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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密封性效果好的马口铁

罐，涉及铁罐技术领域，包括马口铁罐体，所述马

口铁罐体的内部设置有储存品，所述马口铁罐体

的上部螺纹连接有上密封罐盖，所述马口铁罐体

的下部螺纹连接有下密封罐盖，所述马口铁罐体

的表面设置有凹凸防滑纹，所述凹凸防滑纹的内

侧设置有空腔，所述空腔的内部固定安装有防撞

层，所述防撞层的下部固定安装有实心加固层。

本发明通过在上密封罐盖的内部与下密封罐盖

的内部设置橡胶密封圈，具备良好的绝缘性和防

腐性，制作成本低廉，起到很好的密封效果，从而

防止液体的流出与空气的进入，凹凸防滑纹相较

于光滑的设计，提高手部与其接触的摩擦力，从

而防止滑落的现象，结构简洁，美观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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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密封性效果好的马口铁罐，包括马口铁罐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马口铁罐体

(1)的内部设置有储存品(17)，所述马口铁罐体(1)的上部螺纹连接有上密封罐盖(2)，所述

马口铁罐体(1)的下部螺纹连接有下密封罐盖(3)；

所述马口铁罐体(1)的表面设置有凹凸防滑纹(4)，所述凹凸防滑纹(4)的内侧设置有

空腔，所述空腔的内部固定安装有防撞层(8)，所述防撞层(8)的下部固定安装有实心加固

层(1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封性效果好的马口铁罐，其特征在于：所述马口铁罐体

(1)的上部固定安装有上螺纹连接口(6)，所述上螺纹连接口(6)的外部与上密封罐盖(2)的

内部螺纹连接，所述上密封罐盖(2)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橡胶密封圈(7)。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封性效果好的马口铁罐，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密封罐盖

(3)的内侧设置有锁紧纹(10)，所述马口铁罐体(1)的下部固定安装有下螺纹连接口(9)，所

述下螺纹连接口(9)的外部与下密封罐盖(3)的内部通过设置的锁紧纹(10)螺纹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封性效果好的马口铁罐，其特征在于：所述储存品(17)

的内部设置有置物罐腔(15)，所述下密封罐盖(3)的内部底面固定安装有圆形橡胶密封层

(1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封性效果好的马口铁罐，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密封罐盖

(3)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圆形加固底(13)，所述圆形加固底(13)的底部固定安装有防滑底

(14)。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密封性效果好的马口铁罐，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底(14)

的上部与下密封罐盖(3)的底部通过设置的下密封罐盖(3)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封性效果好的马口铁罐，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密封罐盖

(3)的外部固定安装有防护壳(1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密封性效果好的马口铁罐，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密封罐盖

(2)的表面固定安装有玻璃观察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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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密封性效果好的马口铁罐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铁罐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密封性效果好的马口铁罐。

