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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Disclosed i s an electronic cigarette, comprising an atomiza
tion device (10) provided with a cigarette liquid cup ( 11), and a battery (20)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the atomization device (10). The cigarette liquid cup
( 11) i s provided with an inwardly concaved cavity ( 111), and the battery (20)
i s accommodated and fixed inside the cavity ( 111). By providing the battery
(20) of the electronic cigarette inside the atomization device (10), the overall
length of the electronic cigarette can be effectively reduced, making i t more
convenient to carry the electronic cigarette.

(57) 摘要：一种电子烟，包括设置有烟液杯 （11 ) 的雾化装置
( 10) ，以及与雾化装置 （10 ) 电连接的电池 （20 ) 。该烟液杯
( 11 ) 具有内凹的腔体 （111 ) ，电池 （20 ) 容置固定于该腔体
( 111 ) 内。该电子烟的电池 （20 ) 设置于雾化装置 （10 ) 内，
可有效减少电子烟的整体长度，使电子烟的携带更方便。



电子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创造涉及电子烟领域，尤其是一种电池设置于雾化装置内的电子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电子烟包括雾化装置及 电池，电池设置于雾化装置一端并与雾化装置电连接，

这样的结构致使烟体的整体长度较长，携带不方便。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 明创造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 电子烟，整体长度适中，携带方

便。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创造揭露一种 电子烟，包括设置有烟液杯的雾化装

置，以及与雾化装置电连接的电池，其中，所述烟液杯具有内凹的腔体，所述电池容置固定

于该腔体内。

[0005] 进一步地，所述烟液杯包括外杯体及内杯体，所述内杯体的第一端与外杯体密封连

接以与外杯体之间配合围设形成烟液储存空间，所述内杯体内部中空并构成用以容置所述电

池的腔体。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烟液杯的靠所述内杯体第二端的一侧设置有吸嘴，所述吸嘴中部开

设有连通气路以供烟雾吸出的吸气孔，所述雾化装置还包括设置于所述吸嘴与电池之间以将

烟液雾化成烟雾的雾化器。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雾化器包括 电热丝，所述 内杯体的第二端设置有 电连接 电热丝及电

池的第一电极组件，所述第一电极组件包括相互绝缘且分别与电热丝的两端相连以形成雾化

器正负极的第一座体及第一极柱。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电池外部套设有电池杆，所述 电池杆的与第一电极组件相抵接一端

设置有与第一电极组件匹配对接的第二电极组件，所述第二电极组件包括相互绝缘且分别对

应连接至电池正负极的第二座体及第二极柱。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电池杆与烟液杯设置为可拆式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烟液杯在与电池杆对接的位置设置有第一磁吸部，所述 电池杆对应

设有与第一磁吸部相互磁性吸附以使烟液杯与电池杆稳固对接的第二磁吸部。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座体采用可导电的磁铁或者磁性材料制成而构成第一磁吸部，或

