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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LIQUID FOOD STIRRING AND FOAMING MACHINE

(54) 发明名称：液体食品搅拌发泡机

(57) Abstract: A liquid food stirring and foaming machine
comprises a cup body (10), a stirrer (30), a support (40) and a
machine body (20). The cup body (10) i s provided with an ac
commodating cavity ( 11) for accommodating a liquid food and
a cup lid (16); the stirrer (30) comprises a stirring element (3 1);
the stirring element (31) i s arranged on the support (40), and
the support (40) i s detachably arranged in the accommodating
cavity ( 11) or connected onto the cup lid (16); and the machine
body (20) comprises a driving device (21), and the driving
device (21) drives the stirring element ( 1) t o rotate, so as to
foam the liquid food.

(57) 摘要：一种液体食品搅拌发泡机，包括：一杯体
( 10 ) ，所述杯体 （10 ) 具有一容纳腔 （11 ) 以容纳
液体食品和一杯盖 （16 ) ；一搅拌器 （30) ，所述搅
拌器 （30) 包括一搅拌元件 ( 3 1) ；一支架 （40) ，所
述搅拌元件 （3 1 ) 设置于所述支架 （40 ) 上，所述支
架 （40 ) 可拆卸地设置于所述容纳腔 （11) 中或连接
于所述杯盖 （16 ) 上；和一机体 （20 ) ，所述机体
( 20 ) 包括一驱动装置 （2 1 ) ，所述驱动装置 （2 1 )
驱动所述搅拌元件 （3 1 ) 转动，从而使所述液体食品< 发泡。

图1 1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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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特别涉及一种包括一杯体 ，一搅

