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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真空保温杯制造技术领域，特别

涉及一种钛金属的保温杯的制造方法其制造工

序如下：a、准备材料：准备钛合金材料的内胆以

及不锈钢材料的外胆；b、真空环境下焊接：将内

胆装入外胆的内腔中，在真空环境下，将内胆的

杯口处和外胆的杯口处通过焊接进行环形密封

固定，将内胆的其余部位悬置在外胆的内腔中，

使内胆和外胆之间形成真空夹层；c、成品下料：

在真空环境下冷却，然后将冷却后的保温杯成品

取出本；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不需要预留

抽真空通孔，抗形变能力强，高保温的钛金属的

保温杯的制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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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钛金属的保温杯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制造工序如下：

a、准备材料：准备钛合金材料的内胆(1)以及不锈钢材料的外胆(2)；

b、真空环境下焊接：将内胆(1)装入外胆(2)的内腔中，在真空环境下，将内胆(1)的杯

口处和外胆(2)的杯口处通过焊接进行环形密封固定，将内胆(1)的其余部位悬置在外胆

(2)的内腔中，使内胆(1)和外胆(2)之间形成真空夹层(4)；

c、成品下料：在真空环境下冷却，然后将冷却后的保温杯成品取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金属的保温杯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工序a包

括以下工序：

A、料胚的准备：准备若干钛金属的管料一和板料一，以及准备若干不锈钢材料的管料

二和板料二；

B、扩张胚料：准备液压机、涨型模具一和涨型模具二，将管料一放入涨型模具一中，将

涨型模具放入液压机中，液压机往涨型模具一中注入预设压力的中介物，中介物使该管料

一向外扩张形成杯体部分一(11)；将管料二放入涨型模具二中，将涨型模具二放入液压机

中，液压机往涨型模具二中注入预设压力的中介物，中介物使该管料二向外扩张形成杯体

部分二(21)；

C、拉伸板料：将板料一拉伸成与杯体部分一的底部口径相配合的杯底片一(12)，将另

板料二拉伸成与杯体部分二的底部口径相配合的杯底片二(22)；将杯底片一(12)与杯体部

分一(11)通过焊接形成密封固定并组合成内胆(1)，将杯底片二(22)与杯体部分二(21)通

过焊接形成密封固定并组合成外胆(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金属的保温杯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内胆(1)

由钛金属材料直接用拉伸模具一若干次拉伸成型，所述外胆(2)由不锈钢材料直接用拉伸

模具二若干次拉伸成型。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钛金属的保温杯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工序b

中的焊接为激光焊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钛金属的保温杯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工序b的操作

在真空焊机炉内操作。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5所述的一种钛金属的保温杯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内

胆(1)的上端部内侧设置有向内凸出的环形凸台(13)，环形凸台(13)距离内胆(1)开口

20mm-50mm；外胆(2)的上端部外侧设置有螺纹(5)。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钛金属的保温杯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工序b中

先将内胆(1)的杯口部分向外弯折形成90度的折弯宽度二(14)，再将折弯宽度二(2)的边缘

搭接在外胆(2)的杯口边缘上，再通过焊接将所述折弯宽度二(14)的边缘和外胆(2)的杯口

边缘环形密封固定。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钛金属的保温杯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外胆(2)上

边沿向内侧折弯90度形成长度1.5mm的折弯宽度一(23)，将内胆(1)上边沿向外侧折弯90度

形成长度1mm的折弯宽度二(14)，内胆(1)与外胆(2)同轴线放置，折弯宽度一(23)与折弯宽

度二(14)叠合后进行工序b中的环形密封固定。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钛金属的保温杯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外胆(2)上

边沿向内侧折弯90度形成折弯宽度一(23)，将内胆(1)上边沿向外侧折弯90度形成折弯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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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二(14)，内胆(1)放置在外胆(2)中，所述折弯宽度一(23)与折弯宽度二(14)的折弯处抵

接，此时内胆(1)与外胆(2)同轴。

10.根据权利要求7或8或9所述的一种钛金属的保温杯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对所

述内胆(1)的内侧面和折弯宽度二(14)的内边缘的交界处进行倒圆加工，使该交界处形成

弧口(3)，对所述折弯宽度二(14)和外胆(2)之间的焊缝(6)进行抛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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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钛金属的保温杯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真空保温杯制造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钛金属的保温杯的制造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市面上具有良好保温效果的保温杯均为具有真空层的保温杯，它的真空层防