者在第一电极组件上设置由磁铁或磁性材料制成的独立结构件构成所述第一磁吸部；所述第



二座体采用可导 电的磁铁或者磁性材料制成而构成第二磁 吸部 ，或者在第二 电极组件上设置

由磁铁或磁性材料制成 的独立结构件构成所述第二磁吸部 。

[0012] 进 一步地 ，所述 内杯体 的第 一端通 过一端 盖与外杯体密封连接 ，所述端 盖采用磁铁

或者磁性材料制成而构成第一磁 吸部 ，或者在端盖上设置 由磁铁或磁性材料制成 的独立结构

件构成所述第一磁吸部 ；所述 电池杆 的远离于所述雾化器 的一端设置有用 以封装 电池 的电池

盖 ，所述 电池盖采用磁铁或者磁性材料制成而构成第二磁 吸部 ，或者在 电池盖上设置 由磁铁

或磁性材料制成 的独立结构件构成所述第二磁吸部 。

[0013] 进 一步地 ，所述第二座体呈 中空 的管体 结构 ，其朝 向所述 电池一端设有用 以容置 固

定第二极柱 的极柱容置腔 ，所述第二极柱通过一绝缘套 固设于所述极柱容置腔 内。

[0014] 进 一步地 ，所述绝缘套包括相互对接 以配合 限定一 内腔 的第 一绝缘支座及第二绝缘

支座 ，所述第二极柱通过一设置于所述 内腔 内的压縮弹簧弹性设置于所述绝缘套 的中部 ，所

述第一绝缘支座与第二绝缘支座 的相对底壁上轴 向开设有 贯通所述 内腔 以供所述第二极柱 的

两端伸 出的第 一极柱孔及第 二极柱孔 ；所述第 二极柱 的位于所述 内腔 内的部位设置有 一挡

圈，所述压縮弹簧 的两端分别抵紧于所述挡 圈和第二绝缘支座 内壁上 ，以使所述第二极柱 的

朝 向所述第一 电极组件 的一端始终保持于伸 出状态 。

[0015] 进 一步地 ，所述雾化器通过一支撑件 固定于所述 吸嘴与第一座体之 间，所述支撑件

呈 中通 的管体结构 ，其 中部形成用于导通气路并容置 固定所述雾化器 的雾化腔 。

[0016] 进 一步地 ，所述雾化器还包括两端伸入烟液杯 内以吸收烟液 的导液杆 ，所述 电热丝

缠绕于所述 导液杆上 ，所述支撑件侧壁上对应开设有径 向贯通其侧壁 的以供所述导液杆穿设

的卡 口。

[0017] 进 一步地 ，所述第一座体朝 向所述支撑件 内部延伸形成与所述第 一座体 过盈配合 的

凸台，所述吸嘴与支撑件 的连接处设置有密封件 。

[0018] 进一步地 ，所述外杯体部分或整体设置呈透 明状或半透 明状 。

[0019] 本发 明创造 实施例 的有益效果是 ：于烟液杯上设置 内凹的腔体 ，并将 电池容置 固定

于该腔体 内，有效减少 电子烟 的整体长度 ，使 电子烟 的携带使用更方便 ；通过于烟液杯与 电

池杆 的对接处设置磁吸部实现二者 的磁性连接 ，拆装方便 ，便于 电池 的更换 ；将烟液杯 的外

杯体设置呈透 明状或半透 明状 ，随时监测烟液杯 内烟液容量 ，便于烟液 的及 时添加 。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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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 图 1 是本发 明创造实施例 电子烟 的外部结构示意 图。



[0022] 图 2 是本发 明创造实施例 电子烟 的第一种实施例 的剖面结构示意 图。

[0023] 图 3 是本发 明创造实施例 电子烟 的第一种实施例 的爆炸 图。

[0024] 图 4 是本发 明创造实施例 电子烟 的第二种实施例 的剖面结构示意 图。

[0025] 图 5 是本发 明创造实施例 电子烟 的第二种实施例 的爆炸 图。

[0026] 图 6 是本发 明创造实施例雾化装置 的剖面结构示意 图。

[0027] 图 7 是本发 明创造实施例 电池杆 的第一种实施例 的剖面结构示意 图。

[0028] 图 8 是本发 明创造实施例 电池杆 的第二种实施例 的剖面结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如 图 1 至 图 8 所示 ，本发 明创造实施例提供一种 电子烟 ，包括用于将烟液雾化变成

