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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可控量触感调味酱

瓶，包括硬质的瓶体和与瓶体配合的顶盖，瓶体

的外侧套设有硅胶瓶套，所述硅胶瓶套经粘合剂

层粘合在瓶体的外侧，所述瓶体的侧壁从上到下

设有多个孔径逐次变大的定量挤压通孔，所述瓶

体的顶部设有与瓶体内腔连通的酱料出料嘴，所

述顶盖上设有塞入到酱料出料嘴内的塞柱。本实

用新型通过按压相应定量挤压通孔处的硅胶瓶

套，可以简单有效的控制液体调料的挤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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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其特征在于：包括硬质的瓶体（1）和与瓶体（1）配合的顶盖

（2），瓶体（1）的外侧套设有硅胶瓶套（3），所述硅胶瓶套（3）经粘合剂层（16）粘合在瓶体（1）

的外侧；所述瓶体（1）的侧壁从上到下设有多个孔径逐次变大的定量挤压通孔（4），所述瓶

体（1）的顶部设有与瓶体（1）内腔连通的酱料出料嘴（5），所述顶盖（2）上设有塞入到酱料出

料嘴（5）内的塞柱（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其特征在于：所述酱料出料嘴（5）包括

设置在瓶体（1）顶部的且瓶体（1）内部连通的连接管（7），所述连接管（7）内螺纹连接有出料

管（8），所述出料管（8）的顶部设有锥形的瓶嘴（9），所述瓶体（1）的顶部设有封盖（10），封盖

（10）上设有供瓶嘴（9）穿过的孔眼（1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其特征在于：所述封盖（10）与瓶体（1）

螺纹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其特征在于：所述顶盖（2）与封盖（10）

螺纹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料管（8）的底部设

有防倒流机构，所述防倒流机构包括设置在出料管（8）底部的对接管（12），对接管（12）的底

端设有套环（13），套环（13）的端部设有密封硅胶膜体（14），密封硅胶膜体（14）上设有十字

型的贯穿划伤口（1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其特征在于：所述对接管（12）的管径小

于出料管（8）的管径，所述对接管（12）与出料管（8）一体成型。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环（13）螺纹连接在

对接管（12）的底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其特征在于：所述塞柱（6）的外侧设有

密封橡胶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其特征在于：所述定量挤压通孔（4）为

圆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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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餐厨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适用于便携式可控量触感调味酱

瓶。

背景技术

[0002] 调味瓶用途广泛，厨房中必不可少，用来盛放油、酱油、生抽、料酒、小磨油、醋等液

体调料。而现有的调味瓶没有控量结构，瓶身大多为软质塑料，直接挤出调味酱，无法实现

控量，挤多会造成浪费，并且视觉障碍人士使用调味酱时更加无法控制量，倒出量的多少极

难控制，影响饭菜的口感品质，因此如何能够可控量的挤出调味酱料包装成为了本领域技

术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本实用新型通过按压相

应定量挤压通孔处的硅胶瓶套，可以简单有效的控制液体调料的挤出量。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包括硬质的瓶体和与瓶体配合的

顶盖，瓶体的外侧套设有硅胶瓶套，所述硅胶瓶套经粘合剂层粘合在瓶体的外侧，所述瓶体

的侧壁从上到下设有多个孔径逐次变大的定量挤压通孔，所述瓶体的顶部设有与瓶体内腔

连通的酱料出料嘴，所述顶盖上设有塞入到酱料出料嘴内的塞柱。

[0005] 上述的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中，所述酱料出料嘴包括设置在瓶体顶部的且瓶体内

部连通的连接管，所述连接管内螺纹连接有出料管，所述出料管的顶部设有锥形的瓶嘴，所

述瓶体的顶部设有封盖，封盖上设有供瓶嘴穿过的孔眼。

[0006] 前述的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中，所述封盖与瓶体螺纹连接。

[0007] 前述的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中，所述顶盖与封盖螺纹连接。

[0008] 前述的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中，所述出料管的底部设有防倒流机构，所述防倒流

