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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Title: ELECTRONIC CIGARETTE

圍 (54) 发明名称 ：一种 电子烟

(57) Abstract: A n electronic cigarette comprises an atomizer
(1), a battery rod (2), and a connecting piece (3) used for
connecting the battery rod (2) and the atomizer (1). A first
connector (4) i s disposed at one end towards the connecting
piece (3), of the atomizer (1) or the battery rod (2) in a pro
truding manner. A second connector ( 1) sleeved with the
first connector (4) i s disposed on the connecting piece (3).
The electronic cigarette can prevent a device disposed in the
atomizer (1) or the battery rod (2) fi"om being exposed,
thereby avoiding a hidden danger about security.

(57) 摘要：一种 电子烟 ，包括雾化器 （1) 、 电池杆
( 2 ) 以及用于连接所述 电池杆 （2 ) 和所述雾化器
( 1 ) 的连接件 （3 ) ，所述雾化器 （1 ) 或者所述
电池杆 （2 ) 的朝 向所述连接件 （3 ) 的一端 凸出设
有第一连接头 （4 ) ，所述连接件 ( 3 ) 上设有与所
述第一连接头 （4 ) 套接 的第 二连接头 （3 1 ) 。该
电子烟可 防止置于雾化器 （1 ) 或者 电池杆 （2 ) 内
部的器件外露 ，避免安全 隐患 。



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一种电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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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技术 中的电子烟 ，其用于连接雾化器 以及 电池杆 的连接件与插入到 电池杆

的保护套或者雾化器 的保护套中的插入件是一体成型 的，之后通过螺纹旋合 的

方式使连接部与保护套相连。插入件 以及连接部一体成型 ，在 电子烟受到径 向

的弯折力的作用吋 ，首先是插入件从 电池杆保护套或者是雾化器 的保护套中脱

离 ，则会造成置于电池杆或者雾化器 内部 的部件外露 ，寿命降低 、使用不方便

且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具体如 图1、图2所示 ，图1示 出了现有技术 中连接部与电

