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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

度的保温装置，主要包括：杯盖1、上翻盖11、杯盖

隔温层12、硅胶密封塞13、对流孔14、保温杯体2、

真空隔热层21、底座3、底座隔温层4、下水孔41、

散热层5、饮管6，饮管真空层61。不同于传统的保

温装置只具备整体保温的单一功能，本实用新型

在传统的保温装置基础上在底部增加散热层5，

使得杯子同时具有长效保温和将待饮液体迅速

降温到适合饮用的温度两种功能。本实用新型解

决了传统保温装置只能整体保温而不能在短时

间内饮用适合温度的水造成时间的浪费甚至烫

伤事故、传统电热杯为了保温多次加热饮料使饮

料口感丧失等的问题，为人们更高效、安全地使

用保温装置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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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主要包括杯盖（1）、保温杯体（2），所述保温杯

体（2）为双层结构，中部为真空隔热层（21），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装置还包括连接在所述

保温杯体（2）底部的底座（3），所述底座（3）包含底座隔温层（4）及散热层（5），所述底座隔温

层（4）中部留有下水孔（41）供液体从上方流入所述散热层（5），所述散热层（5）由热容性和

散热性优良的材料制成，所述底座（3）通过所述底座隔温层（4）与所述保温杯体（2）隔开，形

成相对独立的空腔结构，可对从所述保温杯体（2）内流下的液体进行快速散热降温。

2.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根贯

穿所述杯盖（1）、保温杯体（2）及底座（3）的饮管（6），所述底座隔温层（4）留有供所述饮管

（6）通过且紧密连接的饮管孔位（42），所述饮管（6）通过所述饮管孔位（42）可插入到所述散

热层（5）。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饮管

（6）为双层结构，中部包括饮管真空层（61）。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饮管

（6）包括外层饮管（62）、内层饮管（63）、上下两个密封硅胶圈（64），外层饮管（62）通过螺纹

或卡合等方式分别与杯盖隔温层（12）和底座隔温层（4）的中部相固定，内层饮管（63）通过

上下两个密封硅胶圈（64）与外层饮管（62）连接固定，密封硅胶圈（64）位置固定不变，用户

可以通过拉起和压下内层饮管（63）以调节适用于饮用的饮管高度。

5.如权利要求2或3或4所述的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饮管（6）底部为斜口设计或包含缺口。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

（3）底部包含饮管连接位（7）和外部连接饮管（8），可通过所述外部连接饮管（8）吸取所述底

座（3）内液体。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层

（5）与空气接触的外侧底部包括多个凸点状或条状的散热点/散热槽/散热片（51）。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层

（5）的材质采用金刚石、硅、银、铜、铝、不锈钢、铝合金中的至少一种。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层

（5）内侧底部中心处包括一个低于周围平面的凹陷位。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杯盖

（1）为双层结构，包括上部分的上翻盖（11）、杯盖隔温层（12），硅胶塞（13）、杯盖开关（15），

所述杯盖（1）通过螺纹结构和所述保温杯体（2）相连接，所述杯盖开关（15）包括锁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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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保温装置，特别涉及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保温杯、保温饭盒等保温装置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日用品，做工优秀的

保温装置能减缓甚至阻隔装置内液体与外界的热传递，达到更长时间的保持装置内液体的

温度的效果，为人们对保存、饮用或食用不同温度的液体、食物提供了很大便利。常见的用

于饮水的保温装置有双层保温杯和真空保温杯两种。双层保温杯主要是利用双层杯壳中存

在的间隙层作为延缓热量散发的保温材料，真空保温杯是在双层保温杯的基础上，把间隙

层间的空气抽出形成真空，通过真空绝热层使杯内的液体延缓散热，以达到保温的目的，是

保温效果更好的高级保温杯。目前人们使用的真空保温杯一般是由双层不锈钢、玻璃、陶瓷

等材料制成。

[0003] 虽然保温杯给人们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传统的保温杯功能仅限于延缓杯体内溶液

