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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药用搅拌釜，包括本体，隔

板、电机、搅拌部、干燥部、排气部，所述隔板将所

述本体分割成上腔室和下腔室；所述电机置于所

述本体顶部外侧；所述搅拌部置于所述上腔室的

顶部，所述搅拌部包括釜腔、第一搅拌叶、第二搅

拌叶和搅拌轴，所述干燥部设于所述下腔室内；

所述排气部置于所述本体顶端外壁。同时还提出

一种用于该搅拌釜的使用方法。本发明与现有技

术相比，本发明采用高速旋转搅拌与干燥两种方

法相结合，结构设计合理，既节约了能源又提高

了搅拌效果，同时也加快了脱水速度，缩短了混

合搅拌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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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药用搅拌釜，包括本体，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还包括隔板、电机、搅拌部、干燥

部、排气部，所述隔板将所述本体分割成上腔室和下腔室；所述电机置于所述本体顶部外

侧，用于给所述搅拌部提供动力；所述搅拌部置于所述上腔室的上部，所述搅拌部包括釜

腔、第一搅拌叶、第二搅拌叶和搅拌轴，所述釜腔设于所述上腔室中部顶端，所述釜腔固定

设置于所述上腔室顶部的基座上，所述釜腔侧壁周围设有若干第一通孔，所述第一搅拌叶

和所述第二搅拌叶均饶设于所述搅拌轴，所述第一搅拌叶与所述第二搅拌叶对位设置，所

述第一搅拌叶和所述第二搅拌叶均为螺旋形叶片板，且所述第一搅拌叶的螺旋外径大于所

述第二搅拌叶的螺旋外径，所述第一搅拌叶的螺距与所述第二搅拌叶的螺距，所述第二搅

拌叶的叶面上设有若干错位设置的第二通孔；所述干燥部设于所述下腔室内，所述干燥部

包括第一风机、加热器和均流板，所述第一风机的入口通过管道与本体外部环境连通，所述

第一风机的出口与所述加热器的入口管道连通，所述加热器的出口与所述均流板连通，所

述均流板内设有若干第三通孔；所述排气部置于所述本体顶部外壁，包括第二风机，所述第

二风机通过设于所述本体顶部外壁的排气管连通，所述第一所述第二风机的出口直接排入

空气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药用搅拌釜，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包括电机主轴，所述

电机通过所述电机主轴分别与所述基座、所述搅拌轴同轴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药用搅拌釜，其特征在于，所示电机为异步电机。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药用搅拌釜，其特征在于，所述釜腔底部设有出

料口，所述出料口设有电磁阀。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药用搅拌釜，其特征在于，所述均流板位于所述隔板的上

方。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药用搅拌釜，其特征在于，所述均流板被所述加热器的出

口管道所贯穿。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药用搅拌釜，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器内设有第一过滤器

和电热丝，所述第一过滤器置于所述加热器的进气口处，所述电热丝设于所述第一过滤器

与所述加热器的出气口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药用搅拌釜，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部还包括第二过滤

器，所述第二过滤器置于所述第二风机内。

9.根据权利要求1-3、5-8任一项所述的一种药用搅拌釜，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还包括

进料口，所述进料口位于所述本体顶部。

10.一种药用搅拌釜的使用方法，步骤如下：

S1：打开所述进料口，将药品置于所述釜腔中；

S2：启动所述电机，所述电机通过所述电机主轴分别与所述搅拌轴、所述基座一起旋

转，所述搅拌轴带动所述第一搅拌叶和所述第二搅拌叶、所述基座带动所述釜腔同向一起

旋转；

S3：同步启动干燥部中的所述第一风机和所述加热器，所述加热器通过所述均流板向

所述上腔室内排入热气流，加速药品的干燥；

S4：同步启动排气部中的第二电机，把上腔室内的水蒸气和废气吸出，并通过所述第二

过滤器进行过滤，再排入空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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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干燥完毕后，所述电机停止工作，打开所述出料口上的所述电磁阀，取出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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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药用搅拌釜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制药设备配件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药用搅拌釜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医药行业中，药品的生产环节非常重要，在药品生产过程中，经常会用到反应釜是

为了加速釜内药品的反应，使药品均匀化，加快其反应速度。但现有的反应釜结构设计不合

理，反应时间较长，能耗高，且搅拌效果一般，无法满足现在日益发展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药用搅拌釜及其使用方法。

