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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COFFEE MACHINE CONVENIENT FOR PACKAGE REMOVING

(54) 发明名称 ：一种便于脱包 的咖啡机

图8 / Fig. 8

(57) Abstract: A coffee machine convenient for package removing, comprising a casing (1) having a package inlet ( 11) and a pack
age outlet (12), and characterized by further comprising: a first machine part (2), constrained in the casing (1) and capable of hori
zontally sliding left and right along the casing (1), the lower portion of the first machine part (2) having a first arc -shaped notch (21),
and an opening end of the first arc -shaped notch (21) being obliquely disposed downwards; a second machine part (3), rotatably dis -
posed in the casing (1) and capable of rotating in a vertical plane,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second machine part (3) having a second
arc -shaped notch ( 1), and an opening end of the second arc- shaped notch (31) being obliquely disposed upwards and being oppos
ite to the package inlet ( 11) for a coffee packet (4) having a circular edge (41) to be laid thereon; a torsion spring (5), acting on the
second machine part (3) so that the opening end of the second arc -shaped notch ( 1) on the second machine part (3) maintains ob
liquely upward. The coffee packet i s automatically removed through the movement of the first machine part (2) and rotation of the
second machine part (3). The packet can be successfully removed without the need for an additional auxiliary component for jointly
clamping the packet. The structure i s simpler, and the volume thereof i s greatly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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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 3)) 。

(57) 摘要 :

一种便于脱包的咖啡机，包括具有进包 U ( 11) 和出包 U ( 12) 的壳体 （1)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机

件 （2 ) ，约朿在壳体 （1) 内，能沿壳体 （1) 左右水平滑移，第一机件 （2 ) 的下部具有第一弧形凹口 （2 1 ) , 第

•弧形凹 Π (21 ) 的丌 Π端倾斜朝下设置；第二机件 （3) ，转动设置在壳体 （1) 内并能在竖 平面内旋转，第二

机件 （3) 的上部 冇第一弧形凹口 （31 ) ，第—弧形 η 口 （31 ) 的开 口端倾斜朝上 设置并与进包 口 （11) 相对以

供带环形边沿 (41 ) 的咖啡包 ( 4 ) 搁置；扭簧 ( 5 ) ，作ffl 第二机件 ( 3 ) 以使第二机件 ( 3 ) h 的第二弧形凹口

(31 ) 的开 口端保持倾斜朝上趋势。通过第一机件 （2 ) 的移动和第二机件 (3) 的转动，实现咖啡包的 自动脱包，

丄需额外的联动夹包的辅助部件，便能顺利脱包，同时结构 为简 ，体积大大减小。



一种便于脱包 的咖啡机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一种便于脱包 的咖啡机 。

背景技术

咖啡机 内的传统部件一般包括有水罐、加热元件和水泵等 。为 了携带方便 ，各种如

烘焙磨碎 的咖啡、速溶 的咖啡等等都包装在一密封 的类似果冻包 的咖啡包 内，使用 时将

容置有咖啡的咖啡包放置在咖啡机 内，再将加热 的水用水泵打到咖啡机 内放置咖啡包 的

腔室 内，水流过要萃取 的原料如咖啡，热咖啡则从咖啡机 的出水管流到杯子 中。使用后

需要将作废 的咖啡包取 出，传统的咖啡机每操作一次都需要用手将咖啡包从腔室 内取 出

丢弃，故操作不方便 。

针对上述现状 ，有人发 明了允许咖啡包 自动掉落到安装在咖啡机 内的垃圾桶 中，无

需每次用手将咖啡包从腔室 内取 出丢弃，而只要在使用多次后取 出咖啡机 内的垃圾桶倾

倒其 内的多个咖啡包 ，使用更加方便和人性化 。

如一专利号为 ZL200710146245.5 (公告号为 CN100528050C) 的中国发 明专利 《可 自

动压包 、倒包 的咖啡机》，又如专利号为 ZL200920197947.0( 公告号为 CN201500016U) 的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咖啡机 的送包脱包机构》，及如专利号为 ZL201020152088.6( 公告号

为 CN201752343U) 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能 自动脱包 的咖啡机》，它们均披露 了一种

