和吸

嘴盖 33 二者相对且 间隔一定距离地 固定于吸筒 1 内壁 ；导管 35 固定于杯座 31 和吸嘴盖 4

之 间；储液部件 37 固定于导管 35 外且位于杯座 31 和吸嘴盖 4 之 间。为增加储液部件 37 的

使用寿命和耐热性能，储液部件 37 的内部还套设有所述渗透部件 38，该渗透部件 38 亦能

像海绵一样 能吸水和蓄水 ，其采用耐高温 的且具有吸液和 隔液性能的材质制成 ，该渗透部件

38 套设于所述导管 35 外侧壁和储液部件 37 内侧壁之 间。定位管 39 套设于导管 35 外壁上

且与所述雾化器 21 相抵接 。

[0035] 如 图 8 所示 ，本 实施例 中，所述杯座 31 呈 圆筒形 的杯体 ，包括环形侧壁 、圆形杯

底 、 自杯底 中部沿轴 向方 向延伸 的定位柱 。其 中环形侧壁与定位本柱之 间限定一环形 内腔 ；



沿轴向贯通定位柱和杯底形成杯座通气孔；杯底内设贯通的两个供电热丝 211 穿透的穿线孔

( 图中未示）。所述侧壁外设有用于与吸筒 1 涨紧配合的涨紧圈，杯座利用其侧壁及涨紧圈

涨紧固定于所述吸筒 1 的内壁。

[0036] 所述吸嘴盖 4 可采用硅胶材质制成，其形状和尺寸与所述吸筒 1 的内壁相适配。本

实施例中，其呈圆筒形的罩体，包括由外环形侧壁、顶壁、自顶壁中部沿轴向方向延伸形成

定位柱，定位柱与侧壁共同限定一环形内腔。吸嘴盖 4 还包括沿轴向贯通定位柱和顶壁的吸

嘴盖通气孔、沿径向向外延伸的与所述吸筒 1 的第一端相适配的定位台阶。吸嘴盖 4 的外径

略大于吸筒 1 的内径，吸嘴盖 4 利用侧壁涨紧固定于所述吸筒 1 的内壁。当烟液杯 3 内的烟

液用完时，拔出吸嘴盖 4 即可往烟液杯 3 内继续添加烟液。所述吸嘴盖 4 的定位柱与所述杯

座的定位柱相对应，分别固定导管 35 两端。所述吸嘴盖 4 的环形内腔与杯座 31 的环形内腔

相对应，分别容置所述储液部件 37 两端。

[0037] 所述导管 35 ( 见图 3 ) 用于支撑所述储液部件 37 和渗透部件 38、同时用于控制烟液

杯 3 的高度和支撑所述纤维件 212，还用作烟液被所述雾化器 2 雾化后所产生的烟雾通至吸

筒 1 外部的通道。本实例中，导管 35 为具有中通孔的空心圆管，可采用塑胶或纤维材质制

成，例如玻纤管，其包括顶部和底部，其顶部套设于所述吸嘴盖 4 的定位柱 41 上并与其周

圈密封连接，而其底部套设于所述杯座 31 的定位柱上并与其周圈密封连接。导管 35 开设有

贯通其管壁的卡槽 351，用于支撑和固定所述纤维件 212，所述纤维件 212 横跨导管 35 内两

端分别穿过卡槽 351 并与储液部件 37 相抵接以吸收烟液供所述电热丝 211 雾化。

[0038] 所述储液部件 37 用于吸收并储存注入到烟液杯 3 内的烟液以便于雾化器 2 后续将烟

液雾化，其能像海绵一样能吸水和蓄水，可采用具有吸液和隔液性能的材质如棉质材料制

成。储液部件 37 为中通的筒体结构，其套设于所述导管 35 的外侧并与导管 35 的外壁相互

涨紧而支撑，其两端分别插入所述杯座 31 的环形内腔与吸嘴盖 4 的环形内腔内。储液部件

37 的侧壁与所述纤维件 212 相抵接，烟液从所述储液部件 37 渗透至所述纤维件 212 内被吸

收后由电热丝 211 将其蒸发变成烟雾。

[0039] 所述定位管 39 用于限定所述雾化器 21 在所述导管 35 上的位置，定位管 39 为与所

述导管 35 相适配的绝缘空心圆管，可采用塑胶或纤维材质制成，例如玻纤管，定位管 39 套

设于所述导管 35 的外壁上，定位管 39 与导管 35 为过盈配合，定位管 39 的底端与所述雾化

器 21 相抵接以防止雾化器 21 沿导管 35 轴向发生移动。

[0040] 如图 2 及图 4 所示，所述电源杆 91 整体呈筒状，其包括套筒 25，套筒 25 上与所述

吸杆 90 相连接的一端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器 5 相连接的第二连接器 6，套筒 25 内部内部设



