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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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1986908.9

(22)申请日 2019.11.18

(73)专利权人 福州百草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50000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

金塘路9号6号楼二层

(72)发明人 肖永堂　

(74)专利代理机构 福州市博深专利事务所(普

通合伙) 35214

代理人 林振杰

(51)Int.Cl.

B01F 7/18(2006.01)

B01F 15/0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加热搅拌罐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化工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具

体涉及一种加热搅拌罐，包括罐体、搅拌装置和

蒸汽加热夹套；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加热搅拌罐，

当蒸汽从蒸汽进口进入时，不是直接下沉流向冷

凝水出口，而是在导流槽内循环，然后通过导流

槽上部开口溢出，蒸汽可以全方位的在蒸汽加热

夹套内至上而下通过导流槽上部开口向下流，有

效的增大了循环加热面积，避免局部加热，有利

于提高加热效果避免蒸汽浪费，与现有技术中两

个蒸汽进入口的情况相比，不必要增加其余的设

备以及连接管道；在搅拌轴上设置有短搅拌臂和

长搅拌臂，长搅拌臂上的搅拌转叶用于搅拌靠近

罐体内壁部分的原料，短搅拌臂上的搅拌转叶用

于搅拌靠近转动搅拌轴附近的原料，从而有利于

物料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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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加热搅拌罐，其特征在于，包括罐体、搅拌装置和蒸汽加热夹套；

所述罐体包括封头、圆筒罐体以及位于所述圆筒罐体下方的锥底，所述封头的上部设

置进料口，所述锥底的底部设置出料口；

所述搅拌装置包括转动电机、搅拌轴、长搅拌臂和短搅拌臂，所述搅拌轴上交错设置有

多个短搅拌臂和多个长搅拌臂，所述长搅拌臂和短搅拌臂的外形均为带有弧度的矩形板状

结构，在所述短搅拌臂和长搅拌臂上设置有搅拌转叶；

所述蒸汽加热夹套设置于罐体外表面，所述蒸汽加热夹套设有相连通的蒸汽进口和冷

凝水出口，所述蒸汽进口设置于罐体顶部，所述冷凝水出口设置于罐体底部，所述蒸汽加热

夹套内设有与蒸汽进口相连通的导流槽，所述导流槽呈环状螺旋围绕于罐体外表面，所述

导流槽槽底相对于蒸汽进口所在平面呈向下倾斜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加热搅拌罐，其特征在于，所述长搅拌臂和短搅拌臂的板面上、

沿其长度方向贯穿开设有多个容置腔，所述容置腔中均竖直设置有搅拌转叶，所述搅拌转

叶包括转轴和分布在转轴上的叶片，所述转轴与所述搅拌轴同轴向，且所述转轴的两端分

别回转连接在容置腔内相应的端面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加热搅拌罐，其特征在于，所述罐体上设置有检修孔，所述检修

孔上设置有排气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加热搅拌罐，其特征在于，所述罐体为不锈钢材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加热搅拌罐，其特征在于，所述罐体的底部还设置液位计口和温

度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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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加热搅拌罐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化工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加热搅拌罐。

