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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属于烹饪器具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显示优化的烹饪器具，包括面板，所述面

板具有用以放置烹饪锅具的加热区，所述加热区

具有外边界，所述烹饪锅具底部在面板上的投影

包含在加热区外边界内部，所述加热区的外边

界，和/或加热区外边界的内外侧附近具有热显

示层，所述热显示层由热致发光材料以喷涂、丝

印、移印、涂胶、沉积、溅射方式之一形成于面板，

所述热显示层吸收面板热量发出光以向面板上

方投射。本实用新型的显示优化的烹饪器具，通

过热致发光材料形成热显示层，以面板部分区域

受热发光，优化了面板显示效果，给以用户直新

颖而直接的视觉体验；利用既有热能，节能降耗，

并且解决了面板显示优化必须耗电的问题。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7页  附图8页

CN 210568626 U

2020.05.19

CN
 2
10
56
86
26
 U



1.一种显示优化的烹饪器具，包括面板，所述面板具有用以放置烹饪锅具的加热区，所

述加热区具有外边界，所述烹饪锅具底部在面板上的投影包含在加热区外边界内部，其特

征在于：所述加热区的外边界，和/或加热区外边界的内外侧附近具有热显示层，所述热显

示层由热致发光材料以喷涂、丝印、移印、涂胶、沉积、溅射方式之一形成于面板，所述热显

示层吸收面板热量发出光以向面板上方投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显示优化的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显示层包括位

于加热区外边界内侧的内图案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显示优化的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显示层包括贯

穿加热区外边界内侧和外侧的中图案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显示优化的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显示层包括位

于加热区外边界外侧的外图案层。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显示优化的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区外边界到

加热区中心距离D，所述内图案层的外边缘到加热区中心的距离D1，0.65<D1/D≤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显示优化的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区的外边界

附近还具有第二热显示层，所述第二热显示层由感温变色材料以喷涂、丝印、移印、涂胶、沉

积、溅射方式之一形成于面板。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显示优化的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热显示层与

热显示层至少部分重合。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显示优化的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区外边界的

内侧具有热显示层，所述加热区的外边界外侧具有第二热显示层；或者所述加热区外边界

外侧具有热显示层，所述加热区外边界内侧具有第二热显示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显示优化的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板为微晶玻璃

板或陶瓷面板。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显示优化的烹饪器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区的外边

界为围绕加热区边缘一周形成的封闭的外边界环，或者为围绕加热区边缘周向的间隔或断

开设置的外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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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显示优化的烹饪器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烹饪器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显示优化的烹饪器具。

背景技术

[0002] 电磁炉、电陶炉都是加热器具，其由于使用方便而受到用户的喜爱。但由于没有明

火，尤其是电磁炉，用户在使用时没有对加热的直观感受，难以区分不同功率或温度状态下

机器的区别，体验较差。目前，电磁炉、电磁灶灯等烹饪器具采用仿真火、虚拟火给予面板显

示优化，以增强视觉效果和操作体验。现有技术中，有一种虚拟火显示组件，采用独立的显

示区域与加热区域安装组合，显示区域在加热区域外，通过灯光折射或反射产生的虚拟火

焰显示或投射到面板，装置复杂，成本高，且不能在锅具上投射形成虚拟火焰。

[0003] 在另一种现有技术中，灯光透过面板透明的类似火焰的开孔，灯光从面板下方投

射后形成火焰状灯光，再投射到锅底边缘形成3D仿真火。该方案的虚拟火具有立体感，且制

造成本低，但也需要耗电。

[0004] 而电磁炉虚拟火的本意是为了更好的提示温度或者功率，并且能从虚拟火中得出

加热状态和趋势，从而给用户直观的体验。

[0005] 众所周知，烹饪器具在加热后面板会残余较高的温度，面板的热量随着环境散失，

实际上也是一种浪费。

[0006] 因此，如能开发一种利用面板热量来发出虚拟火的烹饪器具，则不仅可以节省灯

光耗用的电量，还可给用户一种新颖的显示优化体验，并且能起到高温警示作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为解决现在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显示优化的烹饪器具。