有蓄电池 28 等部件。电源杆 91 的另一端还设有封盖 26，封盖 26 上设有进气孔 261 。

[0041] 如图 4 及图 8 所示，所述第二连接器 6 包括第二座体 61、设于第二座体 61 内的第二

极柱组件 62 及永磁体 63。第二极柱组件 62 插入第二座体 61 内抵接于所述永磁体 63 上而

将永磁体 63 固定于第二座体 61 内。

[0042] 如图 8 所示，所述第二座体 61 大致呈中通的圆筒体，其 内部设有轴 向贯通的通孔

611，该通孔 611 的内壁上形成一定位台阶 613 将通孔 611 分割位直径较小的通孔上部和直

径较大的通孔下部组成，该定位台阶 613 用于定位所述永磁体 63，所述第二极柱组件 62 插

入第二座体 6 的通孔下部内并抵接于永磁体 63 的一端，使永磁体 63 的另一端抵接于所述定

位台阶 613 上而将永磁体 63 固定于下部内；所述通孔上部与第一座体 51 的下部 512 相适

配，便于第一座体 51 插入连接。所述第二连接器 6 的端部侧壁上沿径 向向外延伸形成用于

与所述套筒 25 相适配的定位凸缘 614 ，该定位凸缘 614 上设有沿径 向贯通的进气孔 615 。

[0043] 如图 4 至图 6 所示，所述第二级柱组件 62 包括绝缘套座体 620 、设于绝缘套座体

620 中部的第二极柱 622 、套设于第二极柱 622 上的弹簧 624 以及设于所述绝缘套座体 620

和第二极柱 622 之间的第二绝缘套 624 。由所述绝缘套座体 620 、第二极柱 622 、第二绝缘

套 624 及所述弹簧 626 组成第二极柱 62 组件，其组装后作为一个整体，方便 电子烟的组装

和拆卸，使 电子烟的组装和拆卸简便快捷。

[0044] 所述绝缘套座体 620 大致呈杯体形状，其采用绝缘材质制成，包括侧壁 6201 、底壁

6202 及 由底壁 6202 沿轴 向向外延伸的以方便焊接的凸缘 6203 ，所述侧壁 6201 和底壁 6202

合围形成用于容置所述第二极柱 622 的内腔 6204 ，所述底壁 6202 上还设有供所述第二极柱

622 伸出的第一极柱孔 6205 。所述第二极柱 622 穿设于第二绝缘套 624 中，其一端伸出用于

与外部连接器上对应极柱相抵接，第二极柱 622 靠绝缘套座体 620 内部的一端还设有挡圈

6220 ，且在第二极柱 622 靠绝缘套座体 620 内部的一端还套有弹簧 626 ，弹簧 626 的两端分

别抵于挡圈 6220 和绝缘套座体 620 的底壁上，由弹簧 626 将第二极柱 622 保持于伸出状

态。所述第二绝缘套 624 亦大致呈杯体形状，其包括侧壁 6241 、底壁 6242 、由侧壁 6241 沿

径 向向外延伸而成的定位凸缘 6243 及 由底壁 6243 沿轴 向向外延伸的引导部 6244 ，所述侧

壁 6241 和底壁 6242 合围形成用于容置所述第二极柱 622 的内腔 6245 ，所述引导部 6244 的

中部还设有沿轴 向贯通引导部 6244 且与所述 内腔 6245 相贯通的第二极柱孔 6246 。所述第

二绝缘套 624 利用所述本体 6241 的侧壁涨紧固定于所述绝缘套座体 620 的第一内腔 6204 的

侧壁上并利用所述定位凸缘 6243 与所述绝缘套座体 620 的第一内腔 6204 的开口端端面相抵

接而进行轴 向定位 。所述第二极柱 622 的一端穿过所述第二极柱孔 6246 伸出所述引导部



6244 外部，所述第二极柱 622 的挡圈 6220 由于弹簧 626 的作用力而始终抵接于第二绝缘套

的底壁 6242 上，所述第二极柱 622 的另一端穿过所述第一极柱孔 6205 伸出所述绝缘套座体

620 的底壁外部。

[0045] 如图 4 所示，所述永磁体 63 为圆环体结构，该永磁体 63 内设有中通孔 （图中未标

号）供所述第二极柱 622 穿过，永磁体 63 固定于所述第二连接器 6 内。

[0046] 所述第一座体 5 整体或局部形成第一磁吸部，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座体 5 整体作为