的热量交换，具有单一性，且在使用过程中也有诸多不便以及不安全之处。首先，对于刚倒

入的滚烫的热水、茶、咖啡等溶液，通常人们需要饮用时都要经历漫长的等待时间等容器里

的溶液温度降下来，刚冲泡好的高温的茶和咖啡等还没冷却到适合饮用的温度时人们去饮

用则极容易造成嘴唇皮肤、口腔内侧、食道、肠胃等器官的烫伤，造成严重的后果。其次，由

于保温杯有着良好的保温效果，从100度的开水降温到65度一般需要3-6个小时，通常人们

为了尽快获得适合饮用的温度，会将保温杯打开盖子散热，但尽管这样，等待的时间也是漫

长的，着急饮用的人们一般还会不断用嘴去试探表层液体的温度是否已适合饮用，这样常

常也会造成对嘴唇和口腔的烫伤。更重要的是，放置于桌面不加盖子的保温杯极容易因为

误触而倾倒，从而发生热水对皮肤的大面积烫伤事故，对于儿童、老人尤为不安全。现有技

术保温杯，为了解决需要短时间内饮用适合温度的水的问题，有采用热相变技术，在缝隙层

中加入能吸收热量的液体，通过摇晃实现迅速吸收杯内液体热量而降温的，但是这样一来

杯子全部的液体都会被同时降温，失去了作为一个保温杯应有的长效保温功能。因此，人们

需要一种能够在长效保温的同时快速降低待饮液体的温度以使其适合饮用的保温杯，这也

是现有技术所忽视和缺乏的。

[0004] 对于茶叶、咖啡等对于冲泡温度要求较为讲究的饮料，合适的温度对于良好口感

的获得至关重要。拿咖啡举例，人们喜欢喝热咖啡，因为热咖啡液中含有的芳香挥发性香气

受热散发使得咖啡闻起来香浓，喝起来别具风味，咖啡的温度往往决定咖啡口感以及喝入

口内的咖啡液含有的芳香挥发性香气成分化合物挥发气体量。公知的咖啡最佳热水冲泡温

度在90至95度，喝入口的咖啡液一般建议温度在55-65度，这样在进入鼻腔的新鲜咖啡保持

芳香挥发性香气成分化合物的浓度是最佳，能防止咖啡液变酸、变苦。通常人们为了能够使

刚冲泡好的咖啡快速降温到适用饮用的温度，都会将冲泡好的咖啡置于杯内敞开于空气

中，由此杯内咖啡液热度不断下降，杯内的咖啡液含有的芳香挥发性香气成分化合物吸热

挥发在空气中慢慢散发殆尽，这时咖啡液就会变酸、变苦味，不香不好喝，因此杯内未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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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咖啡液经常只能被丢弃。现有技术为了解决咖啡冷却这一问题的手段是利用电加热杯将

杯内全部的咖啡液加热，但咖啡经过较长时间重复加热，咖啡也会有变酸、变苦，芳香挥发

性香气成分化合物消失，咖啡口感被严重破坏的问题。因此，一种既能延缓杯内整体咖啡液

温度散发速度使得咖啡能够被更长时间地饮用，又能够让每一口喝入口的咖啡液温度保持

在最佳饮用温度55-65度之间的保温杯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也是现有技术所缺乏的。

[0005] 同理，人们平常所使用的保温饭盒、保温汤煲等保温装置都有着同样的缺点，在追

求长时间保温效果的同时，因为保温装置整体保温的设计，不能用简单快捷的方式快速降

温到适合食用或饮用的温度，不方便使用。一种能够在长效保温的同时快速降低所需液体

或食物的温度以使其适合饮用或食用的保温装置，是现有技术所忽视和缺乏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可分区域控制装