机构包括设置在出料管底部的对接管，对接管的底端设有套环，套环的端部设有密封硅胶

膜体，密封硅胶膜体上设有十字型的贯穿划伤口。

[0009] 前述的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中，所述对接管的管径小于出料管的管径，所述对接

管与出料管一体成型。

[0010] 前述的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中，所述套环螺纹连接在对接管的底端。

[0011] 前述的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中，所述塞柱的外侧设有密封橡胶层。

[0012] 前述的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中，所述定量挤压通孔为圆形孔。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0014] 1、本实用新型中瓶体上开设有多个孔径不同的定量挤压通孔，通过挤压硅胶瓶

套，使得定量挤压通孔处的硅胶瓶套向内凹进，瓶体则内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则挤出调味

酱，因为定量挤压通孔的孔径不一，则硅胶瓶套向瓶体内凹进面积以及凹进量不一样，则可

达到不同的挤出控量要求，可挤压不同的定量挤压通孔而挤出不同控量的酱料，使得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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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人士在使用调味酱，能够控制酱料的倒出量。进一步地，为了防止酱料流至硅胶瓶套

中，所述的硅胶瓶套经粘合剂层粘合在瓶体的外侧，从而解决了因硅胶瓶套与瓶体之间有

缝隙，导致酱料外溢的问题。

[0015] 2、本实用新型中酱料出料嘴包括设置在瓶体顶部的且瓶体内部连通的连接管，所

述连接管内螺纹连接有出料管，所述出料管的顶部设有锥形的瓶嘴，所述瓶体的顶部设有

封盖，封盖上设有供瓶嘴穿过的孔眼，便于对酱料出料嘴进行安装拆卸，从而便于向瓶体内

重新添加调味酱料，进行重复多次利用；其中封盖可对酱料出料嘴进行封装。

[0016] 3、本实用新型中出料管的底部设有防倒流机构，利用防倒流进行放置瓶体倾倒而

造成酱料外流现象的发生，其中防倒流机构包括设置在出料管底部的对接管，对接管的底

端设有套环，套环的端部设有密封硅胶膜体，密封硅胶膜体上设有十字型的贯穿划伤口，在

不对硅胶瓶套进行挤压时，十字型的贯穿划伤口处于封闭状态，使得瓶体内的酱料不会从

瓶体内流出，而在挤压硅胶瓶套时，则瓶体内产生压力，在压力的作用下，十字型的贯穿划

伤口打开，则酱料从贯穿划伤口流出，具有自动关闭和打开的特性，从而起到酱料倒流的作

用。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瓶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酱料出料嘴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套环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封盖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是封盖的安装示意图；

[0023] 图7是瓶体与硅胶瓶套连接示意图。

[0024] 1、瓶体；2、顶盖；3、硅胶瓶套；4、定量挤压通孔；5、酱料出料嘴；6、塞柱；7、连接管；

8、出料管；9、瓶嘴；10、封盖；11、孔眼；12、对接管；13、套环；14、密封硅胶膜体；15、贯穿划伤

口；16、粘合剂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

限制的依据。

[0026] 实施例：可控量触感调味酱瓶，如图1-7所示，包括硬质的瓶体1和与瓶体1配合的

顶盖2，瓶体1的外侧套设有硅胶瓶套3；如图7所示，所述硅胶瓶套3经粘合剂层16粘合在瓶

体1的外侧，从而解决了因硅胶瓶套3与瓶体1之间有缝隙，导致酱料外溢的问题，所述的粘

合剂层16应当采用食品级粘合剂，防止与酱料接触产生的安全隐患。所述瓶体1的侧壁从上

到下设有多个孔径逐次变大的定量挤压通孔4，所述瓶体1的顶部设有与瓶体1内腔连通的

酱料出料嘴5，所述顶盖2上设有塞入到酱料出料嘴5内的塞柱6，本实用新型中瓶体1上开设

有多个孔径不同的定量挤压通孔4，通过挤压硅胶瓶套3，使得定量挤压通孔4处的硅胶瓶套

3向内凹进，瓶体1则内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则挤出调味酱，因为定量挤压通孔4的孔径不一，

