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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种马克杯系统，包括：环形壁；空

腔，所述空腔被配置为保持液体，所述空腔由所

述马克杯的底座的侧面和顶面限定；以及加热系

统，所述加热系统包括加热元件，所述加热元件

被配置为通过所述侧面和所述底部中的一个或

者两者来传导热，一个以上的电能存储装置，和

控制电路，所述控制电路被配置为控制所述加热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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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马克杯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马克杯体，所述马克杯体包括：

外部环形壁和附接到所述外部环形壁的底部；

用于存放液体的腔室，所述腔室从内部环形壁的近端部向底座延伸，所述内部环形壁

相对于所述外部环形壁而形成，以便限定在所述内部环形壁和所述外部环形壁之间的环状

间隙，所述底座与所述底部分隔开，以便在所述底座与所述底部之间限定空腔，其中所述空

腔与所述环状间隙连通；以及

加热系统，所述加热系统被设置在所述空腔中，包括：

加热元件，所述加热元件被配置为将热传导到所述腔室中的所述液体，

一个以上的电能存储装置，被配置成为所述加热元件提供电力；和

控制电路，所述控制电路被配置为控制所述加热元件的操作，和

所述马克杯体的底面上的一个以上的电触点，

其中，所述加热系统的任何部分都没有暴露，并且所述马克杯体可以被暴露于水池中

的水或液体，而不会使所述加热系统的任何部分暴露于所述水或所述液体，从而防止损坏

所述加热系统，所述加热系统被容纳在所述空腔中，使得所述加热系统的任何部分都是看

不见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克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元件是电阻加热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克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电路被附接到所述底部的顶

面。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克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元件被设置为邻近所述底座

的底面，以便通过所述底座将热传导到所述底座的顶面。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克杯系统，其特征在于，底部构件轴向地与所述马克杯的底部

边缘分开，以便在所述马克杯的所述底部限定凹进部分，充电底座的抬高部分被配置为至

少部分地配合到所述凹进部分中。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克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马克杯体的底面上的一个以上的

电触点是所述马克杯体的底面上的电接触垫。

7.权利要求6所述的马克杯系统，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括具有一个以上的电触点的充

电底座，所述马克杯的所述一个以上的电触点被配置为当所述马克杯被放置在所述充电底

座上时，接触所述充电底座上的一个以上的电触点。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克杯系统，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括绝缘部件，所述绝缘部件

在所述底座和所述控制电路之间，以便将所述加热元件和所述控制电路热隔离。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马克杯系统，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括传感器，所述传感器感应

所述马克杯体的方位，并与所述控制电路通信，其中，所述控制电路至少部分地基于感应的

方位来控制所述马克杯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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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杯系统

[0001] 本申请为下述申请的分案申请，

[0002] 原申请的申请日(国际申请日)：2011年11月2日，

[0003] 原申请的国家申请号：201180063844.5(国际申请号：PCT/US2011/059014)，

[0004] 原申请的发明名称：可放入洗碗机中的加热或冷却的餐具和饮具。

技术领域

[0005]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放入洗碗机中的餐具和饮具，例如盘子和马克杯，并且更特别

的是涉及一种可放入洗碗机中的被主动加热或冷却的餐具和饮具。

背景技术

[0006] 餐具(例如，盘子、碗)、盘具(serverware)(例如，主菜盘)以及饮具(例如，杯子)有

时用陶瓷材料制成。盘子有时候会被放到烘箱中加热，因此相比于如果盘子没有被加热，盘

子上的食物可以保持更长时间的热度。例如，在一些饭店里，盘子会在食物被放置在盘子上

之前被加热，或者与放在上面的食物(例如，牛排)被同时加热。例如，放有牛排的盘子能够

被放到烘箱中以便烹饪牛排，并且一旦拿出来之后，盘子能够暂时保持食物的温度。在有些

情况下，盘子或者碗也可能被冷却，相比于如果盘子没有被冷却的情况，能够保持其上的食

物冰冻更长时间(例如，色拉、蔬菜冷汤)。但是，这种加热以及冷却机构是被动机构，在加热

的盘子或者吸收热量的情况下，在冷却的盘子的情况下，通过盘子根据陶瓷材料的传热特

性，该被动机构依赖于热量的释放。

[0007] 然而，用于主动加热或者冷却的技术，可放入洗碗机中的餐具或者饮具并不容易

获得。因此，需要可放入洗碗机中的餐具(例如，盘子、碗)和饮具(例如，杯子、马克杯)能够

在使用中主动加热或者冷却。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提供一种马克杯系统，包括：环形壁；空腔，所述空腔被配置为保持液体，所

述空腔由所述马克杯的底座的侧面和顶面限定；以及加热系统，所述加热系统包括加热元

件，所述加热元件被配置为通过所述侧面和所述底部中的一个或者两者来传导热，一个以

上的电能存储装置，和控制电路，所述控制电路被配置为控制所述加热元件。

[0009] 所述加热元件是加热线。

[0010] 所述加热元件是电阻加热器。

[0011] 所述马克杯本体进一步包括把手。

[0012] 进一步包括无线电接收器。

[0013] 所述加热元件被设置为邻近所述底座的底面，以便通过所述底座将热传导到所述

底座的所述顶面。

[0014] 所述加热元件被设置在所述侧面之后。

[0015] 所述马克杯由陶瓷材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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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加热系统被完全设置在所述马克杯的底部中，以致没有一部分所述加热系统

是看得见的，并且所述马克杯看来像常规的马克杯。

[0017] 底盘部件能够可拆卸地附接于所述马克杯的底部，以允许接触到所述加热系统。

[0018] 利用螺钉、所述底盘部件和所述马克杯之间的螺纹接口、以及按压适配连接中的

一个，所述底盘部件能够被机械地结合到所述马克杯的所述底部。

[0019] 底盘部件是可拆卸地附接到所述马克杯的防水盖。

[0020] 底盘部分轴向地与所述马克杯的底部边缘分开，以便在所述马克杯的所述底部限

定凹进部分，充电底座的抬高部分被配置为至少部分地配合到所述凹进部分中。

[0021] 进一步包括在所述马克杯的外表面上的一个以上的电触点。

[0022] 所述一个以上的电触点在所述马克杯的所述底部的底面上。

[0023] 进一步包括具有一个以上的电触点的充电底座，所述马克杯的所述一个以上的电

触点被配置为当所述马克杯被放置在所述充电底座上时，接触所述充电底座上的一个以上

的电触点。

[0024] 进一步包括绝缘部件，所述绝缘部件在所述加热元件和所述控制电路以及一个以

上的电能存储装置之间。

[0025]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马克杯系统，包括：马克杯，所述马克杯包括环形壁；空腔，所述

