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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JUICER

= (54) 发明名称 ：搾汁机

(57) Abstract: A juicer capable of extracting juice fixim ve
getables and fruits or extracting soy milk ：from beans com
prises a base, a drive mechanism (400), a juicing member and
a cover (100). The drive mechanism (400) i s fixed in an inner
cavity of the base. The juicing member i s located above the
base and i s connected to and driven by the drive mechanism
(400). The cover (100) i s located above the juicing member.
The cover (100) and the juicing member enclose and form a
juice making cavity, and the cover (100) i s provided with a
food material channel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juice mak
ing cavity. The juicing member comprises a juicing head
(200) capable of extracting juice in the manner of low speed
rotation and pressing and a shell (300). The juicing head
(200) i s located in an inner cavity of the shell (300) and i s
provided with: a food material pressing portion, a drive mech
anism connecting portion and a cover connecting portion con
nected to and positioned by the cover (100). The shell (300)
i s provided with a residue outlet (360) and a juice outlet (380)
that communicate with the juice making cavity. The juicer ex
tracts juice in the manner of low speed rotation and pressing,
so that during juice extraction, the juice i s subject to minimal
adverse influences, the use i s convenient, the number of parts
i s reduced, the fabrication i s convenient and the cost i s re
duced.

m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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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一种能够从蔬菜、水果搾取汁液或从豆类搾取豆浆的搾汁机 ，包括有底座 、驱动机构 （400 ) 、搾汁部件 以
及盖 （100) 。所述驱动机构 （400 ) 固定在底座的内腔中，搾汁部件位于底座上方与驱动机构 （400 ) 相连接
并被驱动 ，盖 （100 ) 位于搾汁部件的上方；盖 （100) 和搾汁部件包 围形成搾汁制造腔 ，盖 （100 ) 设置有通
向所述搾汁制造腔的食材通道；搾汁部件包括有能够 以低速旋转挤压的方式搾取汁液的搾汁头 （200 ) 以及
外壳 (300 ) ，搾汁头 （200 ) 位于外壳 （300 ) 的内腔 中，设置有：食材挤压部分、驱动机构连接部分 以及与
盖 （100 ) 相连接定位 的盖连接部分 ；外壳 （300 ) 设置有与搾汁制造腔接通 的残渣 出口 （360 ) 和汁液 出口
( 380 ) 。该搾汁机 以低速旋转挤压 的方式搾取汁液 ，使榨取汁液的过程 中汁液所受的不利影响最小化 ，使
用方便，减少零件数量，便于制造和降低成本。



榨汁机

技术领域

本发 明属于家用厨房 电器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 一种榨 汁机 。

背景技术

为 了健康 的生活 ，在 家中直接制作和饮用植物汁液的现 象正在增长 ，市场上有 大量能

够从蔬菜或水果中简单榨取 汁液的装置。

现有技术 中，榨汁装置大多是利用粉碎装置将待榨取 汁液的水果和蔬菜粉碎 ，然后 以

高速旋转的方式利用 离心力将汁液甩 出。但是 ，此种榨 汁方式具有较 大缺点 ，即在 高速粉

碎 水果和蔬菜以及分 离汁液的过程 中，水果中含有 的 固有味道和营养会被破坏 ，并且会损

失大量的植物纤维。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的 目的在 于提供一种 能够从蔬菜、水果榨取 汁液或从豆类榨取豆浆的榨 汁机 ，

以低速旋转挤压 的方式榨取 汁液 ，使榨取 汁液的过程 中汁液所受的不利影响最小化 ，使用

方便 ，减少零件数量 ，便 于制造和降低成本 。

本发 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 实现的：

榨 汁机 ，包括有底座 、驱动机构 、榨汁部件 以及盖 ，所述驱动机构 固定在底座 的 内腔

中，榨 汁部件位 于底座上方与驱动机构相连接并被驱动 ，盖位 于榨 汁部件 的上方；所述盖

和榨 汁部件 包围形成榨 汁制造腔 ，盖设置有通向所述榨 汁制造腔的食材通道；其中，所述

榨 汁部件 包括有 能够以低速旋转挤压 的方式榨取 汁液的榨 汁头以及外壳，所述榨 汁头位 于

外壳的 内腔 中，设置有 ：食材挤压部分 、驱动机构连接部分以及与盖相连接定位 的盖连接

部分；外壳设置有与榨 汁制造腔接通的残渣 出口和汁液 出口。

本发 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本发 明的榨 汁机 ，由于榨 汁部件 包括有 能够以低速旋转挤压 的方式榨取 汁液的榨 汁头