止热的传导，这样可以阻止热辐射。

[0003] 此外，现有技术中公开了很多保温杯的制造方法，例如CN104161429A公开了一种

钛金属真空保温杯的抽真空结构，该保温杯包括外杯体和内胆体，抽真空结构包括钛金属

的螺母和不锈钢的螺丝，螺母焊接固定在外杯体的底部处，螺母具有贯穿该螺母两个端面

的螺孔，外杯体的底面上开设有与真空腔体相连通的通孔，通孔和螺孔相连通，螺丝螺接在

外杯体的螺孔上，螺丝上开设有与螺孔相连通的出气孔，螺丝的出气孔处熔接有能够将该

出气孔密封的固态玻璃胶封口；该发明中的抽真空结构利用钛金属的螺母先和钛金属的外

杯体相焊接固定，再通过不锈钢的螺丝和钛金属的螺母相螺接能够使两者牢固连接，提高

使用寿命。但是该专利技术存在杯体不连贯，容易在外杯体抽真空处泄漏的问题。

[0004] 同时，CN107344655A以及CN103405104B公开的技术中均会在外胆底部预留抽真空

的钎焊部或通孔，这样在制造外胆的过程中由于通孔的存在，应力集中，而应力集中能使物

体产生疲劳裂纹，也能使脆性材料制成的零件发生静载断裂，这样会使真空杯的成品率降

低也会降低真空杯的使用寿命，通孔封堵处会发生泄漏。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不需要预留抽真空通

孔，抗形变能力强，高保温的钛金属的保温杯的制造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7] 一种钛金属的保温杯的制造方法，其制造工序如下：

[0008] a、准备材料：准备钛合金材料的内胆以及不锈钢材料的外胆；

[0009] b、真空环境下焊接：将内胆装入外胆的内腔中，在真空环境下，将内胆的杯口处和

外胆的杯口处通过焊接进行环形密封固定，将内胆的其余部位悬置在外胆的内腔中，使内

胆和外胆之间形成真空夹层；

[0010] c、成品下料：在真空环境下冷却，然后将冷却后的保温杯成品取出。

[0011] 采用上述方法后，通过在真空环境下直接对内胆和外胆进行焊接固定，减少两者

焊接固定后再抽真空的工序，同时避免了在外胆上预留通孔带来的应力集中问题，这样生

产的保温杯抗变形能力强，使用寿命厂，保温效果好。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工序a包括以下工序：

[0013] A、料胚的准备：准备若干钛金属的管料一和板料一，以及准备若干不锈钢材料的

管料二和板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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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B、扩张胚料：准备液压机、涨型模具一和涨型模具二，将管料一放入涨型模具一

中，将涨型模具放入液压机中，液压机往涨型模具一中注入预设压力的中介物，中介物使该

管料一向外扩张形成杯体部分一；将管料二放入涨型模具二中，将涨型模具二放入液压机

中，液压机往涨型模具二中注入预设压力的中介物，中介物使该管料二向外扩张形成杯体

部分二；

[0015] C、拉伸板料：将板料一拉伸成与杯体部分一的底部口径相配合的杯底片一，将另

板料二拉伸成与杯体部分二的底部口径相配合的杯底片二；将杯底片一与杯体部分一通过

焊接形成密封固定并组合成内胆，将杯底片二与杯体部分二通过焊接形成密封固定并组合

成外胆。

[0016] 采用上述方法后，采用涨型模具进行扩张成型，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管材，对管材

的直径大小没有要求，可以加工任一口径的杯体，通用性强，同时，将内胆和外胆通过杯体

部分和杯底片分开加工，使的加工速度得到提高，且加工工艺得到简化，降低了生产成本。

[001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内胆由钛金属材料直接用拉伸模具一若干次拉伸成

型，所述外胆由不锈钢材料直接用拉伸模具二若干次拉伸成型。

[0018] 采用上述方法后，采用拉伸模具对内胆和外胆整体成型，这样内胆和外胆没有其

他的加工痕迹，以及也没有分体焊接的焊痕，这样就避免了焊痕的断裂泄漏，安全性更好，

更美观。

[001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工序b中的焊接为激光焊接。

[002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工序b的操作在真空焊机炉内操作。

[0021] 采用上述方法后，可以在真空环境下进行激光焊接操作且能保证保温杯内的真空

层的质量，且焊缝小，不氧化。

[002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内胆的上端部内侧设置有向内凸出的环形凸台，环形凸台

