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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奶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功能奶瓶，包括奶

嘴和第一瓶体，第一瓶体包括第一外壳和第一内

胆，第一内胆上设置有加热体和温度感应器，第

一外壳的下部设置有用于控制加热体的工作状

态的控制装置，加热体和温度感应器均与控制装

置电连接，多功能奶瓶还包括第二瓶体，奶嘴与

第一瓶体/或第二瓶体可拆卸连接，第二瓶体包

括第二外壳、第二内胆和恒温体，恒温体设置于

第二外壳与第二内胆之间；奶嘴与第一瓶体连接

时，可对第一瓶体内的液体加热消毒；奶嘴、第二

瓶体、第一瓶体依次连接时，通过第二瓶体对热

的液体降温，为用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且奶嘴

可分别与第一瓶体、第二瓶体连接，使用户可以

根据需求灵活变换组合，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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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奶瓶，包括奶嘴和第一瓶体，所述第一瓶体包括第一外壳和第一内胆，第

一内胆上设置有加热体和温度感应器，第一外壳的下部设置有用于控制加热体的工作状态

的控制装置，所述加热体和温度感应器均与控制装置电连接，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二瓶

体，所述奶嘴与第一瓶体/或第二瓶体可拆卸连接，所述第二瓶体包括第二外壳、第二内胆

和恒温体，所述恒温体设置于第二外壳与第二内胆之间；所述奶嘴与第一瓶体连接时，可对

第一瓶体内的液体加热消毒；所述奶嘴、第二瓶体、第一瓶体依次连接时，第二瓶体对热的

液体降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奶瓶，其特征在于，所述恒温体为相变蓄能恒温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奶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开关/加热控制键和消毒控

制键，所述开关/加热控制键和消毒控制键与控制装置电连接，所述开关/加热控制键被触

发时，所述控制装置控制加热体发热使第一瓶体内的液体加热到第一预设温度，所述消毒

控制键被触发时，控制装置控制加热体发热使第一瓶体内的液体加热到第二预设温度，并

持续预设时间给液体加热消毒，在预设时间到达时，控制装置控制加热体停止工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奶瓶，其特征在于，所述恒温体将第二瓶体或第一瓶体

中的液体降温至38‑4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奶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供电装置，所述供电装置与

控制装置电连接，所述供电装置为可充电电池。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奶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瓶体上具有观察窗，所述

观察窗处设置有刻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奶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把手，所述把手设置于第一

瓶体或第二瓶体与奶嘴的连接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奶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保护盖，所述保护盖罩设于

奶嘴外。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奶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瓶体上设置有用于显示液

体温度的显示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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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奶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婴幼儿用品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多功能奶瓶。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多功能奶瓶是一种用于盛奶的器具，其在婴幼儿哺育的领域中得到了

广泛的使用。然而现有的大部分婴幼儿多功能奶瓶，对于奶水温度不能测量，需通过喂养人

尝试或者手臂贴在奶瓶外壁上估测奶水温度，这存在不卫生以及不准确的缺陷。少部分的

温控多功能奶瓶，只具有加热功能，在水加热后需等待冷却至适合的温度才能冲泡奶粉，等

待的时间长。除此之外，很多多功能奶瓶不具有母乳或奶粉消毒的功能，特别是对于一些早

产的妈妈或者携带疾病(如未经过规范治疗的梅毒)的妈妈，由于母乳中有可能带有一些细

菌(如无乳链球菌等)或细胞病毒(如巨细胞病毒等)，导致无法进行母乳喂养，但这种母乳

是可以经巴氏消毒后喂养宝宝的。

[0003] 因而现有技术还有待改进和提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鉴于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多功能奶瓶，可

对奶瓶中的热水或热奶快速冷却，节省等待时间，从而可及时喂养。

[0005] 为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取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多功能奶瓶，包括奶嘴和第一瓶体，所述第一瓶体包括第一外壳和第一内胆，

