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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中草药提取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中草药提取装置，包

括发酵罐、搅拌装置、超声波装置、以及管路系

统；所述发酵罐包括发酵罐罐体、位于所述发酵

罐罐体内的发酵罐夹套层以及发酵罐罐体盖，所

述发酵罐上设有进气口、进水口、进料口、排污

口、出水口；所述发酵罐罐体盖上设有排气口和

取样口；所述发酵罐罐体盖的中部设有连接口；

所述搅拌装置包括搅拌电机、搅拌轴；所述超声

波装置设于所述发酵罐罐体盖侧，所述超声波装

置的超声端与连接口相连接；所述管路系统包括

进气管路、进水管路、出水管路和排污管路，所述

进气管路包括并联设置的蒸汽管路和气体管路，

所述蒸汽管路和气体管路在汇合处通过一进气

管与所述进气口相连通。本实用新型的中草药提

取装置提取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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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草药提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发酵罐、搅拌装置、超声波装置、以及管路系

统；

所述发酵罐包括发酵罐罐体、位于所述发酵罐罐体内的发酵罐夹套层以及发酵罐罐体

盖，所述发酵罐上设有进气口、进水口、进料口、排污口、出水口；所述发酵罐罐体盖与发酵

罐罐体可拆卸连接，所述发酵罐罐体盖上设有排气口和取样口；所述发酵罐罐体盖的中部

设有连接口；

所述搅拌装置包括搅拌电机、搅拌轴；所述搅拌轴一端位于所述发酵罐罐体内，另一端

与所述搅拌电机的动力输出端连接；

所述超声波装置设于所述发酵罐罐体盖侧，且所述超声波装置的超声端与所述发酵罐

罐体盖的连接口相连接；

所述管路系统包括进气管路、进水管路、出水管路和排污管路，所述进水管路与所述进

水口相连通，所述出水管路与所述出水口相连通，所述排污管路与排污口相连通；所述进气

管路包括并联设置的蒸汽管路和气体管路，所述蒸汽管路和气体管路在汇合处通过一进气

管与所述进气口相连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草药提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蒸汽管路和气体管路通过一

连接管相连通，所述连接管上设有连接管开关阀Q5。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草药提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管于所述汇合处设有进

气阀Q1，所述蒸汽管路上依次设有第一蒸汽开关阀Q8、蒸汽过滤器和第二蒸汽开关阀Q2；所

述气体管路上依次设有第一气体开关阀Q9、减压阀、第二气体开关阀Q6、除菌过滤器和第三

气体开关阀Q3。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中草药提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除菌过滤器的出口端设有除

菌过滤器开关阀Q7，所述除菌过滤器的出口端通过所述除菌过滤器开关阀Q7与所述排污管

路相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草药提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装置还包括设置于所述

发酵罐内的搅拌桨；所述搅拌桨设有多个且多个所述搅拌桨呈交叉式安装在所述搅拌轴

上。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草药提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罐上还设有温度传感器

接口。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草药提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罐上还设有压力表。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草药提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罐上还设有灯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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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草药提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分离装置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中草药提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中药所含的化学成份十分复杂，既含有多种有效成份，又有无效成份，亦包含有毒

成份。提取其有效成分并进一步加以分离、纯化，得到有效单体是中药研究领域中的一项重

要内容。中药提取就是利用一些技术最大限度提取其中有效成份，使得中药制剂的内在质

量和临床治疗效果提高，使中药的效果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

[0003] 植物全成分提取是技术发展的另一个新方向。中国传统的中医一直都是把中草药

的全部作为药剂来煎煮的。现代医学发提取中草药中某一种成分，开始的几年这种成分会

对某些症状或细菌很有效，但是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成分对症状的治疗作用就会降低，而细