拌器和一加热装置的发泡机 ，所述搅拌器可拆卸地设置在所述杯体 中，以对所述

发泡机 中的液体食 品进行搅拌发说泡 。

背景技术

目前 ，液体食 品发泡机 ，特别是牛奶发泡书机主要是具有搅拌和加热双重功能

的发泡机 ，在加热搅拌 的情况下，可 以使液体食 品，牛奶或其它液体奶基食 品更

好 的发泡 ，从而使得具有奶泡 的食 品口感较好 。

现在市场上的液体食 品发泡机 ，一般包括 ，一个具有容纳腔 的杯体 ，一个本

替或加热底座 ，一个盖体 ，一个加热装置，一个搅拌器 ，一个驱动搅拌器旋转 的

驱动装置，以及一个连接于所述底座 中的电源装置 。

搅拌器 的安装主要有 以下几种类型：

第 1 种类型：杯体底部有穿孔，马达通过密封连接件直接穿过杯底驱动搅拌

器旋转；第 2 种类型：马达安装在杯体 的盖子 内，马达轴加长直接驱动搅拌器旋

转；第 3 种类型：杯体底部固定铆接有一短轴或杯子底部焊接有一 凸起 的短管类

结构，搅拌器安装在短轴上或安装在 凸起 的短管类结构上，马达磁力驱动搅拌器

旋转 。

从市场和消费者反馈 的情况，以上几种结构存在 的有如下 问题 ：

第 1 种类型，存在杯子漏水和卫生 2 个突出问题 ，杯体底部穿孔结构，无论

密封做 的多么好 ，一般在使用几个月后 ，因为密封件磨损而失效，有漏水和漏液

发生，存在损坏 内部 电器件和漏 电的安全风险；另外杯底与马达轴连接 的固定不

可拆卸的连接件或密封件上粘 附的牛奶等食物很难清洗干净 ，残存在密封件和连

接件上的牛奶容易变质 ，发 出难 闻气味，卫生堪忧 。

第 2 种类型，存在马达密封和马达过热及冷凝水 3 个主要 问题 ，安装在杯盖

内的马达伸 出轴 的密封是很难克服 的问题 ，水或牛奶容易渗透进马达 内，另外安



装在盖子 内的马达频繁受热，相 当于马达频繁在蒸桑拿 ，冷热交替使盖子 内产生

冷凝水珠等潮湿环境 ，加速马达 出故障的机会 。

第 3 种类型，杯子底部铆接有 固定轴或焊接有 凸起短管结构，因杯子底部不

是平滑结构，存在卫生死角，不易清洗干净 。

有鉴于此 ，如何提供彻底清洗消毒，方便使用 ，是液体食 品加热搅拌发泡

机有待解决的问题 。

发 明内容

本实用新型的主要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其包括一具有

平整光滑 内底面的杯体 ，一支架，一活动设置在支架上的搅拌器 ，一机体和一设

置在机体 内的磁力驱动装置和加热装置；所述支架和搅拌器与杯体或杯盖可快

速连接和分离，设置在机体 内的驱动装置磁力驱动搅拌器旋转 ，以对所述杯体 内

的液体食 品进行搅拌发泡 。所述支架和搅拌器与杯体或杯盖可快速连接和分离的

结构，既可 以使用在杯体与加热装置可分离的结构中，也可 以使用在杯体与加热

装置固定为一体 的结构中，都能达到支架和搅拌装置与杯体或杯盖完全分离的 目

的，并且杯体 内底面平滑整洁，支架与搅拌器及杯体 内部的清洗消毒都非常方便 ，

无任何卫生死角，彻底解决了消费者关注 的清洗消毒 问题 。

本实用新型的另一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其杯体与加热

装置为一体式结构 。其包括一具有平整光滑 内底面的杯体 ，一支架，一搅拌器 ，

一机体和一设置在机体 内的磁力驱动装置和加热装置 。所述搅拌器 内置有磁铁 ，

所述支架 由支架底板和支架中心轴 固定连接组成 ，所述搅拌器活动套设于所述支

架中心轴上，所述搅拌器下部设置有减少摩擦力的一圈环形 R 位 ，所述支架底

板与所述环行 R 位线接触支撑搅拌器 ，当所述搅拌器套设在所述支架中心轴上

并一 同放置在所述杯体 内底面上的指示区域 内时，所述 内置有磁铁 的搅拌器与驱

动装置的磁铁盘磁力相吸，从而使所述支架底板被所述磁力夹紧而紧贴在杯体 内

底面上，使所述支架不能转动 。工作时，设置在机体 内的驱动装置的磁铁盘磁力

驱动杯体 内的搅拌器旋转 ，以对所述杯体 内的液体食 品进行搅拌发泡 。

当倒 出杯 内液体食 品时，因磁吸力作用 ，所述搅拌器和所述支架不会掉落 。

施加一正常提拉力，所述搅拌器和所述支架与所述杯体可完全分离，搅拌器及支

架可洗碗机清洗消毒，杯体 内部底面平整光滑 ，无食物残 留结构，无卫生死角，



便于清洗干净 。

本实用新型的另一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其杯体与加热

装置为一体式结构 。其包括一具有平整光滑 内底面的杯体 ，一支架，一活动设置

在支架上的搅拌器 ，一机体和一设置在机体 内的磁力驱动装置和加热装置；所述

支架 由支架底板和支架中心轴 固定连接组成 ，所述支架底板上设置有磁铁 ，所述

杯体底部对应设置有铁质磁性材料 ，所述支架底板上的磁铁与所述杯体底部对应

设置 的铁质磁性材料磁力相吸，从而使所述支架被磁力 固定在所述杯体 内底面

上，所述机体 内的驱动装置驱动所述搅拌器旋转 ，实现液体食 品发泡 。支架和搅

拌器与杯体可 以分离，便于清洗消毒 。

本实用新型的另一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其杯体与所述

