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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翻盖装置及使用该自动翻盖装置

的料理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自动翻盖装置及使用

该装置的料理机，自动翻盖装置包括输出轴与锅

盖联接的驱动电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驱动

电机连接的凸轮，该凸轮的一侧具有第一斜面，

另一侧具有第二斜面；分别设置在凸轮两侧的第

一微动开关和第二微动开关；当凸轮在驱动电机

的输出轴驱动下沿第一方向旋转，且旋转角度等

于α时，凸轮一侧的第一斜面开始触压第一微动

开关；当凸轮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驱动下继续沿

第一方向旋转，且旋转角度等于β时，凸轮同时

触压第一微动开关和第二微动开关。与现有技术

相比，本实用新型能将锅盖开启至两个不同角

度，以实现不同工况需求；利用上述自动翻盖装

置的料理机，在锅盖开启至两个不同角度时，实

现收汁和添加食材两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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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翻盖装置，包括输出轴与锅盖联接的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在工作时能通过

其输出轴带动锅盖旋转，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

与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联接的、能在驱动电机驱动下转动的凸轮，该凸轮的一侧具有第

一斜面及与第一斜面连接的第一圆弧面，该凸轮的另一侧具有第二斜面及与第二斜面连接

的第二圆弧面；

第一微动开关，设置在与所述凸轮一侧相对的位置；

第二微动开关，设置在与所述凸轮另一侧相对的位置；

且第一微动开关和第二微动开关的设置位置满足：

凸轮初始位置时，凸轮没有触发第一微动开关，也没有触发第二微动开关；当凸轮在驱

动电机的输出轴驱动下沿第一方向旋转，且旋转角度小于α时，凸轮没有触发第一微动开

关，也没有触发第二微动开关；当凸轮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驱动下继续沿第一方向旋转，且

旋转角度等于α时，凸轮一侧的第一斜面开始触压第一微动开关，而凸轮另一侧始终没有触

压第二微动开关；当凸轮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驱动下继续沿第一方向旋转，且旋转角度大

于α小于β时，凸轮一侧的第一斜面或第一圆弧面继续触压第一微动开关，而凸轮另一侧始

终没有触压第二微动开关；当凸轮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驱动下继续沿第一方向旋转，且旋

转角度等于β时，凸轮一侧的第一斜面或第一圆弧面始终触压第一微动开关，凸轮另一侧的

第二斜面开始触压第二微动开关；当凸轮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驱动下继续沿第一方向旋

转，且旋转角度大于β时，凸轮一侧的第一斜面或第一圆弧面始终触压第一微动开关，凸轮

另一侧的第二斜面或第二圆弧面始终触压第二微动开关，β>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翻盖装置，其特征在于：α的取值范围为大于等于10°小于

等于40°，β的取值范围为大于等于15°小于等于9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翻盖装置，其特征在于：当第一斜面触压第一微动开关

后，第一斜面与第一微动开关的位移方向的夹角在为b，b的范围为大于等于50°小于等于

130°；当第二斜面触压第二微动开关后，第二斜面与第二微动开关的位移方向的夹角在为

c，c的范围为大于等于50°小于等于130°。

4.一种使用有如权利要求1所述自动翻盖装置的料理机，包括顶部具有开口的杯体，设

置在杯体开口处的锅盖，其特征在于：所述锅盖连接有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翻盖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料理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机体，所述杯体设置在机体上，所

述自动翻盖装置固定在机体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料理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杯体内的搅拌刀组，以及

为搅拌刀组的转动提供动力的主驱动回路，所述第二微动开关为常闭式微动开关，且第二

微动开关串接在主驱动回路中，当第二微动被触发后，能将主驱动回路断开从而使搅拌刀

组停止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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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翻盖装置及使用该自动翻盖装置的料理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自动翻盖装置及使用该自动翻盖装置的料理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品质追求也不断提高，更多人选择自己烹饪食物，料

