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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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1470073.4

(22)申请日 2020.07.23

(73)专利权人 云南玉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 653100 云南省玉溪市高新技术开发

区

(72)发明人 袁珊珊　雷林忠　杨灿　

(74)专利代理机构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 53207

代理人 董建国

(51)Int.Cl.

B08B 9/093(2006.01)

B08B 9/0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制药用配制罐的清洗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配制罐技术领域，尤其涉及

一种制药用配制罐的清洗装置，包括配制罐、支

撑架、驱动电机、转动杆、主动轮、隔板、转动管、

从动轮和清洗机构，驱动电机通过支撑架固定连

接在配制罐顶部的一侧，转动杆固定连接在驱动

电机的输出端，转动杆的底部贯穿并延伸至配制

罐的内部，主动轮固定套接在转动杆外表面的顶

部，隔板固定连接在配制罐内部的顶部，转动管

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在隔板的一侧。本实用新型中

旋转的清洗机构可以使得第一喷头喷出的水向

配制罐的内壁射出，对配制罐的内壁进行清洗，

有效的提高了对配制罐的清洗效果，操作省时省

力，保证了配制罐的清洁度，提高了产品质量和

生产加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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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药用配制罐的清洗装置，包括配制罐（1），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支撑架（2）、驱

动电机（3）、转动杆（4）、主动轮（5）、隔板（6）、转动管（7）、从动轮（8）和清洗机构（9），所述驱

动电机（3）通过支撑架（2）固定连接在配制罐（1）顶部的一侧，所述转动杆（4）固定连接在驱

动电机（3）的输出端，所述转动杆（4）的底部贯穿并延伸至配制罐（1）的内部，所述主动轮

（5）固定套接在转动杆（4）外表面的顶部，所述隔板（6）固定连接在配制罐（1）内部的顶部主

动轮（5）的下方，所述转动管（7）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在隔板（6）的一侧，所述从动轮（8）固定

套接在转动管（7）的外表面，且从动轮（8）通过传动带与主动轮（5）传动连接，所述转动管

（7）的底部穿过轴承并延伸至隔板（6）的底部，所述清洗机构（9）固定连通在转动管（7）的底

部；

所述清洗机构（9）包括有固定盘（901）、连接管（902）、第一圆环（903）和第一喷头

（904），所述固定盘（901）固定连通在转动管（7）的底部，所述连接管（902）固定连通在固定

盘（901）的外侧，所述第一圆环（903）固定连通在连接管（902）的一端，所述第一喷头（904）

固定连通在第一圆环（903）的底部，所述第一喷头（904）的数量为四个，且四个第一喷头

（904）呈倾斜状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药用配制罐的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圆环

（903）的外侧固定连通有加固管（905），所述加固管（905）的一端固定连通有第二圆环

（906），所述第二圆环（906）的底部固定连通有第二喷头（907）。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制药用配制罐的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喷头

（907）的数量为四个，四个第二喷头（907）呈倾斜等距固定连通在第二圆环（906）的底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药用配制罐的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配制罐（1）

顶部远离驱动电机（3）的一侧镶嵌有转动件，所述转动管（7）转动连接在转动件的底部，所

述转动件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水管（10），且水管（10）的底部与转动管（7）的顶部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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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药用配制罐的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配制罐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制药用配制罐的清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配液罐又称配制罐、调配罐，是将一种或几种物料按工艺配比进行混配的混合搅

拌容器，配制罐是制药过程中常用的设备，配制罐使用后，需要进行清洗才能进行下一次使

用，在进行清洗时，由于配制罐的体积较大，导致其难以清洗，而且清洗过程复杂，清洗不干

净容易影响配制罐的下一次使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制药用配制罐的清洗装置，具备便于清洗的优点，解决了

