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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发明名称 ：一种 自动关断蒸汽通道 的 电热壶

(57) Abstract: A n electric kettle capable of automatically cutting off the steam channel comprises a kettle body (1) and a switch
button (2) which intercommunicates with the inside of the kettle body (1) via steam channel components. The steam channel com
ponents include a steam pipe (3) and a steam box (4). Two ends of the steam pipe (3) connect to the inside of the kettle body (1)
and the inside of the steam box (4) respectively. A steam sensing switch (5) whose one side i s provided with a bimetal strip (6)
and the other side i s provided with a movable rob (7) and a pair of electric contacts (8,9), i s arranged spanningly in the steam box
(4). The movable rob (7) i s connected with an end of the switch button (2) whose middle part i s hinged on the steam box (4). A
piston device (10) i s arranged a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team pipe (3) and the steam box (4). A connecting rob ( 11) whose
end i s hinged on the steam box (4) and middle part i s sleeved on the switch button (2), i s connected with the piston devic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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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种 自动关断蒸汽通道的电热壶，包括壶体 （1 ) 以及通过蒸汽通道组件与壶体 （1) 内部相通的丌关按钮 （2) ，

蒸汽通道组件包括蒸汽管 （3 ) 和蒸汽盒子 （4 ) ，蒸汽管 （3 ) 的两端分别与壶体 （1 ) 内部和蒸汽盒子 （4 ) 内部

相通，蒸汽盒子 （4) 中横跨安装有蒸汽感应开关 （5) ，蒸汽感应开关 （5 ) —侧设有双金属片 （6) ，蒸汽感应开

关 （5 ) 的另一侧设有活动杆 （7 ) 以及一对电触点 （8、9 ) ，活动杆 （7) 与开关按钮 （2 ) 的末端连接，开关按钮

(2) 的中部铰接丁蒸汽盒子 （4 ) 上，蒸汽管 （3 ) 与蒸汽盒子 （4 ) 之间的连接处设活塞装置 （10) ，活塞装置 （10)

