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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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1658311.4

(22)申请日 2020.08.11

(73)专利权人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地址 510000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

镇塘仔岭18号101厂

(72)发明人 何军琪　林福进　何锋　黎韬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立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44563

代理人 龙艳华

(51)Int.Cl.

B01F 7/18(2006.01)

B01F 15/00(2006.01)

B01F 15/02(2006.01)

B01F 15/04(2006.01)

B01F 15/0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可自动配比的沐浴露生产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可自动配比的沐浴

露生产设备，包括搅拌罐体，所述搅拌罐体的上

端面固定安装有主料配给箱，所述主料配给箱的

内侧固定安装有隔板，所述主料配给箱的上端面

设置有两个主料注料管，所述主料配给箱的一侧

位于搅拌罐体的上端面固定安装有配料配给机

构，所述配料配给机构包括固定底座、配给罐体、

连接架、配料注料管、配料连接管、限位螺杆、调

节导向杆和密封板，所述固定底座的上端面固定

安装有六个配给罐体，所述配给罐体的一侧设置

有配料注料管，所述配给罐体与搅拌罐体通过配

料连接管连接。本实用新型通过对配料的使用量

进行精确控制，便于根据配料的种类进行分别调

节和同时注入，便于实现自动配比，使用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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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自动配比的沐浴露生产设备，包括搅拌罐体，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罐体的上

端面固定安装有主料配给箱，所述主料配给箱的内侧固定安装有隔板，所述主料配给箱的

上端面设置有两个主料注料管，所述主料配给箱的一侧位于搅拌罐体的上端面固定安装有

配料配给机构；

所述配料配给机构包括固定底座、配给罐体、连接架、配料注料管、配料连接管、限位螺

杆、调节导向杆和密封板，所述固定底座的上端面固定安装有六个配给罐体，所述配给罐体

的一侧设置有配料注料管，所述配给罐体与搅拌罐体通过配料连接管连接，所述配给罐体

的内侧滑动连接有密封板，所述密封板的内侧固定安装有调节导向杆，所述调节导向杆的

上端面安装有限位螺杆，所述限位螺杆中部的外侧安装有连接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配比的沐浴露生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罐

体的内侧固定安装有耐磨衬套，所述耐磨衬套的内壁设置有两个加热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配比的沐浴露生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罐

体的下端面固定安装有传动电机，所述传动电机的外侧设置有底部支撑架，所述传动电机

的顶端固定安装有传动轴，所述传动轴的外侧固定安装有三个搅拌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配比的沐浴露生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配料注

料管的底端与配料连接管的上端均延伸至配给罐体的内侧，所述配料注料管与配料连接管

的内侧均设置有电磁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配比的沐浴露生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板

与配给罐体通过密封圈连接，所述密封板的下方位于配给罐体的内侧设置有限位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配比的沐浴露生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架

与配给罐体焊接固定，所述限位螺杆的底端贯穿连接架的上端延伸至调节导向杆的上端

面，所述限位螺杆与连接架通过螺纹连接，所述限位螺杆的顶端设置有旋转手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动配比的沐浴露生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料配

给箱与搅拌罐体通过螺钉连接，所述隔板焊接固定在主料配给箱的内侧，所述隔板的两侧

均设置有主料放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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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自动配比的沐浴露生产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沐浴露生产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可自动配比的沐浴露生产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多的在洗澡时使用沐浴露进行清洁，浴露

是指洗澡时使用的一种液体清洗剂，是一种现代人常见的的清洁用品，沐浴乳的发明主要

是为了取代传统清洁肥皂的触感和功效；沐浴乳接触人们肌肤时并不会有像肥皂那样硬梆

梆的感觉，氨基酸沐浴液的效果格外明显，氨基酸沐浴露相较硫酸盐类表面活性剂为原料

的沐浴露pH值偏低些，温和滋润肌肤，不会对皮肤造成强酸碱刺激，沐浴露在生产过程中，

需要通过搅拌装置对其进行搅拌混合，使沐浴露原料均匀混合。

[0003] 但是，现有的沐浴露在生产时对原料配给不方便，且配比的量不容易控制，易造成

产品效果的偏差；因此，不满足现有的需求，对此我们提出了一种可自动配比的沐浴露生产

设备。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自动配比的沐浴露生产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

