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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反应釜技术领域，特别是涉

及一种易清洗的温控反应釜，包括：釜体的底部

安装有出料管，釜体侧面为夹套结构依次为内

壁、温控片、保温层和外壁釜盖安装在釜体的顶

部并设置有进料口；搅拌装置贯穿所述釜盖并向

下延伸，搅拌电机的输出端与搅拌轴转动链接，

搅拌轴的末端可拆卸安装有搅拌叶片或清洁毛

刷；温度传感器安装在釜体底部。本实用新型解

决现有技术中反应釜不易清洗以及温控效果不

理想的问题，通过设计伸缩搅拌使得搅拌效果好

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清洁毛刷实现自动清洁，采

用清洁毛刷其清洁效果好于搅拌清洗；在通过设

计温控片实现不同温度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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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易清洗的温控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易清洗的温控反应釜包括：

釜体(1)，所述釜体(1)为向上开口的中空槽体，所述釜体(1)的底部安装有出料管(2)，

所述出料管(2)上安装有出料阀门(3)；所述釜体(1)侧面为夹套结构(4)，所述夹套结构(4)

依次为内壁(401)、温控片(402)、保温层(403)和外壁(404)，所述温控片(402)与控制面板

电性连接，所述控制面板与电源电性连接；

釜盖(5)，所述釜盖(5)安装在所述釜体(1)的顶部并与所述釜体(1)转动连接，所述釜

盖(5)上设置有进料口(6)；

搅拌装置(7)，所述搅拌装置(7)贯穿所述釜盖(5)并向下延伸，所述搅拌装置(7)包括

搅拌电机(701)，所述搅拌电机(701)的输入端与控制面板电性连接，所述搅拌电机(701)的

输出端与搅拌轴(702)传动连接，所述搅拌电机(701)安装在所述釜盖(5)上；所述搅拌轴

(702)的末端可拆卸安装有搅拌叶片(703)，所述搅拌轴(702)内安装有气动阀门，所述气动

阀门与搅拌电机(701)电性连接；

温度传感器(8)，所述温度传感器(8)安装在所述釜体(1)底部，所述温度传感器(8)与

所述控制面板电性连接；

清洁毛刷，所述清洁毛刷包括毛刷本体(705)，所述毛刷本体(705)与支撑架(706)固定

为一体，所述支撑架(706)与所述搅拌轴(702)的末端可拆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清洗的温控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叶片(703)

上设置有导流片(70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清洗的温控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毛刷本体(705)

与所述釜体(1)的内壁(401)贴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清洗的温控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釜体(1)和釜盖

(5)之间设置有防腐密封环(9)。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一种易清洗的温控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釜体(1)上安

装有压力表(10)；所述釜体(1)的侧面设置有液位观察窗(11)，所述液位观察窗(11)上设置

有液位线。

6.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一种易清洗的温控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釜盖(5)上安

装有取样管(12)，所述取样管(12)为倒置的U型管，所述取样管(12)可上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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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易清洗的温控反应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反应釜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易清洗的温控反应釜。

背景技术

[0002] 反应釜的广义理解即有物理或化学反应的容器，通过对容器的结构设计与参数配

置，实现工艺要求的加热、蒸发、冷却及低高速的混配功能。反应釜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

橡胶、农药、染料、医药、食品，用来完成硫化、硝化、氢化、烃化、聚合、缩合等工艺过程的压

力容器，例如反应器、反应锅、分解锅、聚合釜等；材质一般有碳锰钢、不锈钢、锆、镍基合金

及其它复合材料。

[0003] 反应釜是综合反应容器，根据反应条件对反应釜结构功能及配置附件的设计。从

开始的进料-反应-出料均能够以较高的自动化程度完成预先设定好的反应步骤，对反应过

程中的温度、压力、力学控制、反应物/产物浓度等重要参数进行严格的调控。反应釜结构一

般由釜体、传动装置、搅拌装置、加热装置、冷却装置、密封装置组成。相应配套的辅助设备：

分馏柱、冷凝器、分水器、收集罐、过滤器等。

[0004] 在现有技术中，反应釜结构设计复杂，通常存在不易清洗以及清洗容易有残留的

问题。并且现有的反应一般进行加热设计，冷却一般采用循环水冷却，冷却效果不理想。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鉴于以上所述现有技术的缺点，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易清洗的温控反

应釜，用于解决现有技术中反应釜不易清洗以及温控效果不理想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

的易清洗的温控反应釜通过设计伸缩搅拌使得搅拌效果好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清洁毛刷实

现自动清洁，采用清洁毛刷其清洁效果好于搅拌清洗；在通过设计温控片实现不同温度的

调控，控温效果理想。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及其他相关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易清洗的温控反应釜，所