空腔被配置为保持液体，所述空腔由所述马克杯的底座的侧面和顶面限定；以及加热系统，

所述加热系统被容纳在可拆卸地附接于所述马克杯的模块中，以加热所述马克杯的容纳

物，所述加热系统包括加热元件，所述加热元件被配置为加热所述马克杯的至少一个表面，

其中，当要清洗所述马克杯时，所述模块可以在清洗所述马克杯之前与所述马克杯分开，并

且所述模块可以被放置在相应的充电站上，以便之后当所述模块可以被结合到所述马克杯

时使用，以加热所述马克杯的所述容纳物。

[0026] 容纳在所述模块中的所述加热系统进一步包括一个以上的电能存储装置和被配

置为控制所述加热元件的控制电路。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一个实施例的加热或冷却盘子的示意截面侧视图。

[0028] 图2是图1中的加热或冷却盘子的分解示意图。

[0029] 图3是图1中的加热或冷却盘子以及用于盘子的充电底座的示意截面侧视图。

[0030] 图3A是与图1中的盘子类似的另一实施例的加热或冷却盘子的示意立体底部图。

[0031] 图3B是图3A中的加热或冷却盘子以及用于盘子的充电底座的示意立体俯视图。

[0032] 图4是用于存放多个加热或冷却盘子的充电架以及存放在架上的多个加热或冷却

盘子的示意立体图。

[0033] 图5是图4中的充电架的示意立体图。

[0034] 图6是另一个实施例的加热或冷却盘子的示意立体俯视图。

[0035] 图7是另一个实施例的加热或冷却盘子的示意截面图。

[0036] 图8是一个实施例的加热或冷却马克杯和它的充电底座的示意截面侧视图。

[0037] 图9是图8中的加热或冷却马克杯的示意分解图。

[0038] 图9A是另一实施例的加热或冷却马克杯的示意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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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图10是一个实施例的加热或冷却旅行杯的示意立体截面图。

[0040] 图11是图10中的加热或冷却旅行杯的示意立体分解图。

[0041] 图12是图11中的加热或冷却旅行杯及其配套的充电底座的示意立体图。

[0042] 图13是另一个实施例的加热或冷却旅行杯的示意立体截面图。

[0043] 图14是另一个实施例的加热或冷却旅行杯的示意立体截面图。

[0044] 图15是图14中的加热或冷却旅行杯的示意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图1至图3显示一个实施例的加热或冷却餐具或盘具的。特别地，图1至图3显示一

个实施例的加热或冷却盘子100。在图示的实施例中，盘子100具有含有侧面30a的环形壁10

以及含有顶面20a的底座20，其中侧面30a和顶面20a限定能够保存食物的凹部30(例如，保

存食物的盘子的接收部分)。在另一个实施例中，盘子100可以是扁平的，通常具有扁平的顶

面(举例来说，食物的接收部分不是凹陷的)。壁10从顶部边缘12向底部边缘14延伸。盘子

100的底部40限定盘子100的底面42，底面42相对于边缘14是凹陷的，并且限定了盘子100的

凹部16，因此当盘子100被放在桌面或者柜台表面上时，边缘14而非底面42与桌面或者柜台

表面接触。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底面42可以与底部边缘14齐平，而不是相对于边缘14凹陷。

在又一个实施例中，底面42可以相对于边缘14从盘子100的底部突出。

[0046] 继续参照图1，底部40附接到壁10上，从而在底部40和底座20之间限定空腔50，其

中空腔50的尺寸能够容纳如下所述的几个组件。如图2中所示，盘子100可以包括加热或冷

却系统55，加热或冷却系统55可以包括加热或冷却元件60、绝缘部件70、一个或多个电连接

至加热或冷却元件60的电能存储装置80，以及电子模块90。加热或冷却元件60、绝缘部件

70、电能存储装置80和电子模块90能够被设置在(例如，嵌入到)盘子100的底部中。在另一

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系统55能够被容纳在可拆卸地附接到盘子100的模块中。在这个实

施例中，加热或冷却元件60和绝缘部件70可以作为可拆卸的模块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被设置

在盘子中，而并非可拆卸的模块的一部分。

[0047] 在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元件60可以是加热器或者电热丝，该加热器或电热

丝被设置成邻接底座20的底面20b(例如，附接或者固定到底面20b上)，这里，电热丝能够加

热并且通过底座20经由热传导将热传递到底座20的顶面20a(例如，将底座20的温度加热到

高于外界温度以保持盘子100上的食物的热度，例如在期望的温度或者在期望的温度范围

内)。绝缘部件70可以是平板状的，并且设置成靠近加热或冷却元件60，以便加热或冷却元

件60被插入绝缘部件70和底座20之间。在一个实施例中，绝缘部件70可以是陶瓷板。但是，

在其他实施例中，绝缘部件70可以是用其他合适的隔热的材料制成。在又一个实施例中，可

以不包括绝缘部件70。

[0048] 继续参考图2，在一个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80可以是例如可充电电

池的电池。举例来说，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80可以是锂离子(Li-ion)电池或者是锂聚

合物(Li-poly)电池。但是，在其他的电能存储装置80是电池的实施例中，电池可以是其他

合适的类型(例如，铅酸、镍镉、镍金属氢化物)。在另一个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

置80可以是电容器。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80能够电连接至加热或冷却元件60，并且被

配置成向加热或冷却元件60供电以便加热或冷却盘子100的至少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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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电子模块90可以附接在底部40的顶面44上，并且电连接至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

置80。在一个实施例中，电子模块90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无线电力接收器92、控制电路94

(例如，控制器电路)以及用于向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80充电的充电器96(例如，充电电

路)。在一个实施例中，无线电力接收器92电连接至蓄电池充电器96，蓄电池充电器96被连

接到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80然后通过控制器电路94电连接至加热或冷却元件60。控制

电路同样能够被用于管理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80的充电。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其中是

不包括电能存储装置80的(例如，如以下更进一步的描述)，无线电力接收器92可以被直接

电连接至加热或冷却元件60。控制电路94能够操作管理输送给加热或冷却元件60的电力。

[0050] 在一个实施例中，底部40可拆卸地附接在盘子100上以便允许接触空腔50中的加

热或冷却系统55。举例来说，底部40可以机械地结合到盘子100上(例如，利用螺钉、底部40

和盘子100之间的螺纹接口、按压适配连接等)。底部40可以被移除以便允许一个或多个电

能存储装置80的更换以及加热或冷却系统55的维护。在一个实施例中，为了接触到加热或

冷却系统55，底部40可以是能够可移除地附接到(例如，螺纹拧上或者螺钉连接)盘子100上

的防水盖。在另一个实施例中，为了接触到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80，底部40可以是能够