以简单、低成本的方式实现烹饪器具面板热致发光，并且能起到高温警示作用，提高用户的

视觉体验。

[0008]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9] 一种显示优化的烹饪器具，包括面板，所述面板具有用以放置烹饪锅具的加热区，

所述加热区具有外边界，所述烹饪锅具底部在面板上的投影包含在加热区外边界内部，所

述加热区的外边界，和/或加热区外边界的内外侧附近具有热显示层，所述热显示层由热致

发光材料以喷涂、丝印、移印、涂胶、沉积、溅射方式之一形成于面板，所述热显示层吸收面

板热量发出光以向面板上方投射。采用热致发光原理，利用现有能量形式，使面板热量转化

为光能，在加热区边界附近形成发光层，优化了面板显示效果，给以用户直新颖而直接的视

觉体验，并且解决了面板显示优化必须耗电的问题。

[0010]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热显示层包括位于加热区外边界内侧的内图案层。内图

案层在加热区内部，正对电磁线盘区域，温度较高，使其能够便于更快展示显示效果。

[0011]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热显示层包括贯穿加热区外边界内侧和外侧的中图案

层。贯穿外边界内外的图案层显得活泼，对显示效果的优化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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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热显示层包括位于加热区外边界外侧的外图案层。外图

案层扩大了面板显示的展示范围。

[0013] 进一步，所述加热区外边界到加热区中心距离D，所述内图案层的外边缘到加热区

中心的距离D1，0.65<D1/D≤1。内图案层的外边缘到加热区中心的距离与加热区直径之比

限定了温度分布较为合理的受热发光区域范围，便于观察。

[0014]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加热区的外边界附近还具有第二热显示层，所述第二热

显示层由热致发光材料以喷涂、丝印、移印、涂胶、沉积、溅射方式之一形成于面板。

[0015]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方式，所述第二热显示层与热显示层至少部分重合。第二热显

示层与热显示层至少部分重合，使指示温度的作用和热致发光的区域至少部分重叠，不仅

实现面板显示优化，还能实现防烫警示。

[0016]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方式，所述加热区外边界的内侧具有热显示层，所述加热区的

外边界外侧具有第二热显示层；或者所述加热区外边界外侧具有热显示层，所述加热区外

边界内侧具有第二热显示层。热显示层和第二热显示层分隔于加热区内外两侧，使热发光

显示和高温警示功能加以区分，泾渭分明，用户体验进一步提升。

[0017] 作为优选，所述面板为微晶玻璃板或陶瓷面板。微晶玻璃、陶瓷材质耐高温，适于

作为电磁炉或电陶炉等烹饪器具的面板。

[0018] 作为优选，所述加热区的外边界为围绕加热区边缘一周形成的封闭的外边界环，

或者为围绕加热区边缘周向的间隔或断开设置的外边界线。外边界环或者外边界线规定了

加热区的边界形成方式，使其与面板其他区域区分开，也便于热发光区域的划分。

[001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的显示优化的烹饪器具，通过热致发光材

料形成热显示层，以面板部分区域受热发光，优化了面板显示效果，给以用户直新颖而直接

的视觉体验；利用既有热能，节能降耗，并且解决了面板显示优化必须耗电的问题。具体如

下：

[0020] 1、直观明了：可以很直观明了地观察到发光，体验直接而感性。

[0021] 2、节能降耗：可以脱离供电和任何程序的控制，通过热致发光材料本身的属性，受

热激发发光显示。

[0022] 3、方便生产：增加该工艺并不会增加任何生产成本，仅仅改变了原来涂覆形成的

涂料或材料的成分。

[0023] 4、与众不同的显示方案，以热致发光的方式，给产品外观设计带来更多的空间，新

颖的体验方式，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第一种面板的平面图。

[0025]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第二种面板的平面图。

[0026]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第三种面板的平面图。

[0027]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第四种面板的平面图。

[0028]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第五种面板的平面图。

[0029]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第六种面板的平面图。

[0030] 图7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第七种面板的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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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8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第八种面板的平面图。

[0032] 图中：1-面板，11-加热区，12-操作区，2-热显示层，21-内图案层，22-中图案层，

23-外图案层，3-第二热显示层，30-警示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说明，但并不将本实用新型局限