烟雾 的雾化装置 10，以及与所述雾化装置 10 电连接 以为所述雾化装置 10 提供供 电电源 的

电池 20。

[0030] 所述雾化装置 10 包括烟液杯 11 及容置 固定于所述烟液杯 11 内的雾化器 12。

[0031] 本 实施例 中，所述烟液杯 11 用于储存烟液并构成所述 电子烟 的主杆体 ，其一端具有

一 内凹的腔体 111，所述 电池 20 容置 固定于该腔体 111 内。

[0032] 具体 的，如 图 6 所示 ，所述烟液杯 11 包括外杯体 112 及 内杯体 113，所述外杯体 112

与 内杯体 113 均呈 中空的管状结构 ，所述 内杯体 113 设置于所述外杯体 112 的 内部 ，且其第

一端与所述外杯体 112 密封连接 ，而其第二端与所述外杯体 112 不相连 ，以形成用 以添加烟

液 的敞 口，二者之 间围设形成 的环状空间即构成烟液储存空间 116，所述 内杯体 113 的中空

部 即构成用 以容置所述 电池 20 的腔体 111。

[0033] 本 实施例 中，所述外杯体 112 与 内杯体 113 设置为分体式 ，所述 内杯体 113 的第一端

通过一端盖 114 实现与所述外杯体 112 的密封连接 ，所述端盖 114、外杯体 112、内杯体 113

三者具体 设置为过盈配合 ，且于连接 处设置有第 一密封 圈 115， 以确保相 互 间连接 的密封

性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 ，所述 内杯体 113 的第一端与所述外杯体 112 的相应端也可设置为一

