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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酿造装置，能于一个酿造状态及一个退

包状态间变换，并包含一个适于放置一个胶囊的

胶囊座，以及至少一个能带动该胶囊座前后移动

的曲柄滑块单元。该酿造装置还包含一个供使用

者操作的主动系统，该主动系统能枢转并界定出

至少一个供该曲柄滑块单元连接的滑槽。本发明

提供了一种构造不同以往的酿造装置，利用该主

动系统界定出的滑槽，搭配该曲柄滑块单元，使

该酿造装置所需的零件较少，且构造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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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酿造装置，能于一个酿造状态及一个退包状态间变换，并包含一个胶囊座，以及

至少一个能带动该胶囊座前后移动的曲柄滑块单元，其特征在于：该酿造装置还包含一个

供使用者操作的主动系统，该主动系统能枢转并界定出至少一个供该曲柄滑块单元连接的

滑槽，其中，该主动系统包括一个供使用者操作的操作单元，以及至少一个作动单元，该作

动单元包括一个与该操作单元连动的作动件，以及一根连接该作动件的滑轴，该作动件具

有一个与该操作单元连动且能枢转的连动端部，以及一个连接该连动端部并界定出该滑槽

的滑槽端部，该滑轴一端穿设在该滑槽，另一端连接该曲柄滑块单元。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酿造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滑槽为直线滑槽。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酿造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连动端部往该滑槽端部的后上方延

伸。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酿造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曲柄滑块单元包括一个连接该胶囊座

的移动端部、一个能枢转的枢接端部，以及一个位于该移动端部与该枢接端部间的作动端

部，该滑轴一端穿设在该滑槽，另一端枢接该作动端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酿造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曲柄滑块单元包括彼此连接的一个第

一曲臂与一个第二曲臂，该第一曲臂具有一个连接该胶囊座的该移动端部，以及一个相反

于该移动端部且枢接该作动端部的连接端部，该第二曲臂具有该作动端部，以及相反于该

作动端部的该枢接端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酿造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滑槽具有一个位于前方的第一槽部，

以及一个位于后方的第二槽部，于该酿造状态，该第一槽部低于该第二槽部，该滑轴位于该

第一槽部，扳动该操作单元带动该作动件枢转，并使该第一槽部往上且使该第二槽部往下，

能使该酿造装置来到该退包状态，于该退包状态，该第二槽部低于该第一槽部，该滑轴位于

该第二槽部。

7.如权利要求1至6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酿造装置，其特征在于：该酿造装置包括两

个曲柄滑块单元，以及两个作动单元，所述作动单元的所述作动件分别与该操作单元连动，

每一滑轴的一端穿设在对应的滑槽中，另一端连接对应的曲柄滑块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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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造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食物调理设备，特别是涉及一种搭配饮料胶囊来酿造饮料的酿造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今市面上有所谓的胶囊饮料机。所述的胶囊饮料机，大都会有一个用于酿造

(brew)出饮料的酿造装置。以往的酿造装置，多会有一个用于容装饮料胶囊的胶囊座，以及

一个用于带动该胶囊座移动的机构。所述的饮料胶囊与胶囊饮料机，举例来说能为咖啡胶

囊与胶囊咖啡机，但也能为茶饮胶囊与胶囊茶饮机。各家胶囊饮料机业者，无不对该酿造装

置求新求变，以提供更好的设计，并提供使用者更棒的操作体验。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酿造装置，与现有的酿造装置的构造不同，且所需零