于这些具体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认识到，本实用新型涵盖了权利要求书范围内

所可能包括的所有备选方案、改进方案和等效方案。

[0034] 实施例一

[0035] 参照图1～8，一种显示优化的烹饪器具，包括面板1，所述面板具有用以放置烹饪

锅具的加热区11，所述加热区11具有外边界，所述烹饪锅具底部在面板上的投影包含在加

热区11外边界内部，所述加热区11的外边界，和/或加热区11外边界的内外侧附近具有热显

示层2，所述热显示层2由热致发光材料以喷涂、丝印、移印、涂胶、沉积、溅射方式之一形成

于面板1，所述热显示层2吸收面板1热量发出光以向面板1上方投射。采用热致发光原理，利

用现有能量形式，使面板热量转化为光能，在加热区边界附近形成发光层，优化了面板显示

效果，给以用户直新颖而直接的视觉体验，并且解决了面板显示优化必须耗电的问题。

[0036] 具体地，所述热显示层2由可逆变化的热致发光材料以喷涂、丝印、移印、涂胶、沉

积、溅射之一的方式形成于面板1。作为优选，所述面板1为微晶玻璃板或陶瓷面板；所述面

板1还具有操作区12，以供用户操作，所述操作区12具有操作按键；所述加热区11的外边界

为围绕加热区边缘一周形成的封闭的外边界环，或者为围绕加热区11边缘周向的间隔或断

开设置的外边界线。外边界环或者外边界线规定了加热区的边界形成方式，使其与面板其

他区域区分开，也便于热发光区域的划分。以喷涂、丝印、移印等方式采用已经复配好的含

有热致发光材料的涂料或油墨，工艺简单，形成的涂层稳定性好。采用涂胶工艺，可将热致

发光材料直接混合于胶，涂覆于面板形成稳定层即可。采用沉积或溅射，可将符合要求的热

致发光材料，镀于面板表面形成薄膜。其中沉积包括脉冲激光沉积(PLD)、化学气相沉积

(CVD)、物理气相沉积(PVD)等方法，溅射包括磁控溅射等方法；针对不同物质适用不同的方

法，可根据工艺情况和产品要求进行选择，在此不加以赘述。

[0037] 本方案热显示层2的形成不限于以上工艺，贴箔、贴纸、烫金、打印等方式，只要可

实施于面板上并且在面板温度范围内稳定均可，在此不加赘述。

[0038] 当然，以上工艺方案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组合，在此不加以赘述。

[0039] 优选地，所述热显示层2的形成，选用含单独的热致发光物质的涂料，或者含两种

以上热致发光材料的涂料，以喷涂、丝印、移印、打印等方式形成于面板1上即可，以下简称

含热致发光物质的涂料为热致发光涂料。

[0040] 热致发光涂料的复配的基本工艺流程：将漆基、热致发光材料、填料、溶剂、助剂混

合搅拌均匀，如有色彩需求，可增加颜料组分。复配好的涂料以半透明状为最佳，也可不透

明，带少许填料填充和颜料着色以在常温时可以加以辨别；在受高温变色时发光，发光颜色

根据需要选取；由于面板的温度可能达到150℃以上甚至200℃以上，尤其是电陶炉，可能温

度更高，因此热致发光材料和涂料整体必须具备良好的耐高温性能。

[0041] 其中，所述的漆基：可选醇酸树脂、丙烯酸树脂、聚氨酯树脂、环氧树脂，等等，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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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成膜的物质；

