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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茶壶，包括：壶胆，其设

有用于泡茶的腔体，及位于底部的出水通道；壶

体，其设有用于安装壶胆的内腔，及与内腔连通

的出水嘴；用于控制出水通道通/断的控制阀，其

设有控制部，及封堵部；固定于壶胆且位于出水

通道上端的过滤器，其设有用于穿过控制部的下

安装孔；控制杆；壶盖，其设有用于滑动连接控制

杆的上安装孔。采用壶胆进行泡茶，通过控制阀

控制壶胆的茶水进入壶体，从壶胆到壶体的茶水

经过滤器进行过滤，泡茶与倒茶分离，对泡茶时

的保温效果非常好，并且，控制杆的操作简单。由

于壶胆与壶体分离式结构，因此，壶体在泡茶时

的温度也不高。本实用新型设计合理，实用性强，

可大力推广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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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茶壶，其特征在于，包括：

壶胆，其设有用于泡茶的腔体，及位于底部的出水通道；

壶体，其设有用于安装壶胆的内腔，及与内腔连通的出水嘴；

用于控制出水通道通/断的控制阀，其设有控制部，及封堵部；

固定于壶胆且位于出水通道上端的过滤器，其设有用于穿过控制部的下安装孔；

控制杆；

壶盖，其设有用于滑动连接控制杆的上安装孔；

其中，所述控制杆向下移动并顶压所述控制部，以使得控制阀打开且所述出水通道与

内腔导通；所述过滤器设有用于过滤茶水的若干过滤孔；所述过滤孔连通所述腔体及出水

通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茶壶，其特征在于，所述壶胆设有位于出水通道上端的安装槽；

所述过滤器固定于所述安装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茶壶，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阀包括阀体，及第一弹簧；所述阀体

设有所述的控制部和所述的封堵部；所述阀体还设有位于控制部和封堵部之间的定位部；

所述第一弹簧的两端分别顶压于安装槽的顶部及定位部的底部；所述封堵部固定有密封

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茶壶，其特征在于，所述茶壶还包括固定于控制杆顶部的壶帽，

及第二弹簧；所述壶盖设有位于上安装孔底部的限位部；所述第二弹簧的两端分别定压于

壶帽及限位部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茶壶，其特征在于，所述茶壶还包括固定于控制杆的保温叶片；

所述壶盖还设置有散热孔；所述控制杆转动连接于上安装孔；所述控制杆转动时，所述保温

叶片打开/封闭所述散热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茶壶，其特征在于，所述茶壶还包括固定于控制杆的搅拌叶片；

所述搅拌叶片设有若干漏水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茶壶，其特征在于，所述壶体的外周设有若干绝热凸起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茶壶，其特征在于，所述壶胆的底部还设有若干支撑脚。

9.一种茶壶，其特征在于，包括：

壶胆，其设有用于泡茶的腔体，及位于底部的出水通道；

壶体，其设有用于安装壶胆的内腔，及与内腔连通的出水嘴；

控制阀，其设有控制部，及封堵部；

固定于壶胆且位于出水通道上端的过滤器，其设有用于穿过控制部的下安装孔，用于

过滤茶水的若干过滤孔，及出水端；

控制杆；

壶盖，其设有用于滑动连接控制杆的上安装孔；

其中，所述控制杆向下移动并顶压所述控制部，以使得控制阀打开且所述出水端与出

水通道导通。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茶壶，其特征在于，所述壶胆设有位于出水通道上端的安装槽；

所述过滤器固定于所述安装槽；所述控制阀包括阀体，及第三弹簧；所述阀体设有所述的控

制部和所述的封堵部；所述第三弹簧的两端分别顶压于安装槽和封堵部的底部；所述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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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封堵/打开所述出水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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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茶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茶壶。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的茶具中，茶壶的结构比较单一，仅限于盛装茶水，也有可用于泡茶的茶壶采

用过滤装置，但是泡茶时保温效果不好，并且无法做到搅拌茶水。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茶壶。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茶壶，包括：壶胆，其设有用于泡茶的腔体，及位于底部的出水通道；壶体，其

设有用于安装壶胆的内腔，及与内腔连通的出水嘴；用于控制出水通道通/断的控制阀，其

设有控制部，及封堵部；固定于壶胆且位于出水通道上端的过滤器，其设有用于穿过控制部

的下安装孔；控制杆；壶盖，其设有用于滑动连接控制杆的上安装孔；其中，所述控制杆向下

移动并顶压所述控制部，以使得控制阀打开且所述出水通道与内腔导通；所述过滤器设有

用于过滤茶水的若干过滤孔；所述过滤孔连通所述腔体及出水通道。

[0006]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壶胆设有位于出水通道上端的安装槽；所述过滤器固

