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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一种用于食品料理机的搅拌刀和过滤杯组件，包括过滤杯 （100 ) 和刀片组件 ( 200) ，所述刀片组件
(200 ) 包括刀片 （201 ) 、刀片转轴 （202 ) 和刀片转轴轴承 （203 ) ；所述过滤杯 （100) 的底部设有安装刀片
组件 ( 200) 的通孔 （101 ) ；所述刀片转轴轴承 （203 ) 安装在所述通孔 （101 ) 中，所述刀片 （201 ) 安装在所
述刀片转轴 （202 ) 的第一端，所述刀片转轴 （202 ) 的第二端穿过所述刀片转轴轴承 （203 ) 与食品料理机的驱
动电机连接。该组件便于将滤渣与浆液分离，且易于拆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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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食品料理机的搅拌刀和过滤杯组件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食品料理机的搅拌刀和过滤杯组件。

背景技术

[2] 现有的食品料理机 （例如豆浆机、榨汁机等）大多釆用电机上置的设计，由于

电机较重，这样的设计使得食品料理机"头重脚轻" ，料理机容易被打翻。而现有

将电机及刀片安装在料理机底部的食品料理机均无法合理的解决过滤问题，因

为其未来使得刀片伸入至过滤网中，过滤网的必须上下开口而成筒状，在打浆

完成后，无法将滤渣取出。

对发明的公开

技术问题

[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用于食品料理机的搅拌刀和过滤

杯组件，解决电机设置在底部的食品料理机的打浆机过滤问题。

问题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问题通过以下技术手段予以解决：

[5] —种用于食品料理机的搅拌刀和过滤杯组件，包括过滤杯和刀片组件，其所述

刀片组件包括刀片、刀片转轴和刀片转轴轴承；所述过滤杯的底部设有安装刀

片组件的通孔；所述刀片转轴轴承安装在所述通孔中，所述刀片安装在所述刀

片转轴的第一端，所述刀片转轴的第二端穿过所述刀片转轴轴承与食品料理机

的驱动电机连接。

[6] 优选地：

[7] 所述过滤杯的部分底壁向上凸出形成一高于所述过滤杯的底壁的平面，所述通

孔设置在所述平面上。

[8] 所述过滤杯的底壁小于所述过滤杯的杯口，所述过滤杯的至少部分侧壁倾斜延

伸至所述过滤杯的底壁。



所述过滤杯还包括过滤杯提手，所述过滤杯提手设置在所述过滤杯的杯口处。

所述刀片组件还包括螺母，所述刀片转轴的第一端设有凹部且表面设有螺纹，

所述刀片通过所述螺母压紧固定在所述刀片转轴的凹部上。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釆用将刀片组件安装在过滤网

的底部，而将过滤网做成具有底壁的过滤杯，从而实现电机下置的食品料理机

的渣液分离或渣粉分离，提高制浆或制粉的效果。

优选方案中，刀片组件安装通孔高于过滤杯底壁，便于与食品料理机电机轴的

配合；釆用小杯底的方案则有利于将食料想食料集中，以便粉碎或打浆更加彻

底；通过螺母与凹部配合固定刀片的方案使得刀片的更换、拆洗更加方便。

对附图的简要说 明

附图说明

图1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的组件立体图 （去除过滤杯提手）；

图2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的组件对称中线剖面图；

图3是图2的局部放大图。

实施该发明的最佳实施例

本发明的最佳实施方式

下面对照附图并结合优选的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本实施例的搅拌刀和过滤杯组件是用于食品料理机的专用组件，该食品料理机

可以是豆浆机、榨汁机、粉碎机等，如图1、 2所示，该组件主要由过滤杯 100和

刀片组件200组成。

刀片组件200由刀片201、刀片转轴202、刀片转轴轴承203和螺母204组成。过

滤杯 100的底壁 104的一部分向上凸起形成一高于过滤杯底壁 104的平面 103，平

面 103上设有安装刀片组件的通孔 101。刀片转轴轴承203固定在通孔 101中，刀

片转轴202安装在刀片转轴轴承203中，其第一端位于过滤杯中，第二端穿过刀

片转轴轴承203用于与食品料理机的驱动电机的转动轴连接，刀片转轴202的第



一端设有多个凹部且其表面设有与螺母204相匹配的螺纹，多个刀片201的端部

分别置于该凹部中并通过螺母204压紧固定。

[19] 本实施例的过滤杯的底壁204小于过滤杯的杯口，过滤杯靠近底壁204的侧壁 自

过滤杯的中下部开始倾斜延伸至过滤杯的侧壁204 ，从而有利于将过滤杯 100中

的食料向刀片集中以便搅拌或粉碎。

[20] 本实施例的过滤杯还包括设置在杯口处的过滤杯提手 105，便于使用。

[21]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

能认定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等同

替代或明显变型，而且性能或用途相同，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用于食品料理机的搅拌刀和过滤杯组件，包括过滤杯和刀片

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刀片组件包括刀片、刀片转轴和刀片转

轴轴承；所述过滤杯的底部设有安装刀片组件的通孔；所述刀片

转轴轴承安装在所述通孔中，所述刀片安装在所述刀片转轴的第

一端，所述刀片转轴的第二端穿过所述刀片转轴轴承与食品料理

机的驱动电机连接。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搅拌刀和过滤杯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过

滤杯的部分底壁向上凸出形成一高于所述过滤杯的底壁的平面，

所述通孔设置在所述平面上。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所述的搅拌刀和过滤杯组件，其特征在于：所

述过滤杯的底壁小于所述过滤杯的杯口，所述过滤杯的至少部分

侧壁倾斜延伸至所述过滤杯的底壁。

[权利要求 4] 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所述的搅拌刀和过滤杯组件，其特征在于：所

述过滤杯还包括过滤杯提手，所述过滤杯提手设置在所述过滤杯

的杯口处。

[权利要求 5] 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所述的搅拌刀和过滤杯组件，其特征在于：所

述刀片组件还包括螺母，所述刀片转轴的第一端设有凹部且表面

设有螺纹，所述刀片通过所述螺母压紧固定在所述刀片转轴的凹

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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