背景技术

[0002] 马口铁罐俗称铁罐，铁盒，就是用马口铁做成的罐子，马口铁是其是铁的表面镀上

锡，以起到保护作用。马口铁其中Sn是镀层，马口铁又叫镀锡铁马口铁是电镀锡薄钢板的俗

称，英文缩写为SPTE，是指两面镀有商业纯锡的冷轧低碳薄钢板或钢带，锡主要起防止腐蚀

与生锈的作用。它将钢的强度和成型性与锡的耐蚀性、锡焊性和美观的外表结合于一种材

料之中，具有耐腐蚀、无毒、强度高、延展性好的特性。马口铁印刷也是利用水、墨相斥的物

理性质，借助印刷压力，经橡皮布把印版图文转印到马口铁上，属于平版胶印的原理。由于

马口铁具有特殊的物化性D以及印刷品的再加工性能，其印刷工艺流程与普通胶印有较大

不同。由于马口铁印刷品最终要制成食品罐头、玩具、金属相架以及化工产品的桶、罐，需经

剪裁、折弯和拉伸工艺，因而要求印刷油墨对马口铁有较好的附着力和相应的机械性能。为

了提高油墨附着力，印刷前首先需要对马口铁进行白色打底。白色是一切画面的基色，有很

高的明度，加入其他高能度的色相以后，能提高各色相明度而形成色阶。

[0003] 一般而言为了包装的精美，而采用印花，俗称印花铁罐。马口铁罐相对于其它包装

容器，如塑料、玻璃、纸类容器等的强度均大，且刚性好，不易破裂。不但可用于小型销售包

装，而且是大型运输包装的主要容器。通常按其实际的用途分为月饼罐，DVD铁罐，巧克力

罐，铁茶叶罐，咖啡罐，饼干罐，保健品罐，美容罐，手挽罐，储蓄罐，密封罐，奶粉罐，酒罐，圣

诞罐，礼品罐，蜡烛罐，金属桶，徽章，杯垫，马口铁玩具，音乐盒,烟盒，文具盒，CD盒，香烟

盒，各类异形罐模具等。针对现有技术存在以下问题：

[0004] 1、一般的马口铁罐结构简单，仅仅采用罐体与罐盖相配合的设计，气密性不是很

好，当内部装有液体的时候容易溢出，当装有固体的时候，会导致空气进入罐体内，从而导

致物品存放时间较短；

[0005] 2、一般的马口铁罐仅仅采用简单马口铁制成，抗压性不足，且大多表面为光滑的

设计，在倒出罐体内部的物体时，光滑的设计给持拿带来不便，容易出现滑落的现象，有待

改善。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密封性效果好的马口铁罐，其中一种目的是为了具备密封的功

能，解决一般的马口铁罐结构简单，仅仅采用罐体与罐盖相配合的设计，气密性不是很好，

当内部装有液体的时候容易溢出，当装有固体的时候，会导致空气进入罐体内，从而导致物

品存放时间较短的问题；其中另一种目的是为了解决一般的马口铁罐仅仅采用简单马口铁

制成，抗压性不足，且大多表面为光滑的设计，在倒出罐体内部的物体时，光滑的设计给持

拿带来不便，容易出现滑落现象的问题，以达到防滑抗压的效果。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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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一种密封性效果好的马口铁罐，包括马口铁罐体，所述马口铁罐体的内部设置有

储存品，所述马口铁罐体的上部螺纹连接有上密封罐盖，所述马口铁罐体的下部螺纹连接

有下密封罐盖。

[0009] 所述马口铁罐体的表面设置有凹凸防滑纹，所述凹凸防滑纹的内侧设置有空腔，

所述空腔的内部固定安装有防撞层，所述防撞层的下部固定安装有实心加固层。

[0010]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马口铁罐体的上部固定安装有上螺纹连

接口，所述上螺纹连接口的外部与上密封罐盖的内部螺纹连接，所述上密封罐盖的内部固

定安装有橡胶密封圈。

[0011]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该方案中的橡胶密封圈有两个，分别设置在上密封罐盖的内

部与下密封罐盖的内部，具备良好的绝缘性和防腐性，制作成本低廉，起到很好的密封效

果，防撞层为弹性质地，当外界发生压力的时候产生形变，起到缓冲减震的效果，与实心加

固层相配合的设计进一步提高马口铁罐体的强度。

[0012]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下密封罐盖的内侧设置有锁紧纹，所述

马口铁罐体的下部固定安装有下螺纹连接口，所述下螺纹连接口的外部与下密封罐盖的内

部通过设置的锁紧纹螺纹连接。

[0013]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储存品的内部设置有置物罐腔，所述下

密封罐盖的内部底面固定安装有圆形橡胶密封层。

[0014]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该方案中的圆形橡胶密封层有两个，分别设置在上密封罐盖

的内部顶面与下密封罐盖的内部底面。

[0015]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下密封罐盖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圆形加固

底，所述圆形加固底的底部固定安装有防滑底。

[0016]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该方案中的圆形加固底起到加固下密封罐盖底部的作用，防