距离内胆开口20mm-50mm；外胆的上端部外侧设置有螺纹。

[0023] 采用上述方法后，环形凸台可以便于卡住滤网，便于在保温杯里泡茶。

[002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工序b中先将内胆的杯口部分向外弯折形成90度的折

弯宽度二，再将折弯宽度二的边缘搭接在外胆的杯口边缘上，再通过焊接将所述折弯宽度

二的边缘和外胆的杯口边缘环形密封固定。

[0025] 采用上述方法后，可以通过折弯宽度二平稳的放置在外胆的杯口边缘，不需要其

他对内胆的支撑，焊接时更加方便稳定。

[002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将外胆上边沿向内侧折弯90度形成长度1.5mm的折弯宽度

一，将内胆上边沿向外侧折弯90度形成长度1mm的折弯宽度二，内胆与外胆同轴线放置，折

弯宽度一与折弯宽度二叠合后进行工序b中的环形密封固定。

[0027] 采用上述方法后，使用折弯宽度一和折弯宽度二来相互叠合焊接焊痕更大更加稳

定。

[002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将外胆上边沿向内侧折弯90度形成折弯宽度一，将内胆上

边沿向外侧折弯90度形成折弯宽度二，内胆放置在外胆中，所述折弯宽度一与折弯宽度二

的折弯处抵接，此时内胆与外胆同轴。

[0029] 采用上述方法后，通过折弯宽度一和折弯宽度二的配合来实现内胆和外胆同轴固

定的效果，这样使保温杯在实际装水携带过程中不会出现较大的晃动，且同轴设置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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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焊接过程中能更均匀的对内胆和外胆进行焊接固定，且焊接后的焊缝小，质量好。

[003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对所述内胆的内侧面和折弯宽度二的内边缘的交界处进行

倒圆加工，使该交界处形成弧口，对所述折弯宽度二和外胆之间的焊缝进行抛光处理。

[0031] 采用上述方法后，弧口的设置方便喝水时更加顺滑舒服，抛光处理能使产品更加

具有美感，且能去除焊接时留下的污渍。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本发明的拉伸成型的结构剖视图；

[0033] 图2是本发明的扩张成型的结构剖视图；

[0034] 图3是图1中的A部放大图；

[0035] 图4是图2中的B部放大图。

[0036] 图中标号含义：

[0037] 1-内胆；11-杯体部分一；12-杯底片一；13-环形凸台；14-折弯宽度二；

[0038] 2-外胆；21-杯体部分二；22-杯底片二；23-折弯宽度一；3-弧口；

[0039] 4-真空夹层；5-螺纹；6-焊缝。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结合附图以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41] 参见图1至图4所示，一种钛金属的保温杯的制造方法，其制造工序如下：

