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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價保溫杯效能不遜名廠貨
一年四季，保溫杯都大派用場。天氣寒冷時，不論戶內戶外，一杯熱飲在手，暖意融

融。父母帶同孩子外出，也會隨身帶備輕巧便攜的保溫壺，按時沖調奶粉或補充水分。

亦有不少學生及上班族慣用保溫杯盛載開水或茶隨時飲用。測試了20款保溫杯或保溫

壺，發現保溫性能參差，放置6小時後，所能保持的溫度由54℃至73℃，相差接近20℃！

測試輕巧便攜的保溫杯或保
溫壺

測試了20款設計簡單輕巧、易於攜

帶的不銹鋼保溫杯或保溫壺。17款樣本以

擰蓋開合，「象印」SM-SA36-RW（#2）、

「膳魔師」JNI-300（#5）及「Topvalu」TV-

15WM300GB（#12）3款則是一按開蓋的

款式。樣本標示的容量由250毫升至500毫

升，售價則由$56至$479，差異頗大。測試

顯示保溫杯／壺的表現與價錢並無直接關

係，不一定愈貴愈好，消費者宜小心選擇。

用真空夾層保溫保冷
不銹鋼保溫容器內外層均用不銹鋼

製造，中間以抽真空技術將空氣抽出，保

持內裡真空，將熱力傳導及對流的機會減

至最低；倒進熱水後，熱能不易被傳送出

外，便能達到保溫目的，熱天裝入冷飲則

可保持飲品冷凍。

試驗項目
測試 主 要 參 考歐 洲標 準 B S  E N 

12546-1:2000的規定進行，項目包括檢測

容量、6小時後保溫效能、倒水試驗、穩定

性測試、溫度驟升試驗、漏水試驗、容器密

封程度及撞擊試驗，而使用方便程度和標

籤資料則以使用者角度評估。由於產品是

用來裝載飲品，所以參考德國標準檢視樣

本是否有氣味，食物安全方面則參考歐洲

標準EU 10/2011檢視樣本的塑膠及橡膠部

分會否釋出塑化劑，以及參考內地GB9684-

2011《不銹鋼食具容器衞生標準》檢視不

銹鋼會否釋出過量重金屬元素。

測試結果
檢測所得的容量低於標示

所有樣本均標示了容量，由250毫升

至500毫升。部分廠商表示其檢測方法是

先量秤樣本及蓋的重量，其後將樣本注滿

室溫水，以原蓋封好及讓滿瀉的水溢出後，

再秤重量，容量是兩者的相差。亦有廠商

聲稱注入4℃冷水至樣本頂部收窄位置，

測試報告



不銹鋼保溫杯/壺測試結果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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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重 

（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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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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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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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度 [9]

總評 [10]聲稱  
[2]

量得 
 [3]

吻合度
[4]

量得的
溫度 [7]

評分

1 虎牌 Tiger MMP-G030 PH Ultra Light Stainless Steel Bottle Bright Pink $258 中國 300 274 ●●● -9﹪ 136 ●●●●0 72.5℃ ●●●●● ●●●● ●●●●● ★★★★1
2 象印 Zojirushi SM-SA36-RW $269 泰國 360 316 ●●0 -12﹪ 161 ●●●●0 70.4℃ ●●●●0 ●●●●●＊ ●●●●0 ★★★★1
3 虎牌 Tiger MJA-A036 Stainless Steel Mug $479 日本 360 331 ●●● -8﹪ 179 ●●●● 70.4℃ ●●●●0 ●●●● ●●●●● ★★★★
4 象印 Zojirushi SM-EV25D-PB $298 泰國 250 230 ●●● -8﹪ 156 ●●●0 73.5℃ ●●●●● ●●●●◇ ●● ★★★★
5 膳魔師 Thermos JNI-300 $254 馬來西亞 300 282 ●●●0 -6﹪ 166 ●●●● 68.8℃ ●●●● ●●●●0＊ ●●●●0 ★★★★
6 膳魔師 Thermos JCG-400 LB P/N35115-003 $268 中國 400 375 ●●● -6﹪ 238 ●●●0 70.4℃ ●●●●0 ●●●● ●●●0 ★★★★
7 小牛角 Vaca HCC222K Stainless Steel Vacuum Mug  $190 中國 300 287 ●●●● -4﹪ 223 ●●● 70.4℃ ●●●●0 ●●●● ●●●● ★★★★
8 Lock&Lock LHC140G Sparkle Vacuum Tumbler $169 中國 300 278 ●●● -7﹪ 220 ●●● 69.4℃ ●●●● ●●●0 ●●●●0 ★★★★

