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060324.2

(22)申请日 2019.01.15

(73)专利权人 枣阳市驰宇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 441000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刘升榆

树街

(72)发明人 王代江　余志杰　余辉乾　房玉奎　

司德亮　叶大珍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经世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2254

代理人 彭成

(51)Int.Cl.

B01J 19/1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

釜，包括反应釜本体、入料管、出料管、驱动电机、

搅拌桨，所述入料管设置在反应釜本体的顶部，

出料管设置在反应釜本体的底部，驱动电机设置

在反应釜本体顶部的中央位置，搅拌桨一端与驱

动电机连接，另一端伸入反应釜本体内，驱动电

机驱动搅拌桨在反应釜本体内旋转，搅拌桨包括

搅拌轴和桨片，所述反应釜本体的内壁设置若干

个扰流板，所述扰流板呈上下相互交错设置。本

实用新型提供需要设计一种设计巧妙、便捷操

作、搅拌效率更高的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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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其特征在于：包括反应釜本体(1)、入料管(2)、出料管

(3)、驱动电机(4)、搅拌桨(5)，所述入料管(2)设置在反应釜本体(1)的顶部，出料管(3)设

置在反应釜本体(1)的底部，驱动电机(4)设置在反应釜本体(1)顶部的中央位置，搅拌桨

(5)一端与驱动电机(4)连接，另一端伸入反应釜本体(1)内，驱动电机(4)驱动搅拌桨(5)在

反应釜本体(1)内旋转，搅拌桨(5)包括搅拌轴(6)和桨片(7)，所述反应釜本体(1)的内壁设

置若干个扰流板(12)，所述扰流板(12)呈上下相互交错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扰流板(12)设置为

长方形、T字形或者Y字形，所述扰流板(12)的小端固定在反应釜本体(1)内壁上，大端伸向

反应釜本体(1)内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扰流板(12)上设置

有若干个扰流孔(1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扰流孔(13)为圆形

孔或者方形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轴(6)底部连

接有将出料管(3)物料搅拌翻入反应釜本体(1)内的管道搅拌叶(8)。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管道搅拌叶(8)包

括管道搅拌轴(9)和叶片(10)，所述管道搅拌轴(9)的一端与搅拌轴(6)连接，另一端伸入出

料管(3)内，搅拌轴(6)伸入出料管(3)的部分上设置的沿管道搅拌轴(9)同一平面周向分布

的叶片(10)形成叶片层(11)。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叶片层(11)沿管道

搅拌轴(9)轴向方向设置有若干层。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叶片(10)与管道搅

拌轴(9)轴线方向成45°夹角，将物料向上翻的方式设置，所述桨片(7)与搅拌轴(6)轴线方

向成45°夹角，将物料向下翻的方式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管道搅拌轴(9)的

一端与搅拌轴(6)通过螺纹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叶片层(11)沿管

道搅拌轴(9)轴向方向设置有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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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特别是涉及一种应用在废旧橡胶制

品的回收再利用生产线中的立式反应釜，属于化工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碳酸二甲酯简称DMC，是一种低毒、环保性能优异、用途广泛的化工原料，它是一种

重要的有机合成中间体，分子结构中含有羰基、甲基和甲氧基等官能团，具有多种反应性

能，在生产中具有使用安全、方便、污染少、容易运输等特点。由于碳酸二甲酯毒性较小，是

一种具有发展前景的“绿色”化工产品。DMC回收利用的生产线是采用DMC材质的边角料，如

奶嘴、电器壳等，通过破碎→反应→冷凝收集→中和反应→吸附脱色→板框压滤→液体成

品DMC。经过冷凝收集工序后，需要将冷凝收集的半成品和碱液投入中和反应釜中，强碱液

和半成品中残留的副产物酸进行中和反应，放出大量的热。

[0003] 现有专利号ZL201120285311.9，专利名称为“中和反应釜”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在搅拌桨上设置有三组搅拌翅，一定程度地提高了搅拌的效率，但是三组搅拌翅的搅拌方

向一致，搅拌时，反应釜中的物料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形成漩涡，搅拌混合的效率并不高。