理机在市场上广受欢迎。料理机在为人们提供方便烹饪方式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0003] 目前市面上大多数料理机的锅盖都需要用户自己打开、合上。在料理过程中，如果

需要收汁的时候无法自动开盖使水蒸气跑出，造成菜品汤汁过多，影响菜色品质和口感。当

需要添加食材时，必须用户自己开盖，造作不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第一个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提供一种能将锅盖

开启至两个不同角度的自动翻盖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第二个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提供一种使用有上

述自动翻盖装置的料理机。

[0006]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第一个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自动翻盖装置，

包括输出轴与锅盖联接的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在工作时能通过其输出轴带动锅盖旋转，其

特征在于：还包括有：

[0007] 与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联接的、能在驱动电机驱动下转动的凸轮，该凸轮的一侧具

有第一斜面及与第一斜面连接的第一圆弧面，该凸轮的另一侧具有第二斜面及与第二斜面

连接的第二圆弧面；

[0008] 第一微动开关，设置在与所述凸轮一侧相对的位置；

[0009] 第二微动开关，设置在与所述凸轮另一侧相对的位置；

[0010] 且第一微动开关和第二微动开关的设置位置满足：

[0011] 凸轮初始位置时，凸轮没有触发第一微动开关，也没有触发第二微动开关；当凸轮

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驱动下沿第一方向旋转，且旋转角度小于α时，凸轮没有触发第一微动

开关，也没有触发第二微动开关；当凸轮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驱动下继续沿第一方向旋转，

且旋转角度等于α时，凸轮一侧的第一斜面开始触压第一微动开关，而凸轮另一侧始终没有

触压第二微动开关；当凸轮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驱动下继续沿第一方向旋转，且旋转角度

大于α小于β时，凸轮一侧的第一斜面或第一圆弧面继续触压第一微动开关，而凸轮另一侧

始终没有触压第二微动开关；当凸轮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驱动下继续沿第一方向旋转，且

旋转角度等于β时，凸轮一侧的第一斜面或第一圆弧面始终触压第一微动开关，凸轮另一侧

的第二斜面开始触压第二微动开关；当凸轮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驱动下继续沿第一方向旋

转，且旋转角度大于β时，凸轮一侧的第一斜面或第一圆弧面始终触压第一微动开关，凸轮

另一侧的第二斜面或第二圆弧面始终触压第二微动开关，β>α。

[0012] 作为改进，α的取值范围为大于等于10°小于等于40°，β的取值范围为大于等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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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等于90°。

[0013] 再改进，当第一斜面触压第一微动开关后，第一斜面与第一微动开关的位移方向

的夹角在为b，b的范围为大于等于50°小于等于130°；当第二斜面触压第二微动开关后，第

二斜面与第二微动开关的位移方向的夹角在为c，c的范围为大于等于50°小于等于130°。

[0014]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第二个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使用有上述自动

翻盖装置的料理机，包括顶部具有开口的杯体，设置在杯体开口处的锅盖，其特征在于：所

述锅盖连接有具有上述结构的自动翻盖装置。

[0015] 作为改进，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料理机还包括机体，所述杯体设置在机体上，所述自

动翻盖装置固定在机体上。

[0016] 再改进，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料理机还包括设置在杯体内的搅拌刀组，以及为搅拌

刀组的转动提供动力的主驱动回路，所述第二微动开关为常闭式微动开关，且第二微动开

关串接在主驱动回路中，当第二微动被触发后，能将主驱动回路断开从而使搅拌刀组停止

旋转。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通过设置与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连接的

凸轮以及与凸轮配合的第一微动开关和第二微动开关，实现能将锅盖开启至两个不同角

度，以实现不同工况需求；利用上述自动翻盖装置的料理机，可以在锅盖开启至两个不同角

度时，实现收汁和添加食材两种功能。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自动翻盖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自动翻盖装置另一视角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自动翻盖装置中凸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自动翻盖装置与锅盖连接后的结构示意图(凸轮初始

