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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ELECTRIC HEATED GLASS KE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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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Disclosed i s an electric heated glass kettle, comprising a glass
pot body, a handle arranged on the pot body and a bottom cover, wherein the
bottom part of the pot body i s provided with a heating plate, the heating plate
comprises a main body, a heating body arranged on the main body and a
silica gel ring, the bottom part of the pot body forms a neck, the silica gel ring
and the main body are connected in a secure and sealed manner and enclose
the neck, the neck i s provided with a fastening ring, the bottom cover and the
fastening ring are connected together, and the handle i 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fastening ring. Compared with the prior art, the electric
heated glass kettle provided in the present invention has the following ad
vantages: in the present invention an embedded part of the fastening ring i s
secured and sealed with the main body of the heating plate as one piece, and
then the neck of the pot body i s enclosed by means of an elastic enclosing
part of the silica gel ring, realising a flexible sealed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eating plate and the pot body, thus ensuring a seal between the two, and also

51- ensuring the structural integrity of the pot body with the handle and the bot
tom cover, while greatly reducing the techniques required for the pot body,
improving assembly efficiency of the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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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一种 电热玻璃水壶 ，包括玻璃杯体 、设在所述杯体上 的把手和底盖 ，所述杯体底部装有发热盘 ，所述发热盘
包括本体 、设在 所述本体上 的发热体和硅胶 圈，所述杯体底 部形成一个颈部 ，所述硅胶 圈与所述本体 固封连
接并包裹所述颈 部 ，所述颈部设有紧 固圈，所述底盖与所述紧 固圈相连接 ，所述把手直接或 间接与所述紧 固
圈相连接 。按照本发 明提供 的 电热玻璃水壶与现有技术相 比具有如下优点：本发 明将硅胶 圈的嵌入部与发热
盘 的本体 固封为 一体 ，而后通过硅胶 圈的弹性包裹部将杯体 的颈部包裹 ，实现发热盘与杯体之 间的柔性密封
连接 ，既保证二者之 间的密封 ，还保证 了杯 体 与把手及底 盖 的结构 一体性 ，同时大大 降低对杯体 的工艺要
求 ，提高 了产 品的装配效率 。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 一种 电热玻璃水壶。