可移除地附接到(例如，螺纹拧上或者螺钉连接)盘子100上的防水盖。在又一个实施例中，

电能存储装置80可以在封装件(pack)中，其中该封装件被附接到(例如，螺纹结合、咬合适

配、螺钉拧紧)盘子100的底部上，并且该封装件的电触点与盘子100的底部上的一组电触点

相连接。

[0051] 继续参考图3，充电底座200可以具有含有顶面222和底面224的突起或者抬高部分

220。无线电力发射器240可以被附接到底面224上。突起部分220的形状和尺寸最好是至少

部分适配到盘子100中的凹部16中，以便顶面222与底部40的底面42相邻。较为有利的是，突

起部分220至少部分适配到凹部16中以便将电子模块90大体上对准无线电力发射器240以

促进在无线电力发射器240和无线电力接收器92之间进行无线电力传输。在另一个实施例

中，盘子100可以具有突起部分并且充电底座200具有凹陷部分，当盘子100被结合到充电底

座200上时，突起部分至少部分能够适配到凹陷部分中。无线电力发射器220可以通过电源

线(未示出)电连接至例如墙上插座的电源(未示出)。

[0052] 在一个实施例中，无线电力发射器240可以是感应线圈并且无线电力接收器92同

样可以是感应线圈。因此，在一个实施例中，充电底座200可以经由感应耦合器将电力从电

力发射器240无线地传输到无线电力接收器92。但是，从无线电力发射器240向无线电力接

收器92的传输电力不局限于感应耦合器。在其他实施例中，其他形式的短距离的无线能量

传输也能够被使用(例如，微波能量)。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将在下面更进一步的描述，远距

离的无线能量传输能够被用于向无线电力接收器92传输电力，而无需使用充电底座。

[0053] 在一个实施例中，较为有利的是，加热或冷却系统55被嵌入或者容纳在盘子100的

主体中，如此，加热或冷却系统55的任何部分都不会暴露在外面或者当用户托着盘子100的

时候，也不会被接触到用户。因此，盘子100暴露于水或者其他液体时，例如，在水池中或在

洗碗机中，不会使加热或冷却系统55暴露于上述的水或液体，从而防止了对加热或冷却系

统55的损害。此外，通过使所有的组件嵌入或容纳在盘子100的主体中，由于盘子100看起来

与普通盘子一样，盘子100可以很美观。

[0054] 图3A-3B显示了另一个实施例的加热或冷却盘子100″′。加热或冷却盘子100″′类

说　明　书 4/14 页

6

CN 105496128 B

6



似于加热或冷却盘子100，并且除了下面提到的，具有与加热或冷却盘子100相同的组件。因

此，用于指定加热或冷却盘子100″′的各个组件的附图标号与用于标明图1-3中的加热或冷

却盘子100的相应的组件的附图标号是相同的，除了附图标号上增加的“″′”。

[0055]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如图3A和3B所示，盘子100”'可以包括在盘子100”'的外表面

上的一个或多个耐腐蚀的电触点46”'，例如在盘子100”'的底部40”'的底面42”'上，其中该

电触点46”'的大小和形状被设置成接触在充电底座200”'上(例如，在充电底座200”'的突

起部分220”'的顶面222”'上)的相对应的电触点246”'，当盘子100”'被放在充电底座200”'

上时，从而通过电触点46”'、246”'将电力从充电底座200”'传输到盘子100”'中的电能存储

装置80”'、加热或冷却元件60”'和/或电子模块90”'。在一个实施例中，盘子100”'的电触点

可以从盘子100”'的表面突出，例如电接线柱(electrical  post)。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如图

3A中所示，盘子100”'的电触点46”'可以是盘子100”'的底部40”'的底面42”'上的一个或多

个接触垫，该一个或多个接触垫可以接触相应的触点，例如在充电底座200”'的顶面222”'

上的插头接点246”'。然而，盘子100”'和充电底座200”'上的电触点可以具有其他合适的结

构。如图3A和3B中所示，盘子100”'可以在盘子100”'的底面上具有(例如，形成在盘子100”'

的底部40”'的底面42”'上的)槽48”'，该槽48”'的大小和形状被设置成接收充电底座200”'

上的插头或者键248”'。槽48”'和插头或者键248”'使得盘子100”'呈现“钟表”样子，这使得

盘子100”'的电触点46”'很容易与充电底座200”'的电触点246”'对齐。但是，在另一个实施

例中，槽可以形成在充电底座200”'上，并且插头或者键可以形成在盘子100”'的底部上。这

种电触点和槽/键的布置同样可以结合到其他的饮具、餐具或者盘具中，例如下面所述的马

克杯400和旅行杯600。

[0056]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系统55可以被容纳在不防水的模块中，该模块被

可移除地附接到盘子100上(例如，螺纹结合到盘子100，或者经由在其处模块扭入盘子100

的底部中的插头/槽配件被结合)以便加热或冷却盘子100。在这个实施例中，当盘子100要

被清洗时，加热或冷却模块可以在盘子100被清洗(例如，放置在洗碗机中)之前与盘子100

分开。加热或冷却模块然后可以被放在相应的充电站上，以便之后当它被再次结合到盘子

100上以加热或冷却盘子100上的食物时再使用。上述的实施例可以应用到其他形式的餐具

中(例如，马克杯、杯子、菜盘)。

[0057]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如下面更进一步的描述，可以不包括充电底座200，并且电力

可以经由使用远距离无线能量传输的远程电力发射器被传输到无线电力接收器92。在这个

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盘子100同样没有例如电能存储装置80的电能存储装置，加热或冷却

元件60经过控制电路94被电连接至无线电力接收器92，控制电路94可以被操作以控制提供

给加热或冷却元件60的电量。在操作期间，如果盘子100超出了无线电力传输的范围，加热

或冷却元件60就会失去电源供给并且将关闭。举例来说，在这个实施例中，如果盘子100不

是在充电底座上，例如充电底座200，或者在远程无线电力发射器的电力传输范围之外，盘

子100中的加热或冷却元件60就会失去电源供给并且将关闭。

[0058] 图4和5显示了充电架300的一个实施例，该充电架300可以存放在例如厨房厨柜的

橱柜中，或者在厨房工作台面上或者在餐具室中。充电架300可以具有多个充电底座220'，

每个充电底座220'通过连接支撑部230'被附接到充电架300的后壁320上。充电架300在充

电底座220'的两侧上还具有一对臂310，每个壁310都具有可以接触盘子100的壁10的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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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以及帮助将盘子100支撑在充电底座220'上的表面312。每一个充电底座220'可以具

