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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

泡杯结构，其包括：杯壁；以及杯底，其结合于杯

壁的内侧且杯底为滤网，又滤网具有至少一可扩

张折叠部。借由本发明的实施，可以达到当咖啡

冲泡时，增加冲泡水与咖啡的接触面积及增加冲

泡流速，提升冲泡品质及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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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结构，其特征在于，其包括：

杯壁；以及

杯底，其结合于该杯壁的内侧，且该杯底为滤网，又该滤网具有至少一可扩张折叠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其特征在于，其中该杯壁

由PLA、PP、PE、或PET的材料所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其特征在于，其中该杯壁

由纸质材料所制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其特征在于，其中该杯壁

具有内表面及外表面，又该内表面具有第一淋膜层。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其特征在于，其中该杯壁

具有内表面及外表面，且该外表面具有第二淋膜层。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其特征在于，其中该

第一淋膜层或该第二淋膜层分别为PLA、PP、PE、或PET的淋膜层。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其特征在于，其中该杯壁

的顶端形成有环状凸缘。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其特征在于，其中杯壁为

圆桶状结构。

9.根据权利要求1项所述的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其特征在于，其中该滤

网为PLA滤网、PP滤网、PE滤网、PET滤网、或咖啡滤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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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为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结构，特别是用于冲泡式咖啡的具有

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全球民生消费市场蓬勃发展，其中饮料市场的表现功不可没。饮料市场发展至今，

种类之多目不暇给，全球消费者也不再固守传统偏好，开始尝试不同饮料品种，而其中一个

例子就是全球即咖啡、茶叶、花茶、水果茶、中药养生茶…等市场的蓬勃发展。

[0003] 以咖啡而言，由于咖啡因会刺激中枢神经，脑筋在短时间内较清醒，可使工作效率

提高、注意力反应力都变快。咖啡因也可促使运动时降低运动困难度、提高运动表现。咖啡

因也有使血管收缩的作用，可以治疗血管扩充型的头痛症状，因此咖啡以渐渐成为人们生

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生活品味的一环。然而要达到健康及品味，在冲泡咖啡的过滤

杯设计上，就是一大学问。

[0004] 习知的手冲过滤杯纸，由于使用V型过滤结构，因此在使用时，必须搭配一个V型滤

纸拖架，因此在使用上造成携带不方便的问题，再者使用是V型结构时，常常让被冲泡的咖

啡被过度重叠挤压，无法有效舒展，使咖啡粉与冲泡液体均匀的接触，以均匀的萃取出咖啡

的精华，因此不但严重影响到冲泡的风味，也造成咖发冲泡的出水效率不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结构，其主要是要解决冲泡咖啡时，

增加冲泡流速…等问题。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结构，其包括：杯壁；以及杯底，其

结合于杯壁的内侧且杯底为滤网，又滤网具有至少一可扩张折叠部。

[0007] 上述的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其中该杯壁由PLA、PP、PE、或PET的材

料所制成。

[0008] 上述的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其中该杯壁由纸质材料所制成。

[0009] 上述的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其中该杯壁具有内表面及外表面，又

该内表面具有第一淋膜层。

[0010] 上述的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其中该杯壁具有内表面及外表面，且

该外表面具有第二淋膜层。

[0011] 上述的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其中该第一淋膜层或该第二淋膜层分

别为PLA、PP、PE、或PET的淋膜层。

[0012] 上述的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其中该杯壁的顶端形成有环状凸缘。

[0013] 上述的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其中杯壁为圆桶状结构。

[0014] 上述的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其中该滤网为PLA滤网、  PP滤网、PE滤

网、PET滤网、或咖啡滤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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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借由本发明的实施，至少可以达成下列的进步功效：

[0016] 一、让咖啡的冲泡过程风味更佳。以及

[0017] 二、让咖啡的冲泡的效率获得提升。

[0018] 为了使任何熟习相关技艺者了解本发明的技术内容并据以实施，且根据本说明书

所揭露的内容、申请专利范围及图式，任何熟习相关技艺者可轻易的理解本发明相关的目

的及优点，因此将在实施方式中详细叙述本发明的详细特征以及优点。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结构立体实施例图；

[0020] 图2A：为本发明的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结构剖视实施例图一；

[0021] 图2B:为图2A的俯视实施例图；

[0022] 图3A：为本发明的一种具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结构剖视实施例图二；

[0023] 图3B：为图3A的俯视实施例图；

[0024] 图4：为杯壁设有第一淋膜层或第二淋膜层的实施例图；

[0025] 图5A：为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结构卡设于容器内的实施例图；

[0026] 图5B：为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结构置于容器顶端的实施例图；

[0027] 图6：为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结构加水冲泡后的实施例图；以及

[0028] 图7：为可扩张滤网展开后的实施例图。

[0029] 【主要组件符号说明】

[0030] 100: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结构

[0031] 10:杯壁

[0032] 20:杯底

[0033] 210:可扩张折叠部

[0034] 110:第一淋膜层

[0035] 120:第二淋膜层

[0036] 30:容器

[0037] 130:环状凸缘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如图1至图3B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结构  100实施

例，其包括：杯壁10；以及杯底20，其结合于杯壁10的内侧且杯底  20为滤网，又滤网具有至

少一可扩张折叠部210。

[0039] 杯壁10，可以由聚乳酸PLA(Polylactic  Acid)、聚丙烯PP  (polypropylene)、聚乙

烯PE(polyethylene)、或聚对苯二甲酸PET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的材料所制

成。杯壁10可以为圆桶状结构。

[0040] 如图4所示，杯壁10亦可由纸质材料所制成，此时杯壁10的内表面及外表面，为了

怕水的渗入或者其他的污染，因此可以在内表面设有第一淋膜层110，又可以在外表面设有

第二淋膜层120。第一淋膜层110或第二淋膜层  120可以分别为PLA、PP、PE、或PET的淋膜层。

[0041] 如图5A至图5B所示，冲泡咖啡时，可扩张滤网的咖啡冲泡杯结构100，可以卡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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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30顶端内侧，或者可以跨置于容器30的顶端上，并借由容器30接取冲泡后的咖啡液。当

咖啡冲泡杯结构100是卡设于容器30顶端内侧时，杯壁10的顶端可以形成有环状凸缘130，

借由环状凸缘130卡设于容器  30的开口处，可以方便咖啡冲泡的进行。

[0042] 如图6至图7所示，杯底20，其结合于杯壁10的内侧且杯底20为滤网所形成，又滤网

具有至少一可扩张折叠部210。可扩张折叠部210是将滤网的网面进行至少一处的相互重

叠，当咖啡冲泡杯结构100装入咖啡粉并进行冲泡时，由于咖啡粉吸水后重量增加，因此使

滤网的可扩张折叠部210，因重量的挤压而展开。

[0043] 当可扩张折叠部210因重量的挤压而展开的同时，除了增加咖啡粉与冲泡水的接

触面积外，也同时增加了滤网的冲泡及过滤面积，因此可以让咖啡的冲泡过程风味更佳，也

使冲泡的效率获得提升。

[0044] 咖啡冲泡杯结构100的滤网，可以为PLA滤网、PP滤网、PE滤网、PET滤网、或咖啡滤

纸。其中咖啡滤纸可以过滤掉咖啡醇，除了使咖啡风味更佳外，亦可避免饮用后，在体内引

发不好的胆固醇。

[0045] 惟上述各实施例用以说明本发明的特点，其目的在使熟习该技术者能了解本发明

的内容并据以实施，而非限定本发明的专利范围，故凡其他未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精神而

完成的等效修饰或修改，仍应包含在权利要求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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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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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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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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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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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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