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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手摇翻绞式果汁机结构，设有杯型容

器，容器一端设有可开启的盖体，另端固设绞动

座，绞动座设有下座壳，下座壳内组设内齿环套，

在内齿环套中设有传动座，且传动座与下座壳一

体连动，于传动座上设有与内齿环套啮合的下行

星齿轮，在其上方设有一从动座，从动座底部设

有一与下行星齿轮啮合的承动齿轮，从动座顶部

另设有与内齿环套啮合的上行星齿轮，其上组设

有一驱动轴，驱动轴底部又设有一与上行星齿轮

啮合的从动齿轮，将上座壳覆设于下座壳后，使

驱动轴顶部的轴接部得以凸伸并接合传动该容

器所固组的绞动座盖配置的绞碎刀具，利用双手

握持并顺势翻转扭动绞动座，配合其内部齿轮增

倍传动速率而掣控绞碎刀具高速转动，实现绞碎

果肉制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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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手摇翻绞式果汁机结构，主要包括：

一杯型容器，于其内缘壁面制设有复数道拦阻肋条，在该容器两端分别覆合一盖体与

接组一绞动座；

一盖体，覆合于该容器的一端，当取下盖体时可将果肉置入容器或将果汁倒出容器，该

盖体覆合于该容器上可取得两者间的密封配合关系；

一绞动座，接组于该容器相异于盖体的另端，该绞动座设有一下座壳，于下座壳内组设

有一内齿环套，在内齿环套内部下端套设有一传动座，且该传动座与下座壳呈一体连动关

系结合，于该传动座顶面另制设有复数轴柱，以轴设复数的下行星齿轮，并使各所述下行星

齿轮与内齿环套下段取得啮合连动关系，又在该传动座上方套设有一从动座，于该从动座

底部设有一与各下行星齿轮啮合的承动齿轮，而在该从动座顶部另设有复数轴柱以轴设复

数上行星齿轮，且各该上行星齿轮与内齿环套的上段取得啮合连动关系，另在该从动座的

上方则组设有一驱动轴，该驱动轴底部乃设有一与各上行星齿轮啮合的从动齿轮，并在将

一上座壳覆设于下座壳后，使该驱动轴顶部的轴接部得以凸伸并接合于该上座壳所套覆的

一绞动座盖中心通孔所套组的绞碎刀具的刀座上，而该绞动座盖接组于所述容器组接绞动

座的该端；以及

一绞碎刀具，包括一刀座及至少一刀片，所述的刀座系套组固设于前述绞动座之绞动

座盖的中心，该刀座的下端乃与前述驱动轴的轴接部套接结合，而刀座的中心轴栓则得以

通过前述绞动座盖的中心通孔并显露于容器内部，并与容器内部之绞碎刀具的刀片插合取

得连动关系。。

2.依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摇翻绞式果汁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绞碎刀具的刀片，

乃呈闪电型态，并使其刃面分别位于错离的外侧缘部位。

3.依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摇翻绞式果汁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绞动座的传动座底

部乃设具有复数插合槽，而所述下座壳底部则对应制设有复数插柱，各插柱与各插合槽的

插结而取得下座壳与传动座的一体连动关系。

4.依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摇翻绞式果汁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刀座与绞动座盖间

乃配置有耐磨垫片及定位环，以取得其刀座旋转的耐磨性，以及绞碎刀具与绞动座盖间的

密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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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摇翻绞式果汁机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关于一种手摇翻绞式果汁机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按，现有果汁机于结构设计上，通常设具有一底座，于底座内部设有传动马达，而