加热装置可分离 。其包括一具有平整光滑 内底面的杯体 ，一支架，一活动设置于

支架上的搅拌器 ，一机体和一设置在机体 内的磁力驱动装置和加热装置；所述杯

体底面为至少 2 层复合底结构，并且杯体复合底 中间镶有铁质磁性材料 ，所述杯

体 内底面成型有放置所述支架底板 的指示区域；所述支架 由支架底板和支架 中

心轴 固定连接组成 ，所述支架底板上设置有磁铁 ，当所述支架放置在所述杯体 内

底面指示区域 内时，所述支架底板与杯底镶有 的所述铁质磁性材料磁力相吸，使

支架底板紧贴在杯底 。设置在机体 内的驱动装置磁力驱动杯体 内的搅拌器旋转 ，

以对所述杯体 内的液体食 品进行搅拌发泡 。所述加热装置为 电磁感应加热系统，

或者是传统发热管类型的发热盘 。

当所述杯体与所述加热装置分离后 ，倒 出杯 内液体食 品时，因所述支架底板

磁力吸紧在杯子底面而不会掉落 。施加一正常提拉力于支架，所述支架和搅拌器

与杯体容易分离，杯体和支架及搅拌器都可放入洗碗机彻底清洗消毒，干净卫生。

本实用新型的另一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其包括一具有

平整光滑 内底面的杯体 ，一支架，一活动设置在支架上的搅拌器 ，一机体和一设

置在机体 内的磁力驱动装置和加热装置 。所述杯体包括一杯盖，所述支架的所述

中心轴可拆卸地连接于所述杯盖，所述支架的中心轴上可拆卸的安装有搅拌器 。

支架中心轴与杯盖可分离，搅拌器与支架中心轴可分离，杯体 内底面为平整光滑

结构，清洗消毒非常方便 。值得一提 的是，这种支架与杯盖可拆卸的连接结构，

既可使用在杯体与加热装置可分离的结构中，也可 以使用在杯体与加热装置一体

式结构中。



为达到 以上 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包括 ：

一杯体 ，所述杯体具有一容纳腔 以容纳液体食 品；

一搅拌器 ，所述搅拌器包括一磁力搅拌元件 ；

一支架，所述搅拌器活动设置于所述支架上，所述支架可拆卸地设置于所述

容纳腔 中；和

一机体 ，所述机体包括一驱动装置，所述驱动装置包括一 电机和一磁铁盘 ，

所述驱动装置磁力驱动所述搅拌器旋转 ，从而使所述液体食 品发泡 。

优选地 ，所述杯体与所述加热装置为一体式结构，所述支架底板 由所述搅拌

器和所述驱动装置 的磁铁盘产生的磁性吸力夹紧而紧贴在所述杯体 内底面指示

圈内，所述支架与所述杯体可分离 。

优选地 ，所述杯体与所述加热装置为一体式结构，所述支架底板上设置有磁

铁 ，所述杯体底部设置有铁质材料区域，所述支架底板与所述杯体底面磁力吸紧

在所述杯体 内底面的指示圈内，并且可分离 。

优选地 ，所述杯体与加热装置为分离结构，所述支架底板上设置有磁铁 ，所

述杯体底面为至少 2 层复合底结构，并且复合底 中间镶有铁质磁性材料区域，所

述杯体 内底面成型有放置支架底板 的指示圈，当所述支架放置在所述杯体 内底面

指示区域时，所述支架底板与杯底镶有 的所述铁质磁性材料磁力相吸，使支架底

板与杯体底面磁力相吸紧贴在杯底 。当所述杯体与所述发热装置分离后 ，倒 出液

体食 品时，位于杯 内底面的所述支架和所述搅拌器不会掉落 ，施加一正常提拉力

于支架，所述支架与所述杯体可分离 。

优选地 ，所述杯体进一步包括有一杯盖和一支架中心轴 ，所述支架中心轴与

所述杯盖采用可拆卸的防止转动的连接方式，所述杯盖与所述支架中心轴 的上端

为对应的一对磁性元件 ，或者，所述杯盖中心下部与所述支架中心轴上端采用螺

纹连接 。所述支架中心轴下端设置有 固定环 ，在 固定环上设置有活动连接板 ，所

述搅拌器与所述活动连接板采用弹性卡扣可拆卸的连接 。

优选地 ，所述机体 内还包括一加热装置，一驱动装置，一杯体 NTC 温控器 ，

一加热装置 NTC 温控器 、一加热装置温度保险丝、一控制 电路板和一开关按键 。

所述控制 电路板与所述加热装置、所述杯体 NTC 温控器 、加热装置 NTC 温控器

及 电机 电连接 ，以实现对所述杯体 内的液体食 品加热和搅拌 ，所述加热装置为单

铝发热管和铝板 的焊接体 ，或者是 电磁感应加热装置，或者是云母加热装置；所



述驱动装置包括 电机和安装在 电机轴上的磁铁盘 ，所述搅拌器 内置有磁铁 ，并且

所述搅拌器外部设置有弹簧和扎圈，所述驱动装置磁力驱动所述搅拌器旋转 ，从

而使液体食 品发泡 。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提供一支架和一搅拌器 ，搅拌器转动设置在所

述支架上，提供一 内底面平整光滑 的杯体 ，所述支架连 同所述搅拌器可快速地在

杯体 内放置和分离，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

杯体 内无任何卫生死角，便于清洁消毒，搅拌器和支架可洗碗机清洗 ，当杯

体与加热装置为分离结构时，杯体也可用洗碗机清洗消毒，彻底解决了消费者关

注 的与液体食 品接触 的零部件 的清洗消毒 问题 。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一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的结构示

意 图。

图 2 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一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的分解示

意 图。

图 3A ，图 3B 和 图 3C 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一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

发泡机 的杯体底部立体结构示意 图。

图 4A ，图 4B 和 图 4C 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一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

发泡机 的搅拌器和支架的另一变形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 图。

图 5 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二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的结构示

意 图。

图 6 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二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的分解示

意 图。

图 7 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三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的结构示

意 图。

图 8 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三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的分解示

意 图。

图 9A ，图 9B 和 图 9C 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三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

发泡机 的杯体底部结构示意 图。

图 10 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三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的搅拌器



和支架的分解示意 图。

图 11 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三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的立体示

意 图。

图 12 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 四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的结构示

意 图。

图 13 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 四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的分解示

意 图。

图 14 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 四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的支架中

心轴和搅拌器及杯盖的结构分解示意 图。

图 15 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 四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的支架中

心轴和杯盖的另一种变形实施方式的结构分解示意 图。

图 16 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 四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的支架中

心轴和杯盖的另一种变形实施方式的结构分解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如 图 1 至 图 2 所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一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