置内液体温度以达到方便饮用效果功能的保温装置，主要包括杯盖、保温杯体、底座、饮管；

所述保温杯体包括真空隔温层；所述底座包括底座隔温层、散热层，所述底座隔温层与散热

层之间的空腔结构，所述空腔结构可容纳满足人一口所需容量的液体，所述底座隔温层中

留有下水孔可供所述保温杯体中的高温液体流入所述底座，液体接触所述散热层后热量迅

速被吸收并散发到空气中，在1-3秒内降温到适合饮用的温度；所述饮管从所述杯盖贯穿所

述保温杯体至所述底座空腔结构内，使用者可从饮管直接吸取所述底座内被降温到适合饮

用温度的液体。

[0007] 优选的，所述底座的散热层材质可使用金刚石、硅、银、铜、铝、不锈钢、铝合金等吸

热和导热性能优良的材料制成，并且可做成厚体结构，散热层所选用材质的质量可根据所

选材质的热容性和导热性、所述散热层与底座隔温层之间的空腔结构所容纳的液体的容

量、期待降温时间、目标降温温度而计算得出，所述空腔结构可容纳满足人一口所需容量的

液体约为20ml，期待降温时间3秒以内，目标降温温度为适合饮用的55-65度。

[0008] 优选的，在所述散热层与空气接触的外侧底部可设置成多个凸点状或条状的散热

点/散热片/散热槽，增大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加快散热速度。

[0009] 优选的，所述散热层内侧底部中心处包括一个低于周围平面的凹位，可供液体往

中间聚集，方便吸管吸取。

[0010] 优选的，所述杯盖为双层结构，包括杯盖隔温层、上翻盖、杯盖开关、锁扣；所述杯

盖隔温层将杯盖和所述保温杯体隔开为独立的两部分，所述杯盖隔温层包括供所述饮管通

过的饮管孔位以及对流孔；所述上翻盖通过按下所述杯盖开关后即弹开，上翻盖内包括硅

胶塞，上翻盖处于关闭状态时硅胶塞将所述吸管与旁边的对留孔位紧密封闭，防止漏水；所

述锁扣可以在上翻盖关闭状态下扣上，防止上翻盖被意外开启。

[0011] 优选的，所述的保温杯体可使用保温杯常用的不锈钢、玻璃、陶瓷等一种或多种材

料制成.

[0012] 优选的，所述保温杯体的上下两端外侧、所述杯盖底部内侧、所述底座顶部内侧都

有螺纹结构，所述保温杯体与所述杯盖、所述底座通过互相对应的螺纹结构以及密封硅胶

圈相连接，可达到密封、防止漏水的效果。

[0013] 优选的，所述饮管为双层结构，内外层之间通过空气隔热或真空隔热，饮用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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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层管将所述底座的液体吸起，可有效防止从所述底座吸起的液体通过吸管经过保温杯体

的高温液体时被再次加热，保证饮用到的是被降温后温度适合饮用的液体。

[0014] 优选的，所述饮管通过卡槽或凸点等限位方式与所述底座隔温层相固定，可有效

防止饮管移动，特别是防止在饮用所述底座内降温到适合饮用温度的液体时不慎将吸管伸

入所述保温杯体内误吸高温液体而导致烫伤。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作用：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以分区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

不同于传统的保温装置只具备整体保温的单一功能，本实用新型在传统的保温装置基础上

在底部增加散热层，使得杯子同时具有长效保温和将待饮液体迅速降温到适合饮用的温度

两种功能，无论是刚冲泡好的热咖啡或茶等饮料，还是经过不同时间保温的液体，使用者在

需要饮用时只需通过饮管即可喝到位于保温装置底部经过快速散热降温到适合饮用温度

的液体，上层高温液体持续滴入散热底座，在1-3秒的短时间内被吸收热量散发到空气中，

如此循环，使用者可持续地喝到适合饮用温度的液体，操作简单方便快捷。本实用新型解决

了传统保温杯只能整体保温而不能在短时间内饮用适合温度的水造成时间的浪费甚至烫

伤事故、传统电热杯为了保温多次加热饮料使饮料口感丧失等的问题，为人们更高效、安全

地使用保温装置提供了便利，且本实用新型的降温结构设计简单合理、便于取材、生产成本

低廉，适合大规模生产和全面推广。

附图说明

[0016] 附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第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

[0017] 附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第二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

[0018] 附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第三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

[0019] 附图4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第四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

[0020] 附图中各部件标记如下：1、杯盖；2、保温杯体；3、底座；4、底座隔温层；5、散热层；

6、饮管；11、上翻盖；12、杯盖隔温层；13、硅胶密封塞；14、对流孔；15、杯盖开关；16、锁扣；

21、真空隔热层；41、下水孔；42、饮管孔位；51、散热片；61、饮管真空层；62、外层饮管；63、内

层饮管；64、密封硅胶圈；7、饮管连接位；8、外部饮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可以分区控制温度的保

温装置进行详细说明，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以下内容。

[0022] 具体实施方式1

[0023] 如附图1所示的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主要包括杯盖（1）、保温杯

体（2），底座（3），所述保温杯体（2）为双层结构，中部为真空隔热层（21），所述底座（3）位于

保温杯体（2）底部，包含底座隔温层（4）及散热层（5），所述底座（3）通过所述底座隔温层（4）

与所述保温杯体（2）隔开，形成相对独立的空腔结构，所述底座隔温层（4）中部留有下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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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供液体从上方流入所述散热层（5），所述散热层（5）由热容性和散热性优良的材料制