能 自动掉包 的咖啡机 。

现有能 自动掉包 的咖啡机 中为实现掉包脱包 的机构较为复杂，另外现有掉包脱包 的

机构所 占据 的体积大，故需采用较大体积 的壳体才能容纳掉包脱包 的机构 。

发 明 内容

本发 明所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现状而提供一种能 自动掉包脱包 的

咖啡机 ，本咖啡机 中的 自动脱包结构非常简单，而且体积小。

本发 明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所采用 的技术方案为：一种便于脱包 的咖啡机 ，包括壳体，

壳体的上部具有进包 口，壳体 的下部具有 出包 口，壳体 的前部设有用 以密封咖啡包并 向

咖啡包 内注入热水 的酿造部分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一机件 ，约束在壳体 内并能沿

壳体左右水平滑移 ，第一机件上端伸 出进包 口以便驱动 ，该第一机件上具有第一弧形凹



口，第一弧形凹 口的开 口端倾斜朝下设置；第二机件 ，转动设置在壳体 内并能在竖直平

面 内旋转 ，该第二机件上具有第二弧形凹 口，第二弧形凹 口的开 口端倾斜朝上设置并与

进包 口相对 以供咖啡包搁置；扭簧 ，作用于第二机件 以使第二机件上 的第二弧形凹 口的

开 口端保持倾斜朝上趋势；在第一机件水平移动至与第二机件合拢的状态下 ，所述第一

弧形凹 口与第二弧形凹 口对合形成将咖啡包定位在萃取位置的容置空间，所述壳体 的后

侧壁开有连通外界和萃取空间的出液通道 ；在第一机件水平远离第二机件 的状态下 ，第

一弧形凹 口能将咖啡包夹离第二弧形凹 口。

上述第一弧形凹 口的弧度大于 180 度而能使咖啡包变形出入第一弧形凹 口，第二弧

形凹 口的弧度小于 180 度 同时确保咖啡包稳妥搁置在第二弧形凹 口上，所述壳体 内的一

侧还具有 凸起 的挡位部 ，所述咖啡包 的前端周壁带有环形边沿 ，在第一机件水平移动至

远离第二机件 的状态下，所述挡位部与位于第一弧形凹 口内的咖啡包 的环形边沿触碰 。

由于第一弧形凹 口的弧度大于 180 度 ，第二弧形凹 口的弧度小于 180 度 ，这样 当第

一机件朝远离第二机件方 向外移时，便于将咖啡包从第二弧形凹 口中夹离，同时为使咖

啡包 向下脱离第一弧形凹 口壳体 内的一侧还具有 凸起 的挡位部 ，当咖啡包随第一机件离

开第二弧形凹 口后 ，通过挡位部与咖啡包 的环形边沿抵触 ，将咖啡包推 出第一弧形凹 口，

顺利完成脱包 。

为方便移动第一机件 ，上述壳体的上端面约束有能左右水平滑移 的移动板 ，移动板

的移动能将所述进包 口打开或遮蔽，移动板 的上端面上具有 向上凸起 的拉手 ，所述第一

机件 固定在移动板 的下端面上而能随移动板滑移 。

上述第一机件 的前、后端面上分别安装有导轮 ，所述壳体的前 、后 内端面上开有供

所述导轮导 向的导槽 。通过导轮与导槽 的滚动配合 ，这样用较小的力便可推动第一机件

左右水平滑移 。上述壳体的上端面上设有两 间隔设置的挡壁 ，所述移动板位于所述两挡

壁之 间。通过挡壁对移动板 的导 向，防止移动板前后晃动 。

上述第一机件 中靠近第二机件 的一侧具有 向外延伸 的推动壁 ，所述第二机件的側部

平移动至与第二机件合 的状态 ， 、

不会在萃取 水压作用下 向下偏转 , 保证第 一机件和第二机件能将翻啡包夹牢 ，防止翻

* 包移位而导致密封不好而漏水 ，提高萃取效果 。

为便于安装各部件 ，上述壳体 由前壳和后壳对合 固定而成 ，所述第二机件上具有 向

后延伸 的转轴部 ，所述后壳上开有供所述转轴部的后部插设的插孔，所述扭簧套设在转

轴部上，扭簧 的一端 固定在后壳上，扭簧 的另一端抵靠在第一机件 的周面上 。其为一种



具体地将第二机件转动安装在后壳上的结构方式 。

上述壳体的后侧壁开有凹部，所述 出液通道位于该凹部 内，凹部 内固定有压力支架，

压力支架与出液通道之 间通过密封 圈形成液密封 ，压力支架上开有连通 出液通道和所述

萃取空间的过渡通道 ，出液通道 内安装有 由背压弹簧顶持而将过渡通道下端 出 口封堵住

的背压堵塞 。前述结构使咖啡饮料需要一定 的压力才能流 出出液通道 ，故能保证饮料萃

取充分并使最终流 出的咖啡饮料泡沫少，起到过滤除泡沫作用 ，咖啡饮料 的 口感更好 。