9 Soho Novo
真空‧不銹鋼保溫壺 
BKO-008-030 Stainless Steel Thermal Flask $60 中國 300 280 ●●● -7﹪ 210 ●●● 69.0℃ ●●●● ●●●0 ●●●●0 ★★★★

10 Pearl H-7619 Cafemug Slim Style $75 中國 300 287 ●●●0 -4﹪ 237 ●●0 67.9℃ ●●●● ●●●●◇ ●● ★★★1
11 名創優品 Miniso 潮牌運動保溫水壺 $59 中國 500 474 ●●●0 -5﹪ 295 ●●●0 63.5℃ ●●● ●●●● ●●● ★★★1
12 Topvalu TV-15WM300GB $70 中國 300 292 ●●●●0-3﹪ 232 ●●● 63.6℃ ●●● ●●●●●＊ ●● ★★★1
13 Ichigo ICH-4260SVB-BR 真空斷熱 $76 中國 300 268 ●●0 -11﹪ 214 ●●0 67.1℃ ●●●0 ●●●0 ●●●0 ★★★1
14 億世家 echome VB280Y 雙層不銹鋼保溫壺 $70 中國 280 260 ●●● -7﹪ 222 ●●0 65.7℃ ●●●0 ●●●0 ●●● ★★★1
15 三光牌 Sun Kung F-350ES  BuBee FAT ANTS 二層高真空不銹鋼休閒杯 $134 台灣 350 311 ●●0 -11﹪ 297 ●● 65.1℃ ●●●0 ●●●0 ●●●0 ★★★
16 PoleBear FHB350W 鋼保溫壺 Stainless Steel Vac Bottle $56 中國 350 323 ●●● -8﹪ 213 ●●●0 61.1℃ ●●0 ●●● ●●●● ★★★
17 銀星 Silver Star Stainless Steel Vacuum Flask $89 中國 350 305 ●● -13﹪ 228 ●●● 63.2℃ ●●● ●●● ●●● ★★★

18 大福口 Tafoco
二層不銹鋼高真空斷冷斷熱  
HA-350-1 18-8 Two Level High Vacuum Stainless Steel $80 中國 350 284 ●0 -19﹪ 236 ●●0 63.0℃ ●●● ●●●● ●●● ★★★

19 鷹牌 Eagle EX-300 Unbreakable Stainless Steel Vacuum Flask $98 中國 320 281 ●●0 -12﹪ 218 ●●● 60.0℃ ●●0 ●●●● ●●●0 ★★★
20 Klean Kanteen K12VWSSL-GG Vacuum Insulated $279 中國 355 355 ●●●●● -0.1﹪ 278 ●●● 53.9℃ ●● ●●●0 ●●● ★★★

註 ●或★愈多，表示該項測試表現愈好，最多5粒。
測試亦包括產品的穩定程度和密封程度、倒水表現、會否漏水、溫度驟升及撞擊，以及
是否有氣味、塑膠或橡膠部分是否含有5種塑化劑及5種可能從不銹鋼中釋出的金屬
元素，所有樣本在這些項目的檢測結果均符合標準或釋出量遠低於標準上限，全部評
分相同，因此沒有計算在總評之內。

[1]  大約售價是本會於2016年1月的巿場調查所得，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只供參考。