[0042] 所述的填料：可选轻质碳酸钙、纳米碳酸钙、重晶石粉、二氧化钛、纳米二氧化钛、

沉淀硫酸钡、石英粉、气相二氧化硅、纳米二氧化硅、云母粉、硅微粉、滑石粉、高岭土、磷灰

石、凹凸棒石、硅铝酸钠，等等；

[0043] 所述的溶剂：可选己烷、环己烷、苯、甲苯、二甲苯、醇类、醚类、酯类、酮类，等等；如

为水性涂料，至少含有去离子水；

[0044] 所述的助剂：可选热稳定剂、光稳定剂、流平剂、催干剂、抗氧剂、固化剂、黏度调节

剂，等等；优选热稳定剂必含，以提高面板上形成膜层的热稳定性；

[0045] 所述的颜料：可选用钛白、锌钡白、铬黄、氧化铁黄、镉黄、氧化铬绿、铁蓝、群青、铁

红、镉红、钼铬红、炭黑、铁黑、铝粉、铜粉，等等。

[0046] 热致发光材料形成的热显示层2在受热到发光温度后开始发光，其中在发光峰温

下处于相对光强度的峰值。热致发光的原理：热致发光材料中含有一定浓度的发光中心和

陷阱，在光或射线粒子等的激发下，晶体内产生自由电子或空穴，其中一部分被陷阱俘获。

晶体受热升温时，被俘的电子热激发成为自由载流子，当与电离的发光中心复合时发出光。

热致发光材料在降温后带有余辉。

[0047] 本方案采用的热致发光材料是处于被辐射激发状态的，也就是说，受热即能产生

热释光，而不需要重新被激发。

[0048] 作为另一种优选实施方式，采用热致发光纯物质进行沉积、溅射等方法镀于面板

上。

[0049] 所述的热致发光材料的选取：

[0050] (1)稀土掺杂四硼酸镁基热致发光材料MgB4O7：Dy，MgB4O7：Tm，MgB4O7：Tb，发光峰温

180℃～220℃；

[0051] (2)SrAl2O4∶Eu材料，热致光峰温度值(发光峰温)为80℃，余辉时间为2000min；

[0052] (3)B2O3掺杂的SrAl2O4∶Eu2+，Dy3+材料，发光峰温56℃，发射光谱峰520nm(黄绿色)；

[0053] (4)Li2B4O7：Cu，Ag，Mg，发光峰温206℃，发射光谱峰380nm(紫色)；

[0054] (5)MgSO4∶Tm，发光峰温290℃，发射光谱峰365nm、460nm(蓝色)、660mm(红色)。

[0055] 以上物质的发光峰温、发射光谱峰和余辉时间也随着制备工艺的改变而有所变

化；不限于以上材料，SrSO4、CaSO4、CaF2、MgSiO4基掺杂过渡元素或者稀土元素的热致发光

材料也在选取范围之内；其他热致发光材料也在本方案的选取范围之内。

[0056] 在一些实施例中，一种热致发光涂料中含有多种热致发光材料纯物质。从而发光

颜色在一定温度条件下可复合，颜色的复合符合色光三原色原理：红+绿+蓝＝白；不符合色

料三原色原理(黄+玫红+青＝黑)。

[0057] 所述热致发光材料的发光峰温在50～300℃，优选80～200℃，且所述热致发光材

料的发射光谱在380～780nm可见光波长范围内；复配后，再以喷涂、丝印、移印等方式涂覆

于面板上；或者热致发光材料的混合物以沉积、溅射等方式镀于面板上；随着面板温度的升

高，出现发光现象，如含多种热致发光材料，可随阶梯升温而发生光色变化；发光带有余辉，

余辉长达数十～数千min。从而不仅实现显示优化，且在可知面板温度位于50℃以上(如知

晓发光峰温T，可进一步知晓高于T)，甚至另一种热致发光材料的发光峰温T2以上，从而附

带指示温度，进一步提高了用户体验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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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下面结合面板1的多种设计形态说明本实用新型的热显示层2的具体应用方式。

[0059]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1～6，所述烹饪器具为电磁炉或电陶炉，所述热显示层2包