上接有连杆 （11) ，连杆 （11) 的末端铰接于蒸汽盒子 （4 ) 上，连杆 （11 ) 的巾部套接于开关按钮 （2) 上。



说明书

发明名称：一种 自动关断蒸汽通道的电热壸

[1] 技术领域

[2]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热装置，特别是一种 自动关断蒸汽通道的电热壶。

[3] 背景技术

[4] 目前的电热壶大都具有加热 自动关断功能，当壶内的水或其他液体加热到沸腾

吋会 自动将电热壶的供电关断，使得电热壶在使用吋更加方便。现吋多数的产

品都是釆用双金属片等热敏元件或者记忆合金元件来实现上述的自动关断功能

[5] 在利用双金属元件来实现的产品大都会利用蒸汽通道将蒸汽引到双金属片的位

置处，使得双金属片能够及吋感应壶内的温度变化，确保壶内液体沸腾吋双金

属片能够立刻使感应开关动作，将电源关断。但现吋的这种产品存在的问题是

，当电热壶电源 自动断开后，壶内的蒸汽还会继续进入到双金属片所处位置，

双金属片会持续感应高温，感应开关复位缓慢，当用户需要对壶内液体进行再

加热吋存在不方便，此外，蒸汽不断在蒸汽通道上凝结，蒸汽冷凝水会进一步

向壶外溢出，给用户造成漏水的错觉，并造成清理上的麻烦。

[6] 实用新型内容

[7]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使用方便、蒸汽感应开关复位快速、能

够有效减少蒸汽冷凝水的自动关断蒸汽通道的电热壶。

[8] 本实用新型为解决其问题所釆用的技术方案是：

[9] 一种 自动关断蒸汽通道的电热壶，包括壶体以及安装于壶体上的开关按钮，所

述开关按钮通过蒸汽通道组件与壶体的内部相通，所述蒸汽通道组件包括蒸汽

管和蒸汽盒子，蒸汽管的两端分别与壶体内部和蒸汽盒子内部相通，所述蒸汽

盒子中横跨安装有蒸汽感应开关，蒸汽感应开关与蒸汽管连通的一侧设有双金

属片，蒸汽感应开关的另一侧设有与双金属片联动的活动杆以及受活动杆动作

而实现通断的一对电触点，活动杆与开关按钮的末端连接，所述开关按钮的中

部铰接于蒸汽盒子上，所述蒸汽管与蒸汽盒子之间的连接处设置有用于控制通



道通断的活塞装置，活塞装置上接有连杆，连杆的末端铰接于蒸汽盒子上，连

杆的中部套接于开关按钮上。

[10] 其中，所述活塞装置包括一用于截断蒸汽管与蒸汽盒子之间通道的活塞头以及

一延伸出蒸汽盒子外部的延长臂，所述延长臂的末端设有通孔，连杆上与通孔

对应的位置设有插接于通孔内的立柱。

[11] 进一步，所述蒸汽盒子安装于壶体的底部，所述蒸汽管为一长形圆管，蒸汽盒

子通过长形圆管与壶体内部的上方位置连接。

[12] 进一步，所述蒸汽管与壶体内部相通的一端套接有管盖，管盖的出口设置于管

盖的侧部位置上。

[13] 进一步，所述蒸汽盒子包括上盖、下盖和中板，所述上盖、下盖与蒸汽感应开

关形成蒸汽室，所述中板固定安装于蒸汽室中部，中板远离蒸汽感应开关的一

侧设有开口，所述下盖与开口相对应的位置设有排出孔。

[14] 本实用新型的蒸汽感应开关通过由蒸汽管和蒸汽盒子形成的蒸汽通道与壶体内

部相通，用户按下开关按钮进行加热吋，蒸汽感应开关上的电触点接通，加热

电路通电工作，同吋蒸汽管与蒸汽盒子之间连接处的活塞装置在连杆的杠杆作

用下动作，使得蒸汽通道处于畅通状态，当壶体内部的液体加热到沸腾吋，其

发出的蒸汽会通过蒸汽通道传送到蒸汽感应开关的双金属片一侧，双金属片变

形产生作用力使得开关另一侧的活动杆动作，两电触点之间断开，加热电路断

开，同吋活动杆带动开关按钮动作，开关按钮回复到正常位置，开关按钮在回

复过程中会带动连杆动作，利用杠杆作用使得连杆连同活塞装置动作，活塞装

置阻断蒸汽通道，多余蒸汽无法继续通过，利用上述的工作过程可以实现同吋

断电和关断蒸汽通道的效果，由于加热完成后蒸汽通道被切断，双金属片所处

位置的温度会快速下降，其在较短的吋间内便可以回复到正常的位置，因此蒸

汽感应开关具有快速的复位速度，此外，蒸汽通道被关断后，蒸汽管和蒸汽盒

子内部只会剩余蒸汽，冷凝后只会形成极少量的冷凝水溢出，不会给用户造成

漏水的错觉，使用方便清洁。

[15] 附图说明

[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17] 图 1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的内部剖视示意图；

[18] 图 2 为蒸汽通道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19] 图 3 为蒸汽通道组件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20] 图 4 为蒸汽盒子的内部分解结构示意图；

[21] 图 5 为蒸汽盒子另一种角度的内部分解结构示意图；

[22] 图 6 为蒸汽盒子的分解结构仰视图。

[23] 具体实施方式

[24] 参照图 1至图 6 ，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 自动关断蒸汽通道的电热壶，包括