背景技术

采用玻璃作为水壶的壶身 ，有着优 良的性能及优点，包括壶身 内加

热液体的可视性，玻璃的优 良稳定性等；

个玻璃壶身的技术方案 ，包括在玻璃壶身底 部加装 电热膜或者 电磁传导

的金属片；第二类为仅仅采用玻璃壶身的方案，此时，底 部需要一个电

加热器 ，一般为 电热管或者 电热 盘的发热盘 ，此方案 比起上述 电热膜方

案来说 ，加热功率可 ¾ 很大，适合快速烧水 ，此方式 下，玻璃壶身本身

无底，至少发热盘作为壶底的一部分。

就是这种玻璃壶身并且在底部加装一个发热盘 的方案， 前有二种

技术解决方案 ：

其一，发热盘 . 玻璃壶身的底部采用胶粘密封 的方法 ，此方法牢固

可靠 ，但除 了需要进 口该特种粘胶外 ，最大的问题是工艺路线 ，因为粘

胶 固化需要一周 ，特别是首先的 - 天 ，不能移动产品，带来生产线及场

其二，发热盘与壶身底部采用硅胶 圈密封 ，有许 多结构 已经在专利

中公开

中国专利CN2()2589303i.I 公幵 了 -一种 电热水壶的密封结构 ，包括带有

把 的大身 【玻璃壶身 】及其底 大身 内设置有发热元件 ，大身对应

发热元件设置有大身幵 口，该大身开 口与发热 件相连处设置有密封部

件，密封部件与发热元件紧密设置 ，发热 件外围设覽翻边环形幵 口槽 ，



翻边环形开 口槽 内包容密封部件一端，密封 部件另一端竖立在发热元件

外 園形成一个幵 口向上发热盘容器组件 ，发热盘容器组件开 口与大身幵

口外壁密封连接 。

上述技术方案具有如下的缺陷： . 大身幵 口与发热元件之间的连接

属于紧固连接 ，加工时需要将发热元件兩力压 向大身，从而实现 二者 的

连接，而在用力按压的操作过程 中可能会出现损坏玻璃大身的情况 ； ,

通常玻璃器 皿的加工都是吹制 面成，这种工艺决定 了玻璃大身用于和发

热元件连接 的幵 口形状不会根 .精确 ，包括连接处颈 部的商度 ，圆度 ，直

径大小，并且该颈部也很容 II.形成玻璃毛刺或者在圆圈的个别点上 出现

一些小的突起 这种开 口的不精确性也 导致 了玻璃大身与发热元件连接

紧固配合时，较为困难 ，霈要 工人在 多个 不同直径 （尽管直径差异可以

设法控制在 卜2毫米 ）的发热元件之间选择 ，将一个玻璃大身与直径合适

的发热元件紧園连接。这样也造成 了装配效率低下的问题；3. 大身开 口

与发热元件之 间的靠密封部件连接 ，或者在密封部件外加设一圈扣环予

以紧固密封部件的连接效果仍然不够理想 ，水壶的容积不能太大 ，否则

扣环和密封部件的连接效果无法承受水的重量，会将发热元件压掉 ，脱

离玻璃大身 ，导致漏水 ，并且引发安全 问题 。

外 ，玻璃壶身本身很难加工把手 ，所 以，玻璃水壶需要加装把手 ，

一般情况下 ，把手上下端分别 与玻璃壶身上 口位置及下部位置连接 ，包

括直接连接 及间接连接 ，但这些连接均使之连成一体；特别是壶身下部 ，

除 了避身及把 外 ，还有发热盘及从夕卜部包覆发热盘的底盖 ，底盖 内的

发热盘上还耍安装温控器及 电连接器 ，这些部件还会使得底盖与发热盘

相互连接。

采用发热盘 . 玻璃逢身通过硅胶 圈紧密密封连接时，往往在结构

上很难保证把手/ 底盖等结构件再连接时的配合，因为玻璃壶身的尺寸公

差在 目前技术 乎段及价格下是无法控制的，往往发 发热盘 与壶身密封

连接后经捡验不会漏水的半成品，迸入底盖 / 把手、温控器等相互连接安



装后 ，水壶发生漏水的情 况，使得生产工艺的设 计困难，装配不易，产

品品质无法长 期保证，而且对壶身制作工艺的要求提高，带来造价提高

等一系列 问题 。

综上所述 ，实有必要设计 - 种能够克服上述缺陷的电热水壶 。

发明内容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 题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之不足 ，提供

种结构简单 、装配方便、密封效果好的¾ 热玻璃水壶。

按照本发明提供 的电热玻璃水壶采用 的主要技术方案为：包括玻璃

杯体 、设在所述杯体上的把手和底盖，所述杯体底 部装有发热盘 ，所述

发热盘包括本体 、设在所述本体上的发热体和硅胶圈，所述杯体底部形

成一个颈部，所述硅胶圈与所述本体園封连接并包裹所述颈部 ，所述颈

部设有紧固圈，所述底盖与所述紧固圈相连接 ，所述把手直接或间接与

所述紧固圈相连接 。

本发明提供的电热玻璃水壶还采用如下附属技术方案：

所述紧固圈位于所述硅胶圈包裹之外的所述颈部，或所述紧 固圈位

于包裹所述颈部的部分所述硅胶圈外侧 ，或所述紧固圈为两个，其 中一

个紧固圈位于所述硅胶 圈包裹之外的所述颈部，另一个 紧固圈位于包裹

所述颈部的部分所述硅胶 圈外侧 。

所述把 乎的下部 与所述底盖相连接。

所述把手的下 部与所述紧 固圈相连接 。

所述本体 的周边 设有环形凹槽 ，所述硅胶圈上形成有嵌入 部和弹性

包裹部，所述 嵌入部位于所述环形凹槽 内，所述嵌入部上方设有环形压

垫 ，所述环形凹槽 的外侧端 部向内弯折形成压接部 ，所述压接部压紧所

述环形 垫 ，所述弹性包裹 部包裹所述颈部。

所述本体 的周边 设有环形凹槽 ，所述硅胶圈上形成有嵌入部和弹性

包裹部，所述 嵌入部位于所述环形凹槽 内，所述 嵌入部 内设有环形压垫 ，



所述环形凹槽 的外側端部 向内弯折形成压接 部，所述压接部压紧所述嵌

所述本体的周边设有环形凹槽 ，所述硅胶圈上形成有嵌入 部和弹性

内弯折形成压接部，所述压接部与所述环形凹槽外侧之 间的夹焭小于9()