括位于加热区外边界内侧的内图案层21。内图案层21在加热区11内部，正对电磁炉内部的

电磁线盘区域，温度较高，使其能够便于更快展示显示效果。优选地，所述加热区11外边界

到加热区11中心距离D，所述内图案层2的外边缘到加热区11中心的距离D1，0.65<D1/D≤1。

由于锅具放置于加热区11内时，锅具的投影一般会覆盖加热区11边界的大部分，甚至全部，

内图案层21的外边缘到加热区11中心的距离与加热区直径之比，限定了内图案层设置接近

加热区11外边界内边缘处。

[0060] 具体地，如图1，所述加热区11的外边界为围绕加热区11边缘一周形成的封闭的圆

形外边界环，所述内图案层21为围绕外边界环内缘均匀设置的一圈星形，其覆有热致发光

材料。受热发光时，产生类似星光熠熠之效果，并且可投射在锅具外缘侧边形成类似虚拟3D

火焰效果。

[0061] 如图2，所述加热区11的外边界为围绕加热区11边缘一周形成的封闭的圆角矩形

外边界环，所述内图案层21为紧贴外边界环内缘均匀设置的一圈具有东方审美风格的花

纹，其覆有热致发光材料。花纹受热发光时，典雅大气。

[0062] 如图3，所述加热区11的外边界为围绕加热区11边缘一周形成的封闭的圆形外边

界环，所述内图案层21为外边界环内部设置的较密集的多个朴素卡通食物风格图案，其覆

有热致发光材料，或者仅离外边界环内缘最近的一圈单独的图案覆有热致发光材料。图案

受热时，如仅离外边界环内缘最近的一圈单独的图案覆有热致发光材料，则可在锅具放置

时锅具边缘观察到图案发光；如为所有图案均覆有热致发光材料，虽然内部部分图案被锅

具遮挡，但在烹饪结束、锅具撤离后，热致发光材料的长余辉特性使面板加热区11内部广大

区域持续发光，用户体验极佳。

[0063] 如图4，所述加热区11的外边界为围绕加热区11边缘周向的间隔断开设置的外边

界线，外边界线总体呈圆形排布，所述内图案层21为紧贴外边界线内缘均匀设置的一圈周

向收缩的尖锐的扇形组合，其覆有热致发光材料。锅具加热时会覆盖扇形组合内侧部分，扇

形组合受热发光时，从内而外发光呈现扩张趋势，并且可在锅具外缘侧面投射，形成大气、

炫目的类似虚拟3D火焰效果。

[0064] 如图5，所述加热区11的外边界为围绕加热区11边缘一周形成的封闭的圆形外边

界环，所述烹饪器具为电陶炉，其内部具有内加热盘和外加热盘，所述外边界环内部还具有

同心的内边界环，所述外边界环和内边界环分别对应内加热盘和外加热盘边缘区域，外边

界环和内边界环均覆以热致发光材料，可适配不同大小锅具。受热发光时，产生两圈发光

圈，指示区域；当然，也可以只将外边界环或内边界环之一覆以热致发光材料。

[0065] 如图6，为电陶炉，与图5的实施方式基本相同，区别在于整机为圆形，面板1也为圆

形，外边界环、内边界环宽度比图5的设计更大，如此，热致发光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内边界环

上。

[0066] 在另一些实施例中，热显示层2可与加热区11外边界交叉或者热显示层2位于加热

区11外部。

[0067] 如图7，所述加热区11的外边界为围绕加热区11边缘一周形成的封闭的圆形外边

界环，所述热显示层2包括贯穿加热区11外边界内侧和外侧的中图案层22，所述中图案层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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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穿外边界环内外侧，且沿着外边界环周向延伸一部分的东方审美风格的花样，其覆有