壶体 1 以及安装于壶体 1上的开关按钮 2 ，为了能够根据壶体 1 内部的温度实

现 自动关断的功能，所述开关按钮 2 通过蒸汽通道组件与壶体 1 的内部相通，

所述蒸汽通道组件包括蒸汽管 3 和蒸汽盒子 4 ，蒸汽管 3 的两端分别与壶体 1

内部和蒸汽盒子 4 内部相通，蒸汽管 3 与蒸汽盒子 4 内部连通吋可以釆用直接

插接的方式或者利用辅助件 23 进行转接，所述蒸汽盒子 4 中横跨安装有蒸汽感

应开关 5 ，蒸汽感应开关 5 与蒸汽管连通的一侧设有双金属片 6 ，蒸汽感应开

关 5 的另一侧设有与双金属片 6 联动的活动杆 7 以及受活动杆 7 动作而实现通

断的一对电触点 8 、 9 , 活动杆 7 与开关按钮 2 的末端连接，所述开关按钮 2

的中部两侧设有支点 22 ，开关按钮 2 通过支点 22 铰接于蒸汽盒子 4 上，所述

蒸汽管 3 与蒸汽盒子 4 之间的连接处设置有用于控制通道通断的活塞装置 10 ，

活塞装置 10 上接有连杆 11 ，连杆 11 的末端铰接于蒸汽盒子 4 上，连杆 11 的

中部套接于开关按钮 2 上。

[25] 在实际的产品中，开关按钮 2 伸出壶体 1外的部分作为人们常用的操作端，用

于控制电热壶供电的通断，蒸汽感应开关 5 上的电触点 8 和电触点 9 串接于电

热壶的加热电路中，当电触点 8 和 9 连通吋，加热电路工作，当电触点 8 和电

触点 9 断开吋，加热电炉停止工作，电触点 8 和电触点 9 之间的通断受活动杆 7

的控制，而活动杆 7 既可以通过开关按钮人手控制，又可以利用与之联动的双

金属片 6 进行感应控制，当用户按下开关按钮 2 进行加热吋，电触点 8 和电触

点 9 接通，加热电路通电工作，同吋蒸汽管 3 与蒸汽盒子 4 之间连接处的活塞

装置 10 在连杆 11 的杠杆作用下动作，使得蒸汽通道处于畅通状态，当壶体内



部的液体加热到沸腾吋，其产生的蒸汽会通过蒸汽通道传送到蒸汽感应开关 5

的双金属片 6 —侧，双金属片 6 变形产生作用力使得开关另一侧的活动杆 7 动

作，两电触点 8 、 9 之间断开，加热电路断开，同吋活动杆 7 带动开关按钮 2

动作，开关按钮 2 回复到正常位置，开关按钮 2 在回复过程中会带动连杆 11 动

作，利用杠杆作用使得连杆 11 连同活塞装置 10 动作，活塞装置 10 阻断蒸汽通

道，多余蒸汽无法继续通过，利用上述的工作过程可以实现同吋断电和关断蒸

汽通道的效果。由于加热完成后蒸汽通道被切断，双金属片所处位置的温度会

快速下降，其在较短的吋间内便可以回复到正常的位置，因此蒸汽感应开关具

有快速的复位速度，此外，蒸汽通道被关断后，蒸汽管和蒸汽盒子内部只会剩

余蒸汽，冷凝后只会形成极少量的冷凝水溢出，不会给用户造成漏水的错觉，

使用方便清洁。

[26]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活塞装置 10 包括一用于截断蒸汽管 3 与蒸汽盒子 4 之

间通道的活塞头 12 以及一延伸出蒸汽盒子 4 外部的延长臂 13 ，所述延长臂 13

的末端设有通孔 14 ，连杆 11 上与通孔 14 对应的位置设有插接于通孔 14 内的

立柱 15 。利用上述的结构可以使得活塞装置 10 的活塞头 12 部分在蒸汽盒子 4

内运动，而延长臂 13 设置于蒸汽盒子外，便于与连杆 11 连接，并且将活塞头

12 限定于一定范围内运动。在本实施例中，当活塞头 12 随同连杆 11 向上运动

吋，蒸汽通道关断，当活塞头 12 向下运动吋，蒸汽通道打开。

[27] 此外，作为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蒸汽盒子 4 安装于壶体 1 的底部，所述蒸