上述酿造部分包括两沿前后方 向设置的立柱，间隔固定在壳体上；固定板 ，固定在

立柱的前端 ；活塞芯，固定在 固定板 的后端面上，活塞芯的后部开有安装孔 ，活塞芯上

开有冷水通道 ；具有容腔 的活动容器 ，套设在立柱上并位于固定板 的下方并能相对 固定

板前后滑移 ，活动容器 的后移能压紧位于萃取空间内的咖啡包 ，所述活塞芯位于容腔 内，

活塞芯的外周面与容腔 的内壁之 间为液密封配合 ，容腔 内底面上具有前凸的插入部 ，该

插入部活动穿过活塞芯上的安装孔，插入部与安装孔之 间为液密封配合 ，插入部 内开有

热水通道 ，所述活塞芯下端面和活动容器 的容腔之 间形成相对封 闭空间，所述冷水通道

与该封 闭空间连通 ；两根支撑弹簧 ，分别套设在所述立柱上并作用于活动容器 以使活动

容器保持前移趋势；阀座 ，螺纹连接在活动容器 的下部 ，阀座上开有与所述热水通道连

通 的进水通道 ，进水通道 内设有 由弹簧顶持而将热水通道 的下端 出 口封堵住 的密封塞 。

以上为本咖啡机 的一个具体酿造部分的结构，该酿造部分通过冷水 的推力推动活动

容器移动 ，对活动容器保持一定的锁定压力 ，而与萃取位置处 的咖啡包上表面压紧配合

形成密封 的萃取空间，无需其它辅助 的机械驱动结构 以及机械锁定机构使两构件相对合

拢锁定 以形成萃取空间，简化 了酿造部分的结构，降低制造成本 。当然该酿造装置也可

采用现有 的其它酿造结构 。

上述活动容器下方设有压板 ，该压板具有 凹腔 ，凹腔 内装有柔性密封件 ，所述 的压

板及柔性密封件通过一压紧件和所述 阀座 限位在活动容器 的下端面上 。柔性密封件 的采

用确保活动容器下移后 ，柔性密封件能咖啡包形成 良好 的密封 ，确保萃取 的效果 。

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 明的优点在于：本咖啡机通过第一机件 的移动和第二机件 的

转动 ，实现咖啡包 的 自动脱包 ，无需额外 的联动夹包 的辅助部件 ，便能顺利脱包 ，同时

结构更为简单，而且本咖啡机 的体积相对现有咖啡机来说大大减小，便于在咖啡机 的装

饰外壳 内摆放 。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在装包状态下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前壳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图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后壳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第一机件 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图 5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第二机件 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图 6 为本发 明实施例在刚装包状态下的第一机件与第二机件相对位置示意 图；

图 7 为本发 明实施例在萃取 中间过程 的第一机件与第二机件相对位置示意 图；

图 8 为本发 明实施例在准备萃取时的第一机件与第二机件相对位置示意 图；

图 9 为本发 明实施例在脱包刚开始阶段 的第一机件与第二机件相对位置示意 图;

图 10 为本发 明实施例在脱包 中间过程 的第一机件与第二机件相对位置示意 图；

图 11 为本发 明实施例在脱包完成后 的第一机件与第二机件相对位置示意 图；

图 12 为本发 明实施例 的后视 图；

图 13 为本发 明实施例 的主视 图；

图 14 为图 12 的 A — A 向剖视 图；

图 15 为图 13 的 B—B 向剖视 图；

图 16 为图 13 的 C — C 向剖视 图；

图 17 为本发 明实施例去掉前壳后 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以下结合 附图实施例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

