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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限制流量的茶叶滤杯、茶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限制流量的茶叶滤

杯、茶具，该滤杯杯体底部有一个或多个限流孔，

限流孔的总面积为0.785mm²～28.26mm²，限流孔

形状不限。本实用新型的滤杯设计合理，使用经

济，无需滤纸，不需冲泡技巧，使用者直接把水倒

满滤杯后，茶汤通过限流孔缓缓流下，即可得到

一杯浓淡适中美味可口的茶汤。使用操作简单方

便，适合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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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限制流量的茶叶滤杯，其特征在于：茶叶滤杯包括锥形杯体，设于锥形杯体口的

外沿，设于杯体底部周围的承载部，滤杯杯体底部有一个或多个限流孔，限流孔的总面积为

0.785mm²～28.26mm²，限流孔形状不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限制流量的茶叶滤杯，其特征在于：限流孔形状包括圆形、多

边形、弓形、多弧形和异型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限制流量的茶叶滤杯，其特征在于：限流孔为一个圆形单孔，

孔径为1毫米～6毫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限制流量的茶叶滤杯，其特征在于：限流孔为一个正方形单

孔，边长为0.886毫米～8.08毫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限制流量的茶叶滤杯，其特征在于：底部设有多个形状相同或

不同的限流孔，限流孔总面积为0.785mm²～28.26mm²。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限制流量的茶叶滤杯，其特征在于：滤杯体积为150-1800ml。

7.一种限制流量的茶具，其特征在于：包括至少一个权利要求1-6之一所述的茶叶滤

杯，设于茶叶滤杯中的免滤纸滤网和设于茶叶滤杯底部的盛茶壶，茶叶滤杯的承载部下端

沿限流孔设置的环体。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茶具，其特征在于：免滤纸滤网与茶叶滤杯形状相配，网孔分

布于侧面，所述滤网的材料为食品级不锈钢、陶瓷、玻璃、塑胶及铜、锡、银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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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限制流量的茶叶滤杯、茶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滤杯，尤其是一种限制流量的茶叶滤杯，还涉及该茶具。

背景技术

[0002] 手冲咖啡是当今精品咖啡时代最流行的咖啡冲泡方式。通常的手冲咖啡一般工艺

是：1.首先折滤纸，该滤纸通常是扇形，折成漏斗状呈与滤杯壁贴合的滤斗，放入滤杯；2.按

需称取咖啡豆，将咖啡豆手磨成粉末状，然后将咖啡粉倒入滤斗中铺平；3.将水均匀地注入

滤杯焖蒸，焖蒸膨胀后继续注水，滤好的咖啡从滤杯下方进入咖啡壶，完成萃取过程；4.最

后将咖啡壶中的咖啡倒入杯中饮用。此外，为了手冲咖啡更加方便，人们对咖啡壶和咖啡杯

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改进，以适应户外或者其它场景需要。

[0003] 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用手冲咖啡滤杯和冲泡方法来冲泡茶叶，这样更加方便快

捷、时尚现代。但是存在的关键问题是手冲咖啡滤杯是为咖啡粉设计的，不需要也没有限流

孔，有孔的孔径也不精准。用来冲茶时，要么水流速太快没有充分浸泡到茶叶就流到杯中

了，茶汤很淡，要么费力地去控制从开水壶倒入滤杯时水的流速，人又很累，很不适合人们

使用。

[0004] 基于此，我们考虑，如果在漏斗底部加一个精准的限流孔，人们可以快速一次性倒

满开水在滤杯中，让滤杯中的茶汤以一定速度流入杯中，这样即省事省力，又可以快速喝到

一杯均匀稳定的茶汤。而且使用免滤纸滤网，可重复使用，清洗方便，环保卫生。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限制流量的茶叶滤杯、茶具，本实用新