件少，构造简单。

[0004] 本发明酿造装置，能于一个酿造状态及一个退包状态间变换，并包含一个胶囊座，

以及至少一个能带动该胶囊座前后移动的曲柄滑块单元，该酿造装置还包含一个供使用者

操作的主动系统，该主动系统能枢转并界定出至少一个供该曲柄滑块单元连接的滑槽。

[0005] 本发明所述的酿造装置，该主动系统包括一个供使用者操作的操作单元，以及至

少一个作动单元，该作动单元包括一个与该操作单元连动的作动件，以及一根连接该作动

件的滑轴，该作动件具有一个与该操作单元连动且能枢转的连动端部，以及一个连接该连

动端部并界定出该滑槽的滑槽端部，该滑轴一端穿设在该滑槽，另一端连接该曲柄滑块单

元。

[0006] 本发明所述的酿造装置，该滑槽为直线滑槽。

[0007] 本发明所述的酿造装置，该连动端部往该滑槽端部的后上方延伸。

[0008] 本发明所述的酿造装置，该曲柄滑块单元包括一个连接该胶囊座的移动端部，一

个能枢转的枢接端部，以及一个位于该移动端部与该枢接端部间的作动端部，该滑轴一端

穿设在该滑槽，另一端枢接该作动端部。

[0009] 本发明所述的酿造装置，该曲柄滑块单元包括彼此连接的一个第一曲臂与一个第

二曲臂，该第一曲臂具有一个连接该胶囊座的该移动端部，以及一个相反于该移动端部且

枢接该作动端部的连接端部，该第二曲臂具有该作动端部，以及相反于该作动端部的该枢

接端部。

[0010] 本发明所述的酿造装置，该滑槽具有一个位于前方的第一槽部，以及一个位于后

方的第二槽部，于该酿造状态，该第一槽部低于该第二槽部，该滑轴位于该第一槽部，扳动

该操作单元带动该作动件枢转，并使该第一槽部往上且使该第二槽部往下，能使该酿造装

置来到该退包状态，于该退包状态，该第二槽部低于该第一槽部，该滑轴位于该第二槽部。

[0011] 本发明所述的酿造装置，该酿造装置包括两个曲柄滑块单元，以及两个作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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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作动单元的所述作动件分别与该操作单元连动，每一滑轴的一端穿设在对应的滑槽

中，另一端连接对应的曲柄滑块单元。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利用该主动系统界定出的该滑槽，并搭配该曲柄滑块单

元运作，来达成本发明减少该酿造装置所需的零件，且整体构造简单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酿造装置的一个实施例的一个立体分解图；

[0014] 图2是该实施例的一个立体组合图；

[0015] 图3是该实施例的一个侧视图，图中示意该实施例于一个酿造状态；

[0016] 图4是该实施例的另一个侧视图，图中示意该实施例由该酿造状态转变至一个退

包状态的一个中间过程；及

[0017] 图5是该实施例的又一个侧视图，图中示意该实施例处于该退包状态。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参阅图1、图2及图3，本发明酿造装置的一个实施例，适于安装在一个图未示且位

于本实施例外侧的壳座上，并包含一个供使用者操作的主动系统1。该主动系统1包括一个

供使用者操作的操作单元2、分别定位设置在该壳座上的一根作动轴31与一根关节轴32，以

及两个分别与该操作单元2连动的作动单元4。本实施例还包含两个分别能受所述作动单元

4带动的曲柄滑块单元5、一个定位设置在该壳座的冲泡座6，以及一个位于该冲泡座6后方

的胶囊座7。

[0019] 该操作单元2包括一个手把21。该手把21概呈L形，并具有一个概呈横向水平延伸

的水平段22，以及一个由该水平段22的一端往下延伸的垂直段23。该水平段22具有彼此相

反的一个连接部221与一个扳动部222。该连接部221连接该垂直段23。该扳动部222位于该

连接部221的前方，且略微往上弧翘而利于使用者扳动。

[0020] 该作动轴31与该关节轴32分别左右延伸，且左右两端分别定位设置在该壳座(图

未示)上。该关节轴32位于该作动轴31的下方。

[0021] 每一作动单元4包括一个枢设在该作动轴31上的作动件41，以及一根分别连接该

作动件41的滑轴42。

[0022] 每一作动件41能与该操作单元2连动，并具有一个枢设在该作动轴31上的枢接块

43，以及一个由该枢接块43往另一作动件41延伸的连动块44。每一枢接块43具有一个与该

连动块44连接的连动端部431，以及一个连接该连动端部431并界定出一个滑槽433的滑槽

端部432。每一连动端部431枢设在该作动轴31上，并往对应的滑槽端部432的后上方延伸。

每一滑槽433为直线延伸设计的滑槽433，并具有一个位于前方的第一槽部434，以及一个位

于后方的第二槽部435。每一连动块44与另外一个连动块44及该手把21的该垂直段23同体

连接，使所述作动件41同体连接成一块，并使每一连动端部431与该操作单元2的该垂直段

23连动。

[0023] 每一滑轴42的外侧部位穿设在对应的滑槽433，内侧部位则与对应的曲柄滑块单

元5连接。本实施例中所述滑轴42彼此同体连接，在实施上也能为彼此分离的两根滑轴42。

[0024] 每一曲柄滑块单元5包括彼此连接的一个第一曲臂51与一个第二曲臂52。每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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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臂51呈往下弧弯的造型，并具有一个枢接该胶囊座7的移动端部511，以及一个相反于