第一内胆上设置有加热体和温度感应器，第一外壳的下部设置有用于控制加热体的工作状

态的控制装置，所述加热体和温度感应器均与控制装置电连接，还包括第二瓶体，所述奶嘴

与第一瓶体/或第二瓶体可拆卸连接，所述第二瓶体包括第二外壳、第二内胆和恒温体，所

述恒温体设置于第二外壳与第二内胆之间；所述奶嘴与第一瓶体连接时，可对第一瓶体内

的液体加热消毒；所述奶嘴、第二瓶体、第一瓶体依次连接时，第二瓶体对热的液体降温。

[0007] 所述的多功能奶瓶中，所述恒温体为相变蓄能恒温体。

[0008] 所述的多功能奶瓶中，还包括开关/加热控制键和消毒控制键，所述开关/加热控

制键和消毒控制键与控制装置电连接，所述开关/加热控制键被触发时，所述控制装置控制

加热体发热使第一瓶体内的液体加热到第一预设温度，所述消毒控制键被触发时，控制装

置控制加热体发热使第一瓶体内的液体加热到第二预设温度，并持续预设时间给液体加热

消毒，在预设时间到达时，控制装置控制加热体停止工作。

[0009] 所述的多功能奶瓶中，所述第一预设温度为75℃，第二预设温度为62‑65℃，预设

时间为30‑40分钟。

[0010] 所述的多功能奶瓶中，所述恒温体将第二瓶体或第一瓶体中的液体降温至38‑42

℃。

[0011] 所述的多功能奶瓶，还包括供电装置，所述供电装置与控制装置电连接，所述供电

装置为可充电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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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的多功能奶瓶中，所述第一瓶体上具有观察窗，所述观察窗处设置有刻度。

[0013] 所述的多功能奶瓶，还包括把手，所述把手设置于第一瓶体或第二瓶体与奶嘴的

连接处。

[0014] 所述的多功能奶瓶，还包括保护盖，所述保护盖罩设于奶嘴外。

[0015] 所述的多功能奶瓶中，所述第一瓶体上设置有用于显示液体温度的显示模块。

[0016]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多功能奶瓶，通过第一瓶体中的液体(水或母

乳)进行加热、消毒，之后放奶瓶放倒或者倒立即可通过第二瓶体中的恒温体，使奶瓶中的

液体快速冷却下来，操作极其简便。具体在使用时，当需要加热液体时，将奶瓶竖直放置，使

液体位于第一瓶体中，即可加热液体或给液体消毒；当需要冷却液体时，只需摇晃奶瓶或将

奶瓶倒立，使液体与第二瓶体的瓶壁接触，通过恒温体使第二瓶体中的液体快速冷却，使用

极其简便。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多功能奶瓶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多功能奶瓶的部分电路原理图。

[0019] 附图标注说明：

[0020] 1.奶嘴  2.第一瓶体  21.第一外壳  22.第一内胆  23.观察窗

[0021] 24.刻度  3.加热体  4.温度感应器  5.第二瓶体  51.第二外壳

[0022] 52.第二内胆  53.恒温体  61.开关/加热控制键  62.消毒控制键

[0023] 7.显示模块  8.把手  9.保护盖  10.控制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5] 需要说明的是，当部件被称为“装设于”、“固定于”或“设置于”另一个部件上，它可

以直接在另一个部件上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部件。当一个部件被称为是“连接于”另一个

部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到另一个部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部件。

[0026]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左、右、上、下等方位用语，仅是互为相对

概念或是以产品的正常使用状态为参考的，而不应该认为是具有限制性的。

[0027] 请参阅图1和图2，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多功能奶瓶包括奶嘴1和第一瓶体2，所述第

一瓶体2包括第一外壳21和第一内胆22，第一内胆22上设置有加热体3和温度感应器4，第一

外壳21的下部设置有用于控制加热体3的工作状态的控制装置10，所述加热体3和温度感应

器4均与控制装置10电连接，当需要对所述第一内胆22中的液体进行加热时，通过所述控制

装置10控制加热体3开启即可，还通过所述温度感应器4能检测到第一内胆22中的液体的实

时温度，当瓶内的液体被加热到设定温度(如75℃)时，控制装置10使加热体3停止工作，此

温度可以用来冲泡奶粉，消灭奶粉中的细菌，其操作方式智能方便。

[0028] 所述多功能奶瓶还包括第二瓶体5，所述奶嘴1与第一瓶体2/或第二瓶体5可拆卸

连接，所述第二瓶体5包括第二外壳51、第二内胆52和恒温体53，所述恒温体53设置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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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51与第二内胆52之间；所述奶嘴1与第一瓶体2连接时，可对第一瓶体2内的液体加热消