[0004]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一种药用搅拌釜，包括本体，所述本体还包括隔板、电机、搅拌部、干燥部、排气部，

所述隔板将所述本体分割成上腔室和下腔室；所述电机置于所述本体顶部外侧，用于给所

述搅拌部提供动力；所述搅拌部置于所述上腔室的上部，所述搅拌部包括釜腔、第一搅拌

叶、第二搅拌叶和搅拌轴，所述釜腔设于所述上腔室中部顶端，所述釜腔固定设置于所述上

腔室顶部的基座上，所述釜腔侧壁周围设有若干第一通孔，所述第一搅拌叶和所述第二搅

拌叶均饶设于所述搅拌轴，所述第一搅拌叶与所述第二搅拌叶对位设置，所述第一搅拌叶

和所述第二搅拌叶均为螺旋形叶片板，且所述第一搅拌叶的螺旋外径大于所述第二搅拌叶

的螺旋外径，所述第一搅拌叶的螺距与所述第二搅拌叶的螺距，所述第二搅拌叶的叶面上

设有若干错位设置的第二通孔；所述干燥部设于所述下腔室内，所述干燥部包括第一风机、

加热器和均流板，所述第一风机的入口通过管道与本体外部环境连通，所述第一风机的出

口与所述加热器的入口管道连通，所述加热器的出口与所述均流板连通，所述均流板内设

有若干第三通孔；所述排气部置于所述本体顶部外壁，包括第二风机，所述第二风机通过设

于所述本体顶部外壁的排气管连通，所述第一所述第二风机的出口直接排入空气中。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电机包括电机主轴，所述电机通过所述电机主轴分别与所述基座、

所述搅拌轴同轴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示电机为异步电机。

[0008] 进一步的，所述釜腔底部设有出料口，所述出料口设有电磁阀。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均流板位于所述隔板的上方。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均流板被所述加热器的出口管道所贯穿。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加热器内设有第一过滤器和电热丝，所述第一过滤器置于所述加

热器的进气口处，所述电热丝设于所述第一过滤器与所述加热器的出气口之间。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排气部还包括第二过滤器，所述第二过滤器置于所述第二风机内。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本体还包括进料口，所述进料口位于所述本体顶部。

[0014] 一种药用搅拌釜的使用方法，步骤如下：

[0015] S1：打开所述进料口，将药品置于所述釜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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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S2：启动所述电机，所述电机通过所述电机主轴分别与所述搅拌轴、所述基座一起

旋转，所述搅拌轴带动所述第一搅拌叶和所述第二搅拌叶、所述基座带动所述釜腔同向一

起旋转；

[0017] S3：同步启动干燥部中的所述第一风机和所述加热器，所述加热器通过所述均流

板向所述上腔室内排入热气流，加速药品的干燥；

[0018] S4：同步启动排气部中的第二电机，把上腔室内的水蒸气和废气吸出，并通过所述

第二过滤器进行过滤，再排入空气中；

[0019] S5：干燥完毕后，所述电机停止工作，打开所述出料口上的所述电磁阀，取出药品。

[0020] 本技术方案具有如下的优点和有益效果：

[0021] 1、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采用高速旋转搅拌与干燥两种方法相结合，既节约了

能源又提高了搅拌效果，同时也加快了脱水速度，缩短了混合搅拌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