度 ，所述弹性包裹部包裹所述颈部。

所述压接部与所述环形凹槽外侧之间的夹角小于 0度

所述弹性包裹部的最大内径小于所述颈部的最小外径。

所述弹性包裹部 内侧设有环形凸棱 ，所述环形凸棱压靠所述颈部 ，

所述环形压垫的底端形成有 凸棱 。

所述把手 的上部设有卡槽 ，所述卡槽与所述杯体的上沿卡接配合。

所述杯傳 的上部设有紧固件 ，所述把手 的上部直接或间接与所述紧

固件相连接 。

所述底 与所述紧 固圈卡接配合并覆盖所述颈部及所述紧固圈。

所述 紧固圈上设有发光装置》

先，本发 明将硅胶 圈的嵌入 部与发热盘的本体固封为一体，面后通过硅

胶圈的弹性包裹部将杯体的颈部包裹 ，实现发热盘与杯体之间的柔性密

封连接，既保 证 二者之 间的密封 ，同时大大降低 了杯体 的工芑要求 ，还

降低 了装配工艺及配件 公差耍求 ，提高装配效率，保证产 品的质量 ，特

别是密封性 ；其次，在杯体颈部设置紧固圈，尤其是紧陋I圈在将硅胶 園

与杯傳颈 部腿紧密封 的同时还可 以用作把手和底 :睡的连接基体，方便把

手和底盖的装配 ，还保证 了杯体、把手及底盖的结构一体性 ，同时使得

把 乎、底盖 杯体之间连接 的更加牢靠；再次，在紧画圈上设置至少一

工作状态，使用更加方便。



附图说明

围 是本发明实施一 的结构分解 園。

國2是本发 明实施一的剖视 图。

围3是圈2中 的放大图。

國 是图2中B的放大图，

围 是本发明实施例 ·· 中发热盘的剖视图。

圈7是本发明实施例一中发热盘的结构分解 图。

图 是本发明实施例 ：二中发热盘与杯体连接后的局 部剖视 图。

圈9是本发明实施例三中发热盘与杯体连接后的局部剖视 图。

图 10是本发明实施五的剖视图。

是图 1 中C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参见图 i 至 图7，按照本发 明提供 的电热玻璃水壶实施例 ，包括玻璃

