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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乳化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乳化器，
包括乳化罐、乳
化电机、乳化轴、搅拌叶 ，
其特征在于：
所述乳化
罐上转动设置有上转轴和下转轴，
乳化电机和上
转轴上端连接，
上转轴的下端设置有上支杆，
下
转轴的上端设置有下支杆，
上支杆包括水平段和
倾斜段，
乳化轴的上端铰接于倾斜段之上，
搅拌
叶支撑于下支杆之上，
乳化轴倾斜布置，
在乳化
轴上位于乳化轴轴线和上转轴轴线相交处水平
设置有一支撑杆，
支撑杆上连接有一横向布置的
水平杆，
乳化罐的内侧壁上周向开设有环形槽，
水平杆的外端滚动设置于环形槽内，
水平杆上设
置有多个乳化叶。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乳化器，
提
高介质的乳化效果，
同时能够较好地清洗粘黏在
乳化罐死角处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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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乳化器，
包括乳化罐(1)、
乳化电机、
设置于乳化罐(1)内部的乳化轴(4)、
设置于
乳化轴(4)下端部上的搅拌叶 (5) ，
其特征在于：
所述乳化罐(1)的顶部转动设置有上转轴
(21) ，
乳化罐(1)的底部转动设置有下转轴(22) ，
上转轴(21)和下转轴(22)相对布置，
乳化
电机和上转轴(21)上端连接，
上转轴(21)的下端设置有上支杆(31) ，
下转轴(22)的上端设
置有下支杆(32)，
上支杆(31)包括与上转轴(21)连接的水平段(311)以及与水平段(311)相
连的倾斜段(312) ，
乳化轴(4)的上端铰接于倾斜段(312)之上，
搅拌叶 (5)支撑于下支杆
(32)之上，
乳化轴(4)倾斜布置，
在乳化轴(4)上位于乳化轴(4)轴线和上转轴(21)轴线相交
处水平设置有一支撑杆(41) ，
支撑杆(41)上连接有一横向布置的水平杆(6) ，
乳化罐(1)的
内侧壁上周向开设有环形槽(11) ，
水平杆(6)的外端滚动设置于环形槽(11)内，
水平杆(6)
上设置有多个乳化叶(7)。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乳化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撑杆(41)的两端穿过乳化轴(4) ，
在支撑杆(41)上设置有环形的乳化环(8)。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乳化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平杆(6)的外端上套设有轴承，
轴
承限位于环形槽(11)内。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乳化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搅拌叶(5)指向乳化罐(1)的侧壁和
底部相交处，
搅拌叶(5)的外侧壁形状与乳化罐(1)的侧壁和底部相交处形状相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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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乳化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合装置，
尤其涉及一种乳化器。
背景技术
[0002] 乳化器是精细乳化行业中不可缺少的纳米分散微乳化设备。
乳化器在狭窄空间的
腔体内对物料进行乳化，
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物料进行分散、剪切、乳化处理，
粒径分布范围
也显著变窄，
由此可制得精细的长期稳定的产品。
[0003] 现有公开号为CN106540587A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
《乳化装置》，
包括锅体以及插
入到锅体内部的主动轴，
所述主动轴连接于电机的动力输出端；
所述主动轴上固定有多个
均匀分布在所述主动轴周向上的用于搅拌的第一翅片，
所述主动轴上固定有主动齿轮，
所
述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相啮合，
所述从动齿轮固定在从动轴上，
所述从动轴的底端安装在
锅体底部的安装座内；
所述从动轴上固定有多个均匀分布在所述从动轴周向上用于搅拌的
第二翅片；
所述第一翅片于所述第二翅片分别包括水平部以及连接于所述水平部的竖直
部；
在所述锅体的底壁内部设置有电热丝；
所述锅体设置有进气口以及出气口，
所述进气口
连接有气泵，
所述气泵连接于惰性气体存储罐。然而，
该发明的主动轴设置在锅体纵向设
置，
在乳化过程中，
介质的运动以沿着锅体侧壁做同心旋转为主，
物料运动轨迹单一，
介质
沿着锅体的内侧壁运动，
介质对锅体的撞击力较小，
没有发挥锅体对介质的乳化作用，
造成
搅拌效果差，
另外，
存在处于锅体的底部与侧壁交汇处的物料搅拌强度低，
造成锅体不易清
洗的死角出现。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现状，
提供一种乳化器，
提高介质的
乳化效果，
同时能够较好地清洗粘黏在乳化罐死角处的介质。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乳化器，