体成型 。

[0034] 所述雾化器 12 包括 电热丝 121 及导液杆 122，所述 电热丝 121 缠绕于所述导液杆

122 上 。所述 电热丝 121 与所述 电池 20 电连接 ，以在通 电后将烟液雾化转变成烟雾 。所述

导液杆 122 采用玻纤或其它耐高温纤维材质制成 ，用于吸收烟液 以供所述 电热丝 121 加热 。

[0035] 所述 内杯体 113 的第二端设置有第一 电极组件 30，所述第一 电极组件 30 电连接所述

电热丝 121 的两端 以作为所述雾化器 12 的正负 电极 ，进而与所述 电池 20 的正负极 电连接 。

[0036] 具体 的，如 图 2〜图 6 所示 ，所述第一 电极组件 30 包括第一座体 31 及第一极柱 32，



所述第一座体 31 及第一极柱 32 均采用金属导 电材料制成 ，并通过设置于二者之 间的第一绝

缘套 33 绝缘 。所述第一座体 31 与所述第一极柱 32 分别 电连接至所述 电热丝 121 的两端 以

形成所述雾化器 12 的正负极 。

[0037] 本 实施例 中，所述第一座体 31 呈 中空结构 ，所述第一极柱 32 利用所述第一绝缘套

33 涨紧 固定于所述第一座体 31 内并与所述第一座体 31 绝缘 。所述第一极柱 32 同样设置呈

中空 的结构 ，其 中 间 的 中空部位 形成 供 外 部 空气 进 入所 述 雾化 装 置 10 内的第 一进 气 孔

321 。

[0038] 请参考 图 7、图 8，本实施例 中，所述 电池 20 外部套设有 电池杆 21。所述 电池杆 21

的与所述第一 电极组件 30 相抵接一端设置有第二 电极组件 40，所述第二 电极组件 40 与所

述第一 电极组件 30 匹配对接 ，进而实现所述 电池 20 与所述雾化装置 10 的电连接 。

[0039] 同时，所述 电池杆 21 的另一端还设置有一 电池盖 22，并通过该 电池盖 22 将所述 电

池 20 盖封装于所述 电池杆 21 内。本实施例 中，所述 电池盖 22 与所述端盖 114 外轮廓相 匹

配 ，当所述 电池杆 21 置于所述腔体 111 内时，所述 电池盖 22 与所述端盖 114 相抵接 ，且外

端齐平 。

[0040] 如 图 2、图 7、图 8 所示 ，所述第二 电极组件 40 包括相互绝缘 的第二座体 41 及第二

极柱 42，所述第二座体 41 与所述第二极柱 42 均采用金属导 电材料制成 ，并分别对应连通

所述 电池 20 与雾化器 12 的正负极 。所述第二座体 41 及第二极柱 42 的中部设置有第二绝缘

套 43，并通过该第二绝缘套 43 实现二者 的绝缘 。

[0041] 请参考 图 7、图 8，所述第二座体 41 同样呈 中空的结构 ，其朝 向所述 电池 20 —端具

有用 以容置 固定所述第二极柱 42 的极柱容置腔 。所述第二绝缘套 43 由第一绝缘支座 431 及

第二绝缘支座 432 组合构成 ，第一绝缘支座 431 及第二绝缘支座 432 相互对接 ，且涨紧 固定

于所述第二座体 41 的极柱容置腔 。所述第一绝缘支座 431 与第二绝缘支座 432 内部配合 限

定有一 内腔 44，所述第二极柱 42 通过一设置于所述 内腔 44 内的压縮弹簧 45 弹性设置于所

述第二绝缘套 43 的中部 。所述第一绝缘支座 431 与第二绝缘支座 432 的相对底壁上轴 向开

设有贯通所述 内腔 44 以供所述第二极柱 42 的两端伸 出的第一极柱孔及第二极柱孔 。所述第

二极柱 42 的位于所述 内腔 44 内的部位设置有一挡 圈 421 ，所述压縮弹簧 45 的两端分别抵

于所述挡 圈 421 和第二绝缘支座 432 内壁上 ，进而使所述第二极柱 42 的朝 向所述第一 电极

组件 30 的一端始终保持于伸 出状态 。所述第二极柱 42 同样呈 中空的管体结构 ，其 中部设置

有与所述第一进气孔 321 相连通 以实现气路导通 的第二进气孔 422 。

[0042] 装配所述 电子烟 时，将所述 电池杆 21 插入所述 内杯体 113 的腔体 111 内，所述第一



座体 31 与所述第二座体 41 相抵接 ，所述第一极柱 32 与所述第二极柱 42 相抵接 ，所述第二

极柱 42 受所述第一极柱 32 的抵顶而克服所述压縮弹簧 45 的弹力朝 向所述 电池 20 方 向行进

并最终抵紧于所述第一极柱 32 与 电池 20 之 间，进而确保所述第二极柱 42 与第一极柱 32 及

电池 20 的接触 良好 。当所述第一 电极组件 30 与所述第二 电极组件 40 被分离时，所述第二