机 ，其包括一杯体 10，一杯盖 16，一搅拌器 30 和一支架 40，一机体 20，一驱

动装置 21，一取 电底座 50。

所述杯体 10 具有一容纳腔 11，液体食 品如牛奶盛放于所述容纳腔 11 中，

所述支架 40 和所述搅拌器 30 安装后一 同放置在所述杯体 10 内底面上，所述杯

体 10 设置在所述机体 20 内，所述机体 20 内还包括一驱动装置 21，在本优选实

施例 中，所述驱动装置 21 包括一 电机 211 和一磁铁盘 212 ，所述 电机 211 连接

至控制 电路板 25，工作状态时，所述控制 电路板 25 给所述 电机 211 供 电，使所

述 电机 211 旋转并带动所述磁铁盘 212 —起旋转 ，所述磁铁盘 212 产生一旋转磁

场驱动所述搅拌器 30 旋转 。

所述搅拌器 30 包括一搅拌元件 31，所述搅拌元件 31 内对称设置至少 2 个

搅拌器磁铁 311，所述搅拌器磁铁 311 与设置在所述磁铁盘 212 内的磁铁 213 形

成异性磁极吸力，随电机 211 旋转 的磁铁盘 212 内的磁铁 213 磁力带动所述搅拌

器 30 旋转 ，从而使所述液体食 品发泡 。值得一提 的是，所述搅拌器磁铁 311 和

所述磁铁盘 212 内的磁铁 213 是 由具有强磁性的材料制成 ，如钕铁硼磁铁 。



所述搅拌器 30 还包括一弹簧 32 和一扎圈 33，所述扎圈 33 为穿过所述弹簧

32 的一圈钢线，并且所述弹簧 32 和所述扎圈 33 设置在所述搅拌元件 31 的圆周

边缘 ，所述搅拌器磁铁 311 对称 内嵌于所述搅拌元件 31 内。

所述支架 40 包括一中心轴 41 和一底板 42 和一提手 43，所述提手 43 与所

述 中心轴 41 螺纹连接 ，所述 中心轴 41 延伸于所述底板 42A 并固定，所述搅拌

器 30 转动套设于所述支架 40 的支架中心轴 41 上，所述搅拌元件 31 下部设置有

减少摩擦力的一圈环形 R 凸起 315，所述支架底板 42 与所述环行 R 凸起 315 线

接触支撑搅拌器；所述搅拌器 30 安装在所述支架 40 上并一 同放置在所述杯体 10

内底面上的指示圈 12 内，也即是说，借助于所述支架 40，所述搅拌器 30 得 以

方便快速地放置于所述容纳腔 11 中。值得一提 的是，所述杯体 10 底部还成型有

一指示圈 12，所述指示圈 12 为一指示标志或区域，用 以指示所述支架底板 42

放置在所述杯体 内底面的位置区域，所述指示圈 12 为一微型 凸起结构，其高度

在 0.5mm 左右 ，指示圈 12 可 以是一整圈凸起 的圆弧，或者是至少两段 同心圆弧

均匀分布 。

所述支架底板 42 由所述搅拌器 30 和所述驱动装置 21 的磁铁盘 212 产生的

磁吸力夹紧而固定在所述杯体 10 内底面指示圈 12 内，工作时，支架底板不会转

动 。

所述机体 20 内还包括一设置在杯体 10 下部 的一加热装置 22，一温控器 24

和一控制 电路板 25，所述加热装置 22 对所述杯体 10 内的液体食品加热 。值得

一提 的是，在本优选实施例 中，所述杯体 10 与所述加热装置 22 为焊接成一体 的

结构，如所述杯体 10 底部与铝盘和发热管钎焊成一体 ，以提供一加热系统 。

所述支架 40 被所述搅拌器 30 和所述磁铁盘 212 磁吸力夹紧而紧贴在杯体

10 的内底面上，当倒 出杯体 内的液体食 品时，支架和搅拌器不会掉落 出来；施加

一提拉力于所述支架 40 的提手 43，即可将所述支架 40 连 同所述搅拌器 30 从所

述杯体 10 取 出，使所述搅拌器 30 和支架 40 及杯体 10 非常方便 的清洁消毒 。传

统的奶泡机杯体底面或者是穿孔结构，或者是固定铆接有轴 ，或者是固定焊接有

凸起结构，容易产生卫生死角，导致清洗消毒不彻底 。而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

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很好地解决了这个 问题 。

如 图 3A ，图 3B 和 图 3C 所示，为杯体 10 底部成型有指示圈 12 立体示意 图。

如 图 4A ，图 4B 和 图 4C 所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第一优选实施例 的液