有设置在其中的无线电力发射器，例如无线电力发射器240，该无线电力发射器能够将电力

传输到放置在充电底座220'上的加热或冷却盘子100中的无线电力接收器。为了将充电底

座220'中的无线电力发射器电连接至电源，充电架300可以具有将架连接到例如墙上插座

的电源线(未示出)。

[0059]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可以不包括充电架300，并且盘子100可以堆叠在彼此的顶部，

并在堆叠的底部具有单个充电底座(例如图3中的充电底座200)。在这个实施例中，在每个

盘子100中的电子模块90可以包括从无线电力接收器92(在盘子100的内部)接收电力并且

然后使无线电力发射器(未示出)通电的转接电路，该无线电力发射器将被安装在同一个盘

子100内的底面20b的正下方。在这个实施例中，当另一个盘子堆叠在这个盘子100上面时，

上面这个盘子可以从位于盘子100中且在该盘子100的直接下方的无线电力发射器接收电

力。用这种方式，当许多盘子堆叠在彼此上面的时候，每个盘子将从其下面的盘子无线地接

收电力，并且将电力传输到其上面的盘子。在一个实施例中，盘子100(或者是如下所述的马

克杯400或旅行杯600)中不包括电能存储装置，这样的话，无线电力接收器可以被电连接至

加热或冷却元件。这就允许一堆盘子100被放在一个架上。

[0060] 图6显示另一个实施例的加热或冷却盘子100'。加热或冷却盘子100'与加热或冷

却盘子100类似，并且除了下面提到的，可以具有与加热或冷却盘子100相同的组件。因此，

用于指定加热或冷却盘子100'的各个组件的附图标号和用于标明图1-3中的加热或冷却盘

子100的相应的组件的附图标号是相同的，除了附图标号上增加的“'”。

[0061] 在图示的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盘子100'具有加热或冷却元件60'，该加热或冷却

元件60'包括描绘或布置在盘子100 '的底座20'的顶面20a '的至少一部分上的痕迹图案

(trace  pattern)。举例来说，痕迹图案可以被丝网印刷在顶面20a'上，并且具有将加热或

冷却元件60'电连接至电能存储装置80、无线电力接收器92和/或控制电路94的连接部分

(未示出)。

[0062] 图7显示另一个实施例的加热或冷却盘子100”。加热或冷却盘子100”与加热或冷

却盘子100类似，并且除了下面提到的，可以具有与加热或冷却盘子100相同的组件。因此，

用于指定加热或冷却盘子100”的各个组件的附图标号和用于标明图1-3中的加热或冷却盘

子100的相应的组件的附图标号是相同的，除了附图标号上增加的“””。

[0063] 在图示的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盘子100”中的空腔50”可以被绝缘部件70再划分

成在底部40和绝缘部件70之间的第一空腔50a以及在绝缘部件70和底座20之间的第二空腔

50b。电能存储装置80和电子模块90设置在第一空腔50a中。绝缘部件70位于靠着突出部

10a，该突出部10a被限定在底部40和底座20之间，因此绝缘部件70与加热或冷却元件60分

隔开，从而划分出第二空腔50b。在图示的实施例中，第二空腔50b处于真空，这更有利于使

电能存储装置80和电子模块90与加热或冷却元件60的热隔离。此外，使得第二空腔50b处于

真空状态，因为第二空腔50b中的真空抑制通过盘子100”的底部传送热量，所以有利于使底

座20的顶面20a可以更长时间地保持其温度。在图示的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元件60可以经

由连接器(未示出)电连接至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80，连接器在第一和第二空腔50a、

50b之间(例如，印在第一和第二空腔50a、50b的侧壁上的痕迹线(trace  line))延伸。

[0064] 图8-9图解加热或冷却马克杯400，该加热或冷却马克杯400具有包括侧面412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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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壁412、把手414以及包括顶面420a的底座420，其中侧面412a和顶面420a限定可以存放

液态或固态(例如，咖啡、汤、冰激凌)的空腔418。加热或冷却马克杯400可以具有底部419，

底部419限定底部边缘416a和底座420之间的凹进部分450。底部构件(例如，平板)440可以

位于靠着底部419的突出部419a，以便限定底部构件440和底座420之间的空腔450a。在图示

的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系统455可以被设置在(例如，嵌入)空腔450a中。加热或冷却系统

455可以包括加热或冷却元件460、绝缘部件470、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480以及电子模

块490，并且这些组件可以与上述连接加热或冷却盘子100相同的方式被布置以及连接。在

另一个实施例中，可以不包括绝缘部件470。

[0065] 加热或冷却元件460可以被设置成靠近底座420的底面420b，以便通过底座420将

热量传导至底座420的顶面420a。在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元件460也能够被设置在壁

412中并且在马克杯400的侧表面412的后面。在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元件460可以是

加热线或者电热丝。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元件460可以是电阻加热器。但是，在其

他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元件460可以包括其他适合的机构。

[0066] 电子模块90可以附接到底部构件440的顶面444上，并且包括一个或多个无线电力

接收器492、控制电路494(例如，控制器电路)以及用于向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480充电

的充电器496(例如，充电电路)。控制电路494能够操作管理输送给加热或冷却元件460的电

力。控制电路494还可以被用于管理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480的充电。在一个实施例中，

无线电力接收器492被电连接至蓄电池充电器496，蓄电池充电器496电连接至被依次电连

接至加热或冷却元件460的电能存储装置480。在另一个实施例中，不包括电能存储装置(下

面将进一步的描述)，无线电力接收器492能够被电连接至加热或冷却元件460。在一个实施

例中，加热或冷却系统455被完全布置在底部419中以便看不见系统455的任何部分(也就

是，马克杯400看起来是个普通的马克杯)。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系统455能够被

容纳在可拆卸地附接到马克杯400的模块中。

[0067] 继续参考图8-9，底部440在轴向上可以与底部边缘416a分开以便在马克杯400的

底部限定凹进部分416。用于加热或冷却的马克杯400的充电底座500可以包括具有顶面522

的抬高部分520，这里，当马克杯400被放置在充电底座500上时，抬高部分520具有至少部分

配合到凹进部分416中的尺寸和形状，以便底部构件440的底面442邻接抬高部分520的顶面

522。充电底座可以包括附接到抬高部分520的底面524的无线电力发射器540，这里，无线电

力发射器540被布置在底面524上以便当马克杯400被放置在充电底座500上时，大体上对齐

电子模块490，从而在无线电力发射器540和无线电力接收器492之间进行无线电力传输(例

如经由短距离无线能量传输，例如上述的电感耦合)。在另一个实施例中，马克杯400在其底

部可以具有突出部分，并且充电底座500具有相应的凹陷部分，当马克杯400被连接到充电

底座500时，突出部分适配到凹陷部分中。无线电力发射器540能够经由电源线(未示出)电

连接至例如墙上插座的电源(未示出)。

[0068] 在一个实施例中，底部构件440被可移除附接到马克杯400上以允许接触到空腔

450a中的加热或冷却系统455。举例来说，底部构件440可以机械地结合到马克杯400上(例

如，利用螺钉、底部构件440和马克杯400之间的螺纹接口、按压适配连接)。底部构件440可

以被移除以便允许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480的更换以及加热或冷却系统455的维护。在

