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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

控器，其包括壳体，壳体内固定有感温支架，感温

支架上通过固定杆相互绝缘隔开有弹片组件和

定触片，弹片组件上设有可与定触片抵触的弹片

触点，感温支架上设有一端伸出壳体的调节组

件，感温支架还包括有一端伸出壳体的感温棒，

壳体的前端感温棒的两侧还设有火线接口和零

线接口，所述的壳体还设有断电复位限温器，所

述的壳体内还设有大功率二极管。本实用新型在

温控器失灵或在测试非正常发热时，断电复位限

温器能提供感温快的过热保护断电，结构简单，

装配简便，成本低，体积小，适用范围广，性能稳

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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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控器，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壳体(1)，壳体(1)内固定有感温支

架(2)，感温支架(2)上通过固定杆(3)相互绝缘隔开有弹片组件(4)和定触片(5)，弹片组件

(4)上设有可与定触片(5)抵触的弹片触点(41)，感温支架(2)上设有一端伸出壳体的调节

组件(6)，感温支架(2)还包括有一端伸出壳体(1)的感温棒(7)，壳体(1)的前端感温棒的两

侧还设有火线接口(11)和零线接口(12)，所述的壳体(1)还设有断电复位限温器(8)，所述

的壳体(1)内还设有大功率二极管(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感温支架(2)

设有一凸出部(21)，断电复位限温器(8)固定在凸出部(21)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断电复位

限温器(8)包括基座(81)，基座(81)上设有基盖(82)，基盖(82)上设有供瓷柱(83)穿过的孔

(84)，基盖(82)上部设有双金属片(85)和感温帽(86)；基座(81)上设有可与瓷柱(83)相抵

的动弹片(87)，及静触片(88)；动弹片(87)和静触片(88)外接有外接端子(870)；动弹片的

活动端可与静触片相抵，动弹片(87)和静触片(88)之间连接有发热体(89)，瓷柱(83)推顶

动弹片的活动端与静触片脱离后，动弹片(87)和静触片(88)之间通过发热体(89)导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静触片(88)

与基盖(82)之间设有静片弹簧(881)，动弹片(87)与发热体(89)之间设有动片弹簧(87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壳体(1)上还

设有功率转换开关(1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壳体还连接

有电源插头(13)，电源插头(13)设有地线(131)，火线(132)和零线(13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节组件(6)

包括套接在顶板上的旋转轴(61)，旋转轴(61)上设有弹簧和卡圈，旋转轴(61)上部伸出壳

体的一端设有旋钮(6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壳体还设有

指示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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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控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控器。

【背景技术】

[0002] 插入式调温器主要用于电热锅、电烤盘等电热器具的温度控制，现有的插入式调

温器一般只能进行温度调节，在温度太低或太高时，调节温度，以免超高温将电热锅、电烤

盘等电热器具烧坏，或不能将食物煮熟或烤熟。

[0003] 有的插入式调温器虽然设有超温保护结构，但其超温保护结构通常靠空气传导感

温，这方式传热速度慢，不能及时感受到非正常的超温及做出断电动作，这样的话，非正常

过热时，就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而且当前插入式温控器，在火锅或水煮使用时，只能长期

处于连续加热(猛火)状态，如果需要调小火力，只能调小温控器控温温度，则导致煮水过程

因温控器通断间歇加热，等待周期长，影响使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结构简单，装配简便，

成本低，体积小，适用范围广，性能稳定可靠，可用于电器的温度调节和定点恒温以及超温

保护，如电烤箱，电饭煲，电热锅，电烤板等电热器具等电器的插入式断电复位调温器。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控器，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壳体，壳体内固定有感温支架，感

温支架上通过固定杆相互绝缘隔开有弹片组件和定触片，弹片组件上设有可与定触片抵触

的弹片触点，感温支架上设有一端伸出壳体的调节组件，感温支架还包括有一端伸出壳体

的感温棒，壳体的前端感温棒的两侧还设有火线接口和零线接口，所述的壳体还设有断电

复位限温器，所述的壳体内还设有大功率二极管。

[0007] 如上所述的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感温支架设有一凸出

部，断电复位限温器固定在凸出部上。

[0008] 如上所述的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断电复位限温器包括

基座，基座上设有基盖，基盖上设有供瓷柱穿过的孔，基盖上部设有双金属片和感温帽；基

座上设有可与瓷柱相抵的动弹片，及静触片；动弹片和静触片外接有外接端子；动弹片的活

动端可与静触片相抵，动弹片和静触片之间连接有发热体，瓷柱推顶动弹片的活动端与静

触片脱离后，动弹片和静触片之间通过发热体导通。

[0009] 如上所述的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静触片与基盖之间设

有静片弹簧，动弹片与发热体之间设有动片弹簧。

[0010] 如上所述的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壳体上还设有功率转

换开关。

[0011] 如上所述的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壳体还连接有电源插

头，电源插头设有地线，火线和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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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如上所述的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节组件包括套接在