状态)；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自动翻盖装置与锅盖连接后的结构示意图(凸轮转动α

角度的状态)；

[0023]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自动翻盖装置与锅盖连接后的结构示意图(凸轮转动β

角度的状态)；

[0024] 图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料理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料理机另一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7] 如图1～6所示的自动翻盖装置，包括驱动电机1，驱动电机1的输出轴通过齿轮传

动组件与锅盖2联接，齿轮传动组件设置在齿轮箱3内，驱动电机1在工作时能通过其输出轴

及齿轮传动组件带动锅盖2旋转，另外自动翻盖装置还包括有：

[0028] 凸轮4，凸轮4也与驱动电机1的输出轴通过齿轮传动组件连接、并能在驱动电机驱

动下转动，该凸轮4的一侧具有第一斜面41，该凸轮的另一侧具有第二斜面42；凸轮4的一侧

具有与第一斜面41连接的第一圆弧面43，所述凸轮4的另一侧具有与第二斜面42连接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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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圆弧面44；

[0029] 第一微动开关5，设置在与所述凸轮4一侧相对的位置；

[0030] 第二微动开关6，设置在与所述凸轮4另一侧相对的位置；

[0031] 且第一微动开关5和第二微动开关6的设置位置满足：

[0032] 凸轮4初始位置时，凸轮4没有触发第一微动开关5，也没有触发第二微动开关6；当

凸轮4在驱动电机1驱动下沿第一方向旋转，且旋转角度小于α时，凸轮没有触发第一微动开

关5，也没有触发第二微动开关6；当凸轮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驱动下继续沿第一方向旋转，

且旋转角度等于α时，凸轮4一侧的第一斜面开始触压第一微动开关5，而凸轮另一侧始终没

有触压第二微动开关6；当凸轮4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驱动下继续沿第一方向旋转，且旋转

角度大于α小于β时，凸轮一侧的第一斜面或第一圆弧面继续触压第一微动开关5，而凸轮另

一侧始终没有触压第二微动开关6；当凸轮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驱动下继续沿第一方向旋

转，且旋转角度等于β时，凸轮4一侧的第一斜面或第一圆弧面始终触压第一微动开关5，凸

轮4另一侧的第二斜面开始触压第二微动开关  6；当凸轮4在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驱动下继续

沿第一方向旋转，且旋转角度大于β时，凸轮4一侧的第一斜面或第一圆弧面始终触压第一

微动开关5，凸轮4另一侧的第二斜面或第二圆弧面始终触压第二微动开关6，β>α，α的取值

范围为大于等于10°小于等于40°，β的取值范围为大于等于15°小于等于90°。

[0033] 当第一斜面触压第一微动开关后，第一斜面与第一微动开关的位移方向的夹角在

为  b，b的范围为大于等于50°小于等于130°；当第二斜面触压第二微动开关后，第二斜面与

第二微动开关的位移方向的夹角在为c，c的范围为大于等于50°小于等于130°。

[0034] 一种料理机，包括机体7，机体7上设有顶部具有开口的杯体8，杯体8开口处设有锅

盖2，锅盖2连接有具有上述结构的自动翻盖装置，自动翻盖装置固定在机体上。杯体8内设

有搅拌刀组，以及为搅拌刀组的转动提供动力的主驱动回路，所述第二微动开关6为常闭式

微动开关，且第二微动开关6串接在主驱动回路中，当第二微动6被触发后，能将主驱动回路

断开从而使搅拌刀组停止旋转。

[0035] 驱动电机1的输出轴既能驱动锅盖2转动，同时还能驱动凸轮，凸轮在旋转时触动

第一微动开关，实现收汁时翻盖打开角度位置的识别，凸轮继续转动压住第二微动开关，实

现主驱动回路的切断，以防止上盖打开时(如中途添菜情况)料理机仍在搅拌或加热造成用

户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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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7 页

6

CN 212186268 U

6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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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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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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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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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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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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