成，可对从所属保温杯体（2）内流下的液体进行快速散热降温。所述杯盖（1）为双层结构，包

括上翻盖（11）、杯盖隔温层（12）、对流孔（14）、杯盖开关（15）、锁扣（16），所述杯盖隔温层

（12）将杯盖（1）和保温杯体（2）隔开为独立的两部分，所述杯盖隔温层（12）包括供所述饮管

通过的饮管孔位以及对流孔；所述上翻盖（11）通过按下所述杯盖开关（15）后即弹开，上翻

盖（11）内包括硅胶密封塞（13），上翻盖（11）处于关闭状态时密封硅胶塞将所述吸管与旁边

的对留孔（14）紧密封闭，防止漏水；所述锁扣（16）可以在上翻盖（11）关闭状态下扣上，防止

上翻盖（11）被意外开启。

[0024] 用户使用时将杯盖（1）拧开，保温杯体（2）上部开口可供液体方便倒入，用户加入

需要保温的温度的液体，拧紧杯盖（1），进入保温杯体（2）内的高温液体通过底座隔温层（4）

的下水孔（41）流入底座（3）内，高温液体接触散热层（5），散热层（5）在1-3秒内对流入液体

进行快速散热降温，用户通过按下杯盖开关（15）打开上翻盖（11），从饮管（6）吸取底座（3）

内的约为一口容量的经降温后温度适合饮用的液体，所述饮管（6）为双层结构，内外层之间

通过空气隔热或真空隔热，可有效防止从所述底座吸起的液体通过吸管经过保温杯体的高

温液体时被再次加热，保证饮用到的是被降温后温度适合饮用的液体；高温液体持续从上

方流入底座（3）经散热层（5）散热，在1-3秒左右的短时间内被散热降温，如此循环，用户可

持续饮用到温度适合饮用的液体，同时又保证了保温杯体（2）内的液体长效保温，延长整个

保温装置内液体的饮用时间。不需饮用时，用户只需将上翻盖（11）盖上，上翻盖（11）内部的

硅胶密封塞（13）压住吸管（6）开口处及杯盖隔温层（12）的对流孔（14），可保证水杯的密封

防漏和保温效果。

[0025] 具体实施方式2

[0026] 如附图2所示的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具体实施方式2与具体实施

方式1基本相同，不同在于具体实施方式2所述饮管（6）包括外层饮管（62）、内层饮管（63）、

上下两个密封硅胶圈（64），外层饮管（62）通过螺纹或卡合等方式分别与杯盖隔温层（12）和

底座隔温层（4）的中部相固定，内层饮管（63）通过上下两个密封硅胶圈（64）与外层饮管

（62）连接固定，密封硅胶圈（64）位置固定不变，用户可以通过拉起和压下内层饮管（63）以

调节适用于饮用的饮管高度，因为外层饮管（62）贯穿于盛有高温液体的保温杯体（2），用户

在移动内层饮管（63）时也不用担心会不慎吸入未经降温的保温杯体（2）内的高温液体，同

时上下密封硅胶圈（64）在外层吸管（62）与内层吸管（63）间形成的空气隔温层也可有效避

免饮管内吸起的经过降温的液体重新被保温杯体（2）内的高温液体升温，结构简单安全，对

于在电脑面前工作双手不便的用户，直接用嘴咬住内层饮管（63）即可调节到舒适饮用的高

度，解放双手，简单方便。

[0027] 具体实施方式3

[0028] 如附图3所示的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具体实施方式3与具体实施

方式1基本相同，不同在于具体实施方式3所述底座（3）底部还包含饮管连接位（7）和外部连

接饮管（8），可通过所述外部连接饮管（8）吸取所述底座（3）内液体。

[0029] 具体实施方式4

[0030] 如附图4所示的一种可以分区域控制温度的保温装置，具体实施方式4与具体实施

方式1基本相同，不同在于具体实施方式4所述散热层（5）与空气接触的外侧底部包括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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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点状或条状的散热点/散热槽/散热片（51）。

[0031] 以上只是本实用新型的典型实例，除此之外，本实用新型还可以有其它多种具体

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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