菌也会产生抗体。而中草药的全成分粉碎后用于治疗则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利用

中草药中的某种提取成分可以治疗一些疾病，而这些成分本身是带有毒性的，吃多了对人

体会有伤害作用。但是如果是植物全部成分一起作为药物食用，治疗疗效不变，同时植物中

含有的其他成分会缓解这种治疗成分的毒性。在食品和保健品方面，在提取植物中某种有

效成分的同时，植物中剩下的其他成分都被浪费掉了，而这些被浪费掉的成分中，也往往含

有对人体有益的许多物质。因此，植物的全成分提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有的中草药提取

装置的全成分的提取率不高，因而开发一种提取率高的中草药提取装置，成为亟待解决的

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提供了一种中草药提取装置，综合

了气体管路、超声波装置；因此通入惰性气体与超声波的结合能使细胞壁的破壁率达到

98.6％。

[0005]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

[0006] 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中草药提取装置，包括发酵罐、搅拌装置、超声波装

置、以及管路系统；

[0007] 所述发酵罐包括发酵罐罐体、位于所述发酵罐罐体内的发酵罐夹套层以及发酵罐

罐体盖，所述发酵罐上设有进气口、进水口、进料口、排污口、出水口；所述发酵罐罐体盖与

发酵罐罐体可拆卸连接，所述发酵罐罐体盖上设有排气口和取样口；所述发酵罐罐体盖的

中部设有连接口；

[0008] 所述搅拌装置包括搅拌电机、搅拌轴；所述搅拌轴一端位于所述发酵罐罐体内，另

一端与所述搅拌电机的动力输出端连接；

[0009] 所述超声波装置设于所述发酵罐罐体盖侧，且所述超声波装置的超声端与所述发

酵罐罐体盖的连接口相连接；

[0010] 所述管路系统包括进气管路、进水管路、出水管路和排污管路，所述进水管路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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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进水口相连通，所述出水管路与所述出水口相连通，所述排污管路与排污口相连通；所述

进气管路包括并联设置的蒸汽管路和气体管路，所述蒸汽管路和气体管路在汇合处通过一

进气管与所述进气口相连通。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优点和效果：

[0012]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中草药提取装置，进气管路包括并联设置的蒸汽管路和气

体管路，工作时，将中草药进料口加入(并加入一些破壁反应液)，先通过气体管路通入惰性

气体，开启超声波装置进行超声至加入的惰性气体挥发完，超声结束；传统的中草药提取装

置采用蒸汽升温灭菌需要较高温度的蒸汽；而我们只需采用升温至50～60℃的蒸汽，而本

实用新型的超声波起到灭活的作用所以无需较高温度的蒸汽，且通入的惰性气体(氩气)+

超声波的结合有利于中草药的提取。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中草药提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中草药提取装置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5] 1、发酵罐；11、发酵罐罐体；12、发酵罐夹套层；13、发酵罐罐体盖；14、进气口；15、

进水口；16、进料口；17、排污口；18、出水口；13-1、排气口；13-2、取样口；13-3、连接口；19、

温度传感器接口；2、搅拌装置；21、搅拌电机；22、搅拌轴；3、超声波装置；4、管路系统；41、进

气管；42、蒸汽过滤器；43、减压阀；44、除菌过滤器；Q1、进气阀；Q2、第二蒸汽开关阀；Q3、第

三气体开关阀；Q4、排气阀；Q5、连接管开关阀；Q6、第二气体开关阀；Q7、除菌过滤器开关阀；

Q8、第一蒸汽开关阀；Q9、第一气体开关阀；Q10、取样口通蒸汽阀I；Q11、取样口通蒸汽阀II；

Q12、取样口排气阀；Q13、排污阀；Q14、进水阀门；Q15、出水阀；Q16、排气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中草药提取装置包括发酵罐1、搅拌装置2、超声波装置3、以及