如 图 1〜 17 所示，为本发 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 。

一种便于脱包 的咖啡机 ，包括壳体 1，壳体 1 由前壳 17 和后壳 18 对合并通过螺钉 固

定而成 ，壳体 1 的上部具有进包 口 11，壳体 1 的下部具有 出包 口 12，壳体 1 的上端面约

束有能左右水平滑移 的移动板 6，移动板 6 的移动能将进包 口 11 打开或遮蔽，壳体 1 的

上端面上设有两 间隔设置的挡壁 16，移动板 6 位于两挡壁 16 之 间，移动板 6 的上端面上

具有 向上凸起 的拉手 6 1，以方便带动移动板左右水平滑移 ，壳体 1 的前部设有用 以侧 向

密封咖啡包 4 并 向咖啡包 4 内注入热水 的酿造部分 。

第一机件 2，约束在壳体 1 内并能沿壳体 1 左右水平滑移 ，第一机件 2 固定在移动板

6 的下端面上而能随移动板 6 滑移 ，因此移动前述移动板 6 便可带动第一机件 2 左右水平

滑移 ，第一机件 2 的下部具有第一弧形凹 口 2 1，第一弧形凹 口 2 1 的弧度略大于 180 度而

能使咖啡包 4 变形出入第一弧形凹 口 2 1，第一弧形凹 口 2 1 的开 口端倾斜朝下设置，即第

一弧形凹 口 2 1 开 口端之 间的连线与水平方 向呈锐角 。

为轻松带动第一机件 2 移动 ，第一机件 2 的前 、后端面上分别安装有导轮 7，壳体 1

的前、后 内端面上开有供导轮 7 导 向的导槽 15。

第二机件 3，转动设置在壳体 1 内并能在竖直平面 内旋转 ，即第二机件 3 上具有 向后

延伸 的转轴部 32，后壳 18 上开有供转轴部 32 的后部插设的插孔 181 ; 该第二机件 3 的

上部具有第二弧形凹 口 3 1，第二弧形凹 口 3 1 的弧度略小于 180 度 同时确保咖啡包 4 稳妥

搁置在第二弧形凹 口 3 1 上，第二弧形凹 口 3 1 的开 口端倾斜朝上设置并与进包 口 11 相对



以供带环形边沿 4 1 的咖啡包 4 搁置，即第二弧形凹 口 3 1 开 口端之 间的连线与水平方 向

呈锐角 。

扭簧 5，扭簧 5 套设在转轴部 32 上，扭簧 5 的一端 固定在后壳 18 上，扭簧 5 的另一

端抵靠在第一机件 2 的周面上，这样扭簧 5 便作用于第二机件 3 以使第二机件 3 上的第

二弧形凹 口 3 1 的开 口端保持倾斜朝上趋势 。

在第一机件 2 水平移动至与第二机件 3 合拢的状态下，第一弧形凹 口 2 1 与第二弧形

凹 口 3 1 对合形成容置咖啡包 4 的萃取空间，壳体 1 的后侧壁开有连通外界和萃取空间的

出液通道 13; 在第一机件 2 水平远离第二机件 3 的状态下，第一弧形凹 口 2 1 能将咖啡包

4 夹离第二弧形凹 口 3 1。

壳体 1 的后侧壁 即后壳 18 上开有凹部 19，出液通道 13 位于该凹部 19 内，凹部 19

内固定有压力支架 8，压力支架 8 与出液通道 13 之 间通过密封 圈 20 形成液密封 ，压力支

架 8 上开有连通 出液通道 13 和萃取空间的过渡通道 8 1，出液通道 8 内安装有 由背压弹簧

8 顶持而将过渡通道 8 1 下端 出 口封堵住 的背压堵塞 83 。

壳体 1 内的一侧 即后壳 18 的一侧还具有 凸起 的挡位部 14，在第一机件 2 水平移动至

远离第二机件 3 的状态下，挡位部 14 与位于第一弧形凹 口 2 1 内的咖啡包 的环形边沿 4 1

触碰 。第一机件 2 中靠近第二机件 3 的一侧具有 向外延伸 的推动壁 22，第二机件 3 的侧

部设有能与推动壁 22 贴合 的接触壁 33，在第一机件 2 水平移动至与第二机件 3 合拢的状

态下，推动壁 22 和接触壁 33 接触而形成压平面 X 。

如 图 14〜 17 所示，酿造部分包括