则硅胶瓶套3向瓶体1内凹进面积以及凹进量不一样，则可达到不同的挤出控量要求，可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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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不同的定量挤压通孔4而挤出不同控量的酱料，使得视觉障碍人士在使用调味酱，能够控

制酱料的倒出量。

[0027] 如图3所示，所述酱料出料嘴5包括设置在瓶体1顶部的且瓶体1内部连通的连接管

7，连接管7内壁开设有内螺纹，出料管8外壁设有外螺纹，所述连接管7内螺纹连接出料管8，

且连接管7内螺纹开设在上部三分之二的位置，螺纹高度与出料管8外壁高度相一致，或出

料管8外壁高度略小于螺纹高度，这样出料管8可以向下经螺纹完全拧入连接管7内，至拧不

动为止，又具有底部的限位。所述出料管8的顶部设有锥形的瓶嘴9，所述瓶体1的顶部设有

封盖10，封盖10上设有供瓶嘴9穿过的孔眼11，便于对酱料出料嘴5进行安装拆卸，从而便于

向瓶体1内重新添加调味酱料，进行重复多次利用；其中封盖10可对酱料出料嘴5进行封装。

[0028] 如附图3所示，所述封盖10与瓶体1螺纹连接，便于对封盖10进行安装和拆卸。

[0029] 所述顶盖2与封盖10可以是螺纹连接，也是可以卡合固定或过盈配合，也可以在封

盖10和顶盖2边缘设置转轴采用翻盖式，方便对顶盖2进行安装和拆卸。

[0030] 如图2所示，所述出料管8的底部设有防倒流机构，所述防倒流机构包括设置在出

料管8底部的对接管12，对接管12的底端设有套环13，套环13的端部设有密封硅胶膜体14，

密封硅胶膜体14上设有十字型的贯穿划伤口15，在不对硅胶瓶套3进行挤压时，十字型的贯

穿划伤口15处于封闭状态，使得瓶体1内的酱料不会从瓶体1内流出，而在挤压硅胶瓶套3

时，则瓶体1内产生压力，在压力的作用下，十字型的贯穿划伤口15打开，则酱料从贯穿划伤

口15流出，具有自动关闭和打开的特性，从而起到酱料倒流的作用。

[0031] 所述对接管12的管径小于出料管8的管径，所述对接管12与出料管8一体成型，使

得对接管12能够伸入到瓶体内。

[0032] 所述套环13螺纹连接在对接管12的底端，便于对套环13进行拆装而便于更换。

[0033] 所述塞柱6的外侧设有密封橡胶层，利用密封橡胶层可塑性，使得塞柱6能够卡合

在酱料出料嘴5内，从而起到了密封的作用，不会发生侧漏现象。

[0034] 所述定量挤压通孔4为圆形孔，使得定量挤压通孔4的内轮廓为光滑曲面，不存在

尖端部和棱角，不会划破硅胶瓶套3。

[0035] 工作原理：安装时，首先将带有密封硅胶模体14的套环13拧入连接管7的底部，然

后将连接管7拧入到出料管8内，最后盖上封盖10，并对封盖10和瓶体1之间进行拧紧，本实

用新型中瓶体1上开设有多个孔径不同的定量挤压通孔4，通过挤压硅胶瓶套3，使得定量挤

压通孔4处的硅胶瓶套3向内凹进，瓶体1则内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则挤出调味酱，因为定量

挤压通孔4的孔径不一，则硅胶瓶套3向瓶体1内凹进面积以及凹进量不一样，则可达到不同

的挤出控量要求，可挤压不同的定量挤压通孔4而挤出不同控量的酱料，使得视觉障碍人士

在使用调味酱，能够控制酱料的倒出量。进一步地，为了防止酱料流至硅胶瓶套3中，所述的

硅胶瓶套3经粘合剂层16粘合在瓶体1的外侧，从而解决了因硅胶瓶套3与瓶体1之间有缝

隙，导致酱料外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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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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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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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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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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