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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不锈钢反应釜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反应釜设备技术领域，

且公开了一种高效不锈钢反应釜，包括釜体、端

盖、螺栓、底柱，所述釜体内部设置有搅拌刮壁机

构，所述端盖顶端设置有喷洒机构；所述搅拌刮

壁机构包括电机、隔箱、转轴、转盘、搅杆、移动

板、滑板一、连杆、滑板二，所述喷洒机构包括水

泵、水箱、管道、空心板、支撑杆、喷头，通过各机

构的共同作用下可以使刮板在釜体内壁上做圆

周运动并上下滑动，从而对釜体内的药剂搅拌混

合，使药剂之间的反应更加完全，提高反应质量、

反应效率，且通过刮板上的石棉网对釜体内壁进

行挂刷，使搅杆与移动板在能够提升釜体内部原

料混合的同时能够避免污物积累在釜体内壁，方

便后续人员对釜体内部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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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不锈钢反应釜，包括釜体(1)、端盖(2)、螺栓(7)、底柱(8)，其特征在于：所

述釜体(1)内部设置有搅拌刮壁机构(3)，所述端盖(2)顶端设置有喷洒机构(4)；

所述搅拌刮壁机构(3)包括电机(301)、隔箱(302)、转轴(303)、转盘(304)、搅杆(305)、

移动板(306)、滑板一(307)、连杆(308)、滑板二(309)，所述转轴(303)一端固定安装在电机

(301)输出端，所述转轴(303)另一端贯穿端盖(2)伸入釜体(1)内部，所述转盘(304)固定套

设在转轴(303)外壁上，所述搅杆(305)固定安装在转盘(304)底端，所述滑板一(307)固定

安装在移动板(306)上开设的通孔内壁上，且所述滑板一(307)与搅杆(305)外壁上开设的

滑槽滑动连接，所述连杆(308)固定安装在固定安装在移动板(306)一端，所述滑板二(309)

固定安装在连杆(308)一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不锈钢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洒机构(4)包括

水泵(401)、水箱(402)、管道(403)、空心板(404)、支撑杆(405)、喷头(406)，所述水箱(402)

固定安装在端盖(2)顶端，所述水泵(401)固定安装在水箱(402)底端，所述管道(403)一端

与水泵(401)输出端连通设置，所述管道(403)另一端贯穿端盖(2)，且所述管道(403)另一

端与空心板(404)连通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效不锈钢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空心板(404)固定

安装在支撑杆(405)底端，所述支撑杆(405)顶端固定安装在端盖(2)内壁顶端。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效不锈钢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喷头(406)连通设

置在空心板(404)底端，且所述喷头(406)为雾化喷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不锈钢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板(306)另一

端固定安装有刮板(5)，所述刮板(5)表面固定安装有石棉网(6)，且所述石棉网(6)与釜体

(1)内壁表面接触，所述滑板二(309)与底柱(8)外壁上开设的轨道槽滑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不锈钢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301)设置在

隔箱(302)内部，所述隔箱(302)固定安装在端盖(2)顶端，所述端盖(2)通过螺栓(7)与釜体

(1)固定连接，所述底柱(8)固定安装在釜体(1)内壁底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不锈钢反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端盖(2)顶戴连通

设置有进料口(11)，所述釜体(1)底端连通设置有卸料管(12)，所述釜体(1)底端固定安装

有支撑腿(9)，所述支撑腿(9)底端固定安装有支撑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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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不锈钢反应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反应釜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高效不锈钢反应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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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氏、蒙乃尔、因康镍)合金及其它复合材料；现有技术中的反应釜在长时间使用后，易在反应

釜的内部留有大量的污物，不宜对其进行清洗，从而对原料的实际加工效果有较大的影响；

现有技术中的反应釜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易出现混合不均匀的现象，从而影响原料的实际加