型主要通过小孔的截面积（孔径）限制茶汤流速，限流孔的截面积（孔径）决定茶汤的流速，

从而决定了茶汤的适口度，限流孔的截面积（孔径）是手冲茶最关键的部分。

[0006]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具体如下：

[0007] 一种限制流量的茶叶滤杯，滤杯杯体底部有一个或多个限流孔，限流孔的总面积

为0.785mm²～28.26mm²，限流孔形状不限。该面积范围的限流孔能够限制茶汤流到公道杯

或茶杯中的速度，使茶汤均匀、滋味稳定。

[0008] 进一步地，限流孔形状包括圆形、多边形、弓形、多弧形和异型中的一种或多种的

组合。圆形可以是正圆、椭圆、卵圆；多边形可以是角形、四边形、五边形等；弓形可以是优弧

弓、劣弧弓、拋物线弓等；多弧形可以是月牙形、谷粒形、太极形、葫芦形等。

[0009] 进一步地，限流孔为一个圆形单孔，孔径为1毫米～6毫米。

[0010] 进一步地，限流孔为一个正方形单孔，边长为0.886毫米～8.08毫米。

[0011] 进一步地，底部设有多个形状相同或不同的限流孔，限流孔总面积为0.785mm²～

28.26mm²。

[0012] 进一步地，滤杯体积为150-1800ml。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150ml～180ml滤杯，限流孔面积为3.14～6.15  mm²，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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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单孔，圆孔直径为2～2.8mm  。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300ml～360ml滤杯，限流孔面积为7～11.34  mm²，如是圆

形单孔，圆孔直径为3～3.8mm  。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450ml～550ml滤杯，限流孔面积为11.34～16.61mm²，如

是圆形单孔，圆孔直径为3.8～4.6mm  。

[001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600ml～800ml滤杯，限流孔面积为12.56～18.09mm²，如

是圆形单孔，圆孔直径为4～4.8mm。

[001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  900ml～1100ml滤杯，限流孔截面积12.56～24.62mm²，

如是圆形单孔，圆孔直径为4.8～5.6mm  。

[001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1200ml～1800ml滤杯，限流孔截面积19.63～28.26mm²，

如是圆形单孔，圆孔直径为5～6mm  。

[0019] 本实用新型还涉及的一种限制流量的茶具，包括至少一个上述的茶叶滤杯，设于

茶叶滤杯中的免滤纸滤网和设于茶叶滤杯底部的盛茶壶，茶叶滤杯包括锥形杯体，设于锥

形杯体口的外沿，设于杯体底部周围的承载部，设于承载部下端沿限流孔设置的环体。

[0020] 进一步地，免滤纸滤网与茶叶滤杯形状相配，网孔分布于侧面，所述滤网的材料为

食品级不锈钢、陶瓷、玻璃、塑胶及铜、锡、银或金。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2] （1）本实用新型的滤杯设计合理，本实用新型对限流孔的面积范围进行限定，能够

限制茶汤流到公道杯或茶杯中的速度，使茶汤均匀、滋味稳定。对滤杯的体积范围进行限定

能够进一步地保证效果。

[0023] （2）本实用新型使用经济，无需滤纸，不需冲泡技巧，使用者直接把水倒满滤杯后，

茶汤通过限流孔缓缓流下，即可得到一杯浓淡适中美味可口的茶汤。使用操作简单方便，适

合广泛推广。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茶具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茶叶滤杯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本实用新型的茶叶滤杯杯体的俯视图；

[0027]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免滤纸滤网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对本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例，而不是全部的实例。基于本实用新

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付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9] 实施例1

[0030]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限制流量的茶叶滤杯，滤杯杯体1.2底部有一个限流孔

1.6，限流孔截面积  4.9mm²，圆孔直径为2.5mm。滤杯体积为150ml，如图3所示。

[0031]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限制流量的茶具，包括上述的茶叶滤杯1，设于茶叶滤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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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免滤纸滤网2和设于茶叶滤杯1底部的盛茶壶3，盛茶壶3为玻璃壶。茶叶滤杯1包括锥形