定于所述安装槽。

[0007]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控制阀包括阀体，及第一弹簧；所述阀体设有所述的控

制部和所述的封堵部；所述阀体还设有位于控制部和封堵部之间的定位部；所述第一弹簧

的两端分别顶压于安装槽的顶部及定位部的底部；所述封堵部固定有密封圈。

[0008]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茶壶还包括固定于控制杆顶部的壶帽，及第二弹簧；所

述壶盖设有位于上安装孔底部的限位部；所述第二弹簧的两端分别定压于壶帽及限位部之

间。

[0009]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茶壶还包括固定于控制杆的保温叶片；所述壶盖还设

置有散热孔；所述控制杆转动连接于上安装孔；所述控制杆转动时，所述保温叶片打开/封

闭所述散热孔。

[0010]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茶壶还包括固定于控制杆的搅拌叶片；所述搅拌叶片

设有若干漏水孔。

[0011]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壶体的外周设有若干绝热凸起部。

[0012]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壶胆的底部还设有若干支撑脚。

[0013] 一种茶壶，包括：壶胆，其设有用于泡茶的腔体，及位于底部的出水通道；壶体，其

设有用于安装壶胆的内腔，及与内腔连通的出水嘴；控制阀，其设有控制部，及封堵部；固定

于壶胆且位于出水通道上端的过滤器，其设有用于穿过控制部的下安装孔，用于过滤茶水

的若干过滤孔，及出水端；控制杆；壶盖，其设有用于滑动连接控制杆的上安装孔；其中，所

述控制杆向下移动并顶压所述控制部，以使得控制阀打开且所述出水端与出水通道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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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壶胆设有位于出水通道上端的安装槽；所述过滤器固

定于所述安装槽；所述控制阀包括阀体，及第三弹簧；所述阀体设有所述的控制部和所述的

封堵部；所述第三弹簧的两端分别顶压于安装槽和封堵部的底部；所述封堵部封堵/打开所

述出水端。

[0015]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技术效果是：一种茶壶，采用壶胆进行泡茶，通过控

制阀控制壶胆的茶水进入壶体，从壶胆到壶体的茶水经过滤器进行过滤，泡茶与倒茶分离，

对泡茶时的保温效果非常好，并且，控制杆的操作简单。由于壶胆与壶体分离式结构，因此，

壶体在泡茶时的温度也不高。本实用新型设计合理，实用性强，可大力推广于市场中。

[0016] 进一步，控制杆还设置有搅动叶片，在泡茶时，可以转动控制杆以搅动茶水。

[0017] 进一步，可通过控制杆控制散热孔的打开与封闭，以到达保温和散热的目的。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一种茶壶的剖视图；

[0020] 图2为一种茶壶的分解视图。

[0021] 附图标记

[0022] 10        茶壶                   1        壶胆

[0023] 11         腔体                   12       出水通道

[0024] 13        安装槽                 2        壶体

[0025] 21        内腔                   22       出水嘴

[0026] 3          控制阀                 31       阀体

[0027] 311        控制部                 312       封堵部

[0028] 313        定位部                 32        第一弹簧

[0029] 4         过滤器                 41       下安装孔

[0030] 42        过滤孔                 5         控制杆

[0031] 6         壶盖                   61       上安装孔

[0032] 62         散热孔                 7        壶帽

[0033] 8          第二弹簧               91       保温叶片

[0034] 92         搅拌叶片               921       漏水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了更充分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下面结合示意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

案进一步介绍和说明，但不局限于此。

[0036] 一种茶壶，包括：壶胆，壶体，控制阀，过滤器，控制杆，壶盖。壶胆设有用于泡茶的

腔体，及位于底部的出水通道，壶盖设有用于滑动连接控制杆的上安装孔。壶体设有用于安

装壶胆的内腔，及与内腔连通的出水嘴。控制阀用于控制出水通道的通/断，控制阀设有控

制部，及封堵部。过滤器固定于壶胆且位于出水通道的上端，过滤器设有用于穿过控制部的

下安装孔。其中，过滤器设有用于过滤茶水的若干过滤孔，过滤孔连通腔体及出水通道。控

制杆向下移动并顶压控制部，以使得控制阀打开且出水通道与内腔导通，此时，壶胆内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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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过滤器过滤后，从过滤孔进入出水通道，由出水通道流入内腔，可直接从出水嘴中倒出

