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0330020.3

(22)申请日 2018.04.13

(71)申请人 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 363107 福建省漳州市台商投资区灿

坤工业园

(72)发明人 丁育民　黄鼎钧　陈宗煜　林祺惠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泰吉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355

代理人 张雅军　谢琼慧

(51)Int.Cl.

A47J 31/00(2006.01)

A47J 31/44(2006.01)

A47J 31/46(2006.01)

 

(54)发明名称

咖啡萃取装置及咖啡萃取方法

(57)摘要

一种咖啡萃取装置及咖啡萃取方法，该咖啡

萃取装置适用于利用水冲泡咖啡原料以萃取咖

啡，并包含：适用于容装水的水箱、适用于容装咖

啡原料并能供水注入的容器单元，以及设置于该

水箱与该容器单元间并用于稳定该容器单元的

水压的压力稳定单元，该容器单元具有至少一个

出液口，该容器单元供水注入后，该容器单元内

的水产生水压且流过该咖啡原料而能萃取出咖

啡，且咖啡经由该至少一个出液口流出。本发明

利用自然产生的水压来萃取咖啡，不额外于该容

器单元注入气体，因此装置结构简单、方法步骤

较少且简便。而该压力稳定单元用于稳定水压，

能排除压力过高的异常状况，使萃取流程顺利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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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咖啡萃取装置，适用于利用水冲泡咖啡原料以萃取咖啡，并包含适用于容装水

的水箱，其特征在于：该咖啡萃取装置还包含适用于容装咖啡原料并能供水注入的容器单

元，以及设置于该水箱与该容器单元间并用于稳定该容器单元的水压的压力稳定单元，该

容器单元具有至少一个出液口，该容器单元供水注入后，该容器单元内的水产生水压且流

过该咖啡原料而能萃取出咖啡，且咖啡经由该至少一个出液口流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咖啡萃取装置还包含连通该水箱

与该容器单元的管路，该压力稳定单元包括用于量测该容器单元与该管路的水压的压力感

测元件。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压力稳定单元还包括连接该管路

的密封开关元件，以及信号连接该压力感测元件与该密封开关元件的控制器，当该压力感

测元件侦测到该容器单元的水压大于第一压力值时，该控制器控制该密封开关元件开放该

管路以进行泄压。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第一压力值为3.5bar。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其特征在于：当该压力感测元件侦测到该容器单

元的水压小于第二压力值时，该控制器控制该密封开关元件开放该管路以进行泄压，该第

二压力值小于该第一压力值。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第二压力值为1.5bar。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密封开关元件为电磁阀。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咖啡萃取装置还包含连接该水箱

且信号连接该控制器的泵浦，该泵浦用于将该水箱的水输送到该容器单元，当该压力感测

元件侦测到该容器单元的水压大于该第一压力值时，该控制器控制该泵浦停止输送水到该

容器单元。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咖啡萃取装置还包含连通该水箱

与该容器单元的管路，该容器单元包括具有该至少一个出液口的容器，以及能取下地密封

结合于该容器顶部的出水座，该出水座具有连通该管路并能供该水箱输送而来的水流入该

容器内的注水管道。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咖啡萃取装置还包含设置于该

容器单元中且位于该至少一个出液口上方的过滤件。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容器单元还具有至少一个位于

该至少一个出液口旁并向上突出的突块。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至少一个出液口投影在水平面

上的尺寸为0.8～3mm，该至少一个突块投影在该水平面上的尺寸为0.5～1.5mm，该至少一

个突块向上突出的高度为0.3～1mm。

1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咖啡萃取装置适用于利用15℃

～35℃的低温水冲泡咖啡原料以萃取咖啡。

14.一种咖啡萃取方法，适用于搭配咖啡萃取装置萃取咖啡，该咖啡萃取装置包含适用

于容装咖啡原料的容器单元，以及连接该容器单元的管路，其特征在于，该咖啡萃取方法包

含：将水注入该容器单元，通过流入该容器单元的水量与流出该容器单元的水量差，使注入

该容器单元的水自然产生足够的水压，水就可流过该咖啡原料而能萃取出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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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咖啡萃取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咖啡萃取方法是以1.5bar～

3.5bar的水压流过该咖啡原料而萃取出咖啡。

16.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咖啡萃取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咖啡萃取方法还包含，侦测该