两沿前后方 向设置的立柱 9 1，间隔固定在壳体 1 上，各立柱 9 1 的上部为阶梯轴部 。

固定板 92，固定板 92 两侧分别套设并搁置在相应立柱 9 1 的阶梯轴部上，并在阶梯

轴部的外侧用螺母 99 锁定 。

活塞芯 93，固定在 固定板 92 的后端面上，活塞芯 93 的前部具有凹腔 ，活塞芯 93

的后部开有安装孔 931 ，活塞芯 93 上开有冷水通道 932 。

具有容腔 的活动容器 94，套设在立柱 9 1 上并位于固定板 92 的下方并能相对 固定板

9 前后滑移 ，活动容器 94 的后移能压紧位于萃取空间内的咖啡包 4 。

活塞芯 93 位于容腔 内，活塞芯 93 的外周面与容腔 的内壁之 间设有第一密封 圈 910

以形成液密封配合 ，活动容器 94 的容腔 内底面上具有前凸的插入部 941 ，该插入部 941

活动穿过活塞芯上的安装孔 931 ，插入部 941 与安装孔 931 之 间设有第二密封 圈 911 以形

成液密封配合 ，该第二密封 圈 911 通过一嵌设在安装孔 931 内的压块 912 压紧在活塞芯

93 的凹腔 内，插入部 941 内开有热水通道 942 ，活塞芯 93 下端面和活动容器 94 的容腔

之 间形成相对封 闭空间 943 ，冷水通道 932 与该封 闭空间 943 连通 。

两根支撑弹簧 95，分别套设在立柱 9 1 上并作用于活动容器 94 以使活动容器 94 保持

前移趋势 。



阀座 96，螺纹连接在活动容器 94 的下部，阀座 96 上开有与热水通道 942 连通 的进

水通道 961 ，进水通道 961 内设有 由弹簧 962 顶持而将热水通道 942 的下端 出 口封堵住 的

密封塞 963 。

活动容器下方设有压板 97，该压板 97 具有凹腔 ，凹腔 内装有柔性密封件 98，压板

97 及柔性密封件 98 通过一压紧件 99 和 阀座 96 限位在活动容器 94 的下端面上 。

本实施例 中的咖啡包 4 外形大致呈圆柱状 ，咖啡包 4 中的上下端面是柔软的并布置

有很多细小的孔 42，咖啡包 4 中四周的封边则是刚性的，咖啡包 4 上部 四周具有 向外 的

环形边沿 4 1，其也是为常规的咖啡包结构 。活动容器 94 下移至萃取位置，压板 97 内的

柔性密封件 98 与咖啡包 4 的上端面紧贴 以与咖啡包 4 一起形成封 闭空间。

为此外壳的进包 口 11 的外形呈与咖啡包 4 的外形类似 的凸形，确保咖啡包 4 放置的

时候不会反 向放置，保证萃取 的正常进行 。

本发 明实施例 的工作原理及过程如下：

装包送包过程 ：如 图 6〜 8 所示 ，水平移动移动板 6，使进包 口 11 外露，将咖啡包 4

从进包 口 11 投入，咖啡包 4 正好落入第二机件 3 上的第二弧形凹 口 3 1 内，然后反 向水

平移动移动板 6，第一机件 2 的推动壁 22 的侧边先接触外露出第二弧形凹 口 3 1 内的咖啡

包 4 周壁 ，继续移动第一机件 2，咖啡包 4 及第二机件 3 在第一机件 2 的挤压作用下，使

第二机件 3 克服扭簧 5 的扭力 向下转动 ，在第一机件 2 水平移动至第二机件 3 上方的状

态下，第二机件 3 在扭簧 5 作用下复位 ，第一弧形凹 口 2 1 与第二弧形凹 口 3 1 对合形成

容置咖啡包 4 的萃取空间，此时咖啡包 4 位于酿造部分下方而处于萃取位置 。

萃取过程 ：如 图 14〜16 所示，先通冷水 ，冷水经冷水通道 932 后流入活塞芯 93 下

端面和活动容器 94 的容腔形成 的封 闭空间 943 内，随着封 闭空间 943 的水压增大，推动

活动容器 94 克服支撑弹簧 95 的弹力相对 固定板 92 和活塞芯 93 后移 ，固定在活动容器

94 下部的压板 97 也随之下移 ，继续保持一定 的水压 ，直至压板 97 下端面与咖啡包 4 的