池杆或者雾化器 的结构示意 图。现有技术 中的电子烟 ，包括雾化器 1、电池杆2

以及用于连接 电池杆2以及雾化器 1的连接件3。雾化器 1具有第一套筒 11，与电

池杆2具有第二套筒 2 1，以及分别嵌置于第一套筒 11以及第二套套筒朝 向连接件

3—端 的第一插入件 12以及第二插入件22，连接件 3与第一插入件 12或者第二插

入件22—体成型。

[3] 当连接件3与第一插入件 12—体成型吋 ，连接件通过螺纹旋合 的方式与第二插

入件22连接。当连接件3与第二插入件22—体成型吋 ，连接件3同样通过螺纹旋

合 的方式与第一插入件 12连接。第一插入件 12以及第二插入件22分别与第一套

筒 11以及第二套筒 2 1过盈配合。

[4] 在 电子烟受到径 向弯折力的同吋 ，由于螺纹连接 的强度大于第一插入件 12与第

一套筒 11连接 的强度 以及第二插入件22与第二套筒 2 1连接 的强度 ，则第一插入

件 12或者第二插入件22从各 自相应 的套筒 中脱离 ，从而使置于雾化器 1或者 电池

杆2内部 的结构外露 ，产生安全隐患。

发 明 内容

[5] 本 发明要解决 的技术 问题在于 ，针对现有技术 的在 电子烟受到径 向的弯折力的

作用吋 ，会造成 电池杆或者雾化器 内部 的部件外露 ，存在安全隐患的缺陷 ，提



供一种在受到径向弯折力的作用吋防止电池杆或者雾化器内部的部件外露的电

子烟。

[6] 本发明提供一种电子烟，包括雾化器、电池杆以及用于连接所述电池杆以及所

述雾化器的连接件，所述雾化器或者所述电池杆的朝向所述连接件的一端凸出

设有第一连接头，所述连接件上设有与所述第一连接头套接的第二连接头。

[7] 所述连接件还包括与所述第二连接头同轴设置的连接部，所述连接部上设有外

螺纹。

[8] 所述雾化器以及所述电池杆分别包括第一套筒以及嵌置于第一套筒的朝向连接

件一端的第一插入件；所述电池杆包括第二套筒以及嵌置于所述第二套筒的朝

向所述第二套筒的朝向所述连接件一端的第二插入件。

[9] 所述第一连接头与所述第一插入件一体成型，所述第二插入件上设有内螺纹，

所述连接部以及所述第二插入件通过螺纹旋合的方式连接。

[10] 所述第一连接头与所述第二插入件一体成型，所述第一插入件上设有内螺纹，

所述连接部以及所述第一插入件通过螺纹旋合的方式连接。

[11] 所述第一连接头呈圆筒状或者沿朝向所述第一连接头自由端方向直径逐渐减小

的锥筒状，所述第二连接头具有与所述第一连接头外形相适应的孔，所述第一

连接头与所述第二连接头通过过盈配合的方式连接。

[12] 所述第二连接头呈圆筒状或者沿朝向所述第二连接头自由端方向直径逐渐减小

的锥筒状，所述第一连接头具有与所述第二连接头外形相适应的孔，所述第一

连接头与所述第二连接头通过过盈配合的方式连接。

[13] 所述第一连接头与所述第二连接头套接部分沿所述电子烟轴向的长度的范围为

3mm〜7mm 。

[14] 所述第一插入件与所述第一套筒通过过盈配合的方式连接；所述第二插入件与

所述第二套筒通过过盈配合的方式连接。

[15] 所述第一插入件嵌置于所述第一套筒的深度，以及所述第二插入件嵌置于所述

第二套筒的深度分别为5mm〜20mm 。

[16] 实施本发明的电子烟，具有以下有益效果：通过将第一连接头以及第二连接头

套接，即则使得在径向折弯力的作用下可以使第一连接头以及第二连接头脱离



连接，且根据力学原理，在受到径向弯折力吋，第一连接头以及第二连接头脱

离连接会早于第一插入件与第一套筒的连接，或者是第二插入件与第二套筒的

连接，则防止了雾化器以及电池杆内部的部件外露的情况，使得对电子烟的使

用更安全。

附图说明

[1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说明，其中：

[18] 图1是现有技术的电子烟的连接部的结构示意图；

[19] 图2是图1中A部的放大图；

[20] 图3是本发明的电子烟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21] 图4是图3中B部的放大图；

[22] 图5是本发明的电子烟的第一连接头与第一插入件一体成型且第一连接头套置

于第二连接头上的结构示意图；

[23] 图6是本发明的电子烟的第一连接头与第一插入件一体成型且第二连接头套置

于第一连接头上的结构示意图 。

具体实施方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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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如图3、图4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电子烟，包括雾化器 1、电池杆2以及用于连

接电池杆2以及雾化器 1的连接件3，雾化器 1或者电池杆2的朝向连接件3的一端

凸出设有第一连接头4，连接件3上设有与第一连接头4套接的第二连接头31。

[26] 通过将第一连接头4以及第二连接头3 1套接，则使得在径向折弯力的作用下可

以使第一连接头4以及第二连接头3 1脱离连接。

[27] 连接件3还包括与第二连接头3 1同轴设置的连接部32，连接部32上设有外螺纹

。雾化器 1包括第一套筒 11以及嵌置于第一套筒 11朝向连接件3— 端的第一插入

件 12，电池杆2包括第二套筒2 1以及嵌置于第二套筒2 1朝向连接件3—端的第二

插入件22。

[28] 第一插入件 12与第一套筒 11通过过盈配合的方式连接；第二插入件22与第二套

筒2 1通过过盈配合的方式进行连接。



[29] 本发明中，连接部32可以通过与第一插入件 12或者第二插入件22的旋合的实现

雾化器 1与电池杆2的连接。

[30] 当连接部32与第二插入件22旋合吋，即第一连接头4与第一插入件 12—体成型

，第二插入件22上设有内螺纹，连接部32以及第二插入件22通过螺纹旋合的方

式连接，从而实现雾化器 1以及电池杆2的连接。

[31] 当连接部32与第一插入件 12旋合吋，即第一连接头4与第二插入件22—体成型

，第一插入件 12上设有内螺纹，连接部32以及第一插入件 12通过螺纹旋合的方

式连接，从而实现雾化器 1以及电池杆2的连接 （图3、图4、图5、图6中仅仅示

出了第一连接头与第一插入件一体成型的情况）。

[32] 可以理解的是，上述的连接部32与第一插入件 12或者连接部32与第二插入件22

的连接方式并不限定于螺纹连接，还可以通过卡合的方式进行连接。

[33] 如图5、图6所示，第一连接头4与第二连接头3 1连接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第