述易清洗的温控反应釜包括：

[0007] 釜体，所述釜体为向上开口的中空槽体，所述釜体的底部安装有出料管，所述出料

管上安装有出料阀门；所述釜体侧面为夹套结构，所述夹套结构依次为内壁、温控片、保温

层和外壁，所述温控片与控制面板电性连接，所述控制面板与所述电源电性连接；

[0008] 釜盖，所述釜盖安装在所述釜体的顶部并与所述釜体转动连接，所述釜盖上设置

有进料口；

[0009] 搅拌装置，所述搅拌装置贯穿所述釜盖并向下延伸，所述搅拌装置包括搅拌电机，

所述搅拌电机的输入端与控制面板电性连接，所述搅拌电机的输出端与搅拌轴传动连接，

所述搅拌电机安装在所述釜盖上；所述搅拌轴的末端可拆卸安装有搅拌叶片，所述搅拌轴

内安装有气动阀门，所述气动阀门与搅拌电机电性连接；

[0010] 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安装在所述釜体底部，所述温度传感器与所述控制

面板电性连接；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0584925 U

3



[0011] 清洁毛刷，所述清洁毛刷包括毛刷本体，所述毛刷本体与支撑架固定为一体，所述

支撑架与所述搅拌轴的末端可拆卸连接。

[0012] 通过设计伸缩搅拌使得搅拌效果好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清洁毛刷实现自动清洁，

采用清洁毛刷其清洁效果好于搅拌清洗；在通过设计温控片实现不同温度的调控，控温效

果理想。

[0013] 釜体的底部安装出料管，出料过程中不需要外力推动；通过设计出料阀门控制物

料的排出；釜体的侧面设计为夹套结构，温控片均匀地设计在夹套中间从而使得釜体内部

的温度更均匀。

[0014] 釜盖与釜体转动连接，当需要彻底清洁釜体内部时，可打开釜盖，避免一体化的反

应釜容易有清洗死角的问题；釜盖上设置有大小不一的进料口用于投放不同的物料。一般

来说主料采用最大直径的进料口添加至釜体中，添加速度快；辅料通过其他进料口添加，控

制添加速度，避免成团之类的问题。

[0015] 搅拌装置用于搅拌，通过将搅拌轴设置为气动伸缩杆后，可实现上下左右旋转混

料，混料更为均匀。搅拌叶片和清洁毛刷都可拆卸的安装在搅拌轴的底部，当需要反应时采

用搅拌叶片，当需要清洁时采用清洁毛刷。虽然可以将搅拌叶片和清洁毛刷同时使用，但是

容易耗损清洁毛刷，一般都是只安装一个在搅拌轴的底部。

[0016] 于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中，所述搅拌叶片上设置有导流片。通过也搅拌叶片上

设计导流片，降低搅拌过程中流体的阻力，降低能源消耗。

[0017] 于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中，所述毛刷本体与所述釜体的内壁贴合。毛刷本体可

以与釜体的内壁贴合，可以更加彻底的清洁釜体的内壁。

[0018] 于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中，所述釜体和釜盖之间设置有防腐密封环。通过设计

密封环增强整体的密封性，采用防腐材料可适用于较多种的反应环境。

[0019] 于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中，所述釜体上安装有压力表；所述釜体的侧面设置有

液位观察窗，所述液位观察窗上设置有液位线。釜体上安装压力表可实时监测釜体内的压

力情况，可根据压力情况投料以及判断反应进程等，也可有效避免压力过大导致安全隐患。

通过在釜体上设置液位观察窗，其中液位观察窗用于观察液位的变化以及反应过程中颜色

等变化，从而判断投料以及反应进程。

[0020] 于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例中，所述釜盖上安装有取样管，所述取样管为倒置的U型

管，所述取样管可上下移动。釜盖上设置取样管便于取样，取样管设计为倒置的U型管，可利

用虹吸现象进行取样，通过上下移动取样管控制取样是否结束。

[0021] 温控反应釜还可以设置底座，底座与釜体装置为一体，底座的底部安装有滑轮，滑

轮上安装有限位板。釜体的底部安装底座用于支撑釜体，安装滑轮便于移动反应釜，设计限

位板可控制滑轮的移动，避免反应过程中移位。

[0022] 如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易清洗的温控反应釜，具有以下有益效果：釜体的侧

面设计为夹套结构，温控片均匀地设计在夹套中间从而使得釜体内部的温度更均匀；釜盖

与釜体转动连接，避免一体化的反应釜容易有清洗死角的问题；釜盖上设置有大小不一的

进料口用于投放不同的物料；搅拌装置用于搅拌，通过将搅拌轴设置为气动伸缩杆后，可实

现上下左右旋转混料，混料更为均匀；搅拌叶片和清洁毛刷都可拆卸的安装在搅拌轴的底

部，当需要反应时采用搅拌叶片，当需要清洁时采用清洁毛刷实现自动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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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图1显示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温控反应釜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显示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搅拌轴与搅拌叶片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显示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搅拌轴与清洁毛刷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显示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釜体的夹套结构的示意图。