底座顶部则接设有一预定容量的容器，容器内缘壁面制设有复数道凸肋条，并在容器顶部

设有一可掀启的上盖，而前述底座的传动马达心轴乃凸伸于容器内部而组设有绞碎刀片，

利用底座外接的电源线插头与市电插座插接，以提供传动马达电力而能掣控绞碎刀片高速

运转，藉以将容器内部置入的果肉绞碎，完成果汁的打制功能。

[0003] 由于此类果汁机在使用上受到市电的限制，导致其使用场合备受局限，加上其体

积较大且笨重，并不适合随身携带，是以有业者开发出随身型的果汁机，利用一杯型容器作

为果肉及打制的果汁的盛装容器，于容器顶部设有一盖体，而于底部则组设一传动座，该传

动座内部组置有传动马达及电池，并使传动马达的心轴突伸于容器内部，在传动马达心轴

上更组设有绞碎刀片，据以在将果肉放置于容器内并盖上其盖体后，再按下启动开关即可

以电池供应传动马达电力而掣控绞碎刀具旋转，达成绞碎果肉打制果汁的功能。

[0004] 上揭的随身型果汁机，因其体积轻巧且不受市电限制，非常适合随身携行，且容量

刚好适合个人饮用，所以在消费市场深受欢迎，但因其是藉电池来供应传动马达电力，虽不

致受电源线及市电插座的限制与影响，但其电力却稍嫌不足而难以驱动传动马达掣控绞碎

刀具作高速旋转，导致其果肉绞碎的细致度大打折扣，且其整体相当耗电，往往要使用时才

发现没电，若未能随身携带电池便无法使用，是以其实用性仍受到相当大的局限，自有必要

再设法加以解决改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而提供一种手摇翻绞式果汁机结构，其方便

随身携带，在使用上非常便利，实用性更佳。

[0006] 为达成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手摇翻绞式果汁机结构，主要包括：

[0008] 一杯型容器，于其内缘壁面制设有复数道拦阻肋条，在该容器两端分别覆合一盖

体与接组一绞动座；

[0009] 一盖体，覆合于该容器的一端，当取下盖体时可将果肉置入容器或将果汁倒出容

器，该盖体覆合于该容器上可取得两者间的密封配合关系；

[0010] 一绞动座，接组于该容器相异于盖体的另端，该绞动座设有一下座壳，于下座壳内

组设有一内齿环套，在内齿环套内部下端套设有一传动座，且该传动座与下座壳呈一体连

动关系结合，于该传动座顶面另制设有复数轴柱，以轴设复数的下行星齿轮，并使各所述下

行星齿轮与内齿环套下段取得啮合连动关系，又在该传动座上方套设有一从动座，于该从

动座底部设有一与各下行星齿轮啮合的承动齿轮，而在该从动座顶部另设有复数轴柱以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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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复数上行星齿轮，且各该上行星齿轮与内齿环套的上段取得啮合连动关系，另在该从动

座的上方则组设有一驱动轴，该驱动轴底部乃设有一与各上行星齿轮啮合的从动齿轮，并

在将一上座壳覆设于下座壳后，使该驱动轴顶部的轴接部得以凸伸并接合于该上座壳所套

覆的一绞动座盖中心通孔所套组的绞碎刀具的刀座上，而该绞动座盖接组于所述容器组接

绞动座的该端；以及

[0011] 一绞碎刀具，包括一刀座及至少一刀片，所述的刀座系套组固设于前述绞动座之

绞动座盖的中心，该刀座的下端乃与前述驱动轴的轴接部套接结合，而刀座的中心轴栓则

得以通过前述绞动座盖的中心通孔并显露于容器内部，并与容器内部之绞碎刀具的刀片插

合取得连动关系；

[0012] 据此，透过其容器一端接组的绞动座内置的内齿环套、传动座、从动座及上、下行

星齿轮的啮合配置，使其利用往复扭转绞动座的操作配合其齿轮比的啮合传动而赋予其驱

动轴及绞碎刀具产生增倍转速，佐以双手翻转容器而使果肉均匀接触绞碎刀具，从而达成

预期的果汁打制功能，构成一种可随身携行且免电力的简易型果汁机。

[0013] 所述绞碎刀具的刀片，乃呈闪电型态，并使其刃面分别位于错离的外侧缘部位。

[0014] 所述绞动座的传动座底部乃设具有复数插合槽，而所述下座壳底部则对应制设有

复数插柱，各插柱与各插合槽的插结而取得下座壳与传动座的一体连动关系。

[0015] 所述刀座与绞动座盖间乃配置有耐磨垫片及定位环，以取得其刀座旋转的耐磨

性，以及绞碎刀具与绞动座盖间的密止效果。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手摇翻绞式果汁机，主要是利用其杯型容器下端所

接设的绞动座内部所设置的齿轮组配合，透过其齿轮比的规划，使其得以利用双手握持并

顺势翻转扭动绞动座，配合其内部齿轮的增倍传动速率而掣控绞碎刀具高速转动，以达成

绞碎果肉制汁的功能。

[0017] 本发明的手摇翻绞式果汁机，经由其结构组成设计，使其在双手握持并顺势翻转

容器及扭动绞动座的过程中，即可掣控内部绞碎刀具高速旋转并使果肉均匀接触刀具而受

其绞切，达到无需任何电源即能打制果汁的便利性，赋予其不受电力限制的随身携行使用

便利性。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结构外观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结构分解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绞动座的结构分解示意图。

[0021] 图3A是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从动座呈反置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绞动座的结构传动关系示意图。

[0023] 图5是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结构关系示意图(一)。

[0024] 图6是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结构关系示意图(二)。

[0025] 图7是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实施状态参考图。

[0026] 10：容器；11：拦阻肋条；20：盖体；21：密止环，22：滤网，30：绞动座；31：下座壳；

311：插柱；32；内齿环套；33：传动座；331：插合槽；332：轴柱；34：下行星齿轮；35：从动座；

351：承动齿轮；352：轴柱；36：上行星齿轮；37：驱动轴；371：从动齿轮；372：轴接部；38：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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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39：绞动座盖；391：中心通孔；40：绞碎刀具；41：刀片；42：刀座；43：轴栓，44：耐磨垫片，