第一磁吸部。所述第二座体 61 整体或局部形成可与第一磁吸部对应磁性吸附的第二磁吸

部。为便于在电源杆 91 上的第二座体 61 与所述吸杆 90 的第一座体 51 对接时更好地定位和

固定，第一座体 51 可采用可导电的磁铁或磁性材料制成，所述磁性材料可采用铁质材料，

从而由第一座体 51 构成一第一磁吸部，也可以是在第一座体 51 上设置由可导电的磁铁或磁

性材料制成的独立结构件来构成所述第一磁吸部；或者所述第一磁吸部的一部分由可导电材

料制成。而相应地，第二座体 61 也可以采用可导电的磁铁或磁性材料制成，从而由第二连

座体 61 整体构成可与第一座体 51 上的第一磁吸部对应磁性吸附的第二磁吸部，也可以是在

第二座体 61 内设置 由可导电的磁铁或磁性材料制成的独立的结构件来构成所述第二磁吸

部，或者所述第二磁吸部的一部分由可导电材料制成。在本实施例中，即采用了独立设计的

磁铁或磁性材料制成的永磁体 63 来作为第二磁吸部。因此，第一磁吸部与第二磁吸部的匹

配关系可以是磁铁与磁铁、磁铁与磁性材料或磁性材料与磁铁。

[0047] 如图 2 所示，当吸杆 90 的第一连接器 5 插入电源杆 91 的第二连接器 6 中并插入到

位后，此时，第一座体 51 的下部 512 插入第二座体 61 的通孔 611 内，而第二连接器 6 的第

二极柱 622 受第一连接器 5 的第一极柱 53 的端面的抵顶而克服弹簧 626 的弹力稍微回縮并

在弹簧 626 的作用下紧抵于第一极柱 53 上，确保第一极柱 53 和第二极柱 622 接触 良好；并

且，第一座体 5 的下部 512 与永磁体 63 之间留出间隙而并不抵接，确保第一连接器 5 与第

二连接器 6 相互吸附紧贴，以便保证电路导通且吸杆 90 与电源杆 91 之间相互吸附连接而无

间隙，这样可以确保第一连接器 5 与第二连接器 6 接触 良好，由此即实现吸杆 90 的电路与

电源杆 91 内部电路的对应连通，而从外观上，吸杆 90 和电源杆 91 之间不存在间隙使得电

子烟更为美观。

[0048] 此外，如图 2 至图 4 所示，外部空气从所述电源杆底部的封盖 26 上的进气孔 261

进入电源杆 91 内，经第二极柱 622 的中部的通孔和第一极柱 53 的中部的通孔进入吸杆 90

内，或者，外部空气从电源杆 91 的所述第二连接器 6 上的进气孔 615 进入所述吸杆 90 的第

一连接器 5 的环形进气槽 515 上的进气孔 516 进入吸杆 90 内，再依次经所述烟液杯 3 的杯



座 31 的通气孔、导管 35 的中通孔和吸嘴盖 4 的通气孔流出吸杆 90 夕卜，使得电子烟内部形

成独特的空气通道，电子烟和外部的空气流通顺畅。当然，外部空气也可以直接从吸嘴盖 4

上的通气孔进入吸杆 90 内到达所述导管 35 内。

[0049] 本发明创造在上述实施方式基础上做适当改进和修改，例如：第一连接器 5 和第二

连接器 6 的位置可以互换；其它部件做出相应调整即可。

[0050]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创造的具体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

也应视为本发明创造的保护。



权 利 要 求 书

1. 一种磁力连接 电子烟 ，包括 吸杆和 电源杆 ，其 中，所述吸杆 的与 电源杆对接 的连接端设

有第一连接器 ，所述第一连接器包括分别作为第一连接器第一 电极和第二 电极 的第一座体 以

及第一极柱 ，所述第一座体整体或局部形成第一磁吸部；所述 电源杆 的与吸杆对接 的连接端

设有第二连接器 ，所述第二连接器包括作为第二连接器第一 电极和第 电极的第二座体 以及第

二极柱 ，所述第二座体整体或局部形成可与第一磁吸部对应磁性吸附的第二磁吸部；所述第

一磁吸部与第二磁吸部相互磁性吸附使第一座体和第二座体相抵接且第一极柱和第二极柱相

抵接 。

2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磁力连接 电子烟 ，其 中，所述第一连接器还包括用于隔离第一座体

和第一极柱 的第一绝缘套 ，所述第一座体呈筒状 ，第一极柱借助于第一绝缘套插置于第一座

体 中部；所述第二连接器还包括用于隔离第二座体和第二极柱 的第二绝缘套 ，所述第二座体

呈筒状 ，所述第二极柱借助于第二绝缘套插置于第二座体 中部 。

3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磁力连接 电子烟 ，其 中，所述第二极柱穿设于第二绝缘套 中，第二绝