极柱 42 外部作用力被解 除，所述压縮弹簧 45 即带动所述第二极柱 42 复位 。

[0043] 本 实施例 中，所述烟液杯 11 与所述 电池杆 21 设置为可折式连接 。如 图 2、 图 4 所

示 ，所述烟液杯 11 与 电池杆 21 优选设置为磁性连接 。具体 的，所述烟液杯 11 在与 电池杆

21 对接 的位置设置有第一磁吸部 ，所述 电池杆 21 对应设有与第一磁吸部相互磁性吸附以使

所述烟液杯与 电池杆 21 稳 固对接 的第二磁吸部 。

[0044] 由于所述第一 电极组件 30 设置于所述烟液杯 11 的靠所述 电池 20 的一端 ，而所述第

二 电极组件 40 对应设置于所述 电池 20 的靠所述雾化装置 10 的一端 ，且第一 电极组件 30 与

所述第二 电极组件 40 匹配对接 ，故在具体设置所述第一磁吸部及第二磁吸部时，为减少构

件 ，使所述 电子烟 的结构更趋于简单 ，可直接将所述第一座体 31 采用可导 电的磁铁或者磁

性材料制成而构成所述第一磁吸部 ，或者在第一 电极组件 30 上设置 由磁铁或磁性材料制成

的独立结构件构成所述第一磁吸部 ；相应 的，也可直接将所述第二座体 41 采用可导 电的磁

铁或者磁性材料制成而构成第二磁吸部 ，或者在第二 电极组件 40 上设置 由磁铁或磁性材料

制成 的独立结构件构成所述第二磁吸部 。

[0045] 如 图 2、图 3 所示 的实施例 中，所述第一磁吸部 由采用金属导 电材料制成 的第一座体

31 构成 ，所述第二磁吸部则 由设置于所述第二座体 41 内的第一永磁铁 46 构成 。请参考 图

7，所述第一永磁铁 46 呈 圆环形 ，且套设于所述第一绝缘支座 431 的朝 向所述第一座体 31

的一端 。

[0046] 作为另一种实施方式 ，所述第一磁吸部及第二磁吸部也可设置于所述烟液杯 11 与 电

池杆 21 的另一抵接处 ，即将所述端盖 114 采用磁铁或者磁性材料制成而构成所述第一磁吸

部 ，或者在所述端盖 114 上设置 由磁铁或磁性材料制成 的独立结构件构成所述第一磁吸部 ，

相应 的，将所述 电池盖 22 采用磁铁或者磁性材料制成而构成第二磁吸部 ，或者在所述 电池

盖 22 上设置 由磁铁或磁性材料制成 的独立结构件构成所述第二磁吸部 。

[0047] 具体如 图 3、图 4 所示 的实施例 中，所述端盖 114 采用金属材料制成并构成所述第一

磁吸部 ，所述第二磁吸部则 由设置于所述 电池盖 22 内的第二永磁铁 23 构成 ，所述第二永磁

铁 23 同样设置呈 圆环形 ，并通过一压紧盖 24 固设于所述 电池盖 22 内。

[0048] 可 以理解 的，所述烟液杯 11 与 电池杆 21还可采用螺接 、卡接等其他 固接方式实现二



者 的对接 ，如于所述端盖 114 及 电池盖 22 的对应抵接部设置相 匹配 的外螺纹及 内螺纹 以实

现二者 的螺接 。

[0049] 如 图 1〜图 5 所示 ，所述烟液杯 11 的远离于所述 电池 20 的一端设置有吸嘴 50，所述

吸嘴 50 中部开设有连通气路 以供烟雾吸出的吸气孔 51。

[0050] 请参考 图 2、图 4 及 图 6，本实施例 中，所述雾化器 12 通过一支撑件 13 支撑 固定于

所述吸嘴 50 与第一座体 31 之 间。所述支撑件 13 呈 中通 的管体结构 ，其 中部形成用于导通

气路并容置所述雾化器 12 的雾化腔 。

[0051] 所述雾化器 12 径 向设置于所述雾化腔 内，所述导液杆 122 的两端分别伸 出所述雾化

腔 ，并进而伸入所述烟液杯 11 内以吸收烟液 ，所述支撑件 13 的侧壁上对应开设有径 向贯通

其侧壁 的以供所述导液杆 122 穿设 的卡 口 131 。

[0052] 本 实施例 中，所述支撑件 13 抵设于所述第一座体 31 上 ，所述第一座体 31 的与所述

支撑件 13 相抵接一端朝 向所述支撑件 13 内部延伸形成支柱 ，所述支撑件 13 涨紧套设于所

述支柱上 。所述支撑件 13 的另一端套设有一密封套 14，所述密封套 14 的一端与所述导液

杆 122 相抵紧 ，而其另一端朝 向所述吸嘴 30 内部延伸形成一 凸柱 ，所述吸嘴 30 的一端部套

设于该 凸柱上并抵紧于所述密封套 14，以通过该密封套 14 实现所述烟液杯 11 内部 的密封

连接 ，进而防止所述烟液杯 11 内的烟液从所述吸气孔 31 内漏 出。所述密封套 14 的中部对

应开设有连通所述雾化腔及吸气孔 31 以导通气路 的导通孔 。

[0053] 同时，为便于观察所述烟液储存空间 111 内烟液 的剩余量 ，以及 时添加烟液 ，保证 电