杯体1.2，设于锥形杯体1.2口的外沿1.1，设于杯体1.2底部周围的承载部1.4，设于承载部

1.4下端沿限流孔设置的环体1.5。

[0032] 如图4所示，免滤纸滤网2与茶叶滤杯形状相配，网孔2.2分布于网体侧面2.3，滤网

2口设有外缘2.1，外缘2.1可以搭设于杯体1.2的外沿1.1上，方便拿取。滤网的材料可以是

现有的食品级不锈钢、陶瓷、玻璃、塑胶及铜、锡、银或金。

[0033] 流速对茶汤的适口度有重大影响，因此估算茶汤流速来决定滤杯的容量和限流孔

的截面积（孔径）在手冲茶中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茶汤流速并不需要特别精确，所以可以采

用估算法。

[0034] 本实施例的流速测算公式：平均流速（v）＝体积流量（Q）/限流孔截面积（A）。

[0035] 基于上述公式，本实施例涉及的上述的茶叶滤杯的参数确定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6] 步骤（1）、堵住滤杯的限流孔，将水注满滤杯，然后放完滤杯中的水，测出时间t；

[0037] 步骤（2）、对放出的水称重，进而得到水的体积V；

[0038] 步骤（3）、根据公式v=V/t，可估算出限流孔的流速。

[0039] 步骤（4）、测出限流孔截面积A，使得体积流量Q＝流速v×截面积A。根据不同的茶

选用不同限流孔面积和体积的滤杯。

[0040] 流速与茶汤适口度和人们等待的耐心有很大关系。较人性化的选择是既考虑茶汤

的适口度，又尽量缩短冲泡时间。

[0041] 本实施例的使用方法如下：

[0042] 根据需要的茶叶量和该茶叶的浸泡时间，将一定量的茶叶放入滤网中，加入一定

温度的热水。由于限流孔限制了茶汤流速，使用时，只要把开水倒满滤杯，任其缓缓流下即

可，不需技巧，也不需多余动作。流下的茶汤即可饮用，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口味的浓淡来

选择不同体积和限流孔大小的滤杯。

[0043] 本实施例可以选择一分钟冲泡150ml茶的茶品，流速为150ml/1分钟的滤杯。本实

施例的滤杯为食品级304不锈钢滤杯。

[0044] 实施例2

[0045] 本实施例的限制流量的茶叶滤杯，限流孔直径为3.5mm，限流孔面积=9.62  mm²。滤

杯体积为300ml。

[0046] 本实施例一分钟可以冲泡两大杯茶共300ml，选择流速为300ml/1分钟的滤杯。限

流孔可以是圆孔，也可以是相同总面积的其它形状的孔。其余与实施例1相同。

[0047] 实施例3

[0048] 本实施例的限制流量的茶叶滤杯，限流孔直径为4mm，限流孔面积=12.56mm²。滤杯

体积为450ml。

[0049] 本实施例一分钟可以冲泡三大杯茶共450ml，选择流速为450ml/1分钟的滤杯。限

流孔可以是圆孔，也可以是相同总面积的其它形状的孔。其余与实施例1相同。

[0050] 实施例4

[0051] 本实施例的限制流量的茶叶滤杯，限流孔直径为4.5mm，限流孔面积=16mm²。滤杯

体积为600ml。

[0052] 本实施例一分钟可以冲泡四大杯茶共600ml，选择流速为600ml/1分钟的滤杯。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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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孔可以是圆孔，也可以是相同总面积的其它形状的孔。其余与实施例1相同。

[0053] 实施例5

[0054] 本实施例的限制流量的茶叶滤杯，限流孔直径为5mm，限流孔面积=19.63mm²。滤杯

体积为900ml。

[0055] 本实施例一分钟可以冲泡六大杯茶共900ml，选择流速为900ml/1分钟的滤杯。限

流孔可以是圆孔，也可以是相同总面积的其它形状的孔。其余与实施例1相同。

[0056] 实施例6

[0057] 本实施例的限制流量的茶叶滤杯，限流孔直径为5.5mm，限流孔面积=23.75mm²。滤

杯体积为1200ml。

[0058] 本实施例一分钟可以冲泡八大杯茶共1200ml，选择流速为1200ml/1分钟的滤杯。

限流孔可以是圆孔，也可以是相同总面积的其它形状的孔。其余与实施例1相同。

[0059] 上述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域

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

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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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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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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