缘套 固定于一绝缘套支座 内并利用该绝缘套支座插置于所述第二座体 中部，第二极柱靠绝缘

套支座 内部 的一端设有挡 圈，且第二极柱 的靠绝缘套支座 内部的一端上套有弹簧 ，所述弹簧

的两端分别抵于挡 圈和绝缘套支座 内端壁上而将第二极柱保持于伸 出状态 ；第二极柱 的下部

伸 出第二座体 的底壁外 ，第二极柱 的中部设有沿轴 向贯通 的通气孔 。

4 .如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磁力连接 电子烟 ，其 中，所述绝缘套支座呈杯体形状 ，其包括侧壁 、

底壁及 由底壁沿轴 向向外延伸 的凸缘 ，所述侧壁和底壁合 围形成用于容置所述第二极柱 的第

一内腔 ，所述底壁上还设有供所述第二极柱伸 出的第一极柱孔 。

5 .如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磁力连接 电子烟 ，其 中，所述第二绝缘套呈杯体形状 ，其包括侧壁和

底壁 ，所述侧壁和底壁合 围形成用于容置所述第二极柱 的第二 内腔 。

6 .如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磁力连接 电子烟 ，其 中，所述第二绝缘套还包括 由侧壁沿径 向向外延

伸而成 的定位 凸缘及 由底壁沿轴 向向外延伸 的引导部，所述引导部的中部还设有沿轴 向贯通

引导部且与所述第二 内腔相贯通 的第二极柱孔；所述第二绝缘套利用其侧壁涨紧固定于所述

绝缘套座体 的第一 内腔 的侧壁上并 由所述定位 凸缘与所述绝缘套支座 的第一 内腔 的开 口端端

面相抵接而轴 向定位 。

7 .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磁力连接 电子烟 ，其 中，所述第一磁吸部整体采用可导 电的磁铁或

磁性材料制成 ，或者所述第一磁吸部的一部分 由可导 电材料制成 ；所述第二磁吸部采用可导

电的磁铁或磁性材料制成 ，或者所述第二磁吸部的一部分 由可导 电材料制成形成 。



8.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磁力连接 电子烟 ，其 中，所述第二座体 内设有用于与所述第一座体

相插接 的通孔，所述第二磁吸部为一永磁体 ，该永磁体 固定于该通孔 内，所述第一座体 的一

端插入第二座体 内且与所述永磁体相距预定距离 。

9 . 如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磁力连接 电子烟 ，其 中，所述第二座体 的通孔为沿轴 向贯通 的通

孔，该通孔 的内壁上间形成一定位 台阶，所述第二极柱插入第二座体 内抵接于所述永磁体 的

一端 以使永磁体 的另一端抵接于所述定位 台阶上而将永磁体 固定于所述第二座体 的通孔 内。

10. 如权利要求 9 所述 的磁力连接 电子烟 ，其 中，所述第二座体 的形状与所述 电源杆连接端

的内壁相适配 ，其呈筒体结构，其利用外壁涨紧固定于所述 电源杆连接端 的内壁上；所述第

二座体 的端部侧壁上沿径 向向外延伸形成用于与所述 电源杆连接端相适配 的定位 凸缘 ，该定

位 凸缘上设有沿径 向贯通 的进气孔 。

11. 如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磁力连接 电子烟 ，其 中，所述第一座体包括 圆筒形的上部和下部，

上部用于与吸杆连接端连接配合 ，下部用于与所述第二座体连接配合 ；上部与下部之 间沿径

向向外延伸形成与吸杆连接端相抵接 的定位 凸缘 ，该定位 凸缘 同时用于与所述第二座体 的端

面相抵接 限位 ；所述下部的内壁上形成一卡环用于安装所述第一极柱 ，第一极柱利用所述第

一绝缘套 固定于该卡环 内，第一极柱 的中部设有轴 向贯通 的通气孔 。

12. 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 的磁力连接 电子烟 ，其 中，下部靠近所述定位 凸缘处设于环形进气

槽 ，环形进气槽 内设有沿径 向贯通 的进气孔 。

13.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磁力连接 电子烟 ，其 中，所述吸杆 内设有烟液杯和雾化器 ，而 电源

杆 内部设有蓄 电池 ；所述第一连接器 的第一 电极和第二 电极分别与雾化器 的正负极对应连

接 ；所述第二连接器 的第一 电极和第二 电极分别与蓄 电池 的正负极对应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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