容器单元的水压，并且当侦测到该容器单元的水压大于3.5bar时，表示水压过大，该咖啡萃

取装置的管路被控制而进行泄压。

17.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咖啡萃取方法，其特征在于：当侦测到该容器单元的水压小于

1.5bar时，表示咖啡已萃取完成，该咖啡萃取装置的管路被控制而进行泄压。

18.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咖啡萃取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咖啡萃取方法所使用的水为15

℃～35℃的低温水。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367818 A

3



咖啡萃取装置及咖啡萃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咖啡萃取装置及方法，特别是涉及一种利用进水与出水的水量差

所产生的压力来萃取咖啡的咖啡萃取装置及咖啡萃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目前消费市场对冰咖啡或是常温等较低温的咖啡需求日益增加，而现行较多

作法是采用热咖啡加入大量冰块的方式来制作，但加入冰块后，容易导致咖啡浓度不足，故

已有业者开发出利用常温水来萃取咖啡的萃取装置。其中一种已知的萃取装置，主要是利

用雾化喷嘴将水分子雾化，增加水及咖啡粉的接触面积，完成咖啡粉浸润后再透过空气泵

浦将高压气体输入萃取腔体中，以利用气体压力将咖啡液押出萃取腔体。然而该萃取装置

由于必须分别设置空气泵浦及抽水泵浦来输送空气与水，因此泵浦设计与相关管路较为复

杂，而且先将水雾化来浸润咖啡粉，再通入高压气体加压的整个萃取流程，属于二阶段式的

流程，流程较为复杂，故已知的萃取装置有待改良。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克服背景技术的至少一个缺点的咖啡萃取装置及

咖啡萃取方法。

[0004] 本发明咖啡萃取装置，适用于利用水冲泡咖啡原料以萃取咖啡，并包含适用于容

装水的水箱。该咖啡萃取装置还包含适用于容装咖啡原料并能供水注入的容器单元，以及

设置于该水箱与该容器单元间并用于稳定该容器单元的水压的压力稳定单元，该容器单元

具有至少一个出液口，该容器单元供水注入后，该容器单元内的水产生水压且流过该咖啡

原料而能萃取出咖啡，且咖啡经由该至少一个出液口流出。

[0005] 本发明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还包含连通该水箱与该容器单元的管路，该压力稳

定单元包括用于量测该容器单元与该管路的水压的压力感测元件。

[0006] 本发明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该压力稳定单元还包括连接该管路的密封开关元

件，以及信号连接该压力感测元件与该密封开关元件的控制器，当该压力感测元件侦测到

该容器单元的水压大于第一压力值时，该控制器控制该密封开关元件开放该管路以进行泄

压。

[0007] 本发明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该第一压力值为3.5bar。

[0008] 本发明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当该压力感测元件侦测到该容器单元的水压小于第

二压力值时，该控制器控制该密封开关元件开放该管路以进行泄压，该第二压力值小于该

第一压力值。

[0009] 本发明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该第二压力值为1.5bar。

[0010] 本发明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该密封开关元件为电磁阀。

[0011] 本发明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还包含连接该水箱且信号连接该控制器的泵浦，该

泵浦用于将该水箱的水输送到该容器单元，当该压力感测元件侦测到该容器单元的水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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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该第一压力值时，该控制器控制该泵浦停止输送水到该容器单元。

[0012] 本发明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还包含连通该水箱与该容器单元的管路，该容器单

元包括具有该至少一个出液口的容器，以及能取下地密封结合于该容器顶部的出水座，该

出水座具有连通该管路并能供该水箱输送而来的水流入该容器内的注水管道。

[0013] 本发明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还包含设置于该容器单元中且位于该至少一个出液

口上方的过滤件。

[0014] 本发明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该容器单元还具有至少一个位于该至少一个出液口

旁并向上突出的突块。

[0015] 本发明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该至少一个出液口投影在水平面上的尺寸为0.8～