管路系统4；

[0017] 所述发酵罐1包括发酵罐罐体11、位于所述发酵罐罐体内的发酵罐夹套层12以及

发酵罐罐体盖13，所述发酵罐上设有进气口14、进水口15、进料口16、排污口17、出水口18；

所述发酵罐罐体盖13与发酵罐罐体11可拆卸连接，所述发酵罐罐体盖13上设有排气口13-1

和取样口13-2；所述发酵罐罐体盖的中部设有连接口13-3；

[0018] 所述搅拌装置2包括搅拌电机21、搅拌轴22；所述搅拌轴22一端位于所述发酵罐罐

体11内，另一端与所述搅拌电机21的动力输出端相连接；

[0019] 所述超声波装置3设于所述发酵罐罐体盖13侧，且所述超声波装置3的超声端与所

述发酵罐罐体盖13的连接口13-3相连接(所述超声波装置3不与连接口13-3连接时，连接口

13-3处设有可拆卸连接的连接盖)；

[0020] 所述管路系统4包括进气管路、进水管路、出水管路和排污管路，所述进水管路与

所述进水口相连通，所述出水管路与所述出水口相连通，所述排污管路与排污口相连通；所

述进气管路包括并联设置的蒸汽管路和气体管路，所述蒸汽管路和气体管路在汇合处通过

一进气管41与所述进气口14相连通。

[0021]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中草药提取装置，进气管路包括并联设置的蒸汽管路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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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管路，发酵罐空消时，打开蒸汽管路通入蒸汽灭菌；工作时，将中草药进料口加入(并加入