45：定位环。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有关于本发明的结构组成、技术手段及功效达成方面，谨配合图式再予举例进一

步具体说明于后：

[0028] 请参阅图1～图7所示，说明本发明的较佳实施型态，如图所示，本发明的手摇翻绞

式果汁机于结构设计上，主要设具有一杯型容器10，在该容器10的内缘壁面制设有复数道

拦阻肋条11，而于该容器10一端设有可开启的盖体20，该盖体20内部设有密止环21，在该盖

体20覆合于容器10时，两者可取得水密关系，而在该容器10的另端则接组一可拆离的绞动

座30，该绞动座30乃设有一下座壳31，于下座壳31内组设有一内齿环套32，在内齿环套32内

部下端套设有一传动座33，且该传动座33底部设具有复数插合槽331，藉各该插合槽33与下

座壳31底部对应凸设的插柱311插结而取得两者的一体连动关系，而于该传动座33顶面另

制设有复数轴柱332图示为三组，藉以轴设复数组的下行星齿轮34，并使各该下行星齿轮34

与内齿环套32下段取得啮合连动关系，又在该传动座33上方套设有一从动座35，于该从动

座35底部设有一与下行星齿轮34啮合的承动齿轮351，而在该从动座顶部另设有复数轴柱

352以轴设复数组上行星齿轮36，且各该上行星齿轮36乃与内齿环套32的上段取得啮合连

动关系，另在该从动座35的上方则组设有一驱动轴37，该驱动轴37底部乃设有一与上行星

齿轮36啮合的从动齿轮371，并在将上座壳38覆设于下座壳31后，使驱动轴37顶部之轴接部

372得以突伸通过上座壳38，并在将绞动座30嵌接于容器10所固组的绞动座盖39后，使该驱

动轴37的轴接部372得与绞动座盖37中心所组设的刀座42接合，而该刀座42的中心轴栓43

则穿过绞动座盖39的中心通孔391显露于容器10内部，并与容器10内部的绞碎刀具40插合

取得连动关系，于刀座42与绞动座盖39间更配置有耐磨垫片44及定位环45，藉以取得其刀

座42旋转的耐磨性，以及绞碎刀具40与绞动座盖39间的密止效果，而该绞碎刀具40的刀片

41乃呈闪电型态，并使其刃面分别位于错离的外侧缘部位，据此构成本发明手摇翻绞式果

汁机的基本功能架构；；

[0029] 经由上揭结构组成的本发明手摇翻绞式果汁机在使用上，系掀开盖体20并将欲打

制果汁的果肉置入容器10内部，再嵌置滤网22并重新覆合盖体20后，即得以双手分别抓握

容器10两端的盖体20与绞动座30部位，并以双手作反向之顺势翻动摇转，同时以抓握绞动

座30的该手扭转绞动座30的下座壳31，藉以带动其内部的传动座33及下行星齿轮34转动而

带动内齿环套32及从动座35，再由内齿环套32带动从动座35的上行星齿轮36，进而掣动该

驱动轴37及其接合的绞碎刀具40旋转，而因其透过内齿环套42及上、下行星齿轮36、34的齿

数比配合与双层啮合传动型态，乃得使其转速呈现增倍效果，令其绞碎刀具40得以高速旋

转，配合容器10内缘壁面的拦阻肋条11对果肉的阻拦与双手翻转动作，乃得使果肉得以均

匀接触绞碎刀具40的刀片而打制成果汁，完成预期的手动打制果汁功能；

[0030] 即，本发明的手摇翻绞式果汁机在结构设计上，除了保有其随身携行的便利性外，

更透过其绞动座内部的内齿环套、传动座、从动座及上、下行星齿轮的啮合配置，使其利用

往复扭转绞动座的操作配合其齿轮比的啮合传动而赋予其驱动轴及绞碎刀具产生增倍转

速，以双手翻转容器而使果肉均匀接触绞碎刀具，从而达成预期的果汁打制功能，免除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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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的使用，可彻底解决电力的使用限制，赋予更佳的实用性与便利性，足以取代现有的同

类产品；

[0031] 综上所述，本发明为解决现有随行果汁机所存在缺失而设计的手摇翻绞式果汁

机，经由其结构的创新设计，使其透过其容器一端接组的绞动座内置的齿轮形成倍增的齿

轮传动速率带动绞碎刀具旋转，使其得以配合手持翻转扭动而促使内部果肉均匀接触绞碎

刀具，进而达成其无需电力的果汁打制功能，成为一种可随身携行且免电力的简易型果汁

机，整体而言，确具极佳的产业利用性与实用价值，诚不失为一优异、突出的创新设计，依法

提出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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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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