3mm，该至少一个突块投影在该水平面上的尺寸为0.5～1.5mm，该至少一个突块向上突出的

高度为0.3～1mm。

[0016] 本发明所述的咖啡萃取装置，该咖啡萃取装置适用于利用15℃～35℃的低温水冲

泡咖啡原料以萃取咖啡。

[0017] 本发明咖啡萃取方法，适用于搭配咖啡萃取装置萃取咖啡，该咖啡萃取装置包含

适用于容装咖啡原料的容器单元，以及连接该容器单元的管路。该咖啡萃取方法包含：将水

注入该容器单元，通过流入该容器单元的水量与流出该容器单元的水量差，使注入该容器

单元的水自然产生足够的水压，水就可流过该咖啡原料而能萃取出咖啡。

[0018] 本发明所述的咖啡萃取方法，是以1.5bar～3.5bar的水压流过该咖啡原料而萃取

出咖啡。

[0019] 本发明所述的咖啡萃取方法，还包含侦测该容器单元的水压，并且当侦测到该容

器单元的水压大于3.5bar时，表示水压过大，该咖啡萃取装置的管路被控制而进行泄压。

[0020] 本发明所述的咖啡萃取方法，当侦测到该容器单元的水压小于1.5bar时，表示咖

啡已萃取完成，该咖啡萃取装置的管路被控制而进行泄压。

[0021] 本发明所述的咖啡萃取方法，所使用的水为15℃～35℃的低温水。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利用自然产生的水压来萃取咖啡，不须额外于该

容器单元注入气体，因此装置结构简单、方法步骤较少且简便。而该压力稳定单元用于稳定

水压，能排除压力过高的异常状况，使萃取流程顺利进行。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咖啡萃取装置的一实施例的一立体图；

[0024] 图2是该实施例的一剖视图；

[0025] 图3是该实施例的一局部立体剖视图，说明该咖啡萃取装置的一容器单元与一过

滤件；

[0026] 图4是该实施例的一示意图，说明该咖啡萃取装置的元件间的连接关系；

[0027] 图5是本发明咖啡萃取方法的一实施例的一流程示意图；

[0028] 图6是一剖视示意图，说明咖啡萃取装置的容器未设有如图3、7所示的数个突块

时，当过滤件设置于该容器后，较易发生咖啡原料阻塞数个出液口的问题；

[0029] 图7是本发明该咖啡萃取装置的该实施例的一局部剖视图，说明该容器中的所述

突块将该过滤件撑高，咖啡原料不会阻塞所述出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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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参阅图1～4，本发明咖啡萃取装置的一实施例，适用于利用水冲泡咖啡原料(本实