以及 外壳，所述榨 汁头位 于外壳的 内腔 中，设置有 ：食材挤压部分 、驱动机构连接部分以

及与盖相连接定位 的盖连接部分 。因此 ，能够从蔬菜、水果榨取 汁液或从豆类榨取豆浆 ，

本发 明的榨 汁机 ，以低速旋转挤压 的方式榨取 汁液 ，使榨取 汁液的过程 中汁液所受的不利

影响最小化 ，保持榨取 汁液的新鲜和天然；榨汁机 的电力消耗和噪音得到显著降低 ，更加

节省 电力和环保 ；核心零件更简单 ，可 以 更简单地制造组装和清洗。同时，本发 明的榨 汁



机 ，零件结构简单，且避免零件间的接触和磨损 ，使得震动和噪音最小化 ，并延长其使用

寿命。与市场销售的同类榨汁机相比，震动和噪音更低 ，使用方便 ，更易于生产和降低成

本。

附图说明

图 1是本发明榨汁机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图 2 是本发明榨汁机的显示残渣出口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图 3 是 图 2 中 A 处的局部放 大结构示意图；

图 4 是 图 2 中 B 处的局部放 大结构示意图；

图 5 是本发明榨汁机的显示汁液出口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下文中，将参考附图详细描述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说明书中限定的物体只是提供

用以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全面理解本发明的具体细节。

请见 图 1 至图 5 , 本发 明公开 了一种榨汁机 ，包括有底座、驱动机构 400 、榨汁部件

以及盖 100, 所述驱动机构 400 固定在底座的内腔中，榨汁部件位于底座上方与驱动机构

400 相连接并被驱动，盖 100 位于榨汁部件的上方；所述盖 100 和榨汁部件 包围形成榨汁

制造腔，盖设置有通向所述榨汁制造腔的食材通道；其中，所述榨汁部件 包括有能够以低

速旋转挤压的方式榨取汁液的榨汁头 200 以及外壳 300, 所述榨汁头 200 位于外壳 300 的

内腔中，设置有：食材挤压部分、驱动机构连接部分以及与盖相连接定位的盖连接部分；

外壳 300 设置有与榨汁制造腔接通的残渣出口 360 和汁液出口 380 。

图 1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方式的榨汁机的爆炸图。图 2 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方式

的榨汁机的残渣出口的剖视 图，图 5 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方式的榨汁机的汁液出口的剖