[2]   部分廠商稱其容量測定方法是首先量秤樣本及蓋的重量，然後將樣本注滿室溫
水，以原蓋封好及讓多餘的水溢出後，再量秤重量，容量是兩者的相差。部分廠
商則稱注入4℃冷水至樣本頂部收窄位置並合上蓋後，再量秤盛載水的重量。

[3]  參考歐洲標準 BS EN 12546-1:2000，量得的容量是指在室溫下注水至距離容
器蓋以下10毫米的容量。

[4]  以聲稱容量和量得容量相差的百分比評分，相差愈大，評分愈低。

[5]   除去包裝、沒有盛載液體時實際量得的重量。

[6]   以量得重量除以量得容量的比率計算，數值愈小，評分愈高。

[7]  參考歐洲標準 BS EN 12546-1:2000，先在20℃室溫下，將容器注滿溫度不少
於95℃的熱水，預熱5分鐘後倒去熱水，再重新注滿95℃熱水，用原蓋封好放在
20℃室溫下6小時後量度水溫。

[8]   檢視產品的設計是否方便飲用（例如一按即開）、工藝（圓滑程度）、密封膠圈

的結構及拆洗方便程度及是否有把手方便拿取等。
  ＊：一按即開
  ◇：杯/壺口有膠圈，方便飲用

[9]   檢視包裝上及說明書內提供的資料例如保溫度、使用說明或注意
事項等是否詳細，然後評分。若標籤／說明所用語言並非中英文，
評分會受限制。

[10]  評分比重如下：
   容量吻合度 10% 使用方便程度 15%
   輕便程度 15% 標籤說明詳細度 10%
   6小時保溫效能 50%

1 3 5

11 13 15

2 4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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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其他方面的表現及食物安全測試結果

倒水試驗是檢視樣本倒水時是否流暢抑或不受控制流出杯外；穩定

程度檢視樣本放在傾側的斜台上會否翻倒；溫度驟升試驗是檢視樣本在注

入冷水，然後再注入熱水令溫度急升的情況下會否損壞；漏水試驗檢視樣

本上蓋後倒轉10分鐘時會否滲水；撞擊測試則檢視將樣本由高處墜下撞擊

硬木板後會否損壞。結果顯示全部樣本都符合標準要求。

氣味測試

保溫杯/壺的封蓋多數用塑膠或橡膠製造，有些人會擔心用蓋封密

後存有氣味，影響飲品的味道。本會參考了德國的標準，在樣本內櫳注入

沸水及以原蓋密封24小時後，由6名測試員用蒸餾水作比對，評定浸泡24

小時後的水是否殘留氣味。結果發現全部樣本均沒有殘留氣味。

塑膠物料品質

部分塑化劑（plasticizers）有干擾內分泌系統的特性，長期大量攝

入可能影響人體健康，例如長遠對肝臟和腎臟造成損害。動物研究顯示，

DEHP可能對實驗動物的發育和生殖造成毒性損害，而DIDP則有損肝、

腎的功能。因此，本會考歐洲標準EU 10/2011，檢測樣本的塑膠或橡膠

部分會否釋出DBP、DEHP、BBP、DINP及DIDP等塑化劑。結果顯示所有

樣本的塑膠或橡膠部分所釋出的塑化劑量全都遠低於標準上限。

不銹鋼品質

不銹鋼物料是用不同比例的鉛、鉻、鎳等鑄造而成，若品質不佳，使

用時可能會釋出這些重金屬元素。本會參考GB9684-2011《不銹鋼食具

容器衞生標準》，在指定條件下用4%醋酸浸泡樣本24小時，然後檢視有

否釋出鉛、鉻、鎳、鎘及砷等重金屬。結果顯示所有樣本釋出的重金屬量

均遠低於標準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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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介乎300﹣400毫升之間的樣本則以「象