[0042] a、准备材料：准备钛合金材料的内胆1以及不锈钢材料的外胆2；

[0043] b、真空环境下焊接：将内胆1装入外胆2的内腔中，在真空环境下，将内胆1的杯口

处和外胆2的杯口处通过焊接进行环形密封固定，将内胆1的其余部位悬置在外胆2的内腔

中，使内胆1和外胆2之间形成真空夹层4；本工序里的焊接优选为激光焊接，且焊接操作是

在真空焊机炉内操作，这样可以在真空环境下进行激光焊接操作且能保证保温杯内的真空

层的质量，且焊缝6小，不氧化。

[0044] c、成品下料：在真空环境下冷却，然后将冷却后的保温杯成品取出。

[0045] 通过在真空环境下直接对内胆1和外胆2进行焊接固定，减少两者焊接固定后再抽

真空的工序，同时避免了在外胆2上预留通孔带来的应力集中问题，这样生产的保温杯抗变

形能力强，使用寿命厂，保温效果好；且在真空环境下冷却能使焊缝不易氧化。

[0046] 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工序a包括以下工序：

[0047] A、料胚的准备：准备若干钛金属的管料一和板料一，以及准备若干不锈钢材料的

管料二和板料二；

[0048] B、扩张胚料：准备液压机、涨型模具一和涨型模具二，将管料一放入涨型模具一

中，将涨型模具放入液压机中，液压机往涨型模具一中注入预设压力的中介物，中介物使该

管料一向外扩张形成杯体部分一11；将管料二放入涨型模具二中，将涨型模具二放入液压

机中，液压机往涨型模具二中注入预设压力的中介物，中介物使该管料二向外扩张形成杯

体部分二21；工序B的中介物为液体时，杯体部分一11的涨幅为30％-53％，杯体部分二21的

涨幅为20％-43％，该液体为水，或油或皂化液，经过试验数据测定，当中介物为液体时，杯

体部分一11涨幅最佳的上限53％，本体部分二的涨幅最佳上限为43％。或，工序B的中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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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牛筋，杯体部分一11的涨幅为30％-50％，杯体部分二21的涨幅为20％-40％，当中介物为

牛筋时，杯体部分一11的涨幅上限为50％，杯体部分二21的涨幅上限为40％，超过这一上

限，成型杯体质量不好。

[0049] C、拉伸板料：将板料一拉伸成与杯体部分一11的底部口径相配合的杯底片一12，

将另板料二拉伸成与杯体部分二21的底部口径相配合的杯底片二22；将杯底片一12与杯体

部分一11通过焊接形成密封固定并组合成内胆1，将杯底片二22与杯体部分二21通过焊接

形成密封固定并组合成外胆2。

[0050] 采用涨型模具进行扩张成型，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管材，对管材的直径大小没有

要求，可以加工任一口径的杯体，通用性强，同时，将内胆1和外胆2通过杯体部分和杯底片

分开加工，使的加工速度得到提高，且加工工艺得到简化，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对所述外

胆和杯底片二22之间的焊缝6进行抛光处理，对所述内胆和杯底片一12之间的焊缝6进行抛

光处理。

[0051] 工序a中所述内胆1由钛金属材料直接用拉伸模具一若干次拉伸成型，所述外胆2

由不锈钢材料直接用拉伸模具二若干次拉伸成型。

[0052] 采用拉伸模具对内胆1和外胆2整体成型，这样内胆1和外胆2没有其他的加工痕

迹，以及也没有分体焊接的焊痕，这样就避免了焊痕的断裂泄漏，安全性更好，更美观。

[0053] 工序a中内胆1的上端部内侧设置有向内凸出的环形凸台13，环形凸台13距离内胆

1开口20mm-50mm；外胆2的上端部外侧设置有螺纹5，环形凸台13可以便于卡住滤网，便于在

保温杯里泡茶；螺纹5便于连接杯盖。

[0054] 所述工序b前先将内胆1的杯口部分向外弯折形成90度的折弯宽度二14，再将折弯

宽度二14的边缘搭接在外胆2的杯口边缘上，再通过焊接将所述折弯宽度二14的边缘和外

胆2的杯口边缘环形密封固定，可以通过折弯宽度二14平稳的放置在外胆2的杯口边缘，不

需要其他对内胆1的支撑，焊接时更加方便稳定。

[0055] 所述工序b前先将外胆2上边沿向内侧折弯90度形成长度1.5mm的折弯宽度一23，

将内胆1上边沿向外侧折弯90度形成长度1mm的折弯宽度二14，内胆1与外胆2同轴线放置，

折弯宽度一23与折弯宽度二14叠合后进行工序b中的环形密封固定，使用折弯宽度一23和

折弯宽度二14来相互叠合焊接焊痕更大更加稳定。

[0056] 所述工序b前先将外胆2上边沿向内侧折弯90度形成折弯宽度一23，将内胆1上边

沿向外侧折弯90度形成折弯宽度二14，内胆1放置在外胆2中，所述折弯宽度一23与折弯宽

度二14的折弯处抵接，此时内胆1与外胆2同轴，通过折弯宽度一23和折弯宽度二14的配合

来实现内胆1和外胆2同轴固定的效果，这样使保温杯在实际装水携带过程中不会出现较大

的晃动，且同轴设置的时候，在焊接过程中能更均匀的对内胆1和外胆2进行焊接固定，且焊

接后的焊缝6小，质量好。

[0057] 成品下料后，对所述内胆的内侧面和折弯宽度二14的内边缘的交界处进行倒圆加

工，使该交界处形成弧口3，对所述折弯宽度二14和外胆之间的焊缝6进行抛光处理，弧口3

的设置方便喝水时更加顺滑舒服，抛光处理能使产品更加具有美感，且能去除焊接时留下

的污渍。

[0058]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故：凡依

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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