技术中提出的现有的沐浴露在生产时对原料配给不方便，且配比的量不容易控制，易造成

产品效果的偏差等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可自动配比的沐浴露生产

设备，包括搅拌罐体，所述搅拌罐体的上端面固定安装有主料配给箱，所述主料配给箱的内

侧固定安装有隔板，所述主料配给箱的上端面设置有两个主料注料管，所述主料配给箱的

一侧位于搅拌罐体的上端面固定安装有配料配给机构；

[0006] 所述配料配给机构包括固定底座、配给罐体、连接架、配料注料管、配料连接管、限

位螺杆、调节导向杆和密封板，所述固定底座的上端面固定安装有六个配给罐体，所述配给

罐体的一侧设置有配料注料管，所述配给罐体与搅拌罐体通过配料连接管连接，所述配给

罐体的内侧滑动连接有密封板，所述密封板的内侧固定安装有调节导向杆，所述调节导向

杆的上端面安装有限位螺杆，所述限位螺杆中部的外侧安装有连接架。

[0007] 优选的，所述搅拌罐体的内侧固定安装有耐磨衬套，所述耐磨衬套的内壁设置有

两个加热环。

[0008] 优选的，所述搅拌罐体的下端面固定安装有传动电机，所述传动电机的外侧设置

有底部支撑架，所述传动电机的顶端固定安装有传动轴，所述传动轴的外侧固定安装有三

个搅拌架。

[0009] 优选的，所述配料注料管的底端与配料连接管的上端均延伸至配给罐体的内侧，

所述配料注料管与配料连接管的内侧均设置有电磁阀。

[0010] 优选的，所述密封板与配给罐体通过密封圈连接，所述密封板的下方位于配给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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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内侧设置有限位环。

[0011] 优选的，所述连接架与配给罐体焊接固定，所述限位螺杆的底端贯穿连接架的上

端延伸至调节导向杆的上端面，所述限位螺杆与连接架通过螺纹连接，所述限位螺杆的顶

端设置有旋转手柄。

[0012] 优选的，所述主料配给箱与搅拌罐体通过螺钉连接，所述隔板焊接固定在主料配

给箱的内侧，所述隔板的两侧均设置有主料放置仓。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4] 1、本实用新型通过对限位螺杆相对于连接架进行高度的调节，配料通过配料注料

管注入配给罐体的内侧，此时配料推动密封板上移，进而限位螺杆的底端对调节导向杆起

到限位的作用，根据不同配料的使用量对六个限位螺杆进行分别设置，配给罐体内侧的配

料能够同时注入搅拌罐体的内侧，此时调节导向杆带动密封板复位，便于再次进行配料的

补充；

[0015] 2、本实用新型通过在主料配给箱的内侧设置有隔板，隔板的两侧均设置有主料放

置仓，便于通过主料配给箱对主料进行放置和注入，传动电机带动传动轴进行转动，进而传

动轴带动搅拌架对原料进行搅拌操作，在加热环的内侧设置有电热阻丝，便于对原料进行

加热处理，加快搅拌效率，使用更方便。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配料配给机构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配料配给机构的局部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底部支撑架；2、搅拌罐体；3、主料配给箱；4、主料注料管；5、配料配给机

构；6、传动电机；7、传动轴；8、搅拌架；9、耐磨衬套；10、隔板；11、加热环；12、固定底座；13、

配给罐体；14、连接架；15、配料注料管；16、配料连接管；17、限位螺杆；18、调节导向杆；19、

密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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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图4，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实施例：一种可自动配比的沐浴露生产

设备，包括搅拌罐体2，搅拌罐体2的上端面固定安装有主料配给箱3，主料配给箱3的内侧固

定安装有隔板10，隔板10的两侧均设置有主料放置仓，便于通过主料配给箱3对主料进行放

置和注入，主料配给箱3的上端面设置有两个主料注料管4，主料配给箱3的一侧位于搅拌罐

体2的上端面固定安装有配料配给机构5；

[0023] 配料配给机构5包括固定底座12、配给罐体13、连接架14、配料注料管15、配料连接

管16、限位螺杆17、调节导向杆18和密封板19，固定底座12的上端面固定安装有六个配给罐

体13，配给罐体13的一侧设置有配料注料管15，配给罐体13与搅拌罐体2通过配料连接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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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配给罐体13的内侧滑动连接有密封板19，密封板19的下方位于配给罐体13的内侧设