热致发光材料。花样受热发光时，显得庄重而不失活泼，给用户带来更为高级的审美体验。

[0068] 如图8，所述加热区11的外边界为围绕加热区11边缘一周形成的封闭的圆形外边

界环，所述热显示层2包括位于加热区11外边界内侧的内图案层21，贯穿加热区11外边界内

侧和外侧的中图案层22，以及位于加热区11外边界外侧的外图案层23；所述内图案层21为

烹饪菜式图样，如蔬菜、虾的图样等，所述中图案层22为贯穿外边界环内外侧的筷子图样；

所述外图案层23为加热区11外边界层外部设置的锅耳图样以及“火锅”字样；所述内图案层

21、中图案层22、外图案层23中至少一者覆有热致发光材料，优选为三者全部覆有热致发光

材料。面板受热时，展现极为俏皮活泼的发光图案，用户体验极佳。

[0069] 图1～8展示的几种面板设计，加热区11外边界可以覆以热致发光涂料，也可以采

用普通涂料或涂层涂覆，以与热显示层2作区分，这些实施方式均在本实施例的范围内。

[0070] 进一步优选的是，所述加热区11外部或内部附近具有用以警示高温的警示层30。

所述警示层30具有警示图案、警示文字或者其组合，可以为仅有带三角标识外框和防烫图

形的警示图案，也可为警示图案与警示文字的结合。警示文字如“小心烫伤”、“请勿触摸”、

“高温危险”、“注意高温”、“小心烫手”、“当心高温表面”、“当心烫手”等等及其组合或者近

义词汇，或者英文“Caution:hotsurface”，“Watch  hot”，“Don’t  touch”，“Warning  high”，

等等，及其组合或者近义词汇，或者近义的其他语言词汇，或者多种语言的组合，或者增加

标点符号，等等，在此不加以赘述。

[0071] 实施例二

[0072] 如图1～8，实施例二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细化，具体为：

[0073] 所述加热区的外边界附近还具有第二热显示层3，所述第二热显示层3即为所述警

示层30以警示高温，所述第二热显示层3由热致发光材料以喷涂、丝印、移印、涂胶、沉积、溅

射方式之一形成于面板。

[0074] 进一步优选的是，所述第二热显示层3与热显示层2至少部分重合，也就是说，实施

例一中的热显示层2的一部分可以作为本实施例的第二热显示层，或者，所述警示层30与热

显示层2交叉。第二热显示层与热显示层至少部分重合，使指示温度的作用和热致发光的区

域至少部分重叠，不仅实现面板显示优化，还能实现防烫警示。

[0075] 更具体地，所述加热区11外边界的内侧具有热显示层2，所述加热区11的外边界外

侧具有第二热显示层3；或者所述加热区11外边界外侧具有热显示层2，所述加热区外边界

11内侧具有第二热显示层3。热显示层和第二热显示层分隔于加热区内外两侧，使热发光显

示和高温警示功能加以区分，泾渭分明，用户体验进一步提升。

[0076] 具体实施方式众多，图1～5、7～8均为所述第二热显示层3(也为警示层30)设于加

热区11外边界外，图6为所述第二热显示层3(也为警示层30)设于加热区11外边界内、内边

界外。

[0077] 具体地，所述第二热显示层3可以采用与热显示层2一样的热致发光材料覆盖于面

板，也可以采用不同的热致发光材料。当然，除此之外，第二热显示层3主要功能为实现高温

警示，其可采用感温变色材料涂覆于面板形成，复配方式参考热致发光涂料的复配。

[0078] 所述的感温变色材料必须为可逆变色的，即物质受热到某一温度t时，其颜色发生

变化，冷却后在温度t或其附近就能恢复到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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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作为优选，所述感温变色材料的变色温度在43～80℃。人体感知的舒适温度范围

在20～42℃，在42℃以上时会体验到“热”的感觉，在45℃以上时会产生“烫”的感觉；设定变

色温度在43～80℃范围内正好符合人体感知烫的低限阈值，从而起到最佳的防烫警示功

能。

[0080] 举例来说，在一些实施例中，感温变色材料的选取如下：

[0081] (1)溴酚蓝·硬脂酸，常温下黄色，在55℃附近由黄色变为蓝色，在涂料中复配少

许黄色颜料，使感温变色涂料在常温下显现半透明的淡黄色，变温时成为绿色；

[0082] (2)四碘合汞酸铜，Cu2HgI4，常温下红色，在70℃成为棕色，160℃又为红色，可持续

变色到220℃的深红色，涂料中复配少量，复配少许红色颜料，使涂料在常温下显现半透明

的浅红色，70℃初次变温后成为棕红色；

[0083] (3)四碘合汞酸银，Ag2HgI4，常温下黄色，50℃成为橙红色，可复配少许红色颜料，

使涂料在常温下显现半透明的橙红色，变温时成为红色；此物质指示温度合适，效果显著，

指示色警示性强，但有毒、昂贵；

[0084] Co(NO3)2·2C6H12N4·10H2O(粉红色，75℃变成绛红色)，CoSO4·C6H12N4·9H2O(桃

红色，60℃变为紫色)，NiCl2·2C6H12N4·10H2O(绿色，90℃变为黄色)，均可复配为感温变色

涂料使用。此外，感温变色材料的选取不限于以上材料。

[0085]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实施例均可根据需要自由组合。以上所述仅是对本实用新型

的优选实施例及原理进行了详细说明，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依据本实用新型提

供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上会有改变之处，而这些改变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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