一个实施例中，为了接触到加热或冷却系统455，底部构件440可以是能够可移除地附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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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螺纹拧上或者螺钉连接)马克杯400上的防水的盖子。在另一个实施例中，为了接触

到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480，底部构件440可以是能够可移除地附接到(例如，螺纹拧上

或者螺钉连接)马克杯400上的防水盖。在又一个实施例中，电能存储装置480可以在封装件

中，该封装件被附接到(例如，螺纹结合、咬合适配、螺钉拧紧)马克杯400的底部上，并且该

封装件的电触点与马克杯400的底部上面的一组电触点相连接。

[0069]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如下面更进一步的描述，可以不包括充电底座500，并且电力

可以经由使用远距离无线能量传输的远程电力发射器被传输到无线电力接收器492。在这

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马克杯400同样没有电能存储装置，例如电能存储装置480，加热或

冷却元件460经过控制电路494被电连接至无线电力接收器492，控制电路494可以被操作以

控制提供给加热或冷却元件460的电量。在操作期间，如果马克杯400超出了无线电力传输

的范围，加热或冷却元件460将失去电源供给并且将关闭。举例来说，在这个实施例中，如果

马克杯400不是在充电底座上，例如充电底座500，或者在远程无线电力发射器的电力传输

范围之外，马克杯400中的加热或冷却元件460将失去电源供给并且将关闭。

[0070] 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480在其电力电荷减少之前能够很长时间的方便地向加

热或冷却元件460提供电力，从而较长时间的方便地保持马克杯400中的容纳物(例如，汤、

咖啡、冰激凌)热或冷。在一个实施例中，电能存储装置480可以向加热或冷却元件460提供

至少15分钟的电力。在另一个实施例中，电能存储装置480可以向加热或冷却元件460提供

大约30到大约60分钟的电力。但是，在另一个实施例中，电能存储装置480可以向加热或冷

却元件460提供大于60分钟的电力。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如以下进一步的描述，功率电平

(power  level)或者所需求的温度，能够由用户来选择(例如，经过开关)，这可以延长或缩

短加热或冷却元件460运行的持续时间。

[0071] 如上所述，在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系统455可以方便地嵌入到马克杯400的

主体中(例如，嵌入到马克杯400的底部419中)，这样加热或冷却系统455的任何部分都不会

暴露在外或者在用户拿着马克杯400的时候被用户接触到。因此，马克杯400能够方便地暴

露于水中或其他液体中，例如，在水池或在洗碗机中，而不会使加热或冷却系统455暴露于

上述水或液体，从而防止损坏加热或冷却系统455。此外，通过嵌入到马克杯400的主体中，

由于看起来与普通的马克杯一样，因此马克杯400可以很美观。

[0072]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系统455能够被容纳在不防水的模块中，这个模块

能够被可移除地附接到马克杯400上(例如，螺纹结合到马克杯400，或者经过模块拧入到马

克杯400的底部中的插头/槽配件被结合)来加热或冷却马克杯400。在这个实施例中，当马

克杯400要被清洗时，加热或冷却模块可以在马克杯400被清洗(例如，放在洗碗机中)之前，

从马克杯400上拆下来。加热或冷却模块然后能够被放在相应的充电站上，以便之后当其再

次被结合到马克杯400上以加热或冷却马克杯400中的容纳物时再使用。

[0073]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马克杯400可以包括在马克杯400的外表面上的、例如马克杯

400的底部440的底面442的一个或多个耐腐蚀的电触点(未示出)，这里电触点的大小和形

状被设置成当马克杯400被放置在充电底座500上时，与充电底座500上的相应的电触点(未

示出)相接触。在一个实施例中，马克杯400的电触点可以从马克杯400的表面突出，例如电

接线柱。在另一个实施例中，马克杯400的电触点可以是马克杯400的底部440的底面442上

的一个或多个接触垫(未示出)，该一个或多个接触垫可以接触在充电底座500的顶面52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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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应的接触垫(未示出)。然而，马克杯400和充电底座500上的电触点可以具有其他合适

的结构。

[0074] 图9A显示另一个实施例的加热或冷却马克杯400'。加热或冷却马克杯400'与加热

或冷却马克杯400类似，并且除了下面提到的，可以具有与加热或冷却马克杯400相同的组

件。因此，用于指定加热或冷却马克杯400'的各个组件的附图标号与图8-9中用于标明加热

或冷却马克杯400的相应的组件的附图标号是相同的，除了附图标号上增加的“'”。

[0075] 在图示的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马克杯400'可以具有如图9A中示意性示出的加热

或冷却元件460'。在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元件460'可以是加热线或者电热丝，例如图

8-9中所示的加热或冷却元件460。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元件460'可以是电阻加

热器。但是，在其他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元件460'可以包括其他适合的机构。在一个实施

例中，加热或冷却元件460'可以是主动冷却元件或者被动冷却元件。举例来说，加热或冷却

元件460'是被动冷却元件的话，加热或冷却元件460'可以包括具有与底座420的底面420b

接触或者接近的一个或多个珀耳帖元件的热电系统。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元件

460 '是主动冷却元件的话，加热或冷却元件460 '可以包括具有设置成与底座420的底面

420b接触或者接近的通道(未示出)的冷却流体循环系统。在又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

元件460'可以是具有在马克杯400'(或者是其他餐具装置)的底部419内部的膨胀通道(未

示出)的氟利昂( )冷却系统。但是，加热或冷却元件460'可以包括其他适合的主

动冷却设置。尽管图示的实施例是针对加热或冷却马克杯400'，但是加热或冷却元件460'

可以被结合到任何的餐具、饮具或者盘具装置中，例如盘子100和旅行杯600(如下所述)中。

在一些实施例中，餐具、饮具或者盘具装置可以包括分散由加热或冷却元件产生的热量的

散热器(例如，一个或多个散热片)。在一个实施例中，散热器可以被结合到餐具、饮具或者

盘具装置的主体中。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散热器能够被可移除附接到餐具、饮具或者盘具装