体食品搅拌发泡机的支架 40 和搅拌器 30 的另一变形结构方式，其结构与上述图

1 和图 2 中的支架 40 和搅拌器 30 结构类似，其差异在于，所述支架中心轴 41

上端有凹槽 411，所述搅拌元件 31 上端开有槽 313，并且搅拌元件 31 的上端内

孔有凸起的弹性结构 312，当所述搅拌器 30 套设在支架中心轴 41上时，弹性结

构 312 大间隙弹性扣入凹槽 411 内，因其配合间隙足够大，凹槽 411 并不影响搅

拌器 30 转动。

如图 5 和图 6 所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二优选实施例的液体食品搅拌发泡

机，其结构与本实用新型的第一优选实施例结构类似，差异在于所述支架底板

42 上设置有磁铁 421，所述杯体 10 的底部对应设置有铁质磁性材料圈 13，所述

支架底板 42 与所述杯体 10 底面磁力吸紧在所述杯体 10 内底面的指示圈 12 内，

并且可分离。这种在支架底板 42 上设置磁铁 421 和在杯体 10 的底部设置铁质磁

性材料 13 的磁力连接结构，主要适用于加大容量的杯体，因为大容量的牛奶在

搅拌发泡时，搅拌器的阻力会加大，这种结构能很好地增强支架底板 42 在杯体

10 底面的稳固性，使支架底板 42 不会转动或移动。

所述杯体 10 底部成型有一指示圈 12，所述指示圈 12 为一微型凸起结构，

其高度在 0.5mm 左右，所述支架 40 放置在所述杯体 10 的内底面上的指示圈 12

内，指示圈 12 可以是一整圈凸起的圆弧，或者是至少两段同心圆弧均匀分布。

所述支架 40 的底板 42 上固定嵌入的磁铁 421 呈均匀分布，且至少包含 2 块

磁铁。

所述杯体 10 底部固定连接的铁质磁性材料 13 是完整一圈的环形结构，当所

述支架 40 的底板 42 放置在所述指示圈 12 内的任意角度时，支架底板 42 都能可

靠的磁力固定在杯体 10 内底面。

如图 Ί 至图 11 所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三优选实施例的液体食品搅拌发

泡机，其杯体 10 与加热装置 22 可分离，其包括一杯体 10，一机体 20，一搅拌

器 30，一支架 40，一驱动装置 21，一风扇 215 和一电磁感应加热装置 22。

所述杯体 10 底面有复合底 101，在所述复合底 101 与所述杯体 10 底面之间

还设置有铁质材料圈 13，所述杯体底面与所述铁质材料圈 13 和复合底 101 焊接

固定成一体，杯内底面成型有指示圈 12; 所述支架 40 包括一中心轴 41和一底板

42，所述中心轴 41 与所述底板 42 固定连接，所述搅拌器 30 套设于所述中心轴

41 上，并由所述底板 42 支撑，提手 43 与所述支架中心轴螺纹连接。当所述支



架放置在所述杯体 内底面指示圈 12 内时，所述支架底板 42 与杯底镶有 的所述铁

质磁性材料 13 磁力相吸，使支架底板紧贴在杯底 ，工作时，所述支架底板 42 不

会转动或移动 。

所述搅拌器 30 内的磁铁 311 和所述驱动装置 21 的磁铁盘 212 内的磁铁 218

为强磁性材料钕铁硼制成 ，所述驱动装置 21 的磁铁盘 212 随 电机 221 的轴旋转 ，

磁力驱动杯体 10 内的搅拌器 30 旋转 ，使液体食 品发泡 。

所述杯体 10 底部成型有一指示圈 12，所述指示圈 12 为一微型 凸起结构，

其高度在 0.5mm 左右 ，所述支架 40 放置在所述杯体 10 的内底面上的指示圈 12

内，指示圈 12 可 以是一整圈凸起 的圆弧，或者是至少两段 同心圆弧均匀分布 。

所述支架 40 的底板 42 上 固定嵌入的磁铁 421 呈均匀分布 ，且至少包含 2 块

磁铁 。

所述杯体 10 底部固定连接 的铁质磁性材料 13 是完整一圈的环形结构，当所

述支架 40 的底板 42 放置在所述指示圈 12 内的任意角度时，支架底板 42 都能可

靠 的磁力固定在杯体 10 内底面 。

加热装置 22 为 电磁感应加热装置，螺旋状线圈 221 设置在线圈盘骨架 222

内，具体地 ，所述加热装置 22 包括一线圈 221 和一控制 电路板 25，控制 电路板

