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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液体容器技术领域，特指一种倒

灌式定量容器，包括容器与阀门塞，容器内设有

定量腔、储液腔与出液组件，定量腔包覆于储液

腔，出液组件连通于定量腔，储液腔的开口处设

有与定量腔连通的进液口，阀门塞可转动的旋接

于储液腔的开口处，阀门塞上设有出液口，通过

转动阀门塞控制出液口与进液口之间的对应连

通以及错位闭合。灌液时，将容器翻转倒置，旋开

阀门塞，将液体倒入储液腔内，然后通过阀门塞

对储液腔密封，且旋转阀门塞使出液口与进液口

处于错位闭合状态，防止液体流出或流入到定量

腔内，再将容器翻转为正立放置，使用时，旋转阀

门塞使出液口与进液口对应连通，储液腔内的液

体流入定量腔内，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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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倒灌式定量容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容器（1）与阀门塞（5），所述容器（1）内设有

定量腔（2）、储液腔（4）与出液组件，所述定量腔（2）包覆于储液腔（4），所述出液组件连通于

定量腔（2），所述储液腔（4）的开口处设有与定量腔（2）连通的进液口（7），所述阀门塞（5）可

转动的旋接于储液腔（4）的开口处，所述阀门塞（5）上设有出液口（6），通过转动阀门塞（5）

控制出液口（6）与进液口（7）之间的对应连通以及错位闭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倒灌式定量容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液组件包括设于出

液腔（16）内的出液管一（9），所述出液管一（9）对应设置有密封盖一（1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倒灌式定量容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液管一（9）的外壁

上设有与出液腔（16）内壁密封设置的密封边（10）。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倒灌式定量容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液管一（9）的外壁

上还设有与出液腔（16）内壁配合旋接的螺牙一（13）。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倒灌式定量容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盖一（11）的外壁

上设有与出液腔（16）内壁配合旋接的螺牙二（1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倒灌式定量容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阀门塞（5）上设有扳

手（8）。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倒灌式定量容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阀门塞（5）的外壁上

设有与储液腔（4）内壁配合旋接的螺牙三（1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倒灌式定量容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定量腔（2）的外壁上

设有容量刻度线（3）。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倒灌式定量容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液腔（4）采用锥体

结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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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倒灌式定量容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液体容器技术领域，特指一种倒灌式定量容器。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液体容器都是采用从上向下灌输液体的一种容器，即都是采用从液

体容器上面的灌液口向容器内灌装液体（比如杯体，瓶体，水壶等液体容器），灌装之后，再

通过液体容器的容器盖对灌液口进行密封，需要使用时再将容器盖打开即可倒出液体容器

内的液体。

[0003] 目前，市面上的液体容器都是采用这种传统观念的方式从正面灌装液体的容器，

其特点比较单一，且灌装液体时很难做到定量灌装的效果。因此，亟需研发一种具有创新性

的液体容器来打破这种传统观念。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倒灌式定量容器，灌液时，将容器翻转倒

置，旋开阀门塞，将液体倒入储液腔内，然后通过阀门塞对储液腔密封，且旋转阀门塞使出

液口与进液口处于错位闭合状态，防止液体流出或流入到定量腔内，再将容器翻转为正立，

使用时，旋转阀门塞使出液口与进液口对应连通，储液腔内的液体流入定量腔内，当液体流

到一定量后，再次旋转阀门塞使出液口与进液口错位闭合，使储液腔内的液体停止流入到

定量腔内，最后再将定量腔内的液体从出液组件内倒出，其结构简单，操作方便。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应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倒灌式定量容器，包括容器与阀门塞，容器内设有定量腔、储液腔与出液组件，定

量腔包覆于储液腔，出液组件连通于定量腔，储液腔的开口处设有与定量腔连通的进液口，

阀门塞可转动的旋接于储液腔的开口处，阀门塞上设有出液口，通过转动阀门塞控制出液

口与进液口之间的对应连通以及错位闭合。

[0006] 进一步而言，所述出液组件包括设于出液腔内的出液管一，出液管一对应设置有

密封盖一。

[0007] 进一步而言，所述出液管一的外壁上设有与出液腔内壁密封设置的密封边。

[0008] 进一步而言，所述出液管一的外壁上还设有与出液腔内壁配合旋接的螺牙一。

[0009] 进一步而言，所述密封盖一的外壁上设有与出液腔内壁配合旋接的螺牙二。

[0010] 进一步而言，所述阀门塞上设有扳手。

[0011] 进一步而言，所述阀门塞的外壁上设有与储液腔内壁配合旋接的螺牙三。

[0012] 进一步而言，所述定量腔的外壁上设有容量刻度线。

[0013] 进一步而言，所述储液腔采用锥体结构设置。

[0014] 本发明有益效果：

本发明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灌液时，将容器翻转倒置，旋开阀门塞，将液体倒入储液

腔内，然后通过阀门塞对储液腔密封，且旋转阀门塞使出液口与进液口处于错位闭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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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液体流出或从储液腔流入到定量腔内，再将容器翻转为正立，使用时，旋转阀门塞使出

液口与进液口对应连通，储液腔内的液体流入定量腔内，当液体流到一定量后，再次旋转阀

门塞使出液口与进液口错位闭合，使储液腔内的液体停止流入到定量腔内，最后再将定量

腔内的液体从出液组件内倒出，其结构简单，操作方便。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实施例一倒灌容器整体结构图;

