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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了一种适于在多种酒宴场合下食用膳

食的一次性套件(1)，其由以下各项构成：容器装

置(2)；容器装置(2)的封闭元件(4)，其连接到容

器装置(2)的上部；适于消费膳食的多个元件

(5)；液体容器(6)和第一容纳包(6a)；第一桌布

元件(7)；第二桌布元件(8)；围兜(9)；两个或更

多个容纳元件(11)；以及加湿元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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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组装适于实现在多种酒宴场合下食用至少一顿膳食的一次性套件(1)的方法，

所述一次性套件(1)由以下各项构成：

至少一个容器装置(2)；

所述容器装置(2)的至少一个封闭元件，其连接到所述容器装置(2)的上部；

适于食用所述膳食的多个元件(5)；

至少一个液体容器(6)、一个第一容纳包(6a)和一个第三容纳包(5a)；

第一桌布元件(7)；

第二桌布元件(8)；以及

至少一个围兜(9)；

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提供所述容器装置(2)；

b)弯曲(12)所述第一桌布元件(7)，适于获得第一弯曲桌布元件(7r)；

c)通过将所述液体容器(6)插入到所述第一容纳包(6a)内部来包装(13)所述液体容器

(6)，适于获得包装的液体容器(6i)；

d)通过将所述第一弯曲桌布元件(7r)和所述多个元件(5)插入到第三容纳包(5a)内部

来同时包装(14)所述第一弯曲桌布元件(7r)和所述多个元件(5)，适于获得至少一个包装

元件(14i)；

e)弯曲(15)所述第二桌布元件(8)，适于获得第二弯曲桌布元件(8r)；

f)弯曲(16)所述围兜(9)，适于获得弯曲围兜(9r)；

g)将所述第二弯曲桌布元件(8r)和所述弯曲围兜(9r)缠绕(17)在所述第一弯曲桌布

元件(7r)和所述多个元件(5)的所述第三容纳包(5a)周围；

h)形成至少一个圆柱形元件(18)，所述圆柱形元件通过将所述第二弯曲桌布元件(8r)

和所述弯曲围兜(9r)缠绕在所述包装元件(14i)周围而构成；

i)将所述圆柱形元件(18)插入到所述包装的液体容器(6i)内部，并且将所述圆柱形元

件(18)的下表面放置在所述包装的液体容器(6i)的内表面上；

j)形成至少一个组装元件(19)，所述组装元件通过将所述圆柱形元件(18)插入到所述

包装的液体容器(6i)内部而构成；

k)将所述组装元件(19)插入(22)到所述容器装置(2)内部，并且将所述组装元件(19)

的下表面放置在所述容器装置(2)的底座元件(2c)的内表面上；

l)将所述组装元件(19)的下表面放置在所述容器装置(2)的所述底座元件(2c)的所述

内表面上；

m)将所述封闭元件(4)放置在所述容器装置(2)的上部；以及

n)形成所述一次性套件(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容器装置(2)由矩形形状的外壳(2a)

构成，所述外壳沿着下边缘被配备有适于与圆形形状的至少一个底座元件(2c)的边缘连接

的第一连接元件(2b)，并且沿着第一侧边缘被配备有适于与所述外壳(2a)的第二侧边缘连

接的第二连接元件(2d)，赋予其圆柱形形状，所述外壳(2a)和与其连接的所述底座元件

(2c)适于构成所述容器装置(2)并且赋予其圆柱形形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封闭元件(4)由矩形形状的第一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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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构成，所述第一元件沿着上边缘被配备有适于与圆形形状的第二元件(4c)的边缘连接

的第一连接元件(4b)，并且沿着第一侧边缘被配备有适于与所述第一元件(4a)的第二侧边

缘连接的第二连接元件(4d)，赋予其圆柱形形状，连接到所述第二元件(4c)的所述第一元

件(4a)适于构成所述第二元件(4c)的至少一个边缘，赋予所述封闭元件(4)圆柱形形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所述包装的液体容器(6)的上表面与