杯体 、设在所述杯体 :L 的把手 2和底盖 3 , 所述杯体 1底部装有发热盘 ，

述杯体 1底部形成一个颈 部 1】，所述硅胶圈43与所述本体 4】固封连接并包

裹所述颈部 I I ，所述颈 郤 1 1 设有紧固圈 δ ，所述底 盖 与所述紧圆圈 相连

接 ，所述把手 2直接或 间接 所述紧固圈5相连接 。所述本体 4 1的周边设

有环形凹槽4 ，所述硅胶圈43上形成有嵌入部431 和弹性包裹 部432 , 所

述 嵌入部 4 位 于所述环形凹槽 4 1 内，所述嵌入部 上方 设有环形压垫

9 , 所述环形凹槽 的外侧端 部向内弯折形成压接部 412 ，所述 接 部412

紧所述环形压垫9，所述弹性包裹部432包裹所述颈部 丄 所述紧固圈δ

位 于包裹所述颈部 1 的部分所述硅胶團43 ( 弹性包裹部432 ) 外侧 ，所述



述硅胶 圈 与所述本体 4 1園封连接 ，是指硅胶 圈 部分与所述本体 4 1固

定连接并 密封 。本发明中的发热盘与杯体 . 的颈部 密封连接时，先通

过硅胶圈 4 的弹性包 部 432包裹颈部 1，实现发热盘与颈部 1 的柔性连

接 ，巧妙运用 了硅胶材料的柔韧性及弹性，然后通过紧画圈δ压 紧位于颈

部 1 】 上的弹性包裹部《 2，实现发热盘 与杯体 1之 间的密封 ，该种连接方

杯体的大量破损 以及发热盘 的多规格型带来的装配效率低 、生产成本高

等现象，有效提高了产 品的装配效率、降低 了报废率，从而降低 了产 品

的生产成本， 时，本发明设在颈部 的紧園圈 在此可用作把 手2和底

盖 3的连接基体 ，方便把手2和底盖 3的装 配，使得杯体 与把手 2和底逾

之间连接的更加牢靠，¾ 外本发明还包括温控器6和底座 7及与底座 7相配

合 的¾连接器 ，在 电热水壶上设置温控器 与 电连接器 均为本领域工作

人员熟知并且较为成熟的技术，此处不在详细赞述 。

本体4 的环形四槽 4 1 与硅胶 圈43的嵌入部43 采用上述结构进行 固

封连接 ，加工工艺简单 、密封效果好 ，环形 ffi 垫 的设置克服 了由于硅胶

质地柔韧而不易通过压紧来实现密封 的缺陷。上述环形压垫 材质的硬度

大于硅胶 圈材质的硬度 ，小于本体材质 的硬度 。

裉据本发 明上述 的实施例 ，所述压接部 4i2 与所述环形凹槽 4 1 外侧

之阆的夹角小 于90度 》本实施例中将压接部 412 与所述环形四槽 〗夕卜侧

之间的夹角优选的设为60度 ，使本傳 4 1与硅胶 圈4 之间的固定连接及密

封更加可靠。

根据本发明上述的实施例 ，所述弹性包裹部 432 的最 小内径小于所述

颈部 的最大外径 。因此在弹性包裹部 432包裹颈部 1 时，需先将弹性包

裹部 432 外翻 ，然后将颈 部 1置放在弹性包裹部432 内侧 ，最后推动弹性

包裹部432 使其包裹在颈部 外侧，实现发热盘与颈部 1的柔性连接。



參见圈3和 图δ ，根据本发明上述的实施例 ，所述弹性包裹部432 内侧

设有环形 凸梭，所述环形 棱压靠所述颈部 . 1。该结构提高 了硅胶 圈43

參见图4，根据本发明上述的实施例，所述把 手2的上部设有卡槽 2 1 ,

上述连接方式，结构简 舉，部件少 装配效率高。

根据本发明上述 的实施例 ，所述底 与所述紧固圈 卡接配合并覆

盖所述颈部 l 及所述紧固圈 ，所述把手 与所述底盖 : 相连接 底 | | : 与

紧固圈 卡接配合 ，有助于提 高底盖 的装配效率及底盖 3与杯体 〗之 间的

连接强度 。

参见图 ί , 根据本发明上述 的实施例 ，所述紧固圈δ上设有发光装覽

可通过本发明四周 的任意角度判断本发明的工作状态 ，使用更加方

便。

· 本体4 的固封连接结构不 同，本实施例 中所述本体 4 的周边设有环形

四槽 411，所述硅胶 圈4 : 上形成有 嵌入部43 和弹性包裹 部432 ，所述嵌入

部43 i 位于所述环形凹槽 3内，所述嵌入部43 内设有环形压¾ 9，所述环

形凹槽4 的外侧端部 向内弯折形成压接部 4 ，所述 接部 4 2压紧所述

嵌入部4:31，所述弹性包裹 郤432包裹所述颈部 1 1 所述环形压垫 的底端

形成有 凸棱 。本体 4 1的环形凹槽 4 11 与硅胶圈43的嵌入 部431 采用上述结

构迸行固封连接 ，加工工 艺简单、密封效果好 ，在嵌入部43 内设 环形

压垫，9克服 了 于硅胶质地柔韧而不易通过压紧来实现密封的缺陷。

与本体4 的圏封连接结构不 同，本实施例 中所述本体 4 的周边设有环形

凹槽 4 11，所述硅胶圈43上形成有嵌入部 43 和弹性包裹部432 ，所述 嵌入



部 431位于所述环形凹槽 内，所述环形凹槽 4 11 的外侧端部 向内弯折形

成压接部 4 12，所述压接部412与所述环形凹槽 4 1 外側之间的夹角小于 0

度 ，所述弹性包裹部432包裹所述颈 部 ί , 本体4 的环形凹槽 l 与硅胶

圈43的嵌入部 采用上述结构进行 固封连接 ，加工工艺简单、密封效果

好 ，本 实爾例 中将压接部 4 2与环形凹槽 4 11外 侧之间的夹角优选设为 ()