将高频交流 电加在螺旋状 的线圈 221 上 ，以产生交变磁场 ，所述交变磁场施加于

杯体底面而使杯体加热，进而加热杯体 内牛奶等液体食 品，所述杯体 10 由不锈

钢导磁导 电材料制成 ，所述机体 20 由耐温 的绝缘材料制成 。

另外可选择地 ，提供交变磁场 的线圈盘也可设置在杯体 10 侧壁 ，从而从杯

体 10 侧面对液体食 品加热 。

值得一提 的是，线圈盘 222 下面安装有至少 6 块磁铁 ，使所述线圈 221 产生

的磁力线聚集到杯体 10 的底面，以提高所述线圈 221 对杯体底面的加热效率，

同时，电机 211 外侧设置有 电磁屏蔽罩 213 。

工作状态时，所述 电磁线圈 221 对所述杯体 10 底面加热，磁铁盘 212 随所

述 电机 221 —起旋转 ，磁力驱动杯体 10 内的搅拌器 30 旋转 ，使牛奶等液体食 品

加热搅拌发泡 ，NTC 温控器 23 与杯体 10 底面弹性接触 ，控制杯体 10 的加热温

度 ，机体 20 与线圈 221 对应的平面上，也设置有温控装置，以控制机体 20 的温

度 。

所述机体 20 内设置有 降温风扇 215 ，以帮助 降低机体 20 内部温度 。



所述杯体 10 和加热装置 2 2 可分离，所述支架 4 0 和所述搅拌器 3 0 可与杯体

分离，所述杯体 10、所述支架 4 0 和所述搅拌器 3 0 都可用洗碗机清洗消毒，干

净卫生。

如 图 12 至 图 14 所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 四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

泡机 ，其包括一杯体 10，一机体 2 0，一杯盖 16，一位于杯盖上的磁铁 161 ，一

搅拌器 3 0，一支架轴 4 0，一位于支架中心轴 4 1 上端 的磁铁 4 8，一驱动装置 2 1

和取 电底座 5 0 。

所述杯体 10 进一步包括有一杯盖 16，所述杯盖 16 中心的一方形结构 162

内固定嵌入有磁铁 161 ，所述 中心轴 4 1 顶部固定设置一方形件 4 7 ，方形件 4 7

内固定嵌入磁铁 4 8，所述 中心轴 4 1 的方型件 4 7 与所述杯盖 16 的方形结构 162

磁力连接 。所述方型结构连接是防止 中心轴 4 1 的转动，即中心轴 4 1 与杯盖 16

磁力连接后不转动，搅拌器 3 0 可绕 中心轴 4 1 旋转 。

所述搅拌器 3 0 上的弹性卡扣 3 5 与活动设置在 中心轴 4 1 上的连接板 4 6 卡扣

连接 ，并且可拆卸，连接板 4 6 活动套设在 中心轴 4 1 上，中心轴 4 1 上还设置有

固定环 4 2 ，用于轴 向支撑活动连接板 4 6，所述连接板 4 6 可随搅拌器 3 0 —起旋

转 。

如 图 15 所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 四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的

一变形实施结构，其差异在于支架中心轴 4 1 上的活动连接板 4 5 下端有弹性卡扣

4 5 1，所述弹性卡扣 4 5 1 与所述搅拌器 3 0 上的卡槽 34 连接 固定，并可拆卸 。

如 图 16 所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 四优选实施例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的

一变形实施结构，差异在于支架中心轴 4 1 的上端与杯盖 16 中心采用螺纹连接 。

所述 中心轴 4 1 的上端活动套设有一螺母 4 7 1，所述杯盖 16 中心固定设置有一短

外螺杆 163 ，所述螺母 4 7 1 与螺杆 163 螺纹连接 ，并可分离 。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理解 ，上述描述及 附图中所示的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只