[0027] 图5显示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搅拌叶片上的导流片的示意图。

[0028] 元件标号说明

[0029] 1-釜体；2-出料管；3-出料阀门；4-夹套结构，401-内壁，402-温控片，403-保温层，

404-  外壁；5-釜盖；6-进料口；7-搅拌装置，701-搅拌电机，702-搅拌轴，703-搅拌叶片，

704-导流片，705-毛刷本体，706-支撑架；8-温度传感器；9-防腐密封环；10-压力表；11-液

位观察窗；12-取样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熟悉此技术的人士可由本

说明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其他优点及功效。

[0031] 请参阅图1至图5。须知，本说明书所附图式所绘示的结构、比例、大小等，均仅用以

配合说明书所揭示的内容，以供熟悉此技术的人士了解与阅读，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

可实施的限定条件，故不具技术上的实质意义，任何结构的修饰、比例关系的改变或大小的

调整，在不影响本实用新型所能产生的功效及所能达成的目的下，均应仍落在本实用新型

所揭示的技术内容得能涵盖的范围内。同时，本说明书中所引用的如“上”、“下”、“左”、

“右”、“中间”及“一”等的用语，亦仅为便于叙述的明了，而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可实施的

范围，其相对关系的改变或调整，在无实质变更技术内容下，当亦视为本实用新型可实施的

范畴。

[0032]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易清洗的温控反应釜，所述易清洗的温控反应釜包括：

[0033] 请参阅图1，釜体1，所述釜体1为向上开口的中空槽体，所述釜体1的底部安装有出

料管2，所述出料管2上安装有出料阀门3；请参阅图4，所述釜体1侧面为夹套结构4，所述夹

套结构4依次为内壁401、温控片402、保温层403和外壁404，所述温控片402与控制面板电性

连接，所述控制面板与所述电源电性连接(电源和控制面板图中未画出，其结构和连接方式

为常规连接方式)；所述釜体1上安装有压力表10；所述釜体1的侧面设置有液位观察窗11，

所述液位观察窗11上设置有液位线；

[0034] 请参阅图1，釜盖5，所述釜盖5安装在所述釜体1的顶部并与所述釜体1转动连接，

所述釜盖5上设置有进料口6；所述釜体1和釜盖5之间设置有防腐密封环9；

[0035] 请参阅图2，搅拌装置7，所述搅拌装置7贯穿所述釜盖5并向下延伸，所述搅拌装置

7  包括搅拌电机701，所述搅拌电机701的输入端与控制面板电性连接，所述搅拌电机701的

输出端与搅拌轴702传动连接，所述搅拌电机701安装在所述釜盖5上；所述搅拌轴702的末

端可拆卸安装有搅拌叶片703，所述搅拌轴702内安装有气动阀门(气动阀门图中未画出，其

结构为常规结构设置在搅拌轴上)，所述气动阀门与搅拌电机701电性连接；请参阅图5，所

述搅拌叶片703上设置有导流片704

[0036] 请参阅图1，温度传感器8，所述温度传感器8安装在所述釜体1底部，所述温度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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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8与所述控制面板电性连接；

[0037] 请参阅图1，取样管12，所述釜盖5上安装有取样管12，所述取样管12为倒置的U型

管，所述取样管12可上下移动；

[0038] 请参阅图3，清洁毛刷，所述清洁毛刷包括毛刷本体705，所述毛刷本体705与支撑

架  706固定为一体，所述支撑架706与所述搅拌轴702的末端可拆卸连接，所述毛刷本体705 

与所述釜体1的内壁401贴合。

[0039] 工作过程：物料的主料通过较大的进料口6添加之后，开动电源使得电机开始工

作，根据设定的温度温控片402开始工作，通过电机带动搅拌轴702上下左右旋转从而实现

搅拌，此时搅拌轴702的底部与搅拌叶片703连接，根据温度传感器8、压力表10和液位观察

窗11 实时查看反应情况，也可使用取样管12利用虹吸现象进行取样检测。通过较小或者较

大的加料口加入其余原料，继续搅拌至反应结束，结束后先观察压力表10情况，再打开出料

阀门3  进行出料。出料完成后关闭出料阀门3，可进行下一次反应或者清洗。简单清洗可以

将搅拌轴702底部的搅拌叶片703更换为清洁毛刷，再加入清水进行清洗，清洗过程中搅拌

轴702 的运动过程与物料反应相似，即可进行上下左右旋转，清洗完成后排出废液即可。如

果需要人工清洗打开釜盖5即可。

[0040]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供的易清洗的温控反应釜通过设计伸缩搅拌使得搅拌效果

好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清洁毛刷实现自动清洁，采用清洁毛刷其清洁效果好于搅拌清洗；在

通过设计温控片402实现不同温度的调控。所以，本实用新型有效克服了现有技术中的种种

缺点而具高度产业利用价值。

[0041] 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实用新

型。任何熟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

修饰或改变。因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所揭示的精

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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