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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过硫酸钠生产技术领域，尤其为

一种过硫酸钠自动化安全生产装置，包括反应釜

和进料管，所述反应釜右端面固定连接有进料

管，所述反应釜左侧固定连接有呈上、中和下分

布的泄气管、温度传感器和进气管，所述泄气管

左侧和进气管左侧均固定连接有输送管，所述输

送管外侧均固定连接有温控箱，所述温控箱前端

面固定连接有控制器，所述温控箱上端面固定连

接有报警灯；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电磁阀门、报

警灯、控制器、换热器和气泵，通过温度传感器检

测温度，当温度达到定值时，通过发出信号给控

制器，从而控制电磁阀门打开进行泄压，然后通

过换热器进行换热工作，然后再次排放至反应釜

中，实现降温工作，具有很好的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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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过硫酸钠自动化安全生产装置，包括反应釜(1)和进料管(2)，其特征在于：所述

反应釜(1)右端面固定连接有进料管(2)，所述反应釜(1)左侧固定连接有呈上、中和下分布

的泄气管(4)、温度传感器(3)和进气管(5)，所述泄气管(4)左侧和进气管(5)左侧均固定连

接有输送管(11)，所述输送管(11)外侧均固定连接有温控箱(6)，所述温控箱(6)前端面固

定连接有控制器(13)，所述温控箱(6)上端面固定连接有报警灯(12)，所述温控箱(6)下方

固定连接有升降装置(7)，所述泄气管(4)外侧固定连接有电磁阀门(9)，所述进气管(5)外

侧固定连接有单向阀(10)，位于上方的所述输送管(11)左侧固定连接有换热器(15)，位于

下方的所述输送管(11)左侧固定连接有输出管(20)，所述换热器(15)上方设有通风装置

(8)，所述通风装置(8)上端面与温控箱(6)固定连接，所述换热器(15)下端面固定连接有支

撑板(16)，所述支撑板(16)外侧与温控箱(6)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板(16)下方设有气泵

(19)，所述气泵(19)输出端与输出管(20)固定连接，所述气泵(19)下端面与温控箱(6)固定

连接，所述气泵(19)输入端固定连接有输入管(17)，所述输入管(17)另一端与换热器(15)

固定连接，所述温控箱(6)左侧下方固定连接有过滤罩(18)，所述温控箱(6)下端面开设有

导流孔(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过硫酸钠自动化安全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孔

(14)上方呈漏斗状设置，所述导流孔(14)数量为9个，且导流孔(14)均匀分布的温控箱(6)

下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过硫酸钠自动化安全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装

置(7)包括底座(701)和固定台(702)，所述底座(701)内部固定连接有固定台(702)，所述固

定台(702)上方设有升降架(703)，所述升降架(703)下端左右两侧均固定连接有转轴

(708)，位于左侧的所述转轴(708)内部螺旋连接有螺纹杆(709)，位于右侧的所述转轴

(708)外侧与固定台(702)转动连接，所述升降架(703)上端面转动连接有滑块(704)，所述

滑块(704)上方与顶板(705)滑动连接，所述顶板(705)上端面与温控箱(6)固定连接，所述

顶板(705)下端面左右两侧均固定连接有滑杆(706)，所述滑杆(706)外侧均滑动连接有支

撑台(707)，所述支撑台(707)外侧与底座(701)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过硫酸钠自动化安全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台

(702)右侧设有倾斜管(711)，所述倾斜管(711)外侧与底座(701)固定连接，所述底座(701)

内部右侧开设有储水腔(712)，所述底座(701)右侧固定连接有排水塞(713)。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过硫酸钠自动化安全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螺纹杆

(709)右侧与固定台(702)转动连接，所述螺纹杆(709)左侧固定连接有把手(710)，所述螺

纹杆(709)左侧外侧与底座(701)转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过硫酸钠自动化安全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板

(705)上端面开设有均匀分布的导流槽，且导流槽呈横向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过硫酸钠自动化安全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风装

置(8)包括通风箱(801)和固定板(802)，所述通风箱(801)上端面与温控箱(6)固定连接，所

述通风箱(801)内部固定连接有固定板(802)，所述固定板(802)右端面固定连接有风机

(803)，所述通风箱(801)左侧端面固定连接有通风管(805)，所述通风管(805)外侧与温控

箱(6)固定连接，所述通风箱(801)下端面右侧固定连接有过滤板(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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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过硫酸钠自动化安全生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过硫酸钠生产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过硫酸钠自动化安全生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过硫酸钠也叫高硫酸钠。外观是白色晶状粉末，无臭，能溶于水，用作漂白剂、氧化

剂、乳液聚合促进剂，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

格遵守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头罩型电动送风过滤式防尘呼吸器，穿聚乙烯防毒服，

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避免产生粉尘，避免与还原剂、活性金属

粉末、碱类、醇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器损坏，禁止震动、撞击和摩擦，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0003] 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大部分过硫酸钠在生产过程中都需要通过反应釜进行反应制