包括乳化罐、
乳化电
机、
设置于乳化罐内部的乳化轴、
设置于乳化轴下端部上的搅拌叶，
其特征在于：
所述乳化
罐的顶部转动设置有上转轴，
乳化罐的底部转动设置有下转轴，
上转轴和下转轴相对布置，
乳化电机和上转轴上端连接，
上转轴的下端设置有上支杆，
下转轴的上端设置有下支杆，
上
支杆包括与上转轴连接的水平段以及与水平段相连的倾斜段，
乳化轴的上端铰接于倾斜段
之上，
搅拌叶支撑于下支杆之上，
乳化轴倾斜布置，
在乳化轴上位于乳化轴轴线和上转轴轴
线相交处水平设置有一支撑杆，
支撑杆上连接有一横向布置的水平杆，
乳化罐的内侧壁上
周向开设有环形槽，
水平杆的外端滚动设置于环形槽内，
水平杆上设置有多个乳化叶。
[0006] 作为改进，
所述支撑杆的两端穿过乳化轴，
在支撑杆上设置有环形的乳化环，
通过
设置乳化环，
乳化环对乳化罐内位于乳化轴中部的介质进行乳化。
[0007] 再改进，
所述水平杆的外端上套设有轴承，
轴承限位于环形槽内。
[0008] 再改进，
所述搅拌叶指向乳化罐的侧壁和底部相交处，
搅拌叶的外侧壁形状与乳
化罐的侧壁和底部相交处形状相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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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本发明通过在乳化罐上分别设置上转轴和
下转轴，
利用上支杆和下支杆实现对乳化轴进行支撑，
同时，
利用上支杆的倾斜杆实现乳化
轴在乳化罐内倾斜布置，
同时，
水平杆对乳化轴中部具有导向支撑作用，
乳化电机工作，
带
动上转轴旋转，
上转轴通过上支杆带动乳化轴转动，
在乳化轴转动过程中，
乳化轴的轴线和
上转轴的轴线相交处的线速度为零，
乳化轴上的其它各点绕着上转轴的轴线周向旋转，
水
平杆以上转轴的轴线为中心周向旋转，
搅拌叶指向乳化罐侧壁和底部交接处，
搅拌叶能够
直接作用于位于乳化罐侧壁与底壁交汇处的介质，
大大提高对位于乳化罐侧壁与底壁交汇
处的介质进行乳化作用，
同时，
倾斜设置的乳化轴和搅拌叶，
在乳化过程中，
介质直接垂直
撞向乳化罐的内壁，
发挥了乳化罐内壁对介质的乳化作用，
另外，
由于搅拌叶对位于乳化罐
中部的介质乳化作用相对较小，
本发明的乳化叶能够随着乳化轴转动，
搅拌叶和乳化叶相
互作用，
使得介质的搅拌混合更为剧烈，
从而增强了乳化能力。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乳化器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2] 如图1所示，
本实施中的乳化器，
包括乳化罐1、乳化电机、乳化轴4、搅拌叶5、上转
轴21、
下转轴22、
上支杆31、
下支杆32、
水平杆6、
乳化叶7、
乳化环8、轴承。
[0013] 其中，
乳化轴4倾斜设置于乳化罐1内部，
搅拌叶5设置于乳化轴4下端部上，
搅拌叶
5指向乳化罐1的侧壁和底部相交处，
搅拌叶5的外侧壁形状与乳化罐1的侧壁和底部相交处
形状相适配，
另外，
乳化罐1的顶部转动设置有上转轴21，
乳化罐1的底部转动设置有下转轴
22，
上转轴21和下转轴22相对布置，
乳化电机和上转轴21上端连接，
上转轴21的下端设置有
上支杆31，
下转轴22的上端设置有下支杆32，
上支杆31包括与上转轴21连接的水平段311以
及与水平段311相连的倾斜段312，
乳化轴4的上端铰接于倾斜段312之上，
搅拌叶5支撑于下
支杆32之上，
乳化轴4倾斜布置，
在乳化轴4上位于乳化轴4轴线和上转轴21轴线相交处水平
设置有一支撑杆41，
支撑杆41上连接有一横向布置的水平杆6，
乳化罐1的内侧壁上周向开
设有环形槽11，
水平杆6的外端滚动设置于环形槽11内，
优选地，
水平杆6的外端上套设有轴
承，
轴承限位于环形槽11内，
水平杆6上设置有多个乳化叶7，
在乳化过程中，
搅拌叶5对乳化
罐1中部的乳化效果较差，
水平杆6随着乳化轴4转动，
乳化叶7对乳化罐1中部的介质具有较
好的乳化效果。
[0014] 进一步地，
支撑杆41的两端穿过乳化轴4，
在支撑杆41上设置有环形的乳化环8，
通
过设置乳化环8，
乳化环8对乳化罐1内位于乳化轴4中部的介质进行乳化。
[0015] 综上，
本发明通过在乳化罐1上分别设置上转轴21和下转轴22，
利用上支杆31和下
支杆32实现对乳化轴4进行支撑，
同时，
利用上支杆31的倾斜杆实现乳化轴4在乳化罐1内倾
斜布置，
同时，
水平杆6对乳化轴4中部具有导向支撑作用，
乳化电机工作，
带动上转轴21旋
转，
上转轴21通过上支杆31带动乳化轴4转动，
在乳化轴4转动过程中，
乳化轴4的轴线和上
转轴21的轴线相交处的线速度为零，
乳化轴4上的其它各点绕着上转轴21的轴线周向旋转，
水平杆6以上转轴21的轴线为中心周向旋转，
搅拌叶5指向乳化罐1侧壁和底部交接处，
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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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5能够直接作用于位于乳化罐1侧壁与底壁交汇处的介质，
大大提高对位于乳化罐1侧壁
与底壁交汇处的介质进行乳化作用，
同时，
倾斜设置的乳化轴4和搅拌叶5，
在乳化过程中，
介质直接垂直撞向乳化罐1的内壁，
发挥了乳化罐1内壁对介质的乳化作用，
另外，
由于搅拌
叶5对位于乳化罐1中部的介质乳化作用相对较小，
本发明的乳化叶6能够随着乳化轴4转
动，
搅拌叶5和乳化叶6相互作用，
使得介质的搅拌混合更为剧烈，
从而增强了乳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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