该移动端部511的连接端部512。所述移动端部511通过一根第一枢轴33与该胶囊座7连接。

每一第二曲臂52具有一个枢接对应的连接端部512的作动端部521，以及一个相反于该作动

端部521的枢接端部522。所述第二曲臂52彼此同体连接成一块，但在实施上也能彼此分离。

所述作动端部521通过一根第二枢轴34与对应的连接端部512枢接。每一作动端部521还与

对应的滑轴42的内侧部位枢接。每一枢接端部522则枢设在该关节轴32上。

[0025] 该胶囊座7适于放置一个饮料胶囊，并能受该曲柄滑块单元5带动，而相对该冲泡

座6前后移动。该饮料胶囊能依不同饮料而有所变换，举例来说能为咖啡胶囊，也能为茶饮

胶囊。该胶囊座7连接该冲泡座6时，能冲泡饮料。该胶囊座7与该冲泡座6分离时，能供冲泡

完毕的饮料胶囊离开该胶囊座7。

[0026] 参阅图3、图4及图5，本实施例能于一个如图3所示的酿造状态，以及一个如图5所

示的退包状态间变换。其中，图4是由图3变换至图5的中间过程的一个撷图。

[0027] 本实施例平时未使用时，是处于如图3所示的酿造状态。该手把21概呈横向延伸。

该胶囊座7抵接该冲泡座6。每一滑槽433的该第一槽部434低于对应的第二槽部435，使每一

滑槽433呈现由前往后上延伸的状态。每一滑轴42位于对应的第一槽部434。每一第一曲臂

51与每一第二曲臂52，分别概呈横向水平延伸。

[0028] 使用者如要酿造饮料时，能握住该手把21的该扳动部222，将该扳动部222往后往

上扳动。该手把21会带动每一作动件41，分别以枢接该作动轴31的该连动端部431为轴心枢

转，使每一作动件41的该滑槽433的延伸方向改变，并进而带动对应的第一曲臂51与对应的

第二曲臂52作动。每一作动件41在枢转的过程中，对应的滑槽端部432会朝上移动，使每一

第一槽部434往上且使每一第二槽部435往下，进而使对应的滑槽433逐渐转变成由前往后

下延伸的状态。在每一作动件41作动的过程中，每一滑轴42会由该第一槽部434往该第二槽

部435移动，并带动每一第一曲臂51的该连接端部512与每一第二曲臂52的该作动端部521

往上移动，彼此贴近，并将该胶囊座7往后带动，而来到该退包状态。

[0029] 于该退包状态，该手把21概由前往后下延伸。每一滑槽433的该第二槽部435低于

对应的第一槽部434。每一滑轴42位于对应的第二槽部435。每一第一曲臂51与每一第二曲

臂52分别概呈上下直立延伸状态，且彼此贴近。该胶囊座7位于该冲泡座6后方地与该冲泡

座6前后间隔。此时，使用者即能将饮料胶囊放进该胶囊座7中。

[0030] 安置好该饮料胶囊后，再次将该手把21的扳动部222往下扳动，即能使本实施例由

该退包状态转变回至该酿造装态，并能将该饮料胶囊内的饮料成分冲泡变成香醇可口的饮

料。接着，再次扳动该手把21，使本实施例再度转变至该退包状态，即能将酿造冲泡后的饮

料胶囊由该胶囊座7中取出，使用相当方便。

[0031] 综上所述，本实施例，利用所述作动件41界定出的所述滑槽433与所述滑轴42来带

动所述曲柄滑块单元5的所述第一曲臂51及所述第二曲臂52运作，能减少该酿造装置整体

所需的零件数量，并使得构造简单化，故确实能达成本发明的目的。

[0032] 在前述的实施例中，是包含了两个的所述作动单元4，以及两个的所述曲柄滑块单

元5。所述作动单元4与所述曲柄滑块单元5彼此左右间隔且每一作动单元4与对应的曲柄滑

块单元5连接的设计，能提供较佳的稳定性，但并不能以此限定本案的专利范围。举例来说，

在不考量较佳稳定性的前提下，也能仅于中央部位设置一个的所述作动单元4与一个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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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曲柄滑块单元5。此时，单个的该作动件41能连接于该垂直段23的中央，且枢设在该作

动轴31的中央部位。单个的该滑轴42穿设在该作动件41的该滑槽433中，并连接单个的该第

二曲臂52。该第二曲臂52一端枢设于该关节轴32的靠近中央的部位，另一端则与该滑轴42

枢接。单个的该第一曲臂51则枢接于该第二曲臂52与胶囊座7的中央部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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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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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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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9

CN 106993951 B

9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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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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