备，其有时工作温度高达300度，对设备的质量要求非常高，现有的反应釜都无法进行温度

的调控，对反应的进行有所影响，高温高压下就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针对上述问

题提出一种过硫酸钠自动化安全生产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过硫酸钠自动化安全生产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

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过硫酸钠自动化安全生产装置，包括反应釜和进料管，所述反应釜右端面固

定连接有进料管，所述反应釜左侧固定连接有呈上、中和下分布的泄气管、温度传感器和进

气管，所述泄气管左侧和进气管左侧均固定连接有输送管，所述输送管外侧均固定连接有

温控箱，所述温控箱前端面固定连接有控制器，所述温控箱上端面固定连接有报警灯，所述

温控箱下方固定连接有升降装置，所述泄气管外侧固定连接有电磁阀门，所述进气管外侧

固定连接有单向阀，位于上方的所述输送管左侧固定连接有换热器，位于下方的所述输送

管左侧固定连接有输出管，所述换热器上方设有通风装置，所述通风装置上端面与温控箱

固定连接，所述换热器下端面固定连接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外侧与温控箱固定连接，所述

支撑板下方设有气泵，所述气泵输出端与输出管固定连接，所述气泵下端面与温控箱固定

连接，所述气泵输入端固定连接有输入管，所述输入管另一端与换热器固定连接，所述温控

箱左侧下方固定连接有过滤罩，所述温控箱下端面开设有导流孔。

[0007] 优选的，所述导流孔上方呈漏斗状设置，所述导流孔数量为9个，且导流孔均匀分

布的温控箱下方。

[0008] 优选的，所述升降装置包括底座和固定台，所述底座内部固定连接有固定台，所述

固定台上方设有升降架，所述升降架下端左右两侧均固定连接有转轴，位于左侧的所述转

轴内部螺旋连接有螺纹杆，位于右侧的所述转轴外侧与固定台转动连接，所述升降架上端

面转动连接有滑块，所述滑块上方与顶板滑动连接，所述顶板上端面与温控箱固定连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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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顶板下端面左右两侧均固定连接有滑杆，所述滑杆外侧均滑动连接有支撑台，所述支撑

台外侧与底座固定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固定台右侧设有倾斜管，所述倾斜管外侧与底座固定连接，所述底座

内部右侧开设有储水腔，所述底座右侧固定连接有排水塞。

[0010] 优选的，所述螺纹杆右侧与固定台转动连接，所述螺纹杆左侧固定连接有把手，所

述螺纹杆左侧外侧与底座转动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顶板上端面开设有均匀分布的导流槽，且导流槽呈横向设置。

[0012] 优选的，所述通风装置包括通风箱和固定板，所述通风箱上端面与温控箱固定连

接，所述通风箱内部固定连接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右端面固定连接有风机，所述通风箱左

侧端面固定连接有通风管，所述通风管外侧与温控箱固定连接，所述通风箱下端面右侧固

定连接有过滤板。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4] 1、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电磁阀门、报警灯、控制器、导流孔、换热器、支撑板、过滤

罩和气泵，通过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当温度达到定值时，通过发出信号给控制器，从而控

制电磁阀门打开进行泄压，然后通过换热器进行换热工作，然后再次排放至反应釜中，实现

降温工作，具有很好的安全性能；

[0015] 2、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升降架、滑块、顶板、滑杆、撑台、转轴、螺纹杆和把手，通

过转动把手可以实现将温控箱向上移动，方便其安装，然后其内部的水可以流入至储水腔，

然后进行集中收集处理，避免水源在温控箱中堆积，保证设备的实用寿命；

[0016] 3、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通过设置的通风箱、固定板、风机、过滤板和通风管，在换

热器工作过程中，其温控箱内部温度较高，此时通过启动风机然后带动空气流动，从而实现

通风散热作用，保证换热器的正常使用，具有很好的散热效果，而设置的过滤罩保证外部杂

质不易进入温控箱。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温控箱剖视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通风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升降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顶板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反应釜、2-进料管、3-温度传感器、4-泄气管、5-进气管、6-温控箱、7-升降

装置、701-底座、702-固定台、703-升降架、704-滑块、705-顶板、706-滑杆、707-支撑台、

708-转轴、709-螺纹杆、710-把手、711-倾斜管、712-储水腔、713-排水塞、8-通风装置、801-

通风箱、802-固定板、803-风机、804-过滤板、805-通风管、9-电磁阀门、10-单向阀、11-输送

管、12-报警灯、13-控制器、14-导流孔、15-换热器、16-支撑板、17-输入管、18-过滤罩、19-

气泵、20-输出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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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请参阅图1、图2、图3、图4和图5，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0025] 一种过硫酸钠自动化安全生产装置，包括反应釜1和进料管2，反应釜1右端面固定