工效果。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高效不锈钢反应釜，解决了背景技术中的问

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高效不锈钢反应釜，包括釜

体、端盖、螺栓、底柱，所述釜体内部设置有搅拌刮壁机构，所述端盖顶端设置有喷洒机构；

[0005] 所述搅拌刮壁机构包括电机、隔箱、转轴、转盘、搅杆、移动板、滑板一、连杆、滑板

二，所述转轴一端固定安装在电机输出端，所述转轴另一端贯穿端盖伸入釜体内部，所述转

盘固定套设在转轴外壁上，所述搅杆固定安装在转盘底端，所述滑板一固定安装在移动板

上开设的通孔内壁上，且所述滑板一与搅杆外壁上开设的滑槽滑动连接，所述连杆固定安

装在固定安装在移动板一端，所述滑板二固定安装在连杆一端。

[0006] 优选的，所述喷洒机构包括水泵、水箱、管道、空心板、支撑杆、喷头，所述水箱固定

安装在端盖顶端，所述水泵固定安装在水箱底端，所述管道一端与水泵输出端连通设置，所

述管道另一端贯穿端盖，且所述管道另一端与空心板连通设置，通过设置水泵，可以将水箱

中的药液或清水通过管道输送至空心板中，最后通过喷头对釜体内部进行喷洒。

[0007] 优选的，所述空心板固定安装在支撑杆底端，所述支撑杆顶端固定安装在端盖内

壁顶端，通过设置支撑杆，对空心板起到一个支撑作用，使空心板可固定在盖板底端。

[0008] 优选的，所述喷头连通设置在空心板底端，且所述喷头为雾化喷头，通过将喷头设

置为雾化喷头，可以扩大喷头的喷洒范围，从而提高反应效果或清洗效果。

[0009] 优选的，所述移动板另一端固定安装有刮板，所述刮板表面固定安装有石棉网，且

所述石棉网与釜体内壁表面接触，所述滑板二与底柱外壁上开设的轨道槽滑动连接，通过

设置石棉网，可以对釜体内侧壁进行刮泥处理，不会对釜体的实用性和使用寿命造成影响，

且清洁性能佳。

[0010] 优选的，所述电机设置在隔箱内部，所述隔箱固定安装在端盖顶端，所述端盖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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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与釜体固定连接，所述底柱固定安装在釜体内壁底端，通过设置隔箱，防止电机在运转

时受到外界因素影响，保证电机的正常使用寿命。

[0011] 优选的，所述端盖顶戴连通设置有进料口，所述釜体底端连通设置有卸料管，所述

釜体底端固定安装有支撑腿，所述支撑腿底端固定安装有支撑板，通过设置卸料管，方便对

反应完成后的药剂进行取出，通过至支撑板，增加支撑腿与地面的接触面积，从而提高稳定

效果。

[0012]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高效不锈钢反应釜。该高效不锈钢反应釜具备以下有益效

果：

[0013] (1)、该高效不锈钢反应釜，通过电机、隔箱、转轴、转盘、搅杆、移动板、滑板一、连

杆、滑板二的共同作用下，可以使刮板在釜体内壁上做圆周运动并上下滑动，从而对釜体内

的药剂搅拌混合，使药剂之间的反应更加完全，提高反应质量、反应效率，且通过刮板上的

石棉网对釜体内壁进行挂刷，使搅杆与移动板在能够提升釜体内部原料混合的同时能够避

免污物积累在釜体内壁，方便后续人员对釜体内部的清洁；

[0014] (2)、该高效不锈钢反应釜，通过水泵、水箱、管道、空心板、支撑杆、喷头的共同作

用下，可以将水箱中的药液或清水通过管道输送至空心板中，最后通过喷头对釜体内部进

行喷洒，当在釜体在反应过程中需要中途需要加入药液，则可通过水箱直接输送至釜体中，

不需要等釜体内部温度散失后再通过进料口送入，提高反应效率，且当釜体使用完成后需

要对釜体内进行清洁时，可对釜体内进行喷洒清水，方便人员清洁，从而使该机构能够满足

清洗和生产的需求，实用性强，适用范围广。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正面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底柱正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空心板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图2中A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釜体  12.端盖  3 .搅拌刮壁机构  4 .喷洒机构  5 .刮板  6 .石棉网  7螺栓 

8.底柱  9.支撑腿  10.支撑板  11.进料口  12.卸料管  301.电机  302.隔箱  303.转轴  304.

转盘  305 .搅杆  303 .移动板  307 .滑板一  308 .连杆  309 .滑板二  401 .水泵  402 .水箱 

403.管道  404.空心板  405.支撑杆  406.喷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如图1‑5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高效不锈钢反应釜，包括釜体

1、端盖2、螺栓7、底柱8，端盖2顶戴连通设置有进料口11，釜体1底端连通设置有卸料管12，

釜体1底端固定安装有支撑腿9，支撑腿9底端固定安装有支撑板10，通过设置卸料管12，方

便对反应完成后的药剂进行取出，通过至支撑板10，增加支撑腿9与地面的接触面积，从而

提高稳定效果，釜体1内部设置有搅拌刮壁机构3，端盖2顶端设置有喷洒机构4，喷洒机构4

包括水泵401、水箱402、管道403、空心板404、支撑杆405、喷头406，水箱402固定安装在端盖

2顶端，水泵401固定安装在水箱402底端，管道403一端与水泵401输出端连通设置，管道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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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端贯穿端盖2，且管道403另一端与空心板404连通设置，通过设置水泵401，可以将水箱