由于配制罐的体积较大，导致其难以清洗，而且清洗过程复杂，清洗不干净容易影响配制罐

的下一次使用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这样一种制药用配制罐的清洗装置，包

括配制罐，还包括支撑架、驱动电机、转动杆、主动轮、隔板、转动管、从动轮和清洗机构，所

述驱动电机通过支撑架固定连接在配制罐顶部的一侧，所述转动杆固定连接在驱动电机的

输出端，所述转动杆的底部贯穿并延伸至配制罐的内部，所述主动轮固定套接在转动杆外

表面的顶部，所述隔板固定连接在配制罐内部的顶部主动轮的下方，所述转动管通过轴承

转动连接在隔板的一侧，所述从动轮固定套接在转动管的外表面，且从动轮通过传动带与

主动轮传动连接，所述转动管的底部穿过轴承并延伸至隔板的底部，所述清洗机构固定连

通在转动管的底部。

[0005] 所述清洗机构包括有固定盘、连接管、第一圆环和第一喷头，所述固定盘固定连通

在转动管的底部，所述连接管固定连通在固定盘的外侧，所述第一圆环固定连通在连接管

的一端，所述第一喷头固定连通在第一圆环的底部，所述第一喷头的数量为四个，且四个第

一喷头呈倾斜状设置。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圆环的外侧固定连通有加固管，所述加固管的一端固定连通

有第二圆环，所述第二圆环的底部固定连通有第二喷头。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喷头的数量为四个，四个第二喷头呈倾斜等距固定连通在第

二圆环的底部。

[0008] 进一步地，所述配制罐顶部远离驱动电机的一侧镶嵌有转动件，所述转动管转动

连接在转动件的底部，所述转动件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水管，且水管的底部与转动管的顶部

连通。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转动杆的外表面固定套接有套管，且套管的数量为四个，所述套管

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搅拌片。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配制罐底部的中部固定连通有排料管，所述排料管上固定连接有

排料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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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所述配制罐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支撑腿，所述支撑腿的数量为三个，三个

支撑腿呈圆周等距状分布，所述配制罐的一侧固定连通有加料管。

[0012] 借由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制药用配制罐的清洗装置，至少具备

以下有益效果：

[0013] 1、该制药用配制罐的清洗装置，通过配制罐、支撑架、驱动电机、转动杆、主动轮、

隔板、转动管、从动轮和清洗机构的配合使用，驱动电机工作运行，通过转动杆带动主动轮

发生旋转，主动轮通过传动带使得从动轮转动，通过转动管使得清洗机构发生旋转，清洗机

构与水管连通，外界的清洗水会从水管和转动管流入至固定盘的内部，然后通过连接管进

入至第一圆环的内部，从第一喷头中喷出，方便对配制罐的内部进行清洗，同时，旋转的清

洗机构可以使得第一喷头喷出的水向配制罐的内壁射出，对配制罐的内壁进行清洗，有效

的提高了对配制罐的清洗效果，操作省时省力，保证了配制罐的清洁度，提高了产品质量和

生产加工效率。

[0014] 2、该制药用配制罐的清洗装置，通过加固管、第二圆环和第二喷头的配合使用，第

一圆环内部的清洗水会通过加固管进入至第二圆环的内部，然后从第二喷头中喷出，有效

的扩大了水流的清洗范围，提高对配制罐的清洗效果。

[0015] 3、该制药用配制罐的清洗装置，通过套管和搅拌片的配合使用，驱动电机工作运

行会使得转动杆发生旋转，通过套管可以使得搅拌片发生旋转，搅拌片可以对配制罐的内

部进行搅拌，方便了物料的混合，同时，在清洗时，可以对配制罐的内部的清洗水进行搅拌，

提高对配制罐的清洗效果。

附图说明

[0016]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结构剖视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清洗机构结构仰视图。

[0020] 图中：1、配制罐；2、支撑架；3、驱动电机；4、转动杆；5、主动轮；6、隔板；7、转动管；

8、从动轮；9、清洗机构；901、固定盘；902、连接管；903、第一圆环；904、第一喷头；905、加固

管；906、第二圆环；907、第二喷头；10、水管；11、套管；12、搅拌片；13、排料管；14、支撑腿；

15、加料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

[0022] 请参阅图1‑3，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制药用配制罐的清洗装置，包

括配制罐1、支撑架2、驱动电机3、转动杆4、主动轮5、隔板6、转动管7、从动轮8和清洗机构9。

[0023] 驱动电机3通过支撑架2固定连接在配制罐1顶部的一侧，转动杆4固定连接在驱动

电机3的输出端，转动杆4的底部贯穿并延伸至配制罐1的内部。

[0024] 主动轮5固定套接在转动杆4外表面的顶部，隔板6固定连接在配制罐1内部的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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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转动管7通过轴承转动连接在隔板6的一侧，从动轮8固定套接在转动管7的外表面，且从