度 ，克服了由于硅胶质地柔韧而不易压紧密封的缺 陷。

在于把手2的上部与杯体 】. 之间的连接方式 ，所述杯体 〗的上部设有紧固件

12 , 所述把手2的上部直接或间接与所述 凝固件 ! 2相连接 。所述杯体 1与

所述紧固件 2之间设有缓冲塾 )。把 手2的上部与杯体 1之间釆用上述连

接方式结抅简单、部件少、装配效率高

颈 部 的位置，所述紧固圈5位于所述硅胶 圈43包裹之外的所述颈部 1，

本实施例 中所述硅胶圈43的弹性包裹部432 ¾所述颈部 1之间 自然密封 ，

紧固圈 在此可用作把手 2和底盖 的连接基体，方便把手2、底盖3与杯体

之间的装配。

在上述一至四各实施例的基础上, 本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在于紧固圈δ

的个数 以及 各紧固圈 安装在颈 部 的位置，所述紧固圏5为两个 ，其 中

个紧固圈5位于所述硅胶 圈43包裹之外 的所述颈部 i ，其功能是用作把

手2和底盖 的连接基体 ，另一个紧固圈δ位于包裹所述颈部 的部分所述

胶圏43 ( 弹性包¾ 部432 ) 外侧 ，其功能是将包裹在颈部 1 的部分硅胶

圈43与颈部 压紧密封 。本实施例在颈部 设置两个不同功能的紧 固圈

5 , 使紧固圈 的各项功能更加明 可靠。

实施例七



在上述各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实施例的不 同之处在 于把手 2的下部与

杯体 1之间的连接方式，所述把 手2的下部与所述紧固圈 相连接 。有效提

高 了把 手2下部 _ 杯 体 ] 之间的连接强度 ，实用时更加安全可靠 ，并 雌

装配过程 中可将把 手2的装配排在底 盖3装配之前，有效提高了产品的装

配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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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盖 ，所述杯体底部装有发热盘 ，其特征在于：所述发热盘包括本体 、设

胶圈与 所述本体國封连接并包裹所述颈 部，所述颈部设有紧固圈，所述

底盖与所述紧固圈相连接，所述把手直接或间接与所述紧固圈相连接 《

2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电热玻璃水康，其特 征在于：所述紧固圈

位 于所述硅胶 圈包裹之外的所述颈部，或所述紧 固圈位于包裹所述颈部

的部分所述硅胶圈夕卜侧 ，或所述紧國圈为两个，其 中一个紧固圈位于所

述硅胶 圈包裹之外 的所述颈部 ，另 紧固圏位于包裹所述颈部的部分

所述硅胶 圈外侧 。

下部与所述底盖相连接。

下部与所述紧画圈相连接 。

周边设有环形凹槽 ，所述硅胶 圈上形成有嵌入 部和弹性包裹部 ，所述嵌

入部位于所述环形凹槽 内，所述嵌入部上方设有环形压垫，所述环形凹

槽 的外侧端部 向内弯折形成压接部 ，所述压接部压紧所述环形压垫 ，所

述弹性包裹部包襄所述颈部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电热玻璃水壶，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 的

周边设有环形凹槽 ，所述硅胶圈上形成有嵌入部和弹性包裹部，所述 嵌

入部位于所述环形凹槽 内，所述嵌入部内设有环形 ffi 垫，所述环形 凹槽

的外侧端部 向内弯折形成厘接部，所述压接部風紫所述嵌入部，所述弹

性包裹 部包裹所述颈部

周边设有环形凹槽，所述硅胶圈上形成有嵌入部和弹性包裹 部，所述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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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部位 于所述环形凹槽 内，所述环形凹槽 的外侧端 部向内弯：

裹 部包裹所述颈部 。

根据权利要求 δ或 所述 的电热玻璃水壶，其特征在于：所述压接

部与所述环形凹槽外侧之 间的夹角小于 度 。

、根据权利要求 δ或 所述 的玻璃 电热水壶，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

f

10、根据权利要求 至 7任意一项所述 的电热玻璃水壶，其特征在于 :

所述弹性包裹部的最大 内径小于所述颈部的最小外径。

上 部设有卡槽 ，所述卡槽与所述杯体的上沿卡接配合

所述把手的上部直接或间接与所述紧固件相连接 。

1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¾热玻璃水壶，其特征在于：所述底盖与

所述紧固圈卡接配合并覆盖所述颈部及所述紧國圈。

1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¾热玻璃水壶，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固圈

发光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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