一连接头4套置于第二连接头3 1的外部，另一种是第二连接头31套置于第一连接

头4的外部。

[34] 当第一连接头4套置于第二连接头3 1的外部吋，第二连接头3 1呈圆筒状或者沿

朝向第二连接头3 1自由端方向直径逐渐减小的锥筒状，第一连接头4具有与第二

连接头3 1外形相适应的孔，第一连接头4与第二连接头3 1通过过盈配合的方式连

接 （可以理解的是，第二连接头3 1自由端方向为远离连接部32的方向）。

当第二连接头3 1套置于第一连接头4的外部吋，第一连接头4呈圆筒状或者沿朝

向第一连接头4 自由端方向直径逐渐减小的锥筒状 （未在图中示出），第二连接

头3 1具有与第一连接头4外形相适应的孔，第一连接头4与第二连接头3 1通过过

盈配合的方式连接 （可以理解的是，第一连接头4 自由端的方向为朝向连接件3

的方向）。

同样，由于从力学角度进行分析，在受到径向弯折力的作用吋，首先电子烟会

从第一插入件 12以及第二插入件22的贴合面出裂开，而不是从第一插入件 12或

者第二插入件22与各 自的套筒的结合处裂开。再者，可以理解的是，当从第一

插入件 12以及第二插入件22的贴合面处裂开吋，由于与连接部32与第一插入件 1

2或者第二插入件22是通过螺纹或者是通过卡合的方式进行连接的，其连接强度



大于第一连接头4以及第二连接头3 1的过盈配合的强度，第一连接头4以及第二

连接头3 1会先脱离连接。

[37] 具体的，第一连接头4与第二连接头3 1套接部分沿电子烟轴向的长度的范围为3

mm〜7mm 。 可以理解的是，当第一连接头4以及第二连接头3 1套接的部分在轴

向上的长度过小，则在较小弯折力的作用下，第一连接头4即可以与第二连接头

3 1分离，使用不方便。若当第一连接头4以及第二连接头3 1套接的部分在轴向上

的长度过大，则在较大折弯力的作用下，虽然首先从第一插入件 12以及第二插

入件22的结合面裂开，但是由于第一连接头4以及第二连接头3 1套接的部分在轴

向上的长度过大，不能进一步的使第一连接头4以及第二连接头3 1分离，此吋可

能会使第一插入件 12或者是第二插入件22与各 自的套筒先脱离连接，从而使置

于雾化器 1或者是电池杆2内部的器件外露，则存在安全隐患，或者即使是先使

第一连接头4或者是第二连接头3 1脱离连接，也会因为套接长度过长而对第一连

接头4或者第二连接头3 1造成一定的损坏。

[38] 同吋，优选的，第一插入件 12嵌置于第一套筒 11的深度，以及第二插入件22嵌

置于第二套筒2 1的深度为5mm 〜20mm 。这样既能保持第一连接头4与第二连接

头3 1的脱离优先于第一插入件 12与第一套筒 11的脱离或者第二插入件22与第二

套筒2 1的脱离，也能够防止因插入件的长度过长而导致成本和体积的增加。

[39] 虽然本发明是通过具体实施例进行说明的，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明白，在不脱

离本发明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变换及等同替代。另外，针

对特定情形或材料，可以对本发明做各种修改，而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因此

，本发明不局限于所公开的具体实施例，而应当包括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范围

内的全部实施方式。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 电子烟 ，包括雾化器 （1 ) 、电池杆 （2) 以及用于连接所述

电池杆 （2) 和所述雾化器 （1 ) 的连接件 （3) ，其特征在于 ，

所述雾化器或者所述 电池杆 （2) 的朝 向所述连接件 （3) 的一端

凸出设有第一连接头 (4) ，所述连接件 （3) 上设有与所述第一

连接头 （4 ) 套接 的第二连接头 （3 1) 。

[权利要求 2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电子烟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接件 （3) 还

包括与所述第二连接头 （3 1) 同轴设置 的连接部 （32) ，所述连

接部 （32) 上设有外螺纹。

[权利要求 3 ] 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 的电子烟 ，其特征在于 ， 所述雾化器 （1 ) 包

括第一套筒 （1 1) 以及嵌置于所述第一套筒 （1 1) 朝 向所述连接

件 （3) —端 的第一插入件 （12) ；所述 电池杆 （2) 包括第二套

筒 （21 ) 以及嵌置于所述第二套筒 （21 ) 的朝 向所述连接件 （3)

一端 的第二插入件 （22) 。

[权利要求 4 ] 根据权利要求 3所述 的电子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连接头 （4

) 与所述第一插入件 （12) —体成型 ，所述第二插入件 （22) 上

设有 内螺纹 ，所述连接部 （32) 以及所述第二插入件 （22) 通过

螺纹旋合 的方式连接。

[权利要求 5 ] 根据权利要求 3所述 的电子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连接头 （4

) 与所述第二插入件 （22) —体成型 ，所述第一插入件 （12) 上

设有 内螺纹 ，所述连接部 （32) 以及所述第一插入件 （12) 通过

螺纹旋合 的方式连接。

[权利要求 6 ] 根据权利要求 4或 5任一项所述 的电子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

连接头 （4) 呈圆筒状或者沿朝 向所述第一连接头 （4) 自由端方

向直径逐渐减小 的锥筒状 ，所述第二连接头 （3 1) 具有与所述第

一 连接头 （4) 外形相适应 的孔 ，所述第一连接头 （4) 与所述第

二连接头 （3 1) 通过过盈配合 的方式连接。

[权利要求 7 ] 根据权利要求 4或 5任一项所述 的电子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



连接头 （3 1) 呈圆筒状或者沿朝向所述第二连接头 （3 1) 自由端

方向直径逐渐减小的锥筒状，所述第一连接头 （4) 具有与所述第

二连接头 （3 1) 外形相适应的孔，所述第一连接头 （4) 与所述第

二连接头 （3 1) 通过过盈配合的方式连接。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头 （4

) 与所述第二连接头 （3 1) 套接部分沿所述电子烟轴向的长度的

范围为3 〜7mm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插入件 ( 12

) 与所述第一套筒 （1 1) 通过过盈配合的方式连接，所述第二插

入件 （22) 与所述第二套筒 （21 ) 通过过盈配合的方式连接。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电子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插入件 ( 12

) 嵌置于所述第一套筒 （1 1) 的深度、以及所述第二插入件 （22

) 嵌置于所述第二套筒 （21 ) 的深度分别为5〜20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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