印」SM-SA36-RW（#2）較輕便。

保溫能力差別大

歐洲標準的測試方法，是在20℃環

境下，將樣本注滿不低於95℃的熱水，預

熱5分鐘後倒去熱水，再重新注滿95℃的

熱水，以原蓋封好放在室溫20℃下6小時，

然後量度水溫。

6小時後，6款樣本的水溫保持在

70℃以上，表現最佳的是「象印」SM-

EV25D-PB（#4），達73.5℃，其次的「虎

牌」MMP-G030 PH（#1）有72.5℃。7

款樣本介乎65℃-70℃之間，其餘7款樣

本則在65℃以下，當中表現較遜色的2

款樣本「鷹牌」EX300（#19）及「Klean 

Kanteen」K12VWSSL-GG（#20），只為

60℃或以下。

儘管數款樣本所保持的水溫只有

60℃左右，但仍比人體溫度37℃高出許

多，飲用仍有熱的感覺，不過用來沖調飲

品例如朱古力、奶茶或咖啡，或在戶

外嚴寒環境下飲用求取暖意，則可

能嫌熱度不足。

一按即可飲用的款式較方便使用

使用方便程度主要檢視產品的設計

是否方便使用，例如是否一按即可直接

飲用、杯口金屬邊緣是否順滑不刮口或有

套上膠圈方便飲用、密封膠圈的結構及裝

拆方便程度，以及其他額外設備例如手

把、替換膠圈等。使用方便程度以一按即

可飲用的3款（#2、#5及#12）評分較高，

「PoleBear」FHB350W（#16）及「銀星」

（#17）2款樣本因金屬邊緣不夠順滑

和密封膠圈裝拆不方便，評分較低。

2款的標籤資料較詳細

保溫產品用來裝載飲品，需標註

中英文使用說明或注意事項，以免因不

適當使用而引致意外或令產品受損，例如

「勿使用微波爐或焗爐加熱」，「不可用於

替奶類或嬰兒食品保溫以免變壞或滋生細

菌」，「不可用洗碗碟機清洗」等。

檢視標籤資料，發現「象印」SM-

E V25D -PB（#4）、「Pea r l」H -7619

（#10）及「Topvalu」TV-15WM300GB

（#12）只有日文說明，消費者可能不明所

以而誤用；「虎牌」兩個樣本則有較詳細

的中英文使用說明，評分較高。

測試報告

圖左為設計簡單的款式，只以擰蓋開合；圖右則為一按即開、方便直接飲用的款式。飲用時

要留意飲品的溫度，以免燙傷。

仔細清潔蓋的縫隙，拆除密封圈清洗後，要妥

善裝回原位，以免滲漏。

合上蓋後，再量秤所盛載水的重量。

不過，歐洲標準所指的容量，是指在

室溫下注水至距離產品蓋以下10毫米得出

的容量，加蓋後不會有水溢出，這是模擬一

般消費者的用法，以防注入過量熱水後熱

水溢出而導致燙傷的危險，及避免塑膠部

分常浸於熱水中。參考歐洲標準方式所量

得的樣本容量全部低於標示的容量，差異

頗大，由0.1%至19%。

重量及容量難兩全其美

選擇保溫容器除了考慮重量，亦要考

慮容量是否足夠所需。通常容量大則所用

物料也較多較重，如用來盛載飲品攜帶出

外，當然希望輕便，兩者較難兩全其美。樣

本中聲稱容量最大為500毫升，量得的淨

重是295克，最輕的樣本只有136克，聲稱

容量為300毫升。若容量相若，自然是輕身

取勝，所以評估輕便程度是以樣本的淨重

除以量得容量的比率計算。聲稱容量300

毫升或以下的樣本中，自稱超輕的「虎牌」

MMP-G030 PH（#1）名副其實是

樣本中最輕的，而且容量不俗，輕

便程度的評分最高。聲稱容



使用及保養貼士
日常使用

● 首次使用前，應先用海綿和溫和的洗潔

精清洗。

● 為提高保溫效能，先倒入小量沸水或

冰水預熱或預冷，然後將水倒掉，再倒

入熱飲或凍飲，可延長保溫或保冷的

時間。

● 加入液體不宜過量，宜加至杯/壺口下 