背景技术

[0002] 搅拌罐也可叫水相罐，广泛应用于涂料、医药、建材、化工、颜料、树脂、食品、科研

等行业。该设备可根据用户产品的工艺要求选用碳钢、不锈钢等材料制作，以及设置加热、

冷却装置，以满足不同的工艺和生产需要。加热形式有夹套电加热、盘管加热，该设备结构

设计合理、工艺先进、经久耐用，并具有操作简单、使用方便等特点，是理想的投资少、投产

快、收益高的化工设备；搅拌形式一般有锚式、桨式、涡轮式、推进式或框式等，搅拌装置在

高径比较大时，可用多层搅拌桨叶，也可根据用户的要求任意选配。并在搅拌罐夹套可通过

外循环进行换热。加热方式有电加热、热水加热、导热油循环加热、远红外加热、内或外盘管

加热等，冷却方式为夹套冷却和釜内盘管冷却，搅拌桨叶的形式等，支承座有支承式或耳式

支座等，当转速较高时宜使用齿轮减速机。

[0003] 专利文件中申请号为200920234298.7的专利文件公开了一种鼓泡式反应釜，在反

应釜釜体外壁设有蒸汽夹套，在蒸汽夹套的上部侧壁设有蒸汽进口，下部底壁设有蒸汽冷

凝水出口，蒸汽从蒸汽进口进入夹套，其目的是给反应釜内部加热，蒸汽进入之后开始往底

壁上冷凝水出口下沉，下沉的同时气体变成液体，进行放热反应，液体以及部分蒸汽从冷凝

水出口排出，使用该种加热的方式比较容易造成反应釜的局部加热，加热覆盖面积只有

50％-60％左右，加热效果不佳且蒸汽浪费严重；

[0004] 现有技术中也存在在搅拌罐的壳体外壁设有夹套的方式，在夹套的上部侧壁设有

蒸汽入口，其蒸汽入口设置有两个，两个蒸汽入口的轴线同轴设置，且以反应釜的中心轴线

呈对称设置，同样的在壳体下部底壁设有蒸汽冷凝水出口，在加热搅拌罐内部时，采取两侧

同时通蒸汽的方式来达到均匀加热的目的，虽然解决了局部受热、加热效果不佳的问题，但

是该方式增加了一个蒸汽入口势必还需要增加一台产生蒸汽的设备和通蒸汽的管道，而搅

拌罐的加热不是随时随地都需要进行的，在不需要使用时，需要拆卸掉通蒸汽的一系列装

置，该方式增加了安装和拆卸的工序时间，使用较为繁琐，灵活性较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的搅拌

罐搅拌效果不理想、加热所用蒸汽的利用率较低。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加热搅拌罐，包括罐

体、搅拌装置和蒸汽加热夹套；

[0007] 所述罐体包括封头、圆筒罐体以及位于所述圆筒罐体下方的锥底，所述封头的上

部设置进料口，所述锥底的底部设置出料口；

[0008] 所述搅拌装置包括转动电机、搅拌轴、长搅拌臂和短搅拌臂，所述搅拌轴上交错设

置有多个短搅拌臂和多个长搅拌臂，所述长搅拌臂和短搅拌臂的外形均为带有弧度的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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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状结构，在所述短搅拌臂和长搅拌臂上设置有搅拌转叶；

[0009] 所述蒸汽加热夹套设置于罐体外表面，所述蒸汽加热夹套设有相连通的蒸汽进口

和冷凝水出口，所述蒸汽进口设置于罐体顶部，所述冷凝水出口设置于罐体底部，所述蒸汽

加热夹套内设有与蒸汽进口相连通的导流槽，所述导流槽呈环状螺旋围绕于罐体外表面，

所述导流槽槽底相对于蒸汽进口所在平面呈向下倾斜设置。

[0010] 其中，所述长搅拌臂和短搅拌臂的板面上、沿其长度方向贯穿开设有多个容置腔，

所述容置腔中均竖直设置有搅拌转叶，所述搅拌转叶包括转轴和分布在转轴上的叶片，所

述转轴与所述搅拌轴同轴向，且所述转轴的两端分别回转连接在容置腔内相应的端面上。

[0011] 其中，所述罐体上设置有检修孔，所述检修孔上设置有排气孔。

[0012] 其中，所述罐体为不锈钢材质。

[0013] 其中，所述罐体的底部还设置液位计口和温度计口。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加热搅拌罐，为全封闭结构，现场