所述容纳装置(2)的内侧表面之间的粘合来保证所述组装元件(19)在所述容器装置(2)内

部的正确放置。

5.一种组装适于实现在多种酒宴场合下食用至少一顿膳食的一次性套件(1)的方法，

所述一次性套件(1)由以下各项构成：

至少一个容器装置(2)；

所述容器装置(2)的至少一个封闭元件，其连接到所述容器装置(2)的上部；

适于食用所述膳食的多个元件(5)；

至少一个液体容器(6)、一个第一容纳包(6a)和一个第三容纳包(5a)；

第一桌布元件(7)；

第二桌布元件(8)；

至少一个围兜(9)；以及

容纳多个包衬的至少两个容纳元件(11)以及第二容纳包(11a)，和/或至少一个加湿元

件(10)，所述加湿元件(10)适于在食用所述膳食后清洁所述一次性套件(1)的用户的手和

嘴；

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提供所述容器装置(2)；

b)弯曲(12)所述第一桌布元件(7)，适于获得第一弯曲桌布元件(7r)；

c)通过将所述液体容器(6)插入到所述第一容纳包(6a)内部来包装(13)所述液体容器

(6)，适于获得包装的液体容器(6i)；

d)通过将所述第一弯曲桌布元件(7r)和所述多个元件(5)插入到第三容纳包(5a)内部

来同时包装(14)所述第一弯曲桌布元件(7r)和所述多个元件(5)，适于获得至少一个包装

元件(14i)；

e)弯曲(15)所述第二桌布元件(8)，适于获得第二弯曲桌布元件(8r)；

f)弯曲(16)所述围兜(9)，适于获得弯曲围兜(9r)；

g)将所述第二弯曲桌布元件(8r)和所述弯曲围兜(9r)缠绕(17)在所述第一弯曲桌布

元件(7r)和所述多个元件(5)的所述第三容纳包(5a)周围；

h)形成至少一个圆柱形元件(18)，所述圆柱形元件通过将所述第二弯曲桌布元件(8r)

和所述弯曲围兜(9r)缠绕在所述包装元件(14i)周围而构成；

i)将所述圆柱形元件(18)和所述加湿元件(10)插入到所述包装的液体容器(6i)内部；

j)形成(24)第一复合元件(20)，所述第一复合元件(20)通过将所述圆柱形元件(18)和

所述加湿元件(10)插入到所述包装的液体容器(6i)内部而构成；

k)通过将所述两个或更多个容纳元件(11)插入到第二容纳包(11a)内来包装所述两个

或更多个容纳元件(11)，适于获得两个或更多个包装的容纳元件(11i)；

l)形成(26)第二复合元件(23)，所述第二复合元件通过将所述第一复合元件(20)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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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所述两个或更多个包装的容纳元件(11i)内部并且通过将所述第一复合元件(20)的下表

面放置在所述两个或多个包装的容纳元件(11i)的内表面上而构成；

m)将所述第二复合元件(23)插入到所述容器装置(2)内部，并且将所述第二复合元件

(23)的下表面放置在所述容器装置(2)的底座元件(2c)的所述内表面上；

n)将所述封闭元件(4)放置在所述容器装置(2)的所述上部；以及

o)形成所述一次性套件(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所述两个或更多个包装的容纳元件

(11i)的上表面与所述容纳装置(2)的内侧表面之间的粘合来保证所述第二复合元件(23)

在所述容器装置(2)内部的正确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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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套件和组装这种套件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一次性套件，特别涉及一种用于食用膳食的一次性套件，并且涉

及一种组装这种套件的相关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如今，狂热的节奏、工作、学习或自由时间的原因暗示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因

此，通常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里或外面食用快餐，使用学校食堂、餐馆、公司食堂、商业食堂、