施例为咖啡粉)以萃取咖啡，并包含：一外壳11、一设置于该外壳11上的冲泡键12、一安装于

该外壳11内且适用于容装水的水箱2、一容器单元3、一压力稳定单元4、一管路5、一泵浦6，

以及一过滤件7。

[0031] 该容器单元3可透过该管路5连接该水箱2，且适用于容装咖啡原料并能供自该水

箱2而来的水注入。该容器单元3包括一容器31、一能取下地密封结合于该容器31顶部的出

水座32，以及一螺接于该容器31底部的底座33。

[0032] 该容器31具有一基壁311，以及一自该基壁311周缘向上延伸且呈环形的围壁312。

该基壁311具有一朝上的顶面313，以及一相反于该顶面313的底面314，且该基壁311形成有

数个自该顶面313向下延伸至该底面314并适用于供咖啡流出的出液口315，以及数个分别

位于所述出液口315旁并自该顶面313向上突出的突块316，突块316的功能后续会说明。于

实施时，出液口315与突块316都为至少一个即可，并且可以为其他形状。该围壁312与该基

壁311共同界定出一开口朝上，并用于容装咖啡原料的容室30。

[0033] 该出水座32可透过卡合或螺接等方式，可取下地固定于该容器31的该围壁312上，

并用于密封该容室30的上方开口，且该出水座32与该容器31间可设置硅胶垫圈，提升密封

性。该出水座32具有一连通该管路5并能供该水箱2输送而来的水流入该容器31内的注水管

道321。实施时不须限定该出水座32的结构，只要能密封该容室30，并能供水注入容器31内

即可。

[0034] 该底座33包括一个由上往下逐渐径缩的导流壁331，该导流壁331呈底部收缩的漏

斗状，有助于使咖啡集中向下流，且该导流壁331具有一个位于底部的开口332，该开口332

用于供通过所述出液口315的咖啡向下流出。使用者可将杯子置于该开口332下方来承接咖

啡。

[0035] 该压力稳定单元4连接该管路5且设置于该水箱2与该容器单元3间，用于稳定该容

器单元3与管路5的水压。该压力稳定单元4包括一用于量测该容器单元3的水压的压力感测

元件41、一连接该管路5的密封开关元件42，以及一信号连接该压力感测元件41与该密封开

关元件42的控制器43。

[0036] 该压力感测元件41连接该管路5，且通过该管路5连通该容器单元3。由于该咖啡萃

取装置运作而萃取咖啡时，该管路5的水压与注入该容器单元3中的水的水压相同，故该压

力感测元件41量测该管路5的水压，就相当于量测该容器单元3的容室30水压。由于用于量

测水压的装置为已知技术，故不再详细说明该压力感测元件41的结构。

[0037] 该密封开关元件42平时保持关闭状态，使该管路5至该容器单元3皆为密封状态，

并使该水箱2的水能确实经由管路5进入该容器单元3。但该密封开关元件42能受控制而切

换到开启状态，此时该密封开关元件42不再封闭住管路5末端开口，并能使该管路5的水被

排出至一连接该密封开关元件42的泄水盘420(图4)，以进行泄压。具体而言，本实施例的密

封开关元件42为一电磁阀，当该压力感测元件41侦测到该容器单元3的水压大于一第一压

力值时，表示该咖啡萃取装置萃取咖啡过程中，该管路5与容器单元3的水压过大，该控制器

43控制该密封开关元件42开放该管路5以进行泄压。当该压力感测元件41侦测到该容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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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3的水压小于一第二压力值时，表示咖啡已萃取完成，该控制器43控制该密封开关元件42