茶水。

[0037] 如图1、图2所示，一种茶壶10，包括：壶胆1，壶体2，控制阀3，过滤器4，控制杆5，壶

盖6。壶胆1设有用于泡茶的腔体11，及位于底部的出水通道12，壶盖6设有用于滑动连接控

制杆5的上安装孔61。壶体2设有用于安装壶胆1的内腔21，及与内腔21连通的出水嘴22。控

制阀3用于控制出水通道12的通/断，控制阀3设有控制部311，及封堵部312。过滤器4固定于

壶胆1且位于出水通道12的上端，过滤器4设有用于穿过控制部311的下安装孔41。其中，过

滤器4设有用于过滤茶水的若干过滤孔42，过滤孔42连通腔体11及出水通道12。控制杆5向

下移动并顶压控制部311，以使得控制阀3打开且出水通道12与内腔21导通，此时，壶胆1内

的茶水经过滤器4过滤后，从过滤孔42进入出水通道12，由出水通道12流入内腔21，可直接

从出水嘴22中倒出茶水。

[0038] 优选的，壶胆1设有位于出水通道12上端的安装槽13，过滤器4固定于安装槽13，过

滤器4的顶端尽量不超过腔体11底部太高，以避免茶水滞留在壶胆1内。在本实施例中，过滤

器4为筒状结构，其顶端及外周都设置有过滤孔42。

[0039] 优选的，控制阀3包括阀体31，及第一弹簧32。阀体31设有控制部311和封堵部312。

阀体31还设有位于控制部311和封堵部312之间的定位部313。第一弹簧32的两端分别顶压

于安装槽13的顶部及定位部313的底部，封堵部312固定有密封圈。

[0040] 优选的，茶壶10还包括固定于控制杆5顶部的壶帽7，及第二弹簧8。壶盖6设有位于

上安装孔61底部的限位部，第二弹簧8的两端分别定压于壶帽7及限位部之间。饮茶时，按压

壶帽7，控制杆5顶压阀体31的控制部311，以使得控制部311、封堵部312下移，出水通道12与

内腔21导通。松开壶帽7后，控制杆5在第二弹簧8的回复力作用下向上移动，阀体31在第一

弹簧32的回复力作用下也向上移动，封堵部312对出水通道12进行回封，茶水不会流出到内

腔21，第一弹簧32的回复力也增强了封堵部312对出水通道12的密封。

[0041] 优选的，茶壶10还包括固定于控制杆5的保温叶片91，壶盖6还设置有散热孔62。控

制杆5转动连接于上安装孔61，控制杆5转动时，保温叶片91打开/封闭散热孔62。使用时，一

般是泡茶会封闭散热孔62进行保温，泡茶完成后，转动控制杆5以打开散热孔62进行散热。

[0042] 优选的，茶壶10还包括固定于控制杆5的搅拌叶片92，搅拌叶片92设有若干漏水孔

921。可通过转动控制杆5，来控制搅拌叶片92的转动，以达到搅动茶水的目的。

[0043] 优选的，壶体2包括把手，本体，及设于本体外周的若干绝热凸起部，在本实施例

中，壶胆1、壶体2的本体都采用玻璃结构，把手可采用绝热材料制作。

[0044] 优选的，壶胆1的底部还设有若干支撑脚，通过支撑脚使得壶胆1与壶体2之间形成

用于存储茶水的空间。壶胆1的顶端也设有向外延伸的凸缘，壶胆1放置到壶体2后，也可通

过凸缘进行定位，壶帽7与壶胆1盖合。

[0045] 本实用新型还公开了另一种茶壶，其与上述的区别点在于控制阀的安装结构不相

同。一种茶壶，包括：壶胆，壶体，控制阀，过滤器，控制杆，壶盖。壶胆设有用于泡茶的腔体，

及位于底部的出水通道。壶体设有用于安装壶胆的内腔，及与内腔连通的出水嘴。控制阀设

有控制部，及封堵部。过滤器固定于壶胆且位于出水通道的上端，过滤器设有用于穿过控制

部的下安装孔，用于过滤茶水的若干过滤孔，及出水端。壶盖设有用于滑动连接控制杆的上

安装孔。其中，控制杆向下移动并顶压控制部，以使得控制阀打开且出水端与出水通道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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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0046] 壶胆设有位于出水通道上端的安装槽，过滤器固定于安装槽。控制阀包括阀体，及

第三弹簧，阀体设有控制部和封堵部。第三弹簧的两端分别顶压于安装槽和封堵部的底部，

封堵部封堵/打开出水端。

[0047] 上述仅以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以便于读者更容易理解，

但不代表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仅限于此，任何依本实用新型所做的技术延伸或再创造，

均受本实用新型的保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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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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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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