汽管 3 为一长形圆管，蒸汽盒子 4 通过长形圆管与壶体 1 内部的上方位置连接

，釆用这种结构后壶体 1 内部的蒸汽不会大量流入蒸汽盒子 4 中，蒸汽管 3 只

会将壶体 1 内部上方小部分高温蒸汽引入到蒸汽盒子 4 中。作为更进一步优选

的实施方式，蒸汽管 3 与壶体内部相通的一端套接有管盖 16 ，管盖 16 的出口

设置于管盖 16 的侧部位置上，蒸汽管 3 套有该管盖 16 后可以避免电热壶盖子

上形成的冷凝水滴滴入，将蒸汽通道内的冷凝水数量维持在最低水平。

[28] 作为优选，所述蒸汽盒子 4 包括上盖 17 、下盖 18 和中板 19 ，所述上盖 17 、

下盖 18 与蒸汽感应开关 5 形成蒸汽室，所述中板 19 固定安装于蒸汽室中部，

中板 19 远离蒸汽感应开关 5 的一侧设有开口 20 ，所述下盖 18 与开口 2 1相对



应的位置设有排出孔 2 1 ，中板 19 的设置可以起到引导蒸汽的作用，下盖 18 上

设置的排出孔 2 1可以将蒸汽盒子 5 内形成的冷凝水排出。

[29] 由以上对本实用新型的结构描述可以看出，蒸汽通道组件是一个相对独立于电

热壶其他组件的整体结构，当需要拆卸或进行维修吋可以十分方便地进行操作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 自动关断蒸汽通道的电热壶，包括壶体 （1 ) 以及安装于壶体

( 1) 上的开关按钮 （2) ，所述开关按钮 （2) 通过蒸汽通道组件

与壶体 （1 ) 的内部相通，其特征在于所述蒸汽通道组件包括蒸汽

管 （3) 和蒸汽盒子 （4) ，蒸汽管 （3) 的两端分别与壶体 （1 )

内部和蒸汽盒子 (4) 内部相通，所述蒸汽盒子 (4) 中横跨安装

有蒸汽感应开关 （5) ，蒸汽感应开关 （5) 与蒸汽管连通的一侧

设有双金属片 (6) ，蒸汽感应开关 （5) 的另一侧设有与双金属

片 （6) 联动的活动杆 （7) 以及受活动杆 （7) 动作而实现通断的

一对电触点 （8 、 9 ) ，活动杆 （7) 与开关按钮 （2) 的末端连接

，所述开关按钮 （2) 的中部铰接于蒸汽盒子 （4) 上，所述蒸汽

管 （3) 与蒸汽盒子 （4) 之间的连接处设置有用于控制通道通断

的活塞装置 （10) ，活塞装置 （10) 上接有连杆 （1 1) ，连杆 （1

1) 的末端铰接于蒸汽盒子 （4) 上，连杆 （1 1) 的中部套接于开

关按钮 （2) 上。

[权利要求 2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 自动关断蒸汽通道的电热壶，其特征在

于所述活塞装置 （10) 包括一用于截断蒸汽管 （3) 与蒸汽盒子 （

4 ) 之间通道的活塞头 （12) 以及一延伸出蒸汽盒子 （4) 外部的

延长臂 （13) ，所述延长臂 （13) 的末端设有通孔 （14) ，连杆

( 1 1) 上与通孔 （14) 对应的位置设有插接于通孔 （14) 内的立

柱 ( 15) 。

[权利要求 3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 自动关断蒸汽通道的电热壶，其特征在

于所述蒸汽盒子 （4) 安装于壶体 （1 ) 的底部，所述蒸汽管 （3)

为一长形圆管，蒸汽盒子 (4) 通过长形圆管与壶体 （1 ) 内部的

上方位置连接。

[权利要求 4 ] 根据权利要求 1或3所述的一种 自动关断蒸汽通道的电热壶，其特

征在于所述蒸汽管 （3) 与壶体内部相通的一端套接有管盖 （16)

，管盖 （16) 的出口设置于管盖 （16) 的侧部位置上。



[权利要求 5]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 自动关断蒸汽通道的电热壶，其特征在

于所述蒸汽盒子 （4) 包括上盖 （17) 、下盖 （18) 和中板 （19)

，所述上盖 （17) 、下盖 （18) 与蒸汽感应开关 （5) 形成蒸汽室

，所述中板 （19) 固定安装于蒸汽室中部，中板 （19) 远离蒸汽

感应开关 （5) 的一侧设有开口 （2 0) ，所述下盖 （18) 与开口 （

21) 相对应的位置设有排出孔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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