顶板上的旋转轴，旋转轴上设有弹簧和卡圈，旋转轴上部伸出壳体的一端设有旋钮。

[0013] 如上所述的一种插入式自动复位温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壳体还设有指示灯。

[0014] 本实用新型在温控器失灵或在测试非正常发热时，断电复位限温器能提供感温快

的过热保护断电，结构简单，装配简便，成本低，体积小，适用范围广，性能稳定可靠，使本实

用新型可用于电器的温控以及超温保护，如电烤箱，电饭煲，电热锅，电烤板等电热器具等

电器。在感温支架设有一凸出部，凸出部与感温支架采用导热材料一体制成使自动复位限

温器可以有效、快速感应超温的状态，及时动作断电，更有效实现插入式调温器的超温保护

功能，从而使本实用新型还能很好对电热器具进行温度控制和非正常的超温保护。本实用

新型还带有大功率二极管，大功率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在交流电中导通半个周期，截止

半个周期。本发明还带有转换开关结构，可以实现器具功率的两档切换。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内部结构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内部结构图；

[0018]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内部结构图；

[0019]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断电复位限温器的立体图；

[0020]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断电复位限温器内部结构图；

[0021] 图7是断电复位限温器的剖视图；

[0022] 图8是断电复位限温器另一方向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一种插入式断电复位温控器，其包括壳体1，壳体1内固定有感温支架2，感温支架2

上通过固定杆3相互绝缘隔开有弹片组件4和定触片5，弹片组件4上设有可与定触片5抵触

的弹片触点41，感温支架2上设有一端伸出壳体的调节组件6，感温支架2还包括有一端伸出

壳体1的感温棒7，壳体1的前端感温棒的两侧还设有火线接口11和零线接口12，所述的壳体

1还设有断电复位限温器8，所述的壳体1内还设有大功率二极管9。

[0024] 大功率二极管9的单向导通特性，在交流电中导通半个周期，截止半个周期。

[0025] 本实用新型通过断电复位限温器8控制电源插头13与火线接口11或零线接口12之

间的电源导通，在超温时可自动断电，在温度下降后可以自动复位通电，或一次断电后不可

复位通电，或断电后拨下电源插头后复位。在调温器失灵或在测试非正常发热时，断电复位

限温器8能提供感温快的过热保护断电。

[0026] 本实用新型的大功率二极管9最好是与壳体内火线连接。

[0027] 本实用新型的感温支架2设有一凸出部21，断电复位限温器8固定在凸出部21上。

凸出部21与感温支架2为一体结构，感温支架2和凸出部21最好是采用导热材料制成，如导

热金属材料一体制成，

[0028] 本实用新型的断电复位限温器8的结构是，其包括基座81，基座81上设有基盖82，

基盖82上设有供瓷柱83穿过的孔84，基盖82上部设有双金属片85和感温帽86；基座82上设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16133821 U

4



有可与瓷柱83相抵的动弹片87，及静触片88；动弹片87和静触片88外接有外接端子870；动

弹片的活动端可与静触片相抵，动弹片87和静触片88之间连接有发热体89，瓷柱83推顶动

弹片的活动端与静触片脱离后，动弹片87和静触片88之间通过发热体89导通。

[0029] 本实用新型的静触片88与基盖82之间设有静片弹簧881，动弹片87与发热体89之

间设有动片弹簧871。

[0030] 本实用新型的壳体1上还设有功率转换开关10和指示灯14。

[0031] 本实用新型的壳体还连接有电源插头13，电源插头13设有地线131，火线132和零

线133。

[0032] 本实用新型调节组件6包括套接在顶板3上的旋转轴61，旋转轴61上设有弹簧和卡

圈，旋转轴61上部伸出壳体的一端设有旋钮62。

[0033] 本发明的通过设置功率转换开关10，可以实现两个回路，一个是直通回路，其对应

高功率；另一个是二极管回路，其对应低功率，依据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在交流电中，正

半周期导通，负半周期截止，因负半周期电流无法通过，导致转换效率降低，发热元件两端

电压降低，使实际使用功率变低，从而起到调节功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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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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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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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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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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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7 页

10

CN 216133821 U

10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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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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