置上。加热或冷却元件460'可以被操作成维持餐具、饮具或者盘具装置中的液态或者固态

食物的热或冷(例如，将餐具、饮具或者盘具装置的接收部分的温度升高到环境温度以上或

降低到环境温度以下，从而维持食物热或冷，例如将食物维持在在想要的温度或者在想要

的温度范围内)。

[0076] 图10-12显示一个实施例的旅行杯600，例如旅行咖啡杯，该旅行杯600结合一些与

上述马克杯400的特征相同的特征。在图示的实施例中，旅行杯600具有外部环形壁610，把

手612和底部640，其中在一个实施例中，底部640可以被可移除地附接到外部环形壁610的

远端。在图示的实施例中，旅行杯600具有内部环形壁620，该内部环形壁620从近端部622向

底座626延伸并且具有与底座626相邻接的远端部624。内部环形壁620限定用于存放液体

(例如咖啡，茶)的腔室C(例如，接收部分)。

[0077] 内部的环形壁620在其近端部622可以附接到外部环形壁610的近端612a。如图10

中所示，内部环形壁620相对于外部环形壁610而形成，以便限定在内部环形壁620和外部环

形壁610之间的环状间隙628。另外，内部环形壁620的底座626与底部640是分隔开的，以便

在这两者之间限定空腔630，该空腔630与环形间隙628连通。覆盖物670能够被可移除地设

置在内部环形壁620中的开口O上以大致密封开口O。

[0078] 继续参考图10-11，旅行杯600可以具有设置在空腔630中的加热或冷却系统655。

在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系统可以包括加热或冷却元件660、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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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以及电子模块690，这些组件可以以如上述加热或冷却盘子100以及加热或冷却马克杯

400的方式相同的方式被布置和连接。加热或冷却元件660可以被设置成与内部环形壁620

的远端部624相邻接。在图示的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元件660可以绕远端部624缠绕并且与

内部环形壁620的外表面620a在远端部624的位置接触，以便通过内部环形壁620的远端部

624传导热量并将热量传导到腔室C中的液体。电子模块690可以附接在底部640的顶面644

上，并且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无线电力接收器692、控制电路694(例如，控制器电路)以及用

于向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680充电的充电器696(例如，充电电路)。控制电路694能够操

作管理传送到加热或冷却元件660的电力。控制电路还能够被用于管理一个或多个电能存

储装置680的充电。在另一个实施例中，绝缘构件，例如上述的绝缘构件70、470，能够被设置

在内部环形壁620的底座626和电子模块690之间以便将加热或冷却元件660与电子模块690

热隔离。

[0079] 在一个实施例中，无线电力接收器692电连接至蓄电池充电器696，蓄电池充电器

696电连接至被依次电连接至加热或冷却元件660的电能存储装置680。在另一个实施例中，

不包括电能存储装置680的话，无线电力接收器692可以被电连接至加热或冷却元件660。在

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系统655被完全设置在空腔630中，以至于系统655的任何部分都

不是可见的(也就是说，旅行杯600看起来是个普通的旅行杯)。

[0080] 在一个实施例中，底部640被可移除地附接在旅行杯600上以便允许接触空腔630

中的加热或冷却系统655。举例来说，底部640可以机械地结合到旅行杯600上(例如，利用螺

钉、底部640和旅行杯600之间的螺纹接口、按压适配连接等)。底部640可以被移除以便允许

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680的更换以及加热或冷却系统655的维护。在一个实施例中，为

了接触到加热或冷却系统655，底部640可以是能够可移除地附接到(例如，螺纹拧上或者螺

钉连接)旅行杯600上的防水盖。在另一个实施例中，为了接触到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

680，底部640可以是能够可移除地附接到(例如，螺纹拧上或者螺钉连接)旅行杯600上的防

水盖。在又一个实施例中，电能存储装置680可以在封装件中，其中该封装件被附接到(例

如，螺纹结合、咬合适配、螺钉拧紧)旅行杯600的底部或侧面上，并且封装件的电触点与旅

行杯600的底部或侧面上的一组电触点相连接。

[0081] 继续参考图10-12，用于旅行杯600的充电底座700可以包括具有底座720的凹部

710，凹部710的大小和形状被设置成在其中至少部分接收旅行杯600的远端部，以便当旅行

杯600被放在充电底座700上时，底部640的底面642与底座720相邻接。充电底座700可以包

括以如上述充电底座200、500的方式同样的方式附接到底座720的底面的无线电力发射器

(未示出)。无线电力发射器设置在底座720的底面上以便当旅行杯600被放置在充电底座

700上时，大体上对齐电子模块690，从而便于无线电力发射器和无线电力接收器692之间进

行无线电力传输(例如，经由短距离无线电力传输，如上述的电感耦合)。在另一个实施例

中，旅行杯600可以具有凹部，并且充电底座700具有相应的突起部，当旅行杯600连接到充

电底座700时，突起部能够至少部分适配到旅行杯600的凹部中。无线电力发射器可以经由

电源线(未示出)电连接至例如墙上插座的电源(未示出)。

[0082]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如下面更进一步的描述，可以不包括充电底座700，并且电力

可以经由使用远距离无线能量传输的远程电力发射器被传输到无线电力接收器692。在这

个实施例中，旅行杯600同样没有电能存储装置，例如电能存储装置680，加热或冷却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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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经过控制电路694被电连接至无线电力接收器692，控制电路694可以被操作以控制提供

给加热或冷却元件660的电量。在操作期间，如果旅行杯600超过无线电力传输的范围，加热

或冷却元件660将会失去电源供给并将关闭。举例来说，在这个实施例中，如果旅行杯600没

有在充电底座上，例如充电底座700，或者在远程无线电力发射器的电力传输范围之外，旅

行杯600中的加热或冷却元件660将会失去电源供给并且将关闭。在又一个实施例中，旅行

杯600或者盘子100或者马克杯400可以包括电连接至加热或冷却元件60、460、660的一个或

多个电能存储装置80、480、680，并且当旅行杯600、盘子100或者马克杯400超出远程无线电

力发射器的电力传输的范围时，电子模块90、490、690能够切换到电池电源(例如，经过控制

电路94、494、694)，因此加热或冷却元件60、460、660能够将旅行杯600、盘子100或者马克杯

400中的容纳物继续加热或冷却一段时间。

[0083] 与上述实施例一样，在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元件660可以是加热线或者电热

丝。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元件660可以是电阻加热器。但是，在其他实施例中，加

热或冷却元件660可以包括其他适合的机构。在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元件660可以是

主动冷却元件或者被动冷却元件。例如，加热或冷却元件660是被动冷却元件的话，加热或

冷却元件660可以包括具有一个或多个珀耳帖元件的热电系统。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

冷却元件660是主动冷却元件的话，加热或冷却元件660可以包括具有设置成与内部环形壁

620的远端部624接触或者接近的通道(未示出)的冷却流体循环系统。在又一个实施例中，

加热或冷却元件660可以是具有在旅行杯600(或者是其他餐具装置)的底部内部的膨胀通

道(未示出)的氟利昂( )冷却系统。但是，加热或冷却元件660可以包括其他适合的

主动冷却设置。

[0084] 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680在其电力电荷减少之前能够很长时间的方便地向加

