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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切换电压的温控器，包括

塑料外壳、中心支柱、L极插片、N极插片、D1极弹

片、D2极弹片、D3极弹片、N极弹片、盖板、铁板、温

度感应片、上导柱、下导柱，塑料外壳的中心装配

有中心支柱，中心支柱上装有上下错位成90的的

不相交的上下导柱，中心支柱的外侧分别装有D1

极弹片、D2极弹片、D3极弹片、N极弹片、L极插片、

N极插片，塑料外壳的顶部则装配有盖板，盖板上

方装有铁板，温控感应片则装在铁板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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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切换电压温控器，包括塑料外壳(202)、中心支柱(204)、L极插片(212)、N极插片

(211)、D1极弹片(203)、D2极弹片(206)、D3极弹片(207)、N极弹片(208)、盖板(103)、铁板

(110)、温度感应片(105)、上导柱(205)、下导柱(201)，塑料外壳(202)的中心装配有中心支

柱(204)，中心支柱(204)上装有上下导柱，中心支柱(204)的外侧分别装有D1极弹片(203)、

D2极弹片(206)、D3极弹片(207)、N极弹片(208)、L极插片(212)、N极插片(211)，塑料外壳

(202)的顶部则装配有盖板(103)，盖板(103)上方装有铁板(110)，铁板(110)里面则装有第

一温度感应片(105)和第二温度感应片(108)；所述的中心支柱(204)上装配有上下导柱，上

导柱(205)和下导柱(201)呈不相交的上下排布，且错位90度；所述的中心支柱(204)的外侧

分别装配有D1极弹片(203)、D2极弹片(206)、D3极弹片(207)、N极弹片(208)，当在高电压工

作时，D1极弹片(203)通过装配在中心支柱上的下导柱(201)和D3极弹片(207)连通，同时N

极弹片(208)则通过装配在中心支柱(204)上的上导柱(205)和D2极弹片(206)连通，当在低

电压工作时，旋转中心支柱(204)90度，把D1极弹片(203)和装配在中心支柱(204)上的下导

柱(201)分离，使得D1极弹片(203)和D3极弹片(207)断开，同时把N极弹片(208)和装配在中

心支柱(204)上的上导柱(205)分离，使得D2极弹片(206)和N极弹片(208)断开，同时D3极弹

片(207)和下导柱(201)连通，使得D3极弹片(207)通过下导柱(201)和N极弹片(208)连通；

高电压和低电压工作切换时要求旋转中心支柱(204)90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切换电压温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装配在铁板(110)上的第

一温度感应片(105)、第二温度感应片(108)，其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第一温度感应片

(105)可通过装配在盖板(103)上的第一瓷棒(104)来断开L极插片(212)和D1极弹片(203)

相连的一组常闭触点(213)，第二温度感应片(108)可通过装配在盖板(103)上的第二瓷棒

(109)来断开N极插片(211)和N极弹片(208)相连的一组常闭触点(210)。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7644780 B

2



可切换电压的温控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可切换不同电压上用的温度敏感控制器，属于家用电器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居民对生活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一些功能创新、健康、节能时尚使用方便、

快捷的产品得到市场进一步认可，家用电器中如电热水壶、电饭煲、电炖锅等加热设备在家

庭中都得到广泛应用，但现有电热水壶、电饭煲等此类产品其生产厂家在出厂时，以限定其

正常工作的额定电压，在不同的电压的情况下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现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提倡健康、环保。因此人们在出行到不同国家或地区时，因电压的不同导致设备无法

使用，造成其生活的不便捷，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不同的电压，调整温控器上不同的电路使之和电压相匹配，