视 图。

下面参考图 1 到 5 描述本发明实施方式的榨汁机。

盖 100 包括有上盖面及位于上盖面上方的食材通道，所述食材通道穿过盖 100 的上盖

面形成一入 口端 口 110; 在盖的上盖面形成一旋转轴孔 120, 榨汁头 200 的盖连接部分为位

于榨汁头 200 顶部设置的上旋转轴 210, 插入到所述旋转轴孔 120 中。

优选地，旋转轴孔 120 形成在盖 100 的中心，入 口端 口 110 位于与旋转轴孔 120 的中

心位置偏心特定距 离的位置而形成，使得能够顺利地执行榨汁头 200 的旋转和材料的输入。



所述榨汁头 200 包括有中空圆筒状结构的过滤腔壁，所述过滤腔壁包括有网孔结构；

榨汁头 200 的食材挤压部分为在过滤腔壁的外表面上形成对食物进行推动和粉碎压榨的螺

旋线外凸结构的螺旋凸筋 240; 螺旋凸筋 240 由过滤腔壁的外表面向外凸出；上旋转轴 210

位于榨汁头 200 顶部的中心位置。

在榨汁头 200 的下端处向下凸出地设置有环状结构的挡渣筋条 220, 外壳 300 的内腔

底部设置有挡渣凹槽 310, 所述挡渣筋条 220 通过可旋转方式插入到挡渣凹槽中 310 中并

进行旋转 固定；在榨汁头 200 的下端处挡渣筋条 220 的向内方向设置有向下凸出环状结构

的能够防止 内部的汁液混入残渣的挡汁筋条 250, 外壳 300 内腔底部的相应位置设置有环

面状结构的排渣平台 320, 挡汁筋条 250 通过可旋转的方式插入到排渣平台 320 内；榨汁

头 200 的驱动机构连接部分为在榨汁头 200 内部空间 260 中、位于中心线位置设置的榨汁

头离合机构 230, 与驱动机构 400 的设置在输 出轴上部的电动机 离合机构 410 啮合。

榨汁头离合机构 230 有多种实施方案，多边形轴为其实施方案之一，各种 离合器和键

连接装置均为可釆纳的具体实施方案。

在榨汁头 200 的螺旋凸筋 240 的下端部，设置有多个推渣块 245 , 该推渣块 245 用以

将 已传送到外壳 300 的排渣平台 320 上的残渣排 出外壳 300 的残渣出口 360 。

榨汁头 200 的过滤腔壁具有网孔结构，使得从磨碎的材料中榨取的汁液穿过该网孔结

构，达到汁液与残渣分离的效果。优选地，所述过滤腔壁的网孔结构的孔径的尺寸大小，

由上往下逐渐减小，因为食材颗粒的大小由上往下逐渐减小。

此外，盖 100 的上盖面的上端部分的边界侧面凸出地形成有多个凸筋，多个所述凸筋

沿向圆心方向切除材料形成 固定凹槽 130; 位于盖 100 的上盖面上设置有倾斜表面 150,

倾斜表面 150 的高端位于靠近入 口端口 110 —侧；盖 100 的固定凹槽 130 上方外沿向外凸

出形成触动杆 140; 外壳 300 的上端的周边 内侧表面上形成有多个向内突出的固定凸筋

335 , 当固定凹槽 130 与固定凸筋 335 固定连接时，盖 100 以可拆卸方式固定到外壳 300

上。

外壳 300 的内壁上，设置有一道以上的引导筋条 330; 优选地，引导筋条 330 沿纵向

方向设置；引导筋条 330 的外断面与根部之间的水平距 离尺寸值由上往下逐渐减小，使得

当食材由榨汁头 200 向下移动时引导筋条 330 精细地进行压榨。

外壳 300 的内壁上，设置有一道以上的研磨筋条 340, 优选地，所述研磨筋条 340 沿

纵向方向设置；所述研磨筋条 340 位于相邻引导筋条 330 之间的区域中，同一区域 内的研

磨筋条 340 之间的距 离相等。



在外壳 300 的底部形成排渣平台 320, 排渣平台设置有向下凹的环状挡渣凹槽 310,

以容纳榨汁头 200 底部上形成的挡渣筋条 220, 防止残渣进入榨汁头内部。排渣平台 320

的表面上形成有圆环面状的排出倾斜表面 350, 所述排出倾斜表面 350 的深度沿榨汁头 200

的螺旋方向增加；在排出倾斜表面 350 的端部处形成用于将残渣排出外壳的残渣出口 360 。

使用时，沿外壳 300 的引导筋条 330 传送到中下部的食物材料在该存在有多个研磨筋

条 340 的中下部分处被进一步磨碎，食物汁液通过榨汁头上的网孔进入榨汁头 200 内部流

入到外壳 300底部，食物残渣到达排渣平台320 沿着排出倾斜表面 350被排到残渣出口360 。

优选地，进一步在外壳 300 的挡渣凹槽 310 内侧形成有环柱形结构的挡墙 370, 位于

挡渣筋条 220 和挡汁筋条 250 之间的空间里，进一步防止残渣和汁液混合。

在外壳 300 的上端周边内侧表面形成有多个向内突出的固定凸筋 335 , 与盖的固定凹

槽 130 配合安装，在外壳 300 的中心下端部分上形成有防水圆柱体 390, 防水圆柱体 390

内部为通孔 395 , 该防水圆柱体 390 插入到榨汁头 200 的内部空间 260 的下部。

驱动机构 400 的电动机离合机构 410 釆用向上凸出的柱状结构，用以穿过通孔 395 与

榨汁头 200 的榨汁头离合机构 230 相啮合，并以低速驱动榨汁头。所述电动机离合机构 410

有多种实施方案，多边形轴为其实施方案之一，各种离合器和键连接装置等均为其具体实

施方案。多个用以固定外壳 300 的卡钩 420 设置在底座的上盖面上，所述卡钩 420 插入到

外壳 300 底部设置的卡槽 365 中。

所述驱动机构 400 包括有电动机和减速器，电动机离合机构 410 与减速器的输出轴连

接。

在底座 400 上盖面侧部向上延伸形成定位支架 440, 其上部与杯盖 100 上触动杆 140

对应的部分形成触动槽 430, 在定位支架 440 内部对应触动槽 430 位置装有 动开关 450

以控制电路的通断。

用于本发明中的减速器作用为减小电动机的旋转速度，并使得螺杆相比于传统榨汁机

的螺杆以很低的速度旋转。

下面描述根据本发明的以上实施方式构造的榨汁机的操作原理。

当食物材料被放入盖 100 的入口端口 110 中时，它们沿着在盖 100 的倾斜面 150 移动

到外壳 300 内。移动到外壳 300 中的材料在旋转的榨汁头 200 和引导筋条 330 以及研磨筋

条 340 的共同作用下被强制向下运送的同时得以精细的磨碎及压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汁