[0004] 因此，需要设计一种搅拌混合效率更高的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需要设计一种设计巧妙、便捷

操作、搅拌效率更高的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包括反应釜本体、入料管、出料管、

驱动电机、搅拌桨，所述入料管设置在反应釜本体的顶部，出料管设置在反应釜本体的底

部，驱动电机设置在反应釜本体顶部的中央位置，搅拌桨一端与驱动电机连接，另一端伸入

反应釜本体内，驱动电机驱动搅拌桨在反应釜本体内旋转，搅拌桨包括搅拌轴和桨片，所述

反应釜本体的内壁设置若干个扰流板，所述扰流板呈上下相互交错设置。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扰流板设置为长方形、T字形或者Y字形，所述扰流

板的小端固定在反应釜本体内壁上，大端伸向反应釜本体内部。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扰流板上设置有若干个扰流孔。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扰流孔为圆形孔或者方形孔。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搅拌轴底部连接有将出料管物料搅拌翻入反应釜

本体内的管道搅拌叶。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管道搅拌叶包括管道搅拌轴和叶片，所述管道搅

拌轴的一端与搅拌轴连接，另一端伸入出料管内，搅拌轴伸入出料管的部分上设置的沿管

道搅拌轴同一平面周向分布的叶片形成叶片层。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叶片层沿管道搅拌轴轴向方向设置有若干层。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叶片与管道搅拌轴轴线方向成45°夹角，将物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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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翻的方式设置，所述桨片与搅拌轴轴线方向成45°夹角，将物料向下翻的方式设置。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管道搅拌轴的一端与搅拌轴通过螺纹连接。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叶片层沿管道搅拌轴轴向方向设置有3层。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7] 1、本实用新型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设置有扰流板，反应釜本体内部的搅拌桨虽

然向搅拌方向形成漩涡，但是物料通过与扰流板的接触，更改了物料的流动方向，提高了物

料之间的增加了碰撞的机率，增加了物料的分散性，提高了反应釜内物料的混合效率。

[0018] 2、本实用新型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的扰流板设置为方形、“T”字形或者“Y”字

形，进一步增加物料与扰流板的接触面积，将物料的运动方向引导至多个方位，增加了物料

的流动方向，提高物料分散的方向，进一步提高物料的搅拌混合效率。

[0019] 3、本实用新型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的扰流板上设置有扰流孔，提高物料通过扰

流板的通过性的同时，分散物料的流向，增加物料搅拌效率，提高产品质量。

[0020] 4、本实用新型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的搅拌轴底部设置有管道搅拌叶，能将管道

内堆积的物料搅拌翻上反应釜中，使管道内的未反应的物料充分反应，保证管道内和反应

釜物料浓度的一致性，提高物料出料时的纯度和浓度的均匀性。

[0021] 5、本实用新型的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的搅拌轴和管道搅拌叶的叶片将物料向

上翻的方式设置，这样便于管道中的物料向上翻入反应釜中，与反应釜中的物料混合。这样

的方式配合扰流板能进一步提高物料的分散性，增加物料的均匀性。

[0022] 6、本实用新型的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搅拌轴的叶片为为将物料向下翻的方式

设置，便于管道中的物料翻入反应釜时，反应釜的物料迅速进入管道段，进行混合、反应，防

止物料在管道中沉积，堵塞管道。

[0023] 7、本实用新型中的管道搅拌叶与搅拌轴为可拆卸的连接方式，具体的采用螺纹的

方式连接，便于更换，降低成本。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反应釜本体1，入料管2，出料管3，驱动电机4，搅拌桨5，搅拌轴6，桨片7，管道

搅拌叶8，管道搅拌轴9，叶片10，叶片层11，扰流板12，扰流孔13。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发明进行更全面的描述。附图中

给出了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

所描述的实施方式。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方式的目的是使对本发明的公开内容理解的更

加透彻全面。

[0027] 当部件被称为“设置于”另一个部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部件上或者也可以存在

居中的部件，“设置”表示一种存在的方式，可以是连接、安装、固定连接、活性连接等连接方

式。当一个部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部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到另一个部件或者可能同