滑底14为橡胶材质，制作成本低，具备防滑的效果，将上密封罐盖从马口铁罐体的上部部转

开，与马口铁罐体分离，将内部的储存品倒出，在清洗的时候，可将下密封罐盖从马口铁罐

体的底部转开与马口铁罐体分离，相比较传统马口铁罐体与底部为一体式的结构，方便了

对马口铁罐体的内壁进行清洗。

[0017]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防滑底的上部与下密封罐盖的底部通过

设置的下密封罐盖固定连接。

[0018]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该方案中的防滑底为橡胶材质，制作成本低，具备防滑的效

果，提高马口铁罐体在放置时的稳定性。

[0019]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下密封罐盖的外部固定安装有防护壳。

[0020]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该方案中的防护壳的设计起到加固的效果，进一步提高底部

的强度。

[0021]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上密封罐盖的表面固定安装有玻璃观察

窗。

[002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该方案中通过设置的玻璃观察窗可以在不打开上密封罐盖的

情况下观察到内部的储存品从而给人们更直白的感受。

[0023]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相对现有技术来说，取得的技术进步是：

[0024] 1、本发明提供一种密封性效果好的马口铁罐，通过在上密封罐盖的内部与下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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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盖的内部设置橡胶密封圈，上密封罐盖的内部顶面与下密封罐盖的内部底面设置圆形橡

胶密封层，具备良好的绝缘性和防腐性，制作成本低廉，起到很好的密封效果，从而防止液

体的流出与空气的进入，可以很好地保存内部储存品，玻璃观察窗可以在不打开上密封罐

盖的情况下观察到内部的储存品从而给人们更直白的感受。

[0025] 2、本发明提供一种密封性效果好的马口铁罐，通过设置防撞层为弹性质地，当外

界发生压力的时候产生形变，起到缓冲减震的效果，与实心加固层相配合的设计进一步提

高马口铁罐体的强度，凹凸防滑纹的设计在倒出马口铁罐体内部的储存品时，相较于光滑

的设计，人们的手部与凹凸防滑纹相接触，提高其摩擦力，从而防止滑落的现象，结构简洁，

美观大方。

[0026] 3、本发明提供一种密封性效果好的马口铁罐，通过设置上密封罐盖和下密封罐

盖，将上密封罐盖从马口铁罐体的上部部转开，与马口铁罐体分离，将内部的储存品倒出，

在清洗的时候，可将下密封罐盖从马口铁罐体的底部转开与马口铁罐体分离，相比较传统

马口铁罐体与底部为一体式的结构，方便了对马口铁罐体的内壁进行清洗。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马口铁罐的外部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马口铁罐的打开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马口铁罐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为本发明马口铁罐的下密封罐盖与罐体连接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5为本发明马口铁罐的内部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32] 图中：1、马口铁罐体；2、上密封罐盖；3、下密封罐盖；4、凹凸防滑纹；5、玻璃观察

窗；6、上螺纹连接口；7、橡胶密封圈；8、防撞层；9、下螺纹连接口；10、锁紧纹；11、圆形橡胶

密封层；12、防护壳；13、圆形加固底；14、防滑底；15、置物罐腔；16、实心加固层；17、储存品。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4] 实施例1

[0035] 如图1‑5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密封性效果好的马口铁罐，包括马口铁罐体1，马

口铁罐体1的内部设置有储存品17，马口铁罐体1的上部螺纹连接有上密封罐盖2，马口铁罐

体1的下部螺纹连接有下密封罐盖3，马口铁罐体1的表面设置有凹凸防滑纹4，凹凸防滑纹4

的内侧设置有空腔，空腔的内部固定安装有防撞层8，防撞层8的下部固定安装有实心加固

层16，防撞层8为弹性质地，当外界发生压力的时候产生形变，起到缓冲减震的效果，与实心

加固层16相配合的设计进一步提高马口铁罐体1的强度，凹凸防滑纹4的设计在倒出马口铁

罐体1内部的储存品17时，相较于光滑的设计，人们手部与凹凸防滑纹4相接处，提高其摩擦

力，从而防止滑落的现象，结构简洁，美观大方，马口铁罐体1的上部固定安装有上螺纹连接

口6，上螺纹连接口6的外部与上密封罐盖2的内部螺纹连接，上密封罐盖2的内部固定安装

有橡胶密封圈7，橡胶密封圈7有两个，分别设置在上密封罐盖2的内部与下密封罐盖3的内

部，下密封罐盖3的内侧设置有锁紧纹10，马口铁罐体1的下部固定安装有下螺纹连接口9，

下螺纹连接口9的外部与下密封罐盖3的内部通过设置的锁紧纹10螺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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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实施例2