环境较好，没有异味；在蒸汽加热夹套内设置与蒸汽进口相连通的导流槽，当蒸汽从蒸汽进

口进入时，不是直接下沉流向冷凝水出口，而是在导流槽内循环，然后通过导流槽上部开口

溢出，而导流槽围绕在罐体外侧，蒸汽可以全方位的在蒸汽加热夹套内至上而下通过导流

槽上部开口向下流，有效的增大了循环加热面积，避免局部加热，有利于提高加热效果避免

蒸汽浪费，与现有技术中两个蒸汽进入口的情况相比，不必要增加其余的设备以及连接管

道；在搅拌轴上设置有短搅拌臂和长搅拌臂，长搅拌臂上的搅拌转叶用于搅拌靠近罐体内

壁部分的原料，短搅拌臂上的搅拌转叶用于搅拌靠近转动搅拌轴附近的原料，从而有利于

物料搅拌均匀。

附图说明

[0015] 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的加热搅拌罐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的加热搅拌罐的导流槽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的加热搅拌罐的短搅拌臂的结构示意图；

[0018] 标号说明：

[0019] 1、罐体；11、封头；12、圆筒罐体；13、锥底；

[0020] 2、搅拌装置；21、转动电机；22、搅拌轴；23、长搅拌臂；24、短搅拌臂；25、搅拌转叶；

[0021] 3、蒸汽加热夹套；31、蒸汽进口；32、冷凝水出口；33、导流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所实现目的及效果，以下结合实施方式并配

合附图予以说明。

[0023] 请参照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加热搅拌罐，包括罐体1、搅拌装置2

和蒸汽加热夹套3；

[0024] 所述罐体1包括封头11、圆筒罐体12以及位于所述圆筒罐体12下方的锥底13，所述

封头11的上部设置进料口，所述锥底13的底部设置出料口；

[0025] 所述搅拌装置2包括转动电机21、搅拌轴22、长搅拌臂23和短搅拌臂24，所述搅拌

轴22上交错设置有多个短搅拌臂24和多个长搅拌臂23，所述长搅拌臂23和短搅拌臂24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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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均为带有弧度的矩形板状结构，在所述短搅拌臂24和长搅拌臂23上设置有搅拌转叶25；