一些破壁反应液)搅拌装置2开启进行搅拌，通过气体管路通入惰性气体，同时开启超声波

装置3进行超声至加入的惰性气体挥发完，超声结束；

[0022] 传统的中草药提取装置进行中草药提取时采用蒸汽升温灭菌需要较高温度的蒸

汽；而我们只需采用升温至50～60℃的蒸汽，通过气体管路通入惰性气体(如氩气)，同时开

启超声波装置进行超声至加入的惰性气体挥发完，超声结束，超声波起到灭活的作用所以

无需较高温度的蒸汽(本实用新型只有发酵罐空消的时候才采用高温蒸汽灭菌)，且通入的

惰性气体(氩气)+超声波的结合有利于中草药的提取：在发酵罐内加入氩气，其一增加压

力，使先加入的破壁反应液与细胞壁充分接触；其二，氩气性质稳定，加压几乎不会产生升

温作用，这有利于保护细胞内的有效药理成分不被破坏；其三是在超声波的作用下形成微

气穴，能破坏细胞壁，由于氩气是惰性气体，超声波作用引起的升温效应会降低，能使细胞

壁变形，细胞内成分析出，由于温度低，能保证有效有效药理成分不被破坏；其四，超声波作

用结束后，加入的氩气气体基本挥发，不影响下一步萃取与分离；其五，惰性气体+超声波，

在超声波的作用下，气体所形成的气泡就像一个个小炸弹一样破裂，从而有利于细胞壁的

破裂。从而得到中草药提取液。

[0023] 优选地，所述蒸汽管路和气体管路通过一连接管相连通，所述连接管上设有开关

阀Q5。

[0024] 优选地，所述进气管于所述汇合处设有进气阀Q1，所述蒸汽管路上依次设有第一

蒸汽开关阀Q8、蒸汽过滤器和第二蒸汽开关阀Q2；所述气体管路上依次设有第一气体开关

阀Q9、减压阀、第二气体开关阀Q6、除菌过滤器和第三气体开关阀Q3。

[0025] 优选地，所述除菌过滤器的出口端设有除菌过滤器开关阀Q7，所述除菌过滤器的

出口端通过所述除菌过滤器开关阀Q7与所述排污管路相连接。

[0026] 优选地，所述搅拌桨安装在所述搅拌轴于发酵罐罐体内设有搅拌桨；所述搅拌桨

设有多个且多个所述搅拌桨呈交叉式安装在所述搅拌轴上。搅拌桨呈交叉式设置使得增大

了搅拌面积，减少了工作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证了搅拌质量。

[0027] 优选地，所述发酵罐上还设有温度传感器接口19。方便进行温度的探测。

[0028] 优选地，所述发酵罐上还设有压力表。便于检测发酵罐内的压力。

[0029] 优选地，所述发酵罐上还设有灯视镜。便于观察发酵罐内的发酵状态。

[0030]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中草药提取装置的使用方法为：

[0031] 1、管路的灭菌

[0032] 打开Q8阀、Q5阀以及Q7阀，气体管路上蒸汽通过蒸汽过滤器42然后进入除菌过滤

器44。空消过程中，除菌过滤器44下端的Q3阀、排气阀Q4均应微微开启，排除冷凝水。空消时

间应持续30分钟左右，当设备初次使用或长期不用后启动时，最好采用间歇空消，即第一次

空消后，隔3～5小时再空消一次，以便消除芽孢。经空消后的蒸汽过滤器42、除菌过滤器44，

应通气吹干，约20～30分钟，然后将阀门关闭。减压阀43不能进行蒸汽灭菌，所以Q9、Q6阀不

打开。

[0033] 2、发酵罐空消

[0034] 发酵罐空消前，应将打开排污阀Q13打开(使夹套内的压力不超压)，关闭Q3，微开

Q4，打开蒸汽阀门Q2，打开Q1向罐内通蒸汽；打开Q10、Q11通过取样口向罐内通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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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将罐上的进料口16，排气阀Q16，及排污管路上的阀门Q13微微打开，使蒸汽通过这

些阀门排出，当湿度达到122℃后开始计时，调整阀门Q16、Q1、Q10的开度，保持罐内温度122

℃～128℃(压为一般在0.11～0.15Mpa)，可根据工艺调整空消的温度与压力。

[0036] 当时间达到30～40分钟后，关闭Q1、Q4、Q10，然后再关闭Q2、Q11，打开进气管路上

的阀门Q3、Q1向罐内通空气冷却，让罐内保持正压在0.03MPa-0.05MPa之间。

[0037] 需要快速冷却时则关闭排污阀门Q13，打开进水阀门Q14向夹套通冷却水冷却，到

达常温后关闭冷却水。特殊情况下，可采用间歇空消(隔3～5小时再空消一次，以便消除芽

孢)。

[0038] 3、加入培养基并接种

[0039] (1)空消结束后，关闭进气阀门Q1，打开Q16卸去罐内压力，向发酵罐内加入中草

药、以及破壁反应液，使得中草药浸没在所述破壁反应液中。

[0040] (2)开启机械搅拌装置，低速转动，使罐内物料均匀混合。

[0041] (3)打开夹套排污阀Q13、蒸汽阀Q10，对罐内培养基预热(采用夹套通汽预加热)预

热至50～60℃；或者通过所述发酵罐的夹套中注入热水，使得温度保持在50～60℃；

[0042] (4)然后采用通入的惰性气体(氩气)+超声波的结合进行灭活与中草药的提取。具

体为：

[0043] 打开阀门Q9、Q6、Q3、Q1，通过气体管路通入惰性气体(如氩气)，同时开启超声波装

置3进行超声至加入的惰性气体挥发完，超声结束，(本实用新型的中草药分离装置只有发

酵罐空消的时候才采用高温蒸汽灭菌)，且通入的惰性气体(氩气)+超声波的结合有利于中

草药的提取，从而得到中药提取液：

[0044] 超声结束后，卸掉发酵罐内的压力，打开发酵罐罐体盖13，去除破壁完的所有物料

(即所述中草药提取液)，并转移至微波萃取仪中进行微波萃取；所述微波萃取仪的加热时

间为1～2min；微波萃取的频率为300～500MHz；进行过滤和分离，即可获得所需的中草药萃

取物。

[0045] 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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