置有限位环，通过限位环能够对密封板19复位时进行限定，避免密封板19对配料注料管15

和配料连接管16造成封堵，密封板19的内侧固定安装有调节导向杆18，调节导向杆18的上

端面安装有限位螺杆17，限位螺杆17中部的外侧安装有连接架14，整体通过对配料的使用

量进行精确控制，便于根据配料的种类进行分别调节和同时注入，便于实现自动配比，使用

更方便。其中，本实用新型所提到的传动电机6(型号可为YS7134)可从市场采购或私人定制

获得。

[0024] 进一步的，搅拌罐体2的内侧固定安装有耐磨衬套9，耐磨衬套9的内壁设置有两个

加热环11。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加热环11的内侧设置有电热阻丝，便于对原料进行加

热处理，加快搅拌效率，使用更方便。

[0026] 进一步的，搅拌罐体2的下端面固定安装有传动电机6，传动电机6的外侧设置有底

部支撑架1，传动电机6的顶端固定安装有传动轴7，传动轴7的外侧固定安装有三个搅拌架

8。

[002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传动轴7可带动搅拌架8对原料进行搅拌操作。

[0028] 进一步的，配料注料管15的底端与配料连接管16的上端均延伸至配给罐体13的内

侧，配料注料管15与配料连接管16的内侧均设置有电磁阀。

[002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对配料注料管15和配料连接管16内侧的电磁阀进行

分别开启和关闭能够实现配料的自动注入。

[0030] 进一步的，密封板19与配给罐体13通过密封圈连接，密封板19的下方位于配给罐

体13的内侧设置有限位环。

[003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限位环能够对密封板19复位时进行限定，避免密封

板19对配料注料管15和配料连接管16造成封堵。

[0032] 进一步的，连接架14与配给罐体13焊接固定，限位螺杆17的底端贯穿连接架14的

上端延伸至调节导向杆18的上端面，限位螺杆17与连接架14通过螺纹连接，限位螺杆17的

顶端设置有旋转手柄。

[003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旋转限位螺杆17，便于对限位螺杆17的高度进行调

节，进而适用于不同种类的配料配比。

[0034] 进一步的，主料配给箱3与搅拌罐体2通过螺钉连接，隔板10焊接固定在主料配给

箱3的内侧，隔板10的两侧均设置有主料放置仓。

[003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便于通过主料配给箱3对主料进行放置和注入。

[0036] 工作原理：使用时，检查各零件的功能是否完好，接通电源，将配料注料管15的上

端与外部配料箱连接，根据多种配料的配比量对限位螺杆17进行调节，具体为，限位螺杆17

的顶端设置有旋转手柄，操作旋转手柄，使得限位螺杆17相对于连接架14进行高度的调节，

进而开启配料注料管15内侧的电磁阀，使得配料通过配料注料管15注入配给罐体13的内

侧，此时配料推动密封板19上移，进而限位螺杆17的底端对调节导向杆18起到限位的作用，

根据不同配料的使用量对六个限位螺杆17进行分别设置，关闭配料注料管15内侧的电磁

阀，开启配料连接管16内侧的电磁阀，使得配给罐体13内侧的配料同时注入搅拌罐体2的内

侧，此时调节导向杆18带动密封板19复位，便于再次进行配料的补充，通过在主料配给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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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侧设置有隔板10，隔板10的两侧均设置有主料放置仓，便于通过主料配给箱3对主料进

行放置和注入，启动传动电机6，使得传动电机6带动传动轴7进行转动，进而传动轴7带动搅

拌架8对原料进行搅拌操作，在加热环11的内侧设置有电热阻丝，便于对原料进行加热处

理，加快搅拌效率，使用更方便。

[0037]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

且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实用新

型。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实用新

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

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实用新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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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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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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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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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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