餐饮服务、酒吧或旨在提供食物的其它服务。

[0003] 因此，要清楚使用一次性元件来食用膳食从而实现经济优势并进一步允许对解决

卫生或用户的需要是如何变得必要和普遍的。

[0004] 在这种背景下，已知一次性盒子用于存放和运输食品，诸如在专利中所述：

[0005] US  2015297004，其公开了一种由单层材料制成的一次性盒子，该一次性盒子也适

于在微波炉中使用。已知的一次性盒子进一步具有可生物降解的薄膜，该薄膜放置在该一

次性盒子的上端，从而提供防尘和防潮，保证食物的卫生。然而，上述一次性盒子缺少食用

膳食所需的许多元件，诸如举例而言，餐具、餐巾纸、玻璃杯；

[0006] CN  203428207，其公开了一种由冲切纸制成的一次性盒子，该一次性盒子具有盖

子，在该盖子上放置了纸板棒。这种一次性盒子由于其仅配备有用于处理食物的棒而将其

用途仅限于能够使用上述棒的用户，并且另外将其用途限于某些类型的食物；以及

[0007] CN  201855019，其公开了一种由通过连接轴连接到盖子的板、伸缩棒以及放置在

板中存在的凹槽中的勺子构成的一次性盒子。然而，这种已知的一次性盒子没有提供对于

食用膳食有用的所有元件的完整组合。

[0008] 一套一次性餐具在本领域中也是已知的，如专利中所公开的：

[0009] US  2014033540，其公开了一套一次性餐具，所述一次性餐具包括刀子和叉子，或

刀子和勺子，或刀子和餐具，并且在叉子的一端具有勺子，而在另一端具有勺子。另外，刀子

具有凹槽，第二餐具放置在该凹槽中。然而，上述的一套一次性餐具不完整，因为没有包括

棒；

[0010] CN  103371697，其公开了一种组合在工具中的一套餐具，该工具由第一棒和第二

棒构成，该第一棒的一端具有勺子，该第二棒的另一端具有叉子。在中央部分，餐具通过弹

性连接元件连接，这使得能够将棒用于不熟悉其用途的用户。然而，这一套一次性餐具的多

种用途几乎不能实现，因为它们既用作单独的餐具(勺子和叉子)，也用作配备有棒的工具；

以及

[0011] CN  202908437，其公开了具有可以拆卸的结构的一套一次性餐具。餐具的手柄保

持不变，有可能更换端部元件。取决于需要，可用叉子元件或刀子元件更换手柄上的勺子元

件。然而，要清楚上述的一套一次性餐具是如何几乎不卫生和实用的，因为在用餐期间，用

户被迫多次更换端部元件并且不能同时使用餐具(叉子和刀子)。

[0012] 如WO  2014116138中所公开的，一次性板在本领域中也是已知的，该一次性板由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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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材料制成并且成形为截头圆锥形。这种形状和制造上述一次性板的复合材料允许其在不

同场合下的简单使用，诸如有关公共交通工具、露营、野餐等的旅途。一次性板在本领域中

也是已知的，如在US  2012248124中所公开，其在其外边缘上包括用于叉子或用于勺子的支

撑元件。

[0013] 然后观察现有技术如何单独地或以部分组合的方式具有一次性元件的实施例。

[0014] 另外，要清楚需要更多的费用，因为必须找到其它必要的元件；另外，还需要更多

的空间来存放上述元件。

发明内容

[001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提供一次性套件来解决上述现有技术问题，该一次性套件适

于在多种酒宴场合下有效地食用膳食。

[0016] 由具体实施方式得出的本发明的上述和其它目的和优点是通过如相应独立权利

要求中所要求保护的一次性套件和用于组装这种套件的相关方法获得的。本发明的优选实

施例和显著变型是从属权利要求的主题。

[0017] 所有所附权利要求旨在是本说明书的组成部分。

[0018] 显而易见的是，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所描述的内容进行许多

改变和修改(例如，与形状、尺寸、布置和具有相同功能的部分有关)，如从所附权利要求中

所见。

附图说明

[0019] 通过参考附图作为非限制性示例提供的本发明的一些优选实施例将更好地描述

本发明，其中：

[0020] 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一次性套件的第一实施例的剖视图；

[0021] 图2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一次性套件的第二实施例的剖视图；

[0022] 图3到1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一次性套件的部件的剖视图；

[0023] 图12示出了用于组装一次性套件的相关方法的示意图；并且

[0024] 图13示出了用于组装一次性套件的第二实施例的相关方法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参考附图，根据本发明的一次性套件1适于在多种外部或内部酒宴场合下食用膳

食，诸如举例而言，在家里、餐馆、旅馆、野餐、交通工具、学校、公司或商业食堂、酒吧等。

[0026] 根据本发明的一次性套件1由以下各项构成：

[0027] 至少一个容器装置2，其为圆柱形或截头圆锥形或其它合适的形状、由塑料材料、

聚苯乙烯、纸或其它类似材料制成、优选地具有等于170mm的高度和等于83mm的直径；

[0028] 容器装置2的至少一个封闭元件4，其优选地具有等于83mm的直径、通过嵌入、化学

紧固或螺纹连接到容器装置2的上部而连接；

[0029] 适于食用膳食的多个元件5，诸如举例而言，叉子、刀子、勺子、寿司棒或其它类似

元件、优选地具有等于170mm的高度；

[0030] 至少一个液体容器6，诸如举例而言，由纸材料或纤维素、或塑料、或聚苯乙烯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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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液体容器，其优选地具有等于46mm的下部直径和等于77mm的上部直径以及第一容纳包