环形边沿 3 1 的上端面紧紧贴合 ，与咖啡包 4 一起形成封 闭的萃取空间；接着通热水 ，热

水通过热水通道 942 后作用于密封塞 963 ，当热水达到一定压力后顶开密封塞 963 ，热水

通过进水通道 961 进入咖啡包 4 内进行萃取 ，当萃取后 的饮料达到一定压力，顶开背压

堵塞 83，饮料通过过渡通道 8 1 及 出液通道 13 后流 出以供饮用 。

脱包过程 ：如 图 9〜11 所示 ，水平移动移动板 6，第一机件 2 随移动板 6 朝远离第二

机件 3 方 向移动 ，咖啡包 4 在第一弧形凹 口 2 1 的带动下，随第一机件 2 — 起离开第二弧

形凹 口 3 1，第二机件 2 在咖啡包 4 的挤压作用下，使第二机件 3 克服扭簧 5 的扭力 向下

转动 ，直至第一机件 3 水平移动至远离第二机件 3 状态下，第二机件 3 在扭簧 5 作用下

复位 ，同时挡位部 14 与咖啡包 的环形边沿 4 1 抵触 ，挡位部 14 将咖啡包 4 推 出第一弧形

凹 口 2 1，咖啡包 4 脱离第一弧形凹 口 2 1 的限制，从出包 口 12 脱落 ，顺利完成脱包 。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便于脱包 的咖啡机 ，包括壳体 ( 1)，壳体的上部具有进包 口（11) ，壳体的下部

具有 出包 口（12) ，壳体(1) 的前部设有用 以密封咖啡包 (4) 并 向咖啡包 (4) 内注入热水 的酿造

部分；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第一机件 (2)，约束在壳体(1) 内并能沿壳体(1)左右水平滑移 ，第一机件 (2) 上端伸 出

进包 口（11)以便驱动 ，该第一机件 (2)上具有第一弧形凹 口(21 )，第一弧形凹 口(21) 的开 口

端倾斜朝下设置；

第二机件 (3) ，转动设置在壳体(1) 内并能在竖直平面 内旋转 ，该第二机件 (3) 上具有

第二弧形凹 口(31 )，第二弧形凹 口(31) 的开 口端倾斜朝上设置并与进包 口(11)相对 以供咖

啡包 (4)搁置 ；

扭簧 (5)，作用于第二机件(3) 以使第二机件 (3)上 的第二弧形凹 口(31) 的开 口端保持倾

斜朝上趋势；

在第一机件 (2)水平移动至与第二机件 (3)合拢 的状态下，所述第一弧形凹 口(21) 与第

二弧形凹 口(31) 对合形成将咖啡包 (4)定位在萃取位置的容置空间，所述壳体(1) 的后侧壁

开有连通外界和萃取空间的出液通道 (13); 在 第一机件 (2) 水平远离第二机件 (3) 的状态

下，第一弧形凹 口(21) 将带动咖啡包 (4)离开第二弧形凹 口(31 ) 。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便于脱包 的咖啡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弧形凹 口(21)

的弧度大于 180 度 ，且该弧度大小满足咖啡包 (4) 能变形出入第一弧形凹 口(21), 所述第

二弧形凹 口(31) 的弧度小于 180 度 同时确保咖啡包稳妥搁置在第二弧形凹 口(31) 上 ，所

述壳体 (1) 内的一侧还具有 凸起 的挡位部 (14 ) ，所述咖啡包 (4) 的前端周壁带有环形边沿

(41 )，在第一机件 (2)水平移动至远离第二机件 (3) 的状态下，所述挡位部(14) 与位于第一

弧形凹 口 2 1) 内的咖啡包 的环形边沿(41) 触碰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便于脱包 的咖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 的上端面