开放该管路5以进行泄压。其中，该第一压力值大于该第二压力值。本实施例的第一压力值

与第二压力值分别为3.5bar与1.5bar。该压力稳定单元4的运作方式与设计目的，后续会再

说明。

[0038] 该管路5连通该水箱2与该容器单元3，且连接该压力感测元件41、密封开关元件

42。该管路5的结构没有特殊限制，可依实际需求设置有数个管段，或者利用三通管或其他

构造的管来构成该管路5，只要能达到输送水的功能，以及连接至所须连接的元件即可。

[0039] 该泵浦6透过该管路5连接该水箱2，且信号连接该控制器43。该泵浦6用于将该水

箱2的水泵送到该容器单元3。该咖啡萃取装置运作而萃取咖啡的过程中，当该压力感测元

件41侦测到该容器单元3的水压大于该第一压力值时，该控制器43除了控制该密封开关元

件42开放该管路5泄压之外，该控制器43还控制该泵浦6停止输送水到该容器单元3。

[0040] 该过滤件7设置于该容器31底部且位于所述出液口315与突块316上方。该过滤件7

例如一滤纸或一金属滤网，能于冲泡萃取咖啡时过滤咖啡原料，避免咖啡原料与咖啡液一

起经由出液口315流出。

[0041] 参阅图1、2、4、5，本发明咖啡萃取方法的一实施例，适用于搭配该咖啡萃取装置萃

取咖啡，该方法包含：

[0042] 步骤81：准备步骤，先将该容器单元3的该出水座32自该容器31取下，将咖啡原料

置入该容器31的容室30且位于该过滤件7上方，再将该出水座32密封结合于该容器31上，按

下该冲泡键12，该控制器43就带动该密封开关元件42转为关闭状态，使该管路5与容器单元

3皆密封。

[0043] 步骤82：在前述步骤81按下该冲泡键12后，该泵浦6受到控制而作动，进而将水箱2

内的水经由管路5注入该容器单元3的容室30。水注入该容室30后，该容室30的水产生水压

且流过该咖啡原料而能萃取出咖啡，后续咖啡就可经由出液口315流出。本步骤萃取咖啡

时，包括以下子步骤：

[0044] 步骤821：该压力感测元件41侦测该容器单元3的水压是否超过3.5bar，若否，该泵

浦6继续作动，并进行后续的步骤822；若是，也就是侦测到该容器单元3的水压大于3.5bar

时，表示容室30的水压过大，可能会造成咖啡萃取过度，管路5、容器单元3或泵浦6等元件损

坏，为避免此问题，该控制器43会控制该泵浦6停止动作，也就是停止输送水到该容器单元

3，而且该控制器43还控制该密封开关元件42开放该管路5排水泄压，接着直到该压力感测

元件41侦测到水压未超过3.5bar时，再进行步骤822。

[0045] 步骤822：若该容器单元3的水压未超过3.5bar并且在水注入该容器单元3的时间

大于50秒后，这段期间已持续萃取出咖啡，该容室30的水量逐渐减少，透过适当地控制进水

量，水压会逐渐下降，接着该压力感测元件41侦测该容器单元3的水压是否低于1.5bar，若

否，该泵浦6继续动作，该咖啡萃取装置继续萃取咖啡；若是，表示咖啡已萃取完成，萃取动

作可结束，此时该控制器43会控制该泵浦6停止作动，并且控制该密封开关元件42开放该管

路5以进行泄压。补充说明的是，该泵浦6也可具备抽气功能，当其停止抽水后可用于抽气，

例如将空气抽送到该容器单元3内，以将容器单元3内的残余水分吹干。此进气步骤用于吹

干水分或进行其他工作，与萃取咖啡的过程无关。

[0046] 由上述说明可知，本发明是通过流入该容器单元3的水量与经由所述出液口315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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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该容器单元3的水量差，使注入该容器单元3的水自然产生足够的水压，因此本发明的方

法在不额外于该容器单元3注入气体的情况下，注入容器单元3的水就可流过该咖啡原料而

萃取出咖啡。由于本发明的方法中，水压的产生是从注入至容器单元3后就自然发生，注水

及释出萃取后的咖啡是同时发生的，本发明相较于传统必须额外注入气体的萃取方法，属

于单一步骤的简单萃取流程。较佳地，该咖啡萃取方法是以1.5bar～3.5bar的水压流过该

咖啡原料而萃取出咖啡，具体而言，本发明从开始冲泡咖啡至结束，该容室30保持在1.5bar

～3.5bar的水压，由于水压太低会使咖啡液无法顺利流出，且萃取出的咖啡浓度不足，而水

压太高可能导致元件易于损坏，因此较佳地采用上述水压范围。也正因为本发明运作时可

控制水压足够，因此本发明的装置与方法中，用于萃取咖啡的水，可以为15℃～35℃的低温

水，如此就能透过本发明之结构简单的装置与步骤简便的方法，萃取出浓度足够、液量亦足

够的咖啡。本发明透过该压力稳定单元4来侦测与稳定水压，该压力稳定单元4并未主动控

制或改变管路5与容器单元3的水压，而是在侦测到水压过高或不足时停止萃取动作，并进

行泄压，通过该压力稳定单元4的电控方式进行监控，能控制萃取流程要继续或停止，并能

排除压力过高的异常状况，使萃取流程顺利进行。

[0047] 参阅图2、6、7，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该过滤件7覆盖于所述出液口315上，若该容器

31未设置所述突块316时，咖啡原料(图6、7的圆圈状代表咖啡粉颗粒)的重量使该过滤件7

可能会有局部向下弧凹而陷入出液口315内(如图6)，导致部分咖啡原料会随着过滤件7的

下弧形态而塞入出液口，较容易影响咖啡向下流出。而本发明较佳地可设置所述突块316，

通过突块316上突而使该过滤件7被向上撑高(如图7)，过滤件7就不会有局部下弧而陷入出

液口315的现象，进而可避免上述咖啡原料塞住出液口315的问题。较佳地，每一出液口315

投影在一水平面上的尺寸S1为0.8～3mm，本实施例设计为0.8mm；较佳地，每一突块316投影

在该水平面上的尺寸S2为0.5～1.5mm，本实施例设计为0.8mm；较佳地，每一突块316向上突

出的高度h为0.3～1mm，本实施例设计为0.4mm。通过上述尺寸范围限制，使出液口315具有

适当范围的尺寸，供咖啡流出的效果较佳，也能使该容室30的水压适当释放。而突块316的

适当尺寸与高度，向上撑起过滤件7的效果佳，若突块316尺寸与高度过大而超过上述的上

限值时，则没有太大助益，因此限制为上述范围。然而，设置所述突块316虽然是为了达到更

佳的出液效果，但在不设置突块316时，仍能供咖啡流出，因此本发明不需以设置所述突块

316为必要限制。

[0048] 值得一提的是，由上述说明可知，突块316尺寸、高度与出液口315尺寸，可用于控

制出液口315的咖啡流量，此也相当于控制该容室30的水压大小，达到压力调节功能。而本

发明较佳地是将水压控制在1.5～3.5bar之间，在应用上若需要改变该容器31、容室30尺寸

时，可通过相应地变更出液口315尺寸或突块316尺寸、高度来调节水压，使水压范围仍维持

于1.5～3.5bar，以确保萃取效率。

[0049] 惟以上所述者，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而已，当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围，凡

是依本发明权利要求书及专利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简单的等效变化与修饰，皆仍属本发明专

利涵盖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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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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