热或冷却元件660提供电力，从而较长时间的(例如，当用户交接工作时)方便地保持旅行杯

600中的容纳物(例如，咖啡、软饮料)的热或冷。在一个实施例中，电能存储装置680可以向

加热或冷却元件660提供至少15分钟的电力。在另一个实施例中，电能存储装置680可以向

加热或冷却元件660提供大约30到60分钟的电力。但是，在另一个实施例中，电能存储装置

680可以向加热或冷却元件660提供大于60分钟的电力。

[0085] 在图示的实施例中，旅行杯600包括用户界面695，该用户界面695经由一个或多个

电线(未示出)电连接至电子模块690。在一个实施例中，电线可以包括丝网印刷在内部环形

壁610的内表面610a上并且在用户界面695和电子模块690之间延伸的痕迹图案。在另一个

实施例中，电线可以包括一根或多根标准电线。用户界面695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用户选择

部件695a，例如按钮，用户可以触动该用户选择部件695a以便达到对加热或冷却系统655的

想要的控制。举例来说，一个用户选择部件695a可以被用于关闭加热或冷却元件660(例如，

如果用户不想要继续加热或冷却旅行杯600中的容纳物)。在另一个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

用户选择部件695a能够被用于控制加热或冷却元件660以对旅行杯600中的液体提供想要

的温度。在又一个实施例中，至少一个用户选择部件695a能够被用来设置计时器，该计时器

用于何时关闭向加热或冷却元件660提供的电力。但是，用户选择部件695a能够被用于控制

加热或冷却元件660的操作的其他参数。例如，加热或冷却元件660可以具有利用用户选择

部件695a设置的多个功率设置。当设置到较高的功率设置时，在电能存储元件680不向加热

或冷却元件660提供电力之前，加热或冷却元件660将会运行较短的一段时间。当设置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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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功率设置时，在电能存储元件680不向加热或冷却元件660提供电力之前，加热或冷却

元件660将会运行较长的一端时间。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可以通过在用户界面695上的可调

整的温度调节装置由用户选择温度水平。为了保持旅行杯600中的容纳物在规定的温度或

者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温度调节装置能够被用户方便地调整到多个温度设置中的一个以

控制旅行杯600中(或者是其他餐具或者饮具装置)的加热或冷却元件660。

[0086] 如上所述，在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系统655可以方便地容纳在旅行杯600的

主体中(例如容纳在空腔630中)，因此加热或冷却系统655的任何部分都不会暴露在外或者

在用户拿着旅行杯600的时候被用户接触到。因此，旅行杯600能够方便地暴露于水中或其

他液体中，例如，在水池或在洗碗机中，而不会使加热或冷却系统655暴露于上述水或液体

中，从而防止损坏加热或冷却系统655。此外，通过容纳在旅行杯600的主体中，由于看起来

与普通的旅行杯一样，旅行杯600可以很美观。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如同上述关于马克杯400

的描述，旅行杯600可以包括在旅行杯600的外表面上的一个或多个电触点(例如电接线柱、

接触垫)，其中该电触点的大小和形状被设置成当旅行杯600被放置在充电底座700上时与

充电底座700上的相应的电触点(未示出)相接触。

[0087]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系统655可以被容纳在不防水的模块中，这个模块

能够可移除地附接到旅行杯600上(例如，螺纹结合到旅行杯600，或者经由将模块拧入旅行

杯600的底部中的插头/槽配件被结合)以便加热或冷却旅行杯600。在这个实施例中，当旅

行杯600要被清洗时，加热或冷却模块能够在旅行杯600被清洗(例如，放在洗碗机中)之前，

从旅行杯600上拆卸下来。加热或冷却模块然后能够被放在相应的充电站上，以便之后当其

再次被结合到旅行杯600上以加热或冷却旅行杯600中的食物时再使用。

[0088] 图13显示另一个实施例加热或冷却旅行杯600'。加热或冷却旅行杯600'与加热或

冷却旅行杯600类似，并且除了下面提到的，可以具有与加热或冷却旅行杯600相同的组件。

因此，用于指定加热或冷却旅行杯600'的各个组件的附图标号与图10-12中用于标明加热

或冷却旅行杯600的相应的组件的附图标号是相同的，除了附图标号上增加的“'”。

[0089] 在图示的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旅行杯600'具有加热或冷却元件660'，该加热或

冷却元件660'包括描绘或布置在内部环形壁620'的远端部624'的内表面620b'的至少一部

分上的痕迹图案。举例来说，痕迹图案可以被丝网印刷在内表面620b'上，并且具有将加热

或冷却元件660'电连接至电能存储装置680或者无线电力接收器692的连接部分(未示出)。

[0090] 图14显示另一个实施例的加热或冷却旅行杯600”。加热或冷却旅行杯600”与加热

或冷却旅行杯600类似，并且除了下面提到的，可以具有与加热或冷却旅行杯600相同的组

件。因此，用于指定加热或冷却旅行杯600”的各个组件的附图标号与用于标明图10-12中的

加热或冷却旅行杯600的相应的组件的附图标号是相同的，除了附图标号上增加的“””。

[0091] 在图示的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旅行杯600”中的空腔630”可以被外部环形壁610”

的底座614”和邻接的顶壁616”再划分成在底部640”和顶壁616”之间的第一空腔630a”以及

在外部环形壁610”的底座614”和环形间隙628”之间的第二空腔630b”。电能存储装置680和

电子模块690设置在第一空腔630a”中。在图示的实施例中，第二空腔630b”处于真空，这更

有利于使电能存储装置680和电子模块690与加热或冷却元件660的热隔离。此外，使得第二

空腔630b”处于真空状态下，因为第二空腔630b”中的真空抑制从外部环形壁610”和底座

614”传送热量，所以有利于使内部环形壁620的内表面620b可以更长时间的保持其温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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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因此更长时间的保持腔室C中的液体的温度。在图示的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元件660能

够利用在第一和第二空腔630a”、630b”之间延伸的连接器(例如，一根或多根电线，或者印

在内部和外部环形壁610”、620的侧壁620a”、610a”上的痕迹线)(未示出)被电连接至一个

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680以及电子模块690。

[0092] 在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系统55、455、655被嵌入到或容纳在餐具装置(例如，

盘子100、马克杯400、旅行杯600等)的主体中。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加热或冷却系统55、455、