约束有能左右水平滑移 的移动板 (6)，移动板 (6) 的移动能将所述进包 口（11)打开或遮蔽，

移动板 (6) 的上端面上具有 向上凸起 的拉手 (61)，所述第一机件 (2) 固定在移动板 (6) 的下端

面上而能随移动板 (6)滑移 。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便于脱包 的咖啡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机件 (2) 的前 、

后端面上分别安装有导轮 (7) ，所述壳体(1) 的前 、后 内端面上开有供所述导轮 (7) 导 向的

导槽 (15 ) 。

5、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便于脱包 的咖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 的上端面

上设有两 间隔设置的挡壁 (16 )，所述移动板 (6)位 于所述两挡壁 (16) 之 间。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便于脱包 的咖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机件 (2) 中靠



近第二机件(3) 的一侧具有向外延伸的推动壁(22 )，所述第二机件(3) 的侧部设有能与所述
推动壁(22) 贴合的接触壁(33 )，在第一机件(2)水平移动至与第二机件(3)合拢的状态下，
所述推动壁(22) 和接触壁(33)接触而形成压平面 。

7、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便于脱包的咖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 由前壳( 17)

和后壳( 18)对合固定而成，所述第二机件(3)上具有向后延伸的转轴部(32 )，所述后壳( 18)

上开有供所述转轴部(32) 的后部插设的插孔( 181)，所述扭簧(5)套设在转轴部(32) 上，扭
簧(5) 的一端固定在后壳( 18)上，扭簧(5) 的另一端抵靠在第一机件(3) 的周面上。

8、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便于脱包的咖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 的后侧壁
开有凹部( 19)，所述出液通道( 13)位于该凹部(19) 内，凹部( 19)内固定有压力支架(8)，压
力支架(8)与出液通道( 13)之间通过密封圈(20) 形成液密封，压力支架(8)上开有连通出液
通道( 13)和所述萃取空间的过渡通道(81)，所述出液通道( 13)内安装有由背压弹簧(82) 顶
持而将过渡通道(81)下端出口封堵住的背压堵塞(83 )。

9、根据权利要求 1〜 8 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方便脱包的咖啡机，其特征在于：所

述酿造部分包括
两沿前后方向设置的立柱(9 1)，间隔固定在壳体(1)上；
固定板 92 )，固定在立柱 9 1)的前端；
活塞芯(93 )，固定在固定板(92) 的后端面上，活塞芯(93) 的后部开有安装孔(93 1)，活

塞芯(93) 上开有冷水通道(932);

具有容腔的活动容器(94 )，套设在立柱(9 1)上并位于固定板(92) 的下方并能相对固定
板(92) 前后滑移，活动容器(94) 的后移能压紧位于萃取空间内的咖啡包(4)，所述活塞芯

(93) 位于容腔内，活塞芯(93) 的外周面与容腔的内壁之间为液密封配合，容腔内底面上
具有前凸的插入部(94 1)，该插入部(94 1)活动穿过活塞芯上的安装孔(93 1)，插入部(94 1)

与安装孔(93 1)之间为液密封配合，插入部(94 1)内开有热水通道(942 )，所述活塞芯(93)

下端面和活动容器(94) 的容腔之间形成相对封闭空间(943 )，所述冷水通道(932) 与该封闭
空间(943 ；)连通；

两根支撑弹簧(95 )，分别套设在所述立柱(9 1)上并作用于活动容器(94) 以使活动容器
(94) 保持前移趋势；

阀座(96 )，螺纹连接在活动容器(94) 的下部，阀座(96) 上开有与所述热水通道(942)

连通的进水通道(96 1)，进水通道(96 1)内设有由弹簧(962) 顶持而将热水通道(942) 的下端
出口封堵住的密封塞(963 ；) 。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方便脱包的咖啡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容器下方设
有压板(97 )，该压板(97) 具有凹腔，凹腔内装有柔性密封件(98 )，所述的压板(97) 及柔性
密封件(98) 通过一压紧件(99)和所述阀座(96) 限位在活动容器(94) 的下端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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