不至于因电压不对损坏电器，且电器在工作过程中，能起到温度控制保护的作用，提供一种

结构简单，安装方便，触片稳定可靠，使用寿命长的可切换电压的温控器。

[0004] 本发明可切换电压温控器的技术方案是：其塑料外壳中间装有中心支柱，中心支

柱上装有成90  度角度的两根错位的上下导体，在塑料外壳内以中心支柱为中心分别装有N

极弹片、D1极弹片、D2  极弹片、D3极弹片、L极插片、N极插片，外壳的上方则装有塑料盖板，

塑料盖板上装有两根瓷棒，塑料盖板上方装有铁架，铁架上分别装有两个温度感应片。

[0005] 本发明的可切换电压的温控器，塑料外壳底部有一圆孔，底部圆孔的边上有限位

块，中心支柱一端则通过圆孔装配在塑料外壳上，所述的限位块则和中心支柱上的台阶配

合，用于限制中心支柱旋转的角度，在不同电压时用来调整温控器内不同的电路来实现切

换的功能，所述的中心支柱上分别有两个错位的成90度不相交的上下圆孔，上下圆孔分别

装配有一上导柱、下导柱，在中心支柱的左侧，装有D1极弹片，D1极弹片的一端伸出有两上

下铜片，上下铜片分别压着中心支柱的表面和装配在中心支柱上的下导柱，D1极弹片的另

外一端则和L极插片通过一组常闭触点相连，所述中心支柱的右侧装配有D3极弹片，D3极弹

片分别接触装配在中心支柱上的下导柱，和中心支柱外侧，所述的中心支柱的后面，装配有

一N极弹片，所述的N极弹片一端伸出有上下两弹片，分别贴着装配在中心支柱上的上导柱

和中心支柱外侧表面，N极弹片的另外一端则和N极插片通过一组常闭触点相连，所述的中

心支柱的前面，分别装有D2极弹片，和D3极弹片，D2极弹片的紧压着装配在中心支柱上的上

导柱，  D3极弹片则压着中心支柱的外壳表面。

[0006] 所述的中心支柱、D1极弹片、D2极弹片、D3极弹片、N极弹片的相互连接的特征在

于，如在一低电压的条件下，所述的D1极弹片通过下导柱和D3极弹片相连，D2极弹片则通过

上导柱和N极弹片相连，如在高电压的条件下，要求旋转中心支柱90度，使得D1极弹片和下

导柱分离，导致D1极弹片和D3极弹片不通，并同时使得D2极弹片和上导柱接触分离导致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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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弹片和N极弹片不通，使得  D3极弹片通过旋转后的下导柱和N极弹片相连。

[0007] 所述的塑料外壳上部装配有一个盖板，盖板中心有和中心支柱配合的圆槽，盖板

主体平面上有用于装配瓷棒的瓷棒孔，其孔内分别装配有瓷棒，分别用于连接断开L极插片

和D1极弹片的常闭触点、  N极插片和N极弹片之间相连的常闭触点，盖板的上方装配有一铁

板，铁板主体上在盖板两瓷棒孔相对应的地方装配有两温度感应片，铁板侧边有分别用于

定位的孔位，和用于紧固铁架的螺丝孔，铁架通过螺丝紧固在塑料外壳上。

[0008] 所述温度感应片，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通过，通过瓷棒分别用来断开连接L极插

片、D1极弹片的常闭触点和N极插片、N极弹片之间常闭触点。

[0009] 本技术方案可切换电压的温控器，在不同电压情况下切换电路方便，可靠性好，且

在工作时能起到温度保护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可切换电压温控器整体立体示意图。

[0011] 图2是可切换电压温控器内部结构俯视示意图。

[0012] 图3是图2在A-A方向的剖视图。

[0013] 图4是可切换电压温控器内部结构和配套的外部负载连接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切换电压的温控器，图1所示的可切换电压温控器整体立体