图2是实施例一阀门塞打开状态图;

图3是实施例一出液口与进液口错位闭合状态图;

图4是实施例一密封盖打开状态图。

[0016] 图5是实施例二倒灌容器整体结构图;

图6是实施例三倒灌容器整体结构图。

[0017] 1.容器;2.定量腔;3.容量刻度线;4.储液腔;5.阀门塞;6.出液口;7.进液口;8.扳

片;9.出液管一;10.密封边;11.密封盖一;13.螺牙一;14.螺牙二;15.螺牙三;16.出液腔;

17.把手;18.出液管二;19.密封盖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说明。

[0019] 实施例一：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发明所述一种倒灌式定量容器，包括容器1与阀门塞5，容器1内设

有定量腔2、储液腔4与出液组件，定量腔2包覆于储液腔4，出液组件连通于定量腔2，储液腔

4的开口处设有与定量腔2连通的进液口7，阀门塞5可转动的旋接于储液腔4的开口处，阀门

塞5上设有出液口6，通过转动阀门塞5控制出液口6与进液口7之间的对应连通以及错位闭

合。以上所述构成本发明基本结构。

[0020] 本发明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其工作原理：

灌液时，将容器1翻转倒置，旋开阀门塞5，将液体倒入储液腔4内，然后通过阀门塞5对

储液腔4密封，且旋转阀门塞5使出液口6与进液口7处于错位闭合状态，防止液体流出或流

入到定量腔2内，再将容器1翻转为正立，使用时，旋转阀门塞5使出液口6与进液口7对应连

通，储液腔4内的液体流入定量腔2内，当液体流到一定量后，再次旋转阀门塞5使出液口6与

进液口7错位闭合，使储液腔4内的液体停止流入到定量腔2内，最后再将定量腔2内的液体

从出液组件内倒出，其结构简单，操作方便。

[0021] 实际应用中，阀门塞5旋转到最底时，出液口6与进液口7是处于错位闭合状态的。

[0022] 更具体而言，所述出液组件包括设于出液腔16内的出液管一9，出液管一9对应设

置有密封盖一11。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通过出液管一9将定量腔2内的液体排出容器1。

[0023] 实际应用中，初始状态下，密封盖一11对出液管一9进行密封，防止液体排出，当要

确定排液体时，才将密封盖一11打开，然后将液体排出。

[0024] 更具体而言，所述出液管一9的外壁上设有与出液腔16内壁密封设置的密封边10。

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有效防止定量腔2内的液体从出液腔16与出液管9之间的间隙排出。

[0025] 更具体而言，所述出液管一9的外壁上还设有与出液腔16内壁配合旋接的螺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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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通过旋接定位方式将出液管一9定位于出液腔16内壁上。

[0026] 更具体而言，所述密封盖一11的外壁上设有与出液腔16内壁配合旋接的螺牙二

14。采用这样的结构调，通过旋接定位方式将密封盖一11定位于出液腔16内壁上。

[0027] 更具体而言，所述阀门塞5上设有扳手8。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通过扳手8便于手

动旋转，进而方便控制阀门塞5旋转的位置。

[0028] 更具体而言，所述阀门塞5的外壁上设有与储液腔4内壁配合旋接的螺牙三15。采

用这样的结构设置，通过旋接定位方式将阀门塞5定位于储液腔4内壁上。

[0029] 更具体而言，所述定量腔2的外壁上设有容量刻度线3。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便于

直观的观察定量腔2内液体的定量。

[0030] 更具体而言，所述储液腔4采用锥体结构设置。

[0031] 实际应用中，储液腔4开口大于储液腔4的底部，起到便于灌装液体的目的。

[0032] 实施例二：

如图5所示，所述出液组件包括连通于定量腔2的出液管二18以及与出液管二18对应设

置的密封盖二19。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通过出液管二18将定量腔2内的液体排出容器1。

[0033] 实际应用中，初始状态下，密封盖二19对出液管二18进行密封，防止液体排出，当

要确定排液体时，才将密封盖二19打开，然后将容器侧翻即可实现将定量腔2内的液体倒

出。

[0034] 更具体而言，所述出液管二18的下方设有把手17。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便于容器

1的搬动以及倒液。

[0035] 实际应用中，所述的出液管二18设于定量腔2的上部两侧，所述的把手17设于定量

腔2的下部两侧。

[0036] 本实施例二与实施例一不同之处在于出液组件，其余结构皆与实施例一相同，不

作重复描述。

[0037] 实施例三：

如图6所示，所述出液组件包括连通于定量腔2的出液管二18以及与出液管二18对应设

置的密封盖二19。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通过出液管二18将定量腔2内的液体排出容器1。

[0038] 实际应用中，初始状态下，密封盖二19对出液管二18进行密封，防止液体排出，当

要确定排液体时，才将密封盖二19打开，然后将容器侧翻即可实现将定量腔2内的液体倒

出。

[0039] 更具体而言，所述出液管二18设于定量腔2的一侧，定量腔2的另一侧设有把手17。

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便于容器1的搬动以及倒液。

[0040] 本实施例三与实施例二不同之处在于出液管二18与把手17，其余结构皆与实施例

二相同，不作重复描述。

[0041] 以上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了描述，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的具体

实施方式，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在本发明的启示下，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和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情况下，还可做出很多

形式，这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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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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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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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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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9

CN 110282227 A

9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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