1至2厘米，以免拴蓋時熱液溢出導致燙

傷，也可避免塑膠或橡膠長時間浸在熱

液體內而加快老化變硬，影響密封性。

● 使用時，要確保杯蓋/壺蓋已上緊，以防

液體漏出。

● 飲用時留意液體溫度或 較高，小 心

燙傷。

● 不要長時間盛載濃茶、咖啡等味道重、

顏色深的飲品，以免味道與顏色殘留難

以清洗。

● 應避免撞擊或從高處墜下，撞擊後真空

層會遭到破壞而影響保溫效能。 

清潔

● 每次用後，尤其是並非裝載清水的時

候，應徹底清潔及晾乾，以免污漬或色

素殘留，及避免塑膠或橡膠物料因不清

潔而易發霉變色。

● 除非產品另有說明，否則不應放入洗碗

碟機清洗，以免損壞。

● 不應用漂白劑或含氯成分的洗潔劑清

洗，因氯化物可能損壞不銹鋼表面。

● 宜用海綿、軟布、軟刷及溫和的洗潔精

清洗，不要用百潔布、鋼絲刷或硬的刷

子洗刷內櫳以防刮損。

● 通常蓋的縫隙較難清洗，宜仔細清潔，

可將蓋和密封膠圈分拆方便清潔，清洗

完畢及晾乾後，應將密封膠圈妥善裝回

原位，以防滲漏。

● 若產品有異味，可裝載熱水，加1小匙食

用小蘇打粉(baking soda)，浸泡半小時

至1小時後沖洗乾淨。 

廠商意見
「虎牌」（#1及#3）的代理商表示，

其標示的容量是樣本注滿水的容量，與本

會的量度方法有差異。

「象印」（#2及#4）的代理商表示，

其標示的容量是樣本注滿4℃冷水的容量，

與本會的量度方法有差異。該公司又表示

#4已沒有在巿場供應。

「膳魔師」（#5及#6）的代理商表

示，產品全用原材料，不用再用物料。

「名創優品」（#11）的代理商向本會

提供第三方的測試報告，顯示產品符合內

地對保溫產品的技術和衞生要求。

「Topvalu」（#12）的代理商表示，

供應商採用日本JIS的保溫產品標準，因

此其聲稱的6小時保溫溫度未必符合歐

洲標準，但實際量得的保溫溫度卻比聲

稱為高。

「鷹牌」（#19）的代理商稱，將加入

適當的使用說明，又表示樣本的設計是以

方便攜帶使用為重點，因而採用較薄的物

料，可能影響保溫效能，所以產品附送保

溫套以增強保溫效能。

「Klean Kanteen」（#20）的廠商表

示，該公司並不採用歐洲標準，也沒有以

符合該標準推廣宣傳產品。測試型號是

該系列中容量最細及瓶口最闊的產品，因

此熱能較易流失，其設計的6小時保溫效

能為不少於49℃，本會的測試結果符合其

預期。 
不應用保溫產品裝載汽水、奶類產品和酸性較

強的果汁。

選擇指 南

1947202. 2016 選擇

測試中以「虎牌」MMP-G030 

PH（#1，$258）及「象印」SM-

SA36-RW（#2，$269）兩款樣本各

方面的表現較佳，評分有4星半，

但售價較高。百元以內表現不俗獲

4星評分的樣本有「Soho Novo」

BKO-008-030（#9，$60），其餘百

元以內而6小時保溫溫度達65℃以

上的樣本有「Pearl」H-7619（#10，

$75）、「Ichigo」ICH-4260SVB-

BR（#13，$76）及億世家VB280Y

（#14，$70）。消費者可因應自己

所需的容量、重量及喜歡的設計例

如闊口或窄口等作考慮。

盛載飲品禁忌

● 切勿用來盛載有氣的碳酸飲品例如汽

水等，以免造成內部壓力過大而使飲品

噴出。

● 建議不要裝載酸性強的西柚汁、橙汁

等果汁飲品或乳酸飲品，以免飲品易

變壞。

擺放

● 不應放在兒童容易拿取的地方，免生意

外。有鎖蓋功能的型號可防止意外打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