示意图，其包括主体101和铁架106。

[0015] 图2是可切换电压温控器内部结构俯视示意图，图3为图2在A-A方向的剖视图，所

述的主体101 由塑料外壳202、盖板103、中心支柱204、上导柱205、下导柱201、N极插片211、

L极插片212、N  极弹片208、D1极弹片203、D2极弹片206、D3极弹片207组成，所述塑料外壳

202主体近似于无盖的四方盒，塑料外壳202底部有一圆孔302，底部圆孔的边上有一限位块

209，中心支柱204一端通过圆孔302装配在塑料外壳202上，所述的限位块209则和中心支柱

204上的一台阶301配合，用于限制中心支柱204旋转的角度，在不同电压时用来调整温控器

内不同的电路来实现切换的功能，所述的中心支柱204主体为一圆柱体，主体上分别有两个

上下错位的成90度不相交的圆孔，上下两圆孔分别装配有上导柱205和下导柱201，在中心

支柱204的左侧，有一D1极弹片203，其通过塑料外壳202上的卡槽装配在塑料外壳202上，D1

极弹片203一端伸出有上下两铜片，下铜片401紧压着装配在中心支柱204上的下导柱201，

上铜片402则贴着中心支柱204的外表面，D1极弹片203的另外一端则通过一组常闭触点213

和L极插片212相连；所述的中心支柱204的右侧，且位于下导柱201 同一水平位置上，有一

D3极弹片207，其通过塑料外壳202上的卡槽固定在塑料外壳202上，D3极弹片207的一端紧

压着装在中心支柱204上的下导柱201，其通过中心支柱204上的下导柱201和  D1极弹片203

相连，D3极弹片207另外一端403则位于中心支柱204的前面，其和装在中心支柱204  上的下

导柱201处于同一平面，并紧压着中心支柱204的外表面上，在不同电压时旋转中心支柱

204，使得原先处于相连状态的D3极弹片207和D1极弹片203断开，构成另一条电路，所述的

中心支柱204 的后面，有一N极弹片208，N极弹208片则通过塑料外壳202的槽固定在塑料外

壳202上，所述的N  极弹片208一端伸出有上下两弹片，上弹片404紧压着装配在中心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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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上的上导柱205，下弹片  405则贴着中心支柱204的外表面，N极弹片208的另外一端则通

过一组常闭触点210和N极插片211  相连，所述的中心支柱204的前面，在位于上导柱205的

水平位置上，有一D2极弹片206，其通过塑料外壳202上的卡槽固定在塑料外壳202上，D2极

弹片206的紧压着装配在中心支柱204上的上导柱  205，其通过上导柱205和N极弹片208相

连，在不同电压时转动中心支柱204，使得原先处于相连状态的D2极弹片206和N极弹片08断

开，构成另一条电路，所述的L极插片212和N极插片211分别装配在塑料外壳相对应的卡槽

内。

[0016] 在具体的实施例中，如图4是可切换电压温控器内部结构和配套的外部负载连接

的示意图，所述的外部负载R1、R2为和温控器连接的发热管、电阻等元件，首先要求外部要

有两个负载R1、R2，两负载R1、R2串接在一起，在两负载R1、R2开路的一端各引出一根线，分

别为D1-1和D3-1且在两负载R1、R2串接的中心也引出一根线为D2-1，引线D1-1、D2-1、D3-1，

分别和温控器上的D1极弹片  203、D2极弹片206、D3极弹片207相连，例如在110V电压状态

下，L极插片212和N极插片211分别接入110V的正负极上，其电路回路为，电流通过L极插片

212，流入D1极弹片203，并通过和D1  极弹片203相连的引线D1-1流入负载R1的一端R1-1上，

同时还有一部分电流通过和D1极弹片203  相连的下导柱201流入D3极弹片207再经引线D3-

1线流入负载R2的一端R2-1上，使得负载R1的一端R1-1和负载R2的一端R2-1处于同一电位，

电流同时通过各自负载R1、R2流向R1-1、R2-2，并在两负载R1、R2的公共端流出，使得两负载

R1、R2处于并联的状态，经引线D2-1流入D2极插片206，并通过中心支柱204上的上导柱205

流入N极弹片208，再通过N极插片208和电源的负极相连，形成一封闭回路；如接入220V电压

的状态下，需转动中心支柱204九十度后，在L极插片212和N极插片211分别也接入220V的正

负极，其电路回路为，电流通过L极插片212流入D1极弹片203，并通过和D1极弹片203相连的

引线D1-1流入负载R1的一端R1-1上，由于中心支柱204转动90度后，导致D1极弹片203和下

导柱201分离，导致无法和D3极弹片207相通，电流在经引线D1-1流入负载R1的一端R1-1并

通过负载R1的另一端R1-2流入入另一个负载R2的一端R2-2，并从负载R2的另外一端R2-1流

出，使得两负载R1、R2处于串联的状态，经引线D3-1流入D3极弹片207，并通过装配在中心支

柱204上的下导体201流入N极弹片208，并最终通过N极插片208和220V电源负极相连，形成

一封闭回路。

[0017] 所述的盖板103则装配在塑料外壳202上部，盖板103中心有和中心支柱204配合的

圆槽，盖板  103主体平面上有两个用于装配瓷棒的瓷棒孔，其孔内分别装配有第一瓷棒

104、第二瓷棒109。

[0018] 所述铁架106包括铁板110和第一温度感应片105、第二温度感应片108，所述铁板

110主体为四方的板，其两侧有分别用于定位的孔位107、102，和用于紧固铁架的螺丝孔，铁

架106通过螺丝紧固在塑料外壳202上，所述的第一温度感应片105、第二温度感应片108则

装配在铁板上，其下方分别正对着第一瓷棒104、第二瓷棒109，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第一

温度感应片105变形后通过第一瓷棒104断开相连于L极插片212和D1极弹片203上的常闭触

点213，第二温度感应片108则通过第二瓷棒109断开相连接于N极插片211和N极弹片208上

的常闭触点210，以达到保护的功能，防止器件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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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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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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