6a；

[0031] 第一桌布元件7，诸如举例而言，由纸材料或纤维素或其它类似材料制成的餐巾

纸，优选地高度和宽度各自都等于400mm；

[0032] 第二桌布元件8，诸如举例而言，由纸材料、或塑料、或聚酯、或非织造织物、或其它

类似材料制成的小桌布，优选地具有等于350mm的高度和等于450mm的宽度；以及

[0033] 至少一个围兜9，其由纸材料、或塑料、或聚酯、或非织造织物、或聚乙烯、或其它类

似材料制成，优选地具有等于590mm的高度和等于400mm的宽度。

[0034] 具体地，如图3中所示，所述容器装置2由矩形形状的外壳2a构成，所述外壳沿着下

边缘被配备有适于通过化学紧固或嵌入或其它合适方法与圆形形状的底座元件2c的边缘

连接的第一连接元件2b；所述外壳2a进一步沿着第一侧边缘被配备有适于通过化学紧固或

嵌入或其它合适方法与所述外壳2a的第二侧边缘连接的第二连接元件2d，赋予其圆柱形形

状；连接到所述底座元件2c的所述外壳2a适于构成所述容器装置2并且赋予其圆柱形形状。

[0035] 如图4中所示，所述封闭元件4由矩形形状的第一元件4a构成，所述第一元件沿着

上边缘被配备有适于通过化学紧固或嵌入或其它合适方法与圆形形状的第二元件4c的边

缘连接的连接元件4b；另外，所述第一元件4a沿着第一侧边缘被配备有适于通过化学紧固

或嵌入或其它合适方法与所述第一元件4a的第二侧边缘连接的第二连接元件4d，赋予其圆

柱形形状；连接到所述第二元件4c的所述第一元件4a适于构成所述第二元件4c的边缘，赋

予所述封闭元件4圆柱形形状。

[0036] 作为非限制性示例，图2示出了一次性套件1的第二实施例，其进一步被配备有至

少两个或更多个容纳元件11(诸如举例而言，由塑料涂布纸制成的容器或其它合适的容器)

和第二容纳包11a和/或至少一个加湿元件10，所述加湿元件适于在食用膳食后清洁所述一

次性套件1的用户的手和嘴。

[0037] 如图12中所示，用于组装所述一次性套件1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8] a)提供所述容器装置2；

[0039] b)弯曲12所述第一桌布元件7，适于获得最佳尺寸的第一弯曲桌布元件7r诸如以

便有利地插入到所述容器装置2中；

[0040] c)通过将所述液体容器6插入到所述第一容纳包6a内部来包装13所述液体容器6，

适于获得包装的液体容器6i；

[0041] d)通过将所述第一弯曲桌布元件7r和所述多个元件5插入到第三容纳包5a内部来

同时包装14所述第一弯曲桌布元件7r和所述多个元件5，适于获得包装元件14i；

[0042] e)弯曲15所述第二桌布元件8，适于获得最佳尺寸的优选地分为三个部分的第二

弯曲桌布元件8r诸如以便有利地插入到所述容器装置2中；

[0043] f)弯曲16所述围兜9，适于获得最佳尺寸的优选地分为四个部分的弯曲围兜9r诸

如以便有利地插入到所述容器装置2中；

[0044] g)将所述第二弯曲桌布元件8r和所述弯曲围兜9r缠绕17在所述包装元件14i周

围；

[0045] h)形成圆柱形元件18，其由将所述第二弯曲桌布元件8r和所述弯曲围兜9r缠绕在

所述包装元件14i周围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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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i)将所述圆柱形元件18插入到所述包装的液体容器6i内部，并且将所述圆柱形元

件18的下表面放置在所述包装的液体容器6i的内表面上；

[0047] j)形成组装元件19，所述组装元件通过将所述圆柱形元件18插入到所述包装的液

体容器6i内部而构成；

[0048] k)将所述组装元件19插入22到所述容器装置2内部，并且将所述组装元件19的下

表面放置在所述容器装置2的所述底座元件2c的内表面上；

[0049] 1)将所述组装元件19的下表面放置在所述容器装置2的所述底座元件2c的所述内

表面上；

[0050] m)将所述封闭元件4放置在所述容器装置2的上部；以及

[0051] n)形成所述一次性套件1。

[0052] 如图13中所示，用于组装一次性套件1的第二实施例的方法包括步骤a)到h)等类

似于上述组装方法的步骤以及其它步骤：

[0053] i)将所述圆柱形元件18和所述加湿元件10插入到所述包装的液体容器6i内部；

[0054] j)形成24第一复合元件20，所述复合元件由将所述圆柱形元件18和所述加湿元件

10插入到所述包装的液体容器6i内部而构成；

[0055] k)通过将所述两个或更多个容纳元件11插入到第四容纳包12a内来包装25所述两

个或更多个容纳元件11，适于获得两个或更多个包装的容纳元件11i；

[0056] 1)形成26第二复合元件23，所述第二复合元件由将所述第一复合元件20插入到所

述两个或更多个包装的容纳元件11i内部并且由将所述第一复合元件20的下表面放置在所

述两个或多个包装的容纳元件11i的内表面上而构成；

[0057] m)将所述第二复合元件23插入27到所述容器装置2内部，并且将所述第二复合元

件23的下表面放置在所述容器装置2的所述底座元件2c的内表面上；

[0058] n)将所述封闭元件4放置在所述容器装置2的上部；以及

[0059] o)形成所述一次性套件1。

[0060] 最后，通过所述包装的液体容器6i的上表面与所述容纳装置2的内侧表面之间或

者所述两个或更多个包装的容纳元件11i的上表面与所述容纳装置2的内侧表面之间的粘

合来保证所述组装元件19或所述第二复合元件23在所述容器装置2内部的正确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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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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