655能够被容纳在封闭的隔水或防水的的隔室中，例如设置在餐具装置的凹部中的空腔50、

450、630。例如，在一个实施例中，隔室可以被设置在上述的凹部中以便隔室的表面与餐具

装置的周围表面齐平。在另一个实施例中，隔室可以从餐具装置的表面突出。在一个实施例

中，隔水或防水的隔室能够可移除地设置在餐具装置的所述凹部中(例如，该隔室能够可移

除地附接到餐具、饮具或者盘具装置上)。在另一个实施例中，隔水或防水的隔室可以被固

定在上述凹部中(例如，经由粘合剂、螺钉等附接到餐具装置的凹部内)。

[0093] 如上所述，在一个实施例中，电力能够经由例如电感耦合的短距离无线能量传输

从例如电力发射器240、540的无线电力发射器无线地传输到例如电力接收器92、492、692的

无线电力接收器。在另一个实施例中，例如马克杯400、盘子100以及旅行杯600的加热或冷

却餐具和饮具的无线电力接收器92、492、692能够经由远距离无线电力传输接收来自远程

发射器的电力，因此，不需要用充电底座来向加热或冷却餐具及饮具传输电力。

[0094] 在一个实施例中，远程发射器可以被设置在家庭或者饭店的墙上或天花板上，或

者可以设置在家庭或饭店的外面。发射器能够使用谐振电感耦合在几米的距离上向无线电

力接收器92、492、692无线地传输电力。在一个实施例中，远程发射器中的感应线圈可以具

有附接在线圈电线的各个端部的电容板。在电通过线圈时，线圈能够以谐振频率进行谐振，

谐振频率为线圈的电感和平板的电容的乘积。无线电力接收器，例如无线电力接收器92、

492、692，可以具有类似的感应线圈，该感应线圈的谐振频率与远程发射器中的感应线圈的

谐振频率相同，因此，能量能够从发射器传输到无线电力接收器92、492、692。因此，加热或

冷却餐具或饮具，例如马克杯400、盘子100以及旅行杯600能够不使用充电底座而被无线地

供电。

[0095] 在使用中，用户可以经由充电底座和/或远程发射器向一个或多个电能存储装置，

例如电能存储装置80、480、680进行充电。一旦被充电，餐具或饮具能够经由器加热或冷却

元件60、460、660被加热或冷却，从而视情况而定，将很长一段时间地保持其中的食物或者

液体的热或冷。另外，因为加热或冷却系统55、455、655被设置在(例如，嵌入)餐具或饮具的

主体中，例如马克杯400、盘子100或者旅行杯600的主体内，餐具和饮具能够暴露于水中(例

如，在水池或者洗碗机中)，同时防止对加热或冷却系统55、455、655的损害。在另一个实施

例中，如上所述，加热或冷却系统55、455、655能够被容纳在封闭的隔水或者防水的隔室中，

该隔室被固定或者可移除地附接到餐具装置上(例如马克杯400、盘子100等等)。

[0096] 在一个实施例中，餐具或饮具装置(例如马克杯400、盘子100、旅行杯600)可以包

括陀螺仪，该陀螺仪能够感应餐具或饮具装置方位，并且与电子模块90、490、690通信以控

制餐具或饮具装置的操作。举例来说，当盘子100朝着一边旋转或者当马克杯400或旅行杯

600被倒转过来时(例如，当放进洗碗机中时)，陀螺仪可以感应到，并且陀螺仪将信号发送

给电子模块90、490、690以停止向加热或冷却元件60、460、660供电，从而将加热或冷却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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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但是，除了陀螺仪之外的其他合适的装置(例如，传感器)也能够被用于感应例如盘子

100、马克杯400或者旅行杯600的餐具、饮具或者盘具装置的方位。

[0097] 尽管连同例如马克杯、盘子以及旅行杯的餐具和饮具描述上述的实施例，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能意识到加热或冷却元件60、460、660同样能够被结合到整套的餐具、盘具(例

如服务主菜盘、碗、汤碗、火锅、托盘)以及烤盘(例如，焙盘)。此外，饮具、餐具、盘具等能够

用陶瓷材料或者其它合适的材料(例如，塑料或玻璃)制成。

[0098] 当然，以上的描述是本发明的某些特点、方面以及优点，在不超出本发明的精神和

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其作出各种变化及修改。此外，加热或冷却餐具和饮具不需要具有上

述目的、优点、特征和方面的所有特点。因此，举例来说，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会意识到本发明

能够以某种方式被具体化或者执行，这种方式能够达到或者充分利用此处所教导的一个或

一组优点，而没有必要达到此处所教导或建议的其他目的或优点。此外，虽然已经对本发明

的许多变化做出了详细的说明和描述，基于这些公开的内容，在本发明范围内的其他修改

和使用的方法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显而易见的。举例来说，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会意识到

图9A所述的被动或主动冷却元件能够被结合到饮具或餐具(例如，盘子100、马克杯400、旅

行杯600)的任意其他实施例中。此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会意识到真空室同样能够以与上

述盘子100”或者旅行杯600”相类似的方式被结合到上述所有实施例中，例如马克杯400、盘

子100'以及旅行杯600'中。可以预期的是能进行实施例的这些具体的特点和方面的各种组

合或者结合并且仍然落入本发明的范围内。因此，可以理解的是，为了形成各种模式的所述

的加热或冷却餐具、饮具和/或盘具，公开的实施例的各种特征和方面能够相互结合或者彼

此替换。

说　明　书 14/14 页

16

CN 105496128 B

1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6 页

17

CN 105496128 B

1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16 页

18

CN 105496128 B

18



图3

图3A

说　明　书　附　图 3/16 页

19

CN 105496128 B

19



图3B

说　明　书　附　图 4/16 页

20

CN 105496128 B

20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5/16 页

21

CN 105496128 B

21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6/16 页

22

CN 105496128 B

22



图6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7/16 页

23

CN 105496128 B

23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8/16 页

24

CN 105496128 B

24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9/16 页

25

CN 105496128 B

25



图9A

说　明　书　附　图 10/16 页

26

CN 105496128 B

26



图10

说　明　书　附　图 11/16 页

27

CN 105496128 B

27



图11

说　明　书　附　图 12/16 页

28

CN 105496128 B

28



图12

说　明　书　附　图 13/16 页

29

CN 105496128 B

29



图13

说　明　书　附　图 14/16 页

30

CN 105496128 B

30



图14

说　明　书　附　图 15/16 页

31

CN 105496128 B

31



图15

说　明　书　附　图 16/16 页

32

CN 105496128 B

3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ES00013
	DES00014
	DES00015
	DES00016

	DRA
	DRA00017
	DRA00018
	DRA00019
	DRA00020
	DRA00021
	DRA00022
	DRA00023
	DRA00024
	DRA00025
	DRA00026
	DRA00027
	DRA00028
	DRA00029
	DRA00030
	DRA00031
	DRA0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