液通过在榨汁头 200 的过滤腔壁上形成的网孔流入榨汁头内部空间并汇集在外壳 300 底

部，通过汁液出口 380 排出外壳。



正如从前述 中可见的，根据本发 明的榨 汁机具有下面的效果：

首先 ，相对 于高速 离心式榨 汁机 的榨取方式 ，本发 明通过釆用榨 汁头以很低 的速度挤

榨取代使用 高速旋转刀而进行压榨 ，食材 中包含 的各种 营养和 固有味道最大限度地得到保

持 ，并有可能进行广泛的汁液榨取 而与蔬菜和水果的种类无关。

其次 ，本发 明的榨 汁机 ，榨 汁头和滤网合二为一 ，减少 了部件数量 ，结构更为简单 ，

更易于生产制造 。

第三 ，本发 明的榨 汁机 ，榨 汁头釆取 了中空的设计 ，节省 了原材料 ，降低 了成本 。

第四，本发 明的榨 汁机 ，取 消 了现有技术 中齿轮传动等复杂机构 ，减少 了部件数量 ，

更易于生产制造 。

第五 ，本发 明的榨 汁机 ，由于减少 了部件数量 ，消除 了因齿轮传动带来的振动和噪音，

同时避免 了因齿轮磨损导致磨损材料粉末进入 汁液被人误食 而导致的潜在风险。

尽管 已经结合 目前认 为最 实用并优选 的实施 方式对本发 明进行 了描述 ，但是应该理

解 ，本发 明并不局 限于公开的实施方式和附图。相反 ，意图涵盖落入所附权利要求的精神

和范围之 内的各种 改型和变型 ，均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权 利 要 求

1、榨汁机 ，包括有底座 、驱动机构、榨汁部件以及盖，所述驱动机构 固定在底座的

内腔中，榨汁部件位于底座上方与驱动机构相连接并被驱动，盖位于榨汁部件的上方；所

述盖和榨汁部件 包围形成榨汁制造腔，盖设置有通向所述榨汁制造腔的食材通道；其特征

在于：所述榨汁部件 包括有能够以低速旋转挤压的方式榨取汁液的榨汁头以及外壳，所述

榨汁头位于外壳的内腔中，设置有：食材挤压部分、驱动机构连接部分以及与盖相连接定

位的盖连接部分；外壳设置有与榨汁制造腔接通的残渣出口和汁液出口。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榨汁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盖 （100 ) 包括有上盖面及位于上

盖面上方的食材通道，所述食材通道穿过盖 （100 ) 的上盖面形成一入 口端 口 （110 ); 在盖

的上盖面形成一旋转轴孔 （120 ) , 榨汁头 （200 ) 的盖连接部分为位于榨汁头 （200 ) 顶部

设置的上旋转轴 （210 ) , 插入到所述旋转轴孔 （120 ) 中。

3、如权利要求 1或 2 所述的榨汁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榨汁头 （200 ) 包括有 中空圆

筒状结构的过滤腔壁，所述过滤腔壁 包括有 网孔结构；榨汁头 （200 ) 的食材挤压部分为

在过滤腔壁的外表 面上形成对食物进行推动和粉碎压榨 的螺旋线外 凸结构 的螺旋 凸筋

( 240 ); 螺旋 凸筋 （240 ) 由过滤腔壁的外表面向外凸出；上旋转轴 （210 )位于榨汁头 （200)

顶部的中心位置。

4、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榨汁机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榨汁头 （200 ) 的下端处向下凸