子烟 的正常使用 ，本实施例 中，所述外杯体 112 部分或整体设置呈透 明状或半透 明状 。

[0054] 如 图 2〜图 5 所示 ，所述 电池杆 21 内还设置有雾化控制单元 ，所述雾化控制单元分别

与所述 电池 20 及雾化装置 10 电连接 ，以控制所述雾化装置 10 通 电或断 电。所述雾化控制

单元可设置于所述雾化装置 10 与 电池 20 之 间，或者设置于所述 电池 20 的远离于所述雾化

装置 10 的一端 。

[0055] 本 实施例 中，所述雾化控制单元优选设置于所述 电池 20 的远离于所述雾化装置 10

的一端 ，其包括雾化控制 电路及与所述雾化控制 电路相连 的雾化控制开关 。

[0056] 本 实施例 中，所述雾化控制开关为传感器开关 71，所述传感器开关 71 通过一开关 固

定座 72 固定于所述 电池杆 21 内。具体 的，所述传感器开关 71 为 电容式传感器开关 ，使用

者使用所述 电子烟进行 吸烟 时，所述 电容式传感器开关感应到吸入气流后 电容发生改变进而

控制所述雾化控制 电路接通供 电电源 ，使所述 电子烟进入工作状态 。作为一种 实施方式 ，所

述传感器开关 71 也可设置为气流传感器开关 ，即当使用者通过所述吸嘴 50 吸气 时，所述 电



子烟内产生负压进而使气流传感器开关产生脉冲信号以控制所述雾化控制电路接通供电电

源。

[0057] 由于所述传感器开关 71 本身制作比较精密，其一般内置有专门的控制器，故本实施

例中的所述雾化控制电路可直接集成于所述传感器开关 71 内的控制器上，作为一种实施方

式，所述雾化控制电路也可集成于一独立设置于所述传感器开关 71 外部并分别与所述传感

器开关 71 及电池 20 电连接的传感器控制电路板上。

[0058]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雾化控制开关也可设置为传统的按键开关，所述按键开关

通过一按键控制电路板与所述电池 20 电连接以通过按键操作控制所述雾化控制电路进而实

现所述雾化装置 10 电路的连通与断开。

[0059] 请继续参考图 2〜图 5，所述电池杆 21 的靠近于所述电池盖 22 的一端还设置有发光

装置，所述发光装置用作所述电子烟的工作指示灯，其包括与所述电池 20 电连接的发光单

元，本实施例中，所述发光单元设置为红色发光灯，以在吸烟者吸食所述电子烟时，于所述

电子烟的远离于所述吸嘴 30 的一端形成类似于香烟燃烧时的红色光圈，提高吸烟者视觉感

观的真实性。所述电池盖 22 的端部设置有透明状或半透明状的灯帽 23，以供所述发光单元

的光线投射出。作为一种实施方式，也可将所述电池盖 22 整体设置呈透明状或半透明状。

[0060] 可以理解的，本发明创造实施例所述的电子烟不仅限于图 1 至图 8 所示的实施例，

其各实施例中的各技术特征可相互结合组成新的实施例。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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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视为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



权 利 要 求 书

1. 一种 电子烟 ，包括设置有烟液杯 的雾化装置 ，以及与雾化装置 电连接 的电池 ，其 中，所

述烟液杯具有 内凹的腔体 ，所述 电池容置固定于该腔体 内。

2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电子烟 ，其 中，所述烟液杯包括外杯体及 内杯体 ，所述 内杯体 的第

一端与外杯体密封连接 以与外杯体之 间配合 围设形成烟液储存空间，所述 内杯体 内部中空并

构成用 以容置所述 电池 的腔体 。

3 .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电子烟 ，其 中，所述烟液杯 的靠所述 内杯体第二端 的一侧设置有吸

嘴，所述吸嘴中部开设有连通气路 以供烟雾吸出的吸气孔 ，所述雾化装置还包括设置于所述

吸嘴与 电池之 间以将烟液雾化成烟雾的雾化器 。

4 . 如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电子烟 ，其 中，所述雾化器包括 电热丝 ，所述 内杯体 的第二端设置