作为举例而并不限制本实用新型 。

由此可见，本实用新型之 目的已经完整并有效的予 以实 本实用新型的功

能及结构原理 已在实施例 中予 以展示和说 明，在不背离所述原理下，实施方式可

作任意修改。所 以，本实用新型包括 了基于权利要求精神及权利要求范围的所有

变形实施方式 。



权 利 要 求 书

1、 一种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其特征在于，包括 ：

一杯体 ，所述杯体具有一容纳腔 以容纳液体食 品；

一搅拌器 ，所述搅拌器包括一磁力搅拌元件 ；

一支架，所述搅拌器转动设置于所述支架上，所述支架可拆卸地设置于所述

容纳腔 中；和

一机体 ，所述机体 内设置有一驱动装置，所述驱动装置包括一 电机和一磁铁

盘 ，所述驱动装置磁力驱动所述搅拌器旋转 ，从而使所述液体食 品发泡 。

2、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可分离地

放置在所述杯体 内底面的指定区域 内；或者所述杯体还包括一杯盖，所述支架与

杯盖可拆卸连接 。

3、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包括一中

心轴和一底板 ，所述支架底板 由所述搅拌器和所述驱动装置的所述磁铁盘磁力夹

紧而紧贴在所述杯体 内底面上 。

4、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包括一中

心轴和一底板 ，所述底板上设置有磁铁 ，所述搅拌元件 同心安装在所述 中心轴上，

所述支架放置在所述杯体 的内底面上的指示区域 内，所述杯体底部下面镶有铁质

磁性材料 圈，使所述支架底板上的磁铁与所述杯体底部的铁质磁性材料 圈磁力吸

紧，并且支架底板与杯体可分离 。

5、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其特征在于，当杯体与加热装置

是可分离结构时，所述杯体底面为至少 2 层复合底结构，并且复合底 中间还镶有

铁质磁性材料 圈，杯体 内底面为设置有放置搅拌器支架位置的指示区域，支架底

板上的磁铁与杯体底面镶入的铁质磁性材料 圈磁力吸紧，支架与杯体可分离 。

6、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杯体进一步包



括有一杯盖和一中心轴 ，中心轴与杯盖采用可拆卸的防止转动的连接方式；所述

杯盖和所述 中心轴 的连接件为对应的一对磁性元件磁力吸紧连接 ，或者，所述杯

盖与中心轴上端采用螺纹连接 。

7、 如权利要求 1 至 6 中任一所述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支

架 由支架中心轴和支架底板 固定连接而成 ，所述支架底板为平板并且带有加强筋

的结构 。

8、 如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杯体 内底

面为便于清洁的平整光滑 的面 。

9、 如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器转

动套设于所述支架上，所述搅拌器与支架底板线接触支撑 ，以减少摩擦力，所述

搅拌器与所述支架组合使用 。

10、如权利要求 9 中任一所述 的液体食 品搅拌发泡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本体

内还包括一加热装置，一驱动装置，一杯体 NTC 温控器 、一加热装置 NTC 温控

器 、一加热装置温度保险丝、一散热风扇和一控制 电路板 ，所述控制 电路板与所

述加热装置、所述杯体 NTC 温控器 、加热装置 NTC 温控器及 电机连接 ，以实现

对所述杯体 内的液体食 品加热和搅拌 ，所述加热装置为单铝发热管和铝板 的焊接

体 ，或者是 电磁感应加热装置，或者是云母加热装置；所述驱动装置包括马达和

安装在马达轴上的磁铁盘 ，所述搅拌器 内置有磁铁 ，并且所述搅拌器外部设置有

弹簧和扎圈，所述驱动装置磁力驱动所述搅拌器旋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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