出地设置有环状结构的挡渣筋条 （220 ) , 外壳 （300 ) 的内腔底部设置有挡渣凹槽 （310 ) ,

所述挡渣筋条 （220 ) 通过可旋转方式插入到挡渣凹槽 中 （310 ) 中并进行旋转 固定；在榨

汁头 （200 ) 的下端处挡渣筋条 （220 ) 的向内方向设置有向下凸出环状结构的能够防止 内

部的汁液混入残渣的挡汁筋条 （250 ) , 外壳 （300 ) 内腔底部的相应位置设置有环面状结

构的排渣平台 （320 ) , 挡汁筋条 （250 ) 通过可旋转的方式插入到排渣平台 （320 ) 内；榨

汁头 （200 ) 的驱动机构连接部分为在榨汁头 （200 ) 内部空间 （260 ) 中、位于中心线位

置设置的榨汁头离合机构 （230 ) , 与驱动机构 ( 400 ) 的设置在输 出轴上部的电动机 离合

机构 ( 410 ) 啮合。

5、如权利要求 4 所述的榨汁机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榨汁头 （200 ) 的螺旋 凸筋 （240)

的下端部 ，设置有多个推渣块 （245 ) , 该推渣块 （245 ) 用以将 已传送到外壳 （300 ) 的排

渣平台 （320 ) 上的残渣排 出外壳 （300 ) 的残渣 出口 （360 ) ; 所述榨汁头 （200 ) 的过滤

腔壁具有 网孔结构 ，所述过滤腔壁的网孔结构的孔径的尺寸大小，由上往下逐渐减小。

6、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榨汁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轴孔 （120 ) 形成在盖 （100)



的中心，入 口端 口 （110 ) 位于与旋转轴孔 （120 ) 的中心位置偏心特定距 离的位置而形成；

盖 （100 ) 的上盖面的上端部分的边界侧面凸出地形成有多个凸筋，多个所述凸筋沿向圆

心方向切除材料形成 固定凹槽 （130 ); 位于盖 （100 ) 的上盖面上设置有倾斜表面 （150 ) ,

倾斜表面 （150 ) 的高端位于靠近入 口端 口 （110 ) —侧；外壳 （300 ) 的上端的周边 内侧表

面上形成有多个向内突出的固定凸筋 （335 ) , 当固定凹槽 （130 ) 与固定凸筋 （335 ) 固定

连接时，盖 （100 ) 以可拆卸方式固定到外壳 （300 ) 上。

7、如权利要求 5 所述的榨汁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 （300 ) 的内壁上 ，设置有一

道以上的引导筋条 （330 ); 引导筋条 （330 ) 沿纵向方向设置，引导筋条 （330 ) 的外断面

与根部之 间的水平距 离尺寸值 由上往下逐渐减小；外壳 （300 ) 的内壁上，设置有一道以

上的研磨筋条 （340 ) , 所述研磨筋条 （340 ) 沿纵向方向设置；所述研磨筋条 （340 ) 位于

相邻 引导筋条 （330 ) 之间的区域中。

8、如权利要求 7 所述的榨汁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渣平台 （320 ) 的表面上形成有

圆环面状的排 出倾斜表面 （350 ) , 所述排 出倾斜表面 （350 ) 的深度沿榨汁头 （200 ) 的螺

旋方向增加；在排 出倾斜表面 （350 ) 的端部处形成用于将残渣排 出外壳的残渣出口（360 ) ;

在外壳（300 ) 的挡渣凹槽 （310 ) 内侧形成有环柱形结构的挡墙 （370 ) , 位于挡渣筋条 （220)

和挡汁筋条 （250 ) 之间的空间里。

9、如权利要求 8 所述的榨汁机 ，其特征在于：在外壳 （300 ) 的中心下端部分上形成

有防水圆柱体 （390 ) , 防水圆柱体 （390 ) 内部为通孔 （395 ) , 所述防水圆柱体 （390 ) 插

入到榨汁头 （200 ) 的内部空间 （260 ) 的下部；驱动机构 ( 400 ) 的电动机 离合机构 （410)

釆用向上凸出的柱状结构 ，用以穿过通孔 （395 ) 与榨汁头 （200 ) 的榨汁头离合机构 ( 230)

相啮合。

10、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榨汁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 ( 400 ) 包括有 电动机

和减速器，电动机 离合机构 ( 410 ) 与减速器的输 出轴连接；盖 （100 ) 的固定凹槽 （130)

上方外沿向外凸出形成触动杆 （140 ) ; 在底座 （400 ) 上盖面侧部向上延伸形成定位支架

( 440 ) , 其上部与杯盖 （100 ) 上的触动杆 （140 ) 对应的部分形成触动槽 （430 ) , 在定位

支架 （440 ) 内部对应触动槽 （430 ) 位置装有 动开关 （450 ) 以控制电路的通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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