动轮8通过传动带与主动轮5传动连接，转动管7的底部穿过轴承并延伸至隔板6的底部，清

洗机构9固定连通在转动管7的底部。

[0025] 通过配制罐1、支撑架2、驱动电机3、转动杆4、主动轮5、隔板6、转动管7、从动轮8和

清洗机构9的配合使用，驱动电机3工作运行，通过转动杆4带动主动轮5发生旋转，主动轮5

通过传动带使得从动轮8转动，通过转动管7使得清洗机构9发生旋转，清洗机构9与水管10

连通，外界的清洗水会从水管10和转动管7流入至固定盘901的内部，然后通过连接管902进

入至第一圆环903的内部，从第一喷头904中喷出，方便对配制罐1的内部进行清洗，同时，旋

转的清洗机构9可以使得第一喷头904喷出的水向配制罐1的内壁射出，对配制罐1的内壁进

行清洗，有效的提高了对配制罐1的清洗效果，操作省时省力，保证了配制罐1的清洁度，提

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加工效率。

[0026] 清洗机构9包括有固定盘901、连接管902、第一圆环903和第一喷头904，固定盘901

固定连通在转动管7的底部，连接管902固定连通在固定盘901的外侧，第一圆环903固定连

通在连接管902的一端，第一喷头904固定连通在第一圆环903的底部，第一喷头904的数量

为四个，且四个第一喷头904呈倾斜状设置，第一圆环903的外侧固定连通有加固管905，加

固管905的一端固定连通有第二圆环906，第二圆环906的底部固定连通有第二喷头907，第

二喷头907的数量为四个，四个第二喷头907呈倾斜等距固定连通在第二圆环906的底部，通

过加固管905、第二圆环906和第二喷头907的配合使用，第一圆环903内部的清洗水会通过

加固管905进入至第二圆环906的内部，然后从第二喷头907中喷出，有效的扩大了水流的清

洗范围，提高对配制罐1的清洗效果。

[0027] 配制罐1顶部远离驱动电机3的一侧镶嵌有转动件，转动管7转动连接在转动件的

底部，转动件的顶部固定连接有水管10，且水管10的底部与转动管7的顶部连通，转动杆4的

外表面固定套接有套管11，且套管11的数量为四个，套管11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搅拌片12，

通过套管11和搅拌片12的配合使用，驱动电机3工作运行会使得转动杆4发生旋转，通过套

管11可以使得搅拌片12发生旋转，搅拌片12可以对配制罐1的内部进行搅拌，方便了物料的

混合，同时，在清洗时，可以对配制罐1的内部的清洗水进行搅拌，提高对配制罐1的清洗效

果，配制罐1底部的中部固定连通有排料管13，排料管13上固定连接有排料阀，配制罐1的底

部固定连接有支撑腿14，支撑腿14的数量为三个，三个支撑腿14呈圆周等距状分布，配制罐

1的一侧固定连通有加料管15。

[0028] 在清洗时，驱动电机3工作运行，通过转动杆4带动主动轮5发生旋转，主动轮5通过

传动带使得从动轮8转动，通过转动管7使得清洗机构9发生旋转，清洗机构9与水管10连通，

外界的清洗水会从水管10和转动管7流入至固定盘901的内部，然后通过连接管902进入至

第一圆环903的内部，从第一喷头904中喷出，方便对配制罐1的内部进行清洗，同时，旋转的

清洗机构9可以使得第一喷头904喷出的水向配制罐1的内壁射出，对配制罐1的内壁进行清

洗，有效的提高了对配制罐1的清洗效果，第一圆环903内部的清洗水会通过加固管905进入

至第二圆环906的内部，然后从第二喷头907中喷出，有效的扩大了水流的清洗范围，提高对

配制罐1的清洗效果，通过套管11可以使得搅拌片12发生旋转，可以对配制罐1的内部的清

洗水进行搅拌，进一步，提高对配制罐1的清洗效果。

[0029]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制药用配制罐的清洗装置进行了详细介绍。本实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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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应用了具体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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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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