时存在居中部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的”、“水平的”、“左”、“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

为了说明的目的，并不表示是唯一的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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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方式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一个或多个

相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29] 参见图1，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包括反应釜本体1、入料管

2、出料管3、驱动电机4、搅拌桨5，所述入料管2设置在反应釜本体1的顶部，出料管3设置在

反应釜本体1的底部，驱动电机4设置在反应釜本体1顶部的中央位置，搅拌桨5一端与驱动

电机4连接，另一端伸入反应釜本体1内，驱动电机4驱动搅拌桨5在反应釜本体1内旋转，搅

拌桨5包括搅拌轴6和桨片7，所述反应釜本体1的内壁设置若干个扰流板12，具体的，扰流板

12设置为2-4个，优化设置为3个，所述扰流板呈上下相互交错设置。本实用新型高效搅拌的

立式反应釜设置有扰流板12，反应釜本体1内部的搅拌桨5虽然向搅拌方向形成漩涡，但是

物料通过与扰流板12的接触，更改了物料的流动方向，提高了物料之间的增加了碰撞的机

率，增加了物料的分散性，提高了反应釜内物料的混合效率。

[0030] 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扰流板12设置为长方形、T字形或者Y字形，所述扰流

板12的小端固定在反应釜本体1内壁上，大端伸向反应釜本体1内部。本实用新型高效搅拌

的立式反应釜的扰流板12设置为方形、“T”字形或者“Y”字形，进一步增加物料与扰流板12

的接触面积，将物料的运动方向引导至多个方位，增加了物料的流动方向，提高物料分散的

方向，进一步提高物料的搅拌混合效率。

[003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扰流板12上设置有若干个扰流孔13。具体的，扰流

孔13设置为2-3个。本实用新型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的扰流板上设置有扰流孔13，提高物

料通过扰流板的通过性的同时，分散物料的流向，增加物料搅拌效率，提高产品质量。

[003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扰流孔13为圆形孔或者方形孔。

[003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搅拌轴6底部连接有将出料管3物料搅拌翻入反应

釜本体1内的管道搅拌叶8。本实用新型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的搅拌轴6底部设置有管道

搅拌叶8，能将管道内堆积的物料搅拌翻上反应釜中，使管道内的未反应的物料充分反应，

保证管道内和反应釜物料浓度的一致性，提高物料出料时的纯度和浓度的均匀性。

[003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管道搅拌叶8包括管道搅拌轴9和叶片10，所述管

道搅拌轴9的一端与搅拌轴6连接，另一端伸入出料管3内，搅拌轴6伸入出料管3的部分上设

置的沿管道搅拌轴9同一平面周向分布的叶片10形成叶片层11。

[003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叶片层11沿管道搅拌轴9轴向方向设置有若干层。

[003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叶片10与管道搅拌轴9轴线方向成45°夹角，将物

料向上翻的方式设置。本实用新型的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的搅拌轴6和管道搅拌叶8的叶

片10将物料向上翻的方式设置，这样便于管道中的物料向上翻入反应釜中，与反应釜中的

物料混合。

[003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桨片7与搅拌轴6轴线方向成45°夹角，将物料向下

翻的方式设置。本实用新型的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搅拌轴6的叶片10为为将物料向下翻

的方式设置，便于管道中的物料翻入反应釜时，反应釜的物料迅速进入管道段，进行混合、

反应，防止物料在管道中沉积，堵塞管道。

[003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管道搅拌轴9的一端与搅拌轴6可拆卸连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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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管道搅拌轴9的一端与搅拌轴6通过螺纹连接。本实用新型中的

管道搅拌叶8与搅拌轴6为可拆卸的连接方式，具体的采用螺纹的方式连接，便于更换，降低

成本。

[0039] 具体的，出料管3设置有控制阀，所述管道搅拌叶8设置在控制阀上方。

[004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叶片层11沿管道搅拌轴9轴向方向设置有3层。设

置成3层的方式能提高搅拌效率，提高出料管3底部物料进入反应釜本体1的总量。

[0041]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高效搅拌的立式反应釜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

应用了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

于帮助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若干改进和修饰，这些

改进和修饰也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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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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