[0026] 所述蒸汽加热夹套3设置于罐体1外表面，所述蒸汽加热夹套3设有相连通的蒸汽

进口31和冷凝水出口32，所述蒸汽进口31设置于罐体1顶部，所述冷凝水出口32设置于罐体

1底部，所述蒸汽加热夹套3内设有与蒸汽进口31相连通的导流槽33，所述导流槽33呈环状

螺旋围绕于罐体1外表面，所述导流槽33槽底相对于蒸汽进口31所在平面呈向下倾斜设置。

[0027] 由上述描述可知，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加热搅拌罐，为

全封闭结构，现场环境较好，没有异味；在蒸汽加热夹套内设置与蒸汽进口相连通的导流

槽，当蒸汽从蒸汽进口进入时，不是直接下沉流向冷凝水出口，而是在导流槽内循环，然后

通过导流槽上部开口溢出，而导流槽围绕在罐体外侧，蒸汽可以全方位的在蒸汽加热夹套

内至上而下通过导流槽上部开口向下流，有效的增大了循环加热面积，避免局部加热，有利

于提高加热效果避免蒸汽浪费，与现有技术中两个蒸汽进入口的情况相比，不必要增加其

余的设备以及连接管道；在搅拌轴上设置有短搅拌臂和长搅拌臂，长搅拌臂上的搅拌转叶

用于搅拌靠近罐体内壁部分的原料，短搅拌臂上的搅拌转叶用于搅拌靠近转动搅拌轴附近

的原料，从而有利于物料搅拌均匀。

[0028] 进一步的，所述长搅拌臂23和短搅拌臂24的板面上、沿其长度方向贯穿开设有多

个容置腔，所述容置腔中均竖直设置有搅拌转叶25，所述搅拌转叶25包括转轴和分布在转

轴上的叶片，所述转轴与所述搅拌轴22同轴向，且所述转轴的两端分别回转连接在容置腔

内相应的端面上。

[0029] 由上述描述可知，长搅拌臂和短搅拌臂带动周边的物料进行搅拌，物料翻动的同

时会从容置腔穿过，从而带动搅拌转叶转动，搅拌转叶又对穿过的物料进行局部搅拌，进而

进一步提高搅拌效率，保证物料的发酵效果，且通过搅拌转叶的搅拌能改变液流方向，消除

因搅拌产生的漩涡，增加溶氧速率，改善搅拌混合效果。

[0030] 进一步的，所述罐体1上设置有检修孔，所述检修孔上设置有排气孔。

[0031] 进一步的，所述罐体1为不锈钢材质。

[0032] 进一步的，所述罐体1的底部还设置液位计口和温度计口。

[0033] 请参照图1、图2和图3，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一为：

[0034] 一种加热搅拌罐，包括罐体1、搅拌装置2和蒸汽加热夹套3；

[0035] 所述罐体1包括封头11、圆筒罐体12以及位于所述圆筒罐体12下方的锥底13，所述

封头11的上部设置进料口，所述锥底13的底部设置出料口；

[0036] 所述搅拌装置2包括转动电机21、搅拌轴22、长搅拌臂23和短搅拌臂24，所述搅拌

轴22上交错设置有多个短搅拌臂24和多个长搅拌臂23，所述长搅拌臂23和短搅拌臂24的外

形均为带有弧度的矩形板状结构，在所述短搅拌臂24和长搅拌臂23上设置有搅拌转叶25；

[0037] 所述蒸汽加热夹套3设置于罐体1外表面，所述蒸汽加热夹套3设有相连通的蒸汽

进口31和冷凝水出口32，所述蒸汽进口31设置于罐体1顶部，所述冷凝水出口32设置于罐体

1底部，所述蒸汽加热夹套3内设有与蒸汽进口31相连通的导流槽33，所述导流槽33呈环状

螺旋围绕于罐体1外表面，所述导流槽33槽底相对于蒸汽进口31所在平面呈向下倾斜设置；

[0038] 所述长搅拌臂23和短搅拌臂24的板面上、沿其长度方向贯穿开设有多个容置腔，

所述容置腔中均竖直设置有搅拌转叶25，所述搅拌转叶25包括转轴和分布在转轴上的叶

片，所述转轴与所述搅拌轴22同轴向，且所述转轴的两端分别回转连接在容置腔内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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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面上；

[0039] 所述罐体1上设置有检修孔，所述检修孔上设置有排气孔；

[0040] 所述罐体1为不锈钢材质；

[0041] 所述罐体1的底部还设置液位计口和温度计口。

[0042]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加热搅拌罐，为全封闭结构，现场环境较好，没有异

味；在蒸汽加热夹套内设置与蒸汽进口相连通的导流槽，当蒸汽从蒸汽进口进入时，不是直

接下沉流向冷凝水出口，而是在导流槽内循环，然后通过导流槽上部开口溢出，而导流槽围

绕在罐体外侧，蒸汽可以全方位的在蒸汽加热夹套内至上而下通过导流槽上部开口向下

流，有效的增大了循环加热面积，避免局部加热，有利于提高加热效果避免蒸汽浪费，与现

有技术中两个蒸汽进入口的情况相比，不必要增加其余的设备以及连接管道；在搅拌轴上

设置有短搅拌臂和长搅拌臂，长搅拌臂上的搅拌转叶用于搅拌靠近罐体内壁部分的原料，

短搅拌臂上的搅拌转叶用于搅拌靠近转动搅拌轴附近的原料，从而有利于物料搅拌均匀；

[0043] 长搅拌臂和短搅拌臂带动周边的物料进行搅拌，物料翻动的同时会从容置腔穿

过，从而带动搅拌转叶转动，搅拌转叶又对穿过的物料进行局部搅拌，进而进一步提高搅拌

效率，保证物料的发酵效果，且通过搅拌转叶的搅拌能改变液流方向，消除因搅拌产生的漩

涡，增加溶氧速率，改善搅拌混合效果。

[004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同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相关的技术领

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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