率。

[0022] 2、通过异步电机同时带动第一搅拌叶、第二搅拌叶和釜腔同向一起旋转，第一搅

拌叶和第二搅拌叶在釜腔内可以从不同角度和空间对药品进行搅拌，增加搅拌叶对药品的

冲击力，同时也增大了药品之间的碰撞机会，使药品混合更加充分；第二搅拌叶中还设有第

二通孔，进一步提高搅拌效果，使药品混合更加充分。

[0023] 3、第一搅拌叶与第二搅拌叶的对向设置可使釜腔内药品360°无死角地混合搅拌；

螺旋式第一搅拌叶和第二搅拌叶的设置使釜腔内的药品充分上下混合搅拌；第一搅拌叶螺

旋外径大于第二搅拌叶螺旋外径的设置使药品在旋转过程中所受第一搅拌叶、第二搅拌叶

的旋转冲击力不同，进一步增加了药品的分散性，使药品混合更加充分，提高了搅拌效率。

[0024] 4、对第一风机吸收的外部空气先进行过滤，然后对经第一过滤器过滤后的气体进

行电热丝加热，使进入均流板的气流为热气流，热气流经过均流板使进入上腔室的热风更

加均匀，热气流通过旋转釜腔四周设置的第一通孔，更加速药品的干燥速度，同时加速药品

内水分的蒸发，亦加速上腔室内被甩出的水分的蒸发。使用热风对药品进行烘干，使干燥的

效果更好，能耗低，且节约资源。

[0025] 5、上腔室内的水蒸气和废气经第二风机吸走，再经第二过滤器过滤后，去除有害

物质，实现对上腔室内排出的气体的净化，使排出的气体更安全，避免污染环境。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一种药用搅拌釜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一种药用搅拌釜的第一搅拌叶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一种药用搅拌釜的第二搅拌叶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一种药用搅拌釜的均流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A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

[0032] 1、本体                101、隔板            102、上腔室

[0033] 103、下腔室            2、搅拌部            201、釜腔

[0034] 202、第一通孔          203、搅拌轴          204、第一搅拌叶

[0035] 205、第二搅拌叶        206、第二通孔        207、出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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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208、电磁阀            209、基座            3、电机

[0037] 301、电机主轴          4、进料口            5、第一风机

[0038] 501、入口              502、出口            6、加热器

[0039] 601、第一过滤器        602、电热丝          603、连接管

[0040] 7、排气管              8、第二风机          801、第二过滤器

[0041] 802、进气口            803、排气口          9、均流板

[0042] 901、第三通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44] 一种药用搅拌釜，如图1所示，包括本体1，本体1还包括隔板101、电机3、搅拌部2、

干燥部、排气部，隔板101置于本体1中下部，隔板101将本体1分割成上腔室102和下腔室

103，本体1还包括进料口4，进料口4位于本体1的顶部。

[0045] 电机3设置在本体1的顶部外侧，用于给搅拌部2提供动力。搅拌部2设置在上腔室

101的上部，搅拌部2包括釜腔201、第一搅拌叶204、第二搅拌叶205和搅拌轴203，釜腔201设

置在上腔室101的中部顶端，釜腔201固定设置在上腔室101顶部的基座209上，釜腔201底部

设有出料口207，出料口207上设有电磁阀208，需要排出药品时，开启电磁阀208，搅拌时，关

闭电磁阀208。釜腔201侧壁周围设有若干第一通孔202，用于甩出釜腔201药品上的水分，同

时可吸收加热器6中的热气流以蒸发药品表面上的水分。

[0046] 第一搅拌叶204和第二搅拌叶205均饶设于搅拌轴203，如图2-3所示，优选地，第一

搅拌叶204、第二搅拌叶205与搅拌轴203一体式设置，便于配合。第一搅拌叶204与第二搅拌

叶205对位设置，可使釜腔201内的药品360°无死角地混合搅拌；第一搅拌叶204和第二搅拌

叶205均为螺旋形叶片板，使釜腔内的药品充分上下混合搅拌；且第一搅拌叶204的螺旋外

径大于第二搅拌叶205的螺旋外径，所述第一搅拌叶的螺距与所述第二搅拌叶的螺距，使药

品在旋转过程中所受第一搅拌叶、第二搅拌叶的旋转冲击力不同，进一步增加了药品的分

散性，使药品混合更加充分，提高了搅拌效率。第二搅拌叶205的叶面上设有若干错位设置

的第二通孔206，进一步提高药品的搅拌效果，使药品混合的更加充分。

[0047] 进一步的，电机3包括电机主轴301，电机3为异步电机，电机3通过电机主轴301分

别与搅拌轴203、基座209同轴连接，搅拌轴301带动第一搅拌叶204和第二搅拌叶205、基座

209带动釜腔201同向一起旋转。通过电机3同时带动第一搅拌叶204、第二搅拌叶205和釜腔

201同向一起旋转，第一搅拌叶204和第二搅拌叶205在釜腔201内可以从不同角度和空间对

药品进行搅拌，增加搅拌叶对药品的冲击力，同时也增大了药品之间的碰撞机会，使药品混

合更加充分。

[0048] 干燥部设于下腔室103内，干燥部包括第一风机5、加热器6和均流板9，第一风机5

的入口501通过管道与本体1的外部环境连通，第一风机5的出口502与加热器6的入口管道

连通，加热器6的出口通过连接管603与均流板9连通，均流板9位于隔板101的上方，均流板9

上设有若干均匀的第三通孔901,均流板9被加热器6的出口连接管603所贯穿。进一步的，加

热器6内设有第一过滤器601和电热丝602，第一过滤器601置于加热器6的进气口，电热丝

602设于第一过滤器601与加热器6的出口之间。干燥部的设置，对第一风机5吸收的外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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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先进行过滤，然后对经第一过滤器601过滤后的气体进行电热丝602加热，使进入均流板9