毒；所述奶嘴1、第二瓶体5、第一瓶体2依次连接时，可对第二瓶体5内对热的液体降温。

[0029] 在使用时，当需要加热液体时，将奶瓶竖直放置，使液体位于第一瓶体2中，即可加

热液体或给液体消毒；当需要冷却液体时，只需摇晃奶瓶或将奶瓶倒立，使液体进入第二瓶

体5中或使液体与第二瓶体5接触降温，通过恒温体53使第二瓶体5中的液体快速冷却至可

以饮用的温度，从而可冲泡奶粉后快速冷却直接饮用，使用极其简便。

[0030] 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奶瓶采用三节分体结构，通过螺纹方式连接安装拆卸方式简

便。本实施例中，奶嘴1可与第一瓶体2或第二瓶体5连接，也可奶嘴1、第一瓶体2、第二瓶体5

依次连接，从而用户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如：当液体不需要冷却，只需加热时，可以将第二瓶

体5卸下，使奶嘴1直接与第一瓶体2连接，使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换组合，非常方

便。

[0031] 所述恒温体53为相变蓄能恒温体，所述恒温体53将第二瓶体5或第一瓶体2中的液

体降温至38‑42℃，通过所述恒温体53使其与第二内胆52或第一内胆22中的液体进行热交

换，从而使第二瓶体5或第一瓶体2中的开水或热水能快速地冷却至婴幼儿适宜的温度，避

免等待较长时间，而导致婴幼儿饥渴，大大便于使用。较于现有的，用户需要额外采用其他

设备对热水进行保温，再泡奶粉或饮用，其操作繁琐，且不便于外出，使用极其不便，本实用

新型所提出的多功能奶瓶具有便于携带、快速降温等特点，可以用于各种场合。

[0032] 请继续参阅图1和图2，所述控制装置10包括开关/加热控制键61和消毒控制键62，

所述开关/加热控制键61和和消毒控制键62均与控制装置10电连接，所述开关/加热控制键

61被触发时，所述控制装置10控制加热体3发热使第一瓶体2内的液体加热到第一预设温

度，冲泡好奶粉后，再倒立奶瓶使奶粉快速降温。所述消毒控制键62被触发时，控制装置10

控制加热体3发热使第一瓶体2内的液体加热到第二预设温度，并持续预设时间给液体加热

消毒，在预设时间到达时，控制装置10控制加热体3停止工作，通过所述控制装置10控制加

热体3的发热温度及时间，结合温度感应器4使所述多功能奶瓶可以加热冷水或母乳至预设

温度，特别适用于冷冻过的母乳加热，使婴幼儿喝到适合温度的母乳，避免婴幼儿喝到凉的

母乳而引起肠胃不适，而且还通过预设加热温度及时长，使所述多功能奶瓶具有消毒功能，

极大的满足了用户的使用需求。

[0033] 其中，所述开关/加热控制键61和消毒控制键62可集成于一个，通过一次或多次触

发控制加热体3的工作状态，也可以将控制键设置为多个，如：开关键、加热键和消毒键等，

具体可根据需要设置，使其更便于用户操作即可，此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述。

[0034] 所述温度感应器4位于内胆中，可与液体接触，从而可准确测量液体温度，使第一

内胆22中的液体低于温控范围值时，可自动开启加热体3对第一内胆22进行加热，当温度达

到温控范围时，停止加热，使奶瓶更加智能化。具体地，所述加热体3包覆于第一内胆22的外

壁，在其加热时，使第一内胆22中的液体能均匀加热，不会出现局部温度过高的现象，还能

缩短加热时间。

[0035] 所述加热体3呈网状，可设置于第一内胆22的中下部，在使第一内胆22加热的同时

避免由于奶瓶内的液体太少而干烧，所述第一内胆22为不锈钢材料，且与第一外壳21之间

为真空设置，使所述第一瓶体2具有等同保温杯的保温效果，避免加热体3持续加热，以降低

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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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如图1所示，所述第一瓶体2上设置有用于显示液体温度的显示模块7，所述显示模