连接有进料管2，反应釜1左侧固定连接有呈上、中和下分布的泄气管4、温度传感器3和进气

管5，泄气管4左侧和进气管5左侧均固定连接有输送管11，输送管11外侧均固定连接有温控

箱6，温控箱6前端面固定连接有控制器13，温控箱6上端面固定连接有报警灯12，温控箱6下

方固定连接有升降装置7，泄气管4外侧固定连接有电磁阀门9，进气管5外侧固定连接有单

向阀10，位于上方的输送管11左侧固定连接有换热器15，位于下方的输送管11左侧固定连

接有输出管20，换热器15上方设有通风装置8，通风装置8包括通风箱801和固定板802，通风

箱801上端面与温控箱6固定连接，通风箱801内部固定连接有固定板802，固定板802右端面

固定连接有风机803，通风箱801左侧端面固定连接有通风管805，通风管805外侧与温控箱6

固定连接，通风箱801下端面右侧固定连接有过滤板804，这种设置可以实现空气的流动，从

而实现热量的导出，实现降温目的，通风装置8上端面与温控箱6固定连接，换热器15下端面

固定连接有支撑板16，支撑板16外侧与温控箱6固定连接，支撑板16下方设有气泵19，气泵

19输出端与输出管20固定连接，气泵19下端面与温控箱6固定连接，气泵19输入端固定连接

有输入管17，输入管17另一端与换热器15固定连接，温控箱6左侧下方固定连接有过滤罩

18，温控箱6下端面开设有导流孔14，导流孔14上方呈漏斗状设置，导流孔14数量为9个，且

导流孔14均匀分布的温控箱6下方，这种设置方便水滴的流入至升降装置7中，实现集中收

集工作，升降装置7包括底座701和固定台702，底座701内部固定连接有固定台702，固定台

702上方设有升降架703，升降架703下端左右两侧均固定连接有转轴708，位于左侧的转轴

708内部螺旋连接有螺纹杆709，位于右侧的转轴708外侧与固定台702转动连接，升降架703

上端面转动连接有滑块704，滑块704的设置保证顶板705可以正常向上移动，滑块704上方

与顶板705滑动连接，顶板705上端面与温控箱6固定连接，顶板705下端面左右两侧均固定

连接有滑杆706，滑杆706外侧均滑动连接有支撑台707，支撑台707外侧与底座701固定连

接，固定台702右侧设有倾斜管711，倾斜管711外侧与底座701固定连接，底座701内部右侧

开设有储水腔712，底座701右侧固定连接有排水塞713，排水塞713的设置方便将内部的水

排出，螺纹杆709右侧与固定台702转动连接，螺纹杆709左侧固定连接有把手710，转动把手

710带动螺纹杆709转动，从而实现升降架703升降，实现顶板705升降，方便温控箱6移动，方

便设备的安装工作，螺纹杆709左侧外侧与底座701转动连接，这种设置保证设备的正常使

用，顶板705上端面开设有均匀分布的导流槽，且导流槽呈横向设置，这种设置实现水流入

至底座701内部，进行集中收集工作。

[0026] 工作流程：使用时，将物料通过进料管2放置在反应釜1中，使用时其温度升高，然

后温度传感器3测得温度，当温度达到一定数值时，此时通过温度传感器3发出信号给控制

器13，控制器13控制报警灯12亮起，提醒人们，让工作人员有安全防范意识，保证了人们的

生命安全，控制器13控制电磁阀门9打开，然后其反应釜1内的压强会泄漏至温控箱6中，其

热量随之导出，热空气导入至换热器15中，通过换热器15将热量进行交换，然后通过气泵19

的启动，将其重新抽出，然后通过输出管20、下方的输送管11和进气管5然后重新进入温控

箱6中，进行冷却工作，保证温度合适，然后具有很好的安全性能，单向阀10的设置保证空气

只能单向流通，在换热器15进行换热工作时，其通风箱801中的风机803启动，从而带动空气

流通，然后热空气通过过滤板804通过通风管805排出，而温控箱6左侧的过滤罩18可以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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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的灰尘进入温控型6中，当设备在组装时，其有可能泄气管4和进气管5与反应釜1高度

不一致，此时通过转动把手710带动螺纹杆709转动，从而带动左侧的转轴708向右移动，此

时升降架703向上伸缩，从而带动滑块704滑动，进而将顶板705向上顶起，从而将温控箱6顶

起，方便其进行安装工作，而设置的滑杆706外侧与支撑台707滑动连接，从而保证顶板705

稳定移动，其具有导向作用，同时支撑台707对顶板705具有支撑作用，而换热器15在工作时

冷热空气进行热量交换，会有水滴产生，而水滴通过导流孔14和顶板705上方的导流槽流入

至底座701内部，通过倾斜管711流入至储水腔712中进行收集工作，这种设置可以进行集中

收集，当需要排出时，通过抽出排水塞713即可。

[0027] 实施例2：

[0028] 实施例2中，与实施例1相同的部分不再赘述，不同之处是当温度传感器3检测反应

釜1中温度处于正常值时，其不会发出信号给控制器13，此时反应釜1依旧处于一个封闭状

态，然后保证内部正常进行反应。

[0029]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例的说明

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

当指出，由于文字表达的有限性，而客观上存在无限的具体结构，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润饰或变化，也可以将

上述技术特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组合；这些改进润饰、变化或组合，或未经改进将发明的构

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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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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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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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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