有 电连接 电热丝及 电池 的第一 电极组件 ，所述第一 电极组件包括相互绝缘且分别与 电热丝 的

两端相连 以形成雾化器正负极的第一座体及第一极柱 。

5 . 如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电子烟 ，其 中，所述 电池外部套设有 电池杆 ，所述 电池杆 的与第一

电极组件相抵接一端设置有与第一 电极组件 匹配对接 的第二 电极组件 ，所述第二 电极组件包

括相互绝缘且分别对应连接至 电池正负极的第二座体及第二极柱 。

6 . 如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电子烟 ，其 中，所述 电池杆与烟液杯设置为可拆式连接 。

7 . 如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电子烟 ，其 中，所述烟液杯在与 电池杆对接 的位置设置有第一磁吸

部，所述 电池杆对应设有与第一磁吸部相互磁性吸附以使烟液杯与 电池杆稳 固对接 的第二磁

吸部 。

8 . 如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电子烟 ，其 中，所述第一座体采用可导 电的磁铁或者磁性材料制成

而构成第一磁吸部，或者在第一 电极组件上设置 由磁铁或磁性材料制成 的独立结构件构成所

述第一磁吸部；所述第二座体采用可导 电的磁铁或者磁性材料制成而构成第二磁吸部，或者

在第二 电极组件上设置 由磁铁或磁性材料制成 的独立结构件构成所述第二磁吸部 。

9 . 如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 电子烟 ，其 中，所述 内杯体 的第一端通过一端盖与外杯体密封连

接 ，所述端盖采用磁铁或者磁性材料制成而构成第一磁吸部，或者在端盖上设置 由磁铁或磁

性材料制成 的独立结构件构成所述第一磁吸部；所述 电池杆 的远离于所述雾化器 的一端设置

有用 以封装 电池 的电池盖，所述 电池盖采用磁铁或者磁性材料制成而构成第二磁吸部，或者

在 电池盖上设置 由磁铁或磁性材料制成 的独立结构件构成所述第二磁吸部 。

10. 如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电子烟 ，其 中，所述第二座体呈中空的管体结构，其朝 向所述 电池

一端设有用 以容置固定第二极柱 的极柱容置腔 ，所述第二极柱通过一绝缘套 固设于所述极柱

容置腔 内。



11. 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电子烟 ，其 中，所述绝缘套包括相互对接 以配合 限定一 内腔 的第

一绝缘支座及第二绝缘支座 ，所述第二极柱通过一设置于所述 内腔 内的压縮弹簧弹性设置于

所述绝缘套 的中部，所述第一绝缘支座与第二绝缘支座 的相对底壁上轴 向开设有贯通所述 内

腔 以供所述第二极柱 的两端伸 出的第一极柱孔及第二极柱孔；所述第二极柱 的位于所述 内腔

内的部位设置有一挡 圈，所述压縮弹簧 的两端分别抵紧于所述挡 圈和第二绝缘支座 内壁上 ，

以使所述第二极柱 的朝 向所述第一 电极组件 的一端始终保持于伸 出状态 。

12. 如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电子烟 ，其 中，所述雾化器通过一支撑件 固定于所述吸嘴与第一座

体之 间，所述支撑件呈 中通 的管体结构，其 中部形成用于导通气路并容置固定所述雾化器 的

雾化腔 。

13. 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 的电子烟 ，其 中，所述雾化器还包括两端伸入烟液杯 内以吸收烟液

的导液杆 ，所述 电热丝缠绕于所述导液杆上 ，所述支撑件侧壁上对应开设有径 向贯通其侧壁

的以供所述导液杆穿设的卡 口。

14. 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 的电子烟 ，其 中，所述第一座体朝 向所述支撑件 内部延伸形成与所

述第一座体过盈配合 的凸台，所述吸嘴与支撑件 的连接处设置有密封件 。

15.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电子烟 ，其 中，所述外杯体部分或整体设置呈透 明状或半透 明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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