块7与控制装置10电连接，使所述显示模块7能显示液体的实时温度，更利于用户操作，使用

户使用时更便捷。

[0037] 可选地，所述第一预设温度为75℃，此温度可杀灭奶粉中的细菌，适合奶粉喂养的

孩子，第二预设温度为62‑65℃，预设时间为30‑40分钟，62‑65℃为巴氏消毒模式，适合母乳

喂养的孩子，巴氏消毒模式不仅能够有效灭菌，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母乳中的营养成分，特

别针对早产儿或患有乙肝的妈妈，使婴幼儿能喝到安全的母乳，同时，也能起到安抚产妇焦

虑心情的效果。

[0038] 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奶瓶，可以将冷水加热至75℃用这个温度冲奶粉，如果奶瓶

中盛装的是母乳，也可以将母乳加热至75℃，然后摇晃或倒立奶瓶使奶瓶的冷水或母乳的

温度快速降至38‑42℃，从而及时喂养孩子，从而可适合妈妈有疾病的特殊人群使用。为了

降温效果更佳，在加热时将第二瓶体5取下，需降温时装上第二瓶体5通过恒温体倒立快速

降温，并且通过第一瓶体2的保温结构，使冷水或母乳控制在40℃左右，该方式便于外出时，

能给宝宝喝到安全的奶。

[0039] 在一可选的实施例中，控制装置10可采用ATmega48的集成芯片，该芯片的IO口丰

富，可连接发热体3、温度感应器4、开关/加热控制键61、消毒控制键62、显示模块7等，如

ATmega48芯片的PB1脚连接发热体的驱动电路，发热体连接图2中的out1和D  i  n1处，由于

加热、温度检测、温度显示等为电子设备上的常规电路，此处不作详细描述。

[0040] 请继续参阅图1，所述第一瓶体2上具有观察窗23，所述观察窗23处设置有刻度24，

使用户能直观的观测到第一瓶体2中液体的余量，从而方便调制出适量的奶液，还可以了解

婴幼儿喝入水或奶水的量。

[0041] 较佳地，所述的多功能奶瓶还包括供电装置(图中未示出)、把手8和保护盖9，所述

供电装置与控制装置10电连接，所述供电装置为可充电电池，使所述多功能奶瓶脱离外部

供电后，还能正常使用，此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赘述。

[0042] 所述把手8设置于第一瓶体2或第二瓶体5与奶嘴1的连接处，较佳地，所述把手8为

两只，且与瓶体为可拆卸连接，当婴幼儿喝奶时，装上把手8，使婴幼儿在喝奶之时方便拿握

或抱着；当不需要把手8时，可以将所述把手8卸掉，方便自如，随时都可以选择合适自己的

样子去使用。

[0043] 所述保护盖9罩设于奶嘴1外，起到防尘的作用，同时还起到保护奶嘴1的作用。具

体地，所述保护盖9的外端面为平面，当奶瓶倒立时，起到稳固作用，使奶瓶不容易倾倒。

[0044] 其中，所述奶嘴1还连接设置有可拆卸的软管(图中未示出)，可坐立方式喝奶或

水，以便于使用时安装或不使用拆卸，使用户可以根据所需进行选择。

[0045] 所述奶嘴1及第二瓶体5上设置有密封圈(图中未示出)，使奶嘴1与第一瓶体2或第

二瓶体5连接时，第二瓶体5与第一瓶体2连接时，不会产生液体泄漏的情况，以保证奶瓶的

正常使用。

[0046]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多功能奶瓶，通过第一瓶体中的控制装置、加热体和

温度感应器可对第一瓶体中的液体进行加热、消毒，之后放奶瓶放倒或者倒立即可通过第

二瓶体中的恒温体，可使奶瓶中的液体快速冷却下来，操作极其简便。具体在使用时，当需

要加热液体时，将奶瓶竖直放置，使液体位于第一瓶体中，即可加热液体或给液体消毒；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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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冷却液体时，只需摇晃奶瓶或将奶瓶倒立，使液体与第二瓶体的瓶壁接触，通过恒温体

使第二瓶体中的液体快速冷却，使用极其简便。

[0047] 而且，所述奶嘴可分别与第一瓶体、第二瓶体连接，使用户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如：

当液体不需要冷却，只需加热时，可以将第二瓶卸下，使奶嘴直接与第一瓶体连接，使用户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换组合，非常方便。

[0048] 可以理解的是，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及

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而所有这些改变或替换都应属于本实用新型所附的

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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