的气流为热气流，热气流经过均流板9使进入上腔室102的热风更加均匀，热气流通过旋转

釜腔201四周设置的第一通孔202，更加速药品的干燥速度，同时加速药品内水分的蒸发，亦

加速上腔室102内被甩出的水分的蒸发。使用热风对药品进行烘干，使干燥的效果更好，能

耗低，且节约资源。

[0049] 排气部设置在本体1的顶部外壁，包括第二风机8，第二风机8通过设于本体1顶部

外壁的排气管7连通，排气管7与第二风机8的进气口802相连通，第二风机8的出气口803直

接排入空气中。进一步的，排气部还包括第二过滤器801，第二过滤器801设置在第二风机8

内。上腔室102内的水蒸气和废气经第二风机8吸走，再经第二过滤器801过滤后，去除有害

物质，实现对上腔室102内排出的气体的净化，使排出的气体更安全，避免污染环境。

[0050] 一种药用搅拌釜的使用方法，步骤如下：

[0051] S1：打开进料口4，将药品置于釜腔201中；

[0052] S2：启动电机3，电机3通过电机主轴301分别与搅拌轴203、基座209一起旋转，搅拌

轴203带动第一搅拌叶204和第二搅拌叶205、基座209带动釜腔201同向一起旋转；

[0053] S3：同步启动干燥部中的第一风机5和加热器6，通过均流板9向上腔室102内排入

热气流，加速药品的干燥；

[0054] S4：同步启动排气部中的第二风机8，把上腔室102内的水蒸气和废气吸出，并通过

第二过滤器801进行过滤，再排入空气中；

[0055] S5：干燥完毕后，电机3停止工作，打开出料口207上的电磁阀208，取出药品。

[0056] 本技术方案具有如下的优点和有益效果：

[005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采用高速旋转搅拌与干燥两种方法相结合，既节约了能

源又提高了搅拌效果，同时也加快了脱水速度，缩短了混合搅拌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0058] 通过异步电机同时带动第一搅拌叶、第二搅拌叶和釜腔同向一起旋转，第一搅拌

叶和第二搅拌叶在釜腔内可以从不同角度和空间对药品进行搅拌，增加搅拌叶对药品的冲

击力，同时也增大了药品之间的碰撞机会，使药品混合更加充分；第二搅拌叶中还设有第二

通孔，进一步提高搅拌效果，使药品混合更加充分。

[0059] 第一搅拌叶与第二搅拌叶的对向设置可使釜腔内药品搅拌360°无死角地混合；螺

旋式第一搅拌叶和第二搅拌叶的设置使釜腔内的药品充分上下混合搅拌；第一搅拌叶螺旋

外径大于第二搅拌叶螺旋外径的设置使药品在旋转过程中所受第一搅拌叶、第二搅拌叶的

旋转冲击力不同，进一步增加了药品的分散性，使药品混合更加充分，提高了搅拌效率。

[0060] 对第一风机吸收的外部空气先进行过滤，然后对经第一过滤器过滤后的气体进行

电热丝加热，使进入均流板的气流为热气流，热气流经过均流板使进入上腔室的热风更加

均匀，热气流通过旋转釜腔四周设置的第一通孔，更加速药品的干燥速度，同时加速药品内

水分的蒸发，亦加速上腔室内被甩出的水分的蒸发。使用热风对药品进行烘干，使干燥的效

果更好，能耗低，且节约资源。

[0061] 上腔室内的水蒸气和废气经第二风机吸走，再经第二过滤器过滤后，去除有害物

质，实现对上腔室内排出的气体的净化，使排出的气体更安全，避免污染环境。

[0062] 以上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所述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

不能被认为用于限定本发明的实施范围。凡依本发明申请范围所作的均等变化与改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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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应仍归属于本发明的专利涵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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