[0037] 如图1‑5所示，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优选的，储存品17

的内部设置有置物罐腔15，下密封罐盖3的内部底面固定安装有圆形橡胶密封层11，圆形橡

胶密封层11有两个，分别设置在上密封罐盖2的内部顶面与下密封罐盖3的内部底面，通过

在上密封罐盖2的内部与下密封罐盖3的内部设置橡胶密封圈7，上密封罐盖2的内部顶面与

下密封罐盖3的内部底面设置圆形橡胶密封层11，具备良好的绝缘性和防腐性，制作成本低

廉，起到很好的密封效果，从而防止液体的流出与空气的进入，可以很好地保存内部储存品

17，通过设置上密封罐盖2和下密封罐盖3，将上密封罐盖2从马口铁罐体1的上部部转开，与

马口铁罐体1分离，将内部的储存品17倒出，在清洗的时候，可将下密封罐盖3从马口铁罐体

1的底部转开与马口铁罐体1分离，相比较传统马口铁罐体1与底部为一体式的结构，方便了

对马口铁罐体1的内壁进行清洗，下密封罐盖3的底部固定安装有圆形加固底13，圆形加固

底13的底部固定安装有防滑底14，圆形加固底13起到加固下密封罐盖3底部的作用，防滑底

14为橡胶材质，制作成本低，具备防滑的效果，提高马口铁罐体1在放置时的稳定性，防滑底

14的上部与下密封罐盖3的底部通过设置的下密封罐盖3固定连接，下密封罐盖3的外部固

定安装有防护壳12，防护壳12的设计起到加固的效果，进一步提高底部的强度，该装置具备

密封的功能，解决一般的马口铁罐结构简单，仅仅采用罐体与罐盖相配合的设计，气密性不

是很好，当内部装有液体的时候容易溢出，当装有固体的时候，会导致空气进入罐体内，从

而导致物品存放时间较短的问题，再目的是为了解决一般的马口铁罐仅仅采用简单马口铁

制成，抗压性不足，且大多表面为光滑的设计，在倒出罐体内部的物体时，光滑的设计给持

拿带来不便，容易出现滑落现象的问题，以达到防滑抗压的效果，上密封罐盖2的表面固定

安装有玻璃观察窗5。通过设置的玻璃观察窗5可以在不打开上密封罐盖2的情况下观察到

内部的储存品17从而给人们更直白的感受。

[0038] 下面具体说一下该密封性效果好的马口铁罐的工作原理。

[0039] 如图1‑5所示，在使用的时候将储存品17放入置物罐腔15中，再将上密封罐盖2盖

在马口铁罐体1的上部，通过设置的玻璃观察窗5可以在不打开上密封罐盖2的情况下观察

到内部的储存品17从而给人们更直白的感受，通过在上密封罐盖2的内部与下密封罐盖3的

内部设置橡胶密封圈7，上密封罐盖2的内部顶面与下密封罐盖3的内部底面设置圆形橡胶

密封层11，起到很好的密封效果，将上密封罐盖2从马口铁罐体1的上部部转开，与马口铁罐

体1分离，将内部的储存品17倒出，在清洗的时候，可将下密封罐盖3从马口铁罐体1的底部

转开与马口铁罐体1分离，从而便于对马口铁罐体1的内壁进行清洗工作。

[0040]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他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

盖非排他性地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还是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

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041] 上文一般性的对本发明做了详尽的描述，但在本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做一些修

改或改进，这对于技术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不脱离本发明思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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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改或改进，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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