402中的药液或清水通过管道403输送至空心板404中，最后通过喷头406对釜体1内部进行

喷洒，空心板404固定安装在支撑杆405底端，支撑杆405顶端固定安装在端盖2内壁顶端，通

过设置支撑杆405，对空心板404起到一个支撑作用，使空心板可固定在盖板2底端，喷头406

连通设置在空心板404底端，且喷头406为雾化喷头，通过将喷头406设置为雾化喷头，可以

扩大喷头406的喷洒范围，从而提高反应效果或清洗效果，通过水泵401、水箱402、管道403、

空心板404、支撑杆405、喷头406的共同作用下，可以将水箱402中的药液或清水通过管道

403输送至空心板404中，最后通过喷头406对釜体1内部进行喷洒，当在釜体1在反应过程中

需要中途需要加入药液，则可通过水箱402直接输送至釜体1中，不需要等釜体1内部温度散

失后再通过进料口11送入，提高反应效率，且当釜体1使用完成后需要对釜体1内进行清洁

时，可对釜体1内进行喷洒清水，方便人员清洁，从而使该机构能够满足清洗和生产的需求，

实用性强，适用范围广；

[0022] 搅拌刮壁机构3包括电机301、隔箱302、转轴303、转盘304、搅杆305、移动板306、滑

板一307、连杆308、滑板二309，转轴303一端固定安装在电机301输出端，电机301设置在隔

箱302内部，隔箱302固定安装在端盖2顶端，端盖2通过螺栓7与釜体1固定连接，底柱8固定

安装在釜体1内壁底端，通过设置隔箱302，防止电机301在运转时受到外界因素影响，保证

电机301的正常使用寿命，转轴303另一端贯穿端盖2伸入釜体1内部，转盘304固定套设在转

轴303外壁上，搅杆305固定安装在转盘304底端，滑板一307固定安装在移动板306上开设的

通孔内壁上，移动板306另一端固定安装有刮板5，刮板5表面固定安装有石棉网6，且石棉网

6与釜体1内壁表面接触，滑板二309与底柱8外壁上开设的轨道槽滑动连接，通过设置石棉

网6，可以对釜体1内侧壁进行刮泥处理，不会对釜体1的实用性和使用寿命造成影响，且清

洁性能佳，且滑板一307与搅杆305外壁上开设的滑槽滑动连接，连杆308固定安装在固定安

装在移动板306一端，滑板二309固定安装在连杆308一端，通过电机301、隔箱302、转轴303、

转盘304、搅杆305、移动板306、滑板一307、连杆308、滑板二309的共同作用下，可以使刮板5

在釜体1内壁上做圆周运动并上下滑动，从而对釜体1内的药剂搅拌混合，使药剂之间的反

应更加完全，提高反应质量、反应效率，且通过刮板5上的石棉网6对釜体1内壁进行挂刷，使

搅杆305与移动板306在能够提升釜体1内部原料混合的同时能够避免污物积累在釜体1内

壁，方便后续人员对釜体1内部的清洁。

[0023] 该高效不锈钢反应釜在使用时，启动电机301，电机301带动转轴303转动，转轴303

带动转盘304转动，转盘304带动搅杆305围绕着底柱8做圆周运动，搅杆305带动移动板306

做圆周运动，移动板306在做圆周时带动连杆308通过滑板二309在底柱8外壁上开设的轨道

槽上滑动，使滑板二309在底柱8上实现上下滑动，从而使移动板306在做圆周运动的同时实

现上下滑动，移动板306再带动刮板5在釜体1内壁上做圆周运动并上下滑动，从而对釜体1

内的药剂搅拌混合，使药剂之间的反应更加完全，提高反应质量、反应效率，且通过刮板5上

的石棉网6对釜体1内壁进行挂刷，使搅杆305与移动板306在能够提升釜体1内部原料混合

的同时能够避免污物积累在釜体1内壁，方便后续人员对釜体1内部的清洁；启动水泵401，

水泵401将水箱402中的药液或清水通过管道403输送至空心板404中，最后通过喷头406对

釜体1内部进行喷洒，当在釜体1在反应过程中需要中途需要加入药液，则可通过水箱402直

接输送至釜体1中，不需要等釜体1内部温度散失后再通过进料口11送入，提高反应效率，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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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釜体1使用完成后需要对釜体1内进行清洁时，可对釜体1内进行喷洒清水，方便人员清

洁，从而使该机构能够满足清洗和生产的需求，实用性强，适用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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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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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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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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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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