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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

浓缩设备，包括蒸发器本体，所述蒸发器本体的

顶部固定安装有搅拌机构，且蒸发器本体的前侧

固定连接有第二水泵，所述第二水泵的一端固定

连接有周转罐，所述周转罐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板

式换热器，所述板式换热器的前表面固定连接有

第一水泵。通过设置沉降过滤机构，能够对阿胶

提取液的杂质进行沉降过滤处理，避免了阿胶提

取液中残留的脂肪和角质蛋白等杂质影响阿胶

提取液产品的质量，有效提高了阿胶提取液的利

用率，通过设置冷凝机构，能够对蒸发浓缩后的

阿胶提取液进行快速冷却，达到便于工作人员对

阿胶提取液进行取用的效果，有效节省了工作人

员的工作时间，降低了生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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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备，包括蒸发器本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蒸发器本

体（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搅拌机构（3），且蒸发器本体（1）的前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水泵（8），

所述第二水泵（8）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周转罐（7），所述周转罐（7）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板式换

热器（6），所述板式换热器（6）的前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水泵（5），所述第一水泵（5）的一端

固定连接有沉降过滤机构（2），所述蒸发器本体（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分离器（10），所述分

离器（10）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冷凝机构（4），所述冷凝机构（4）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成品罐（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沉降过滤

机构（2）包括原液罐原液罐（21）、进料口（22）、第一过滤网（23）、第二过滤网（24）和出料口

（25），所述原液罐原液罐（21）的一侧开设有进料口（22），且原液罐原液罐（21）的底部卡合

连接有第一过滤网（23），所述原液罐原液罐（21）的另一侧靠近第一过滤网（23）的顶部位置

处开设有出料口（25），所述出料口（25）的一端卡合连接有第二过滤网（2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机构

（3）包括电机（31）、减速器（32）、搅拌轴（33）、轴套（34）、搅拌齿（35）和玻璃管（36），所述电

机（31）的底部转动连接有减速器（32），所述减速器（32）的底部转动连接有搅拌轴（33），所

述搅拌轴（33）的外部靠近减速器（32）的底部位置处套接连接有轴套（34），所述搅拌轴（33）

的外部靠近轴套（34）的底部位置处固定安装有搅拌齿（35），所述搅拌齿（35）的一侧设置有

玻璃管（3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凝机构

（4）包括第三水泵（41）、内冷凝管（42）、外冷凝管（43）、出水口（44）、进水口（45）、第四水泵

（46）和水箱（47），所述第三水泵（4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内冷凝管（42），所述内冷凝管（42）

的外部固定连接有外冷凝管（43），所述外冷凝管（43）的内侧开设有出水口（44），且外冷凝

管（43）的外侧开设有进水口（45），所述进水口（45）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第四水泵（46），所述

第四水泵（46）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水箱（47）。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蒸发器本

体（1）与周转罐（7）均为不锈钢材质的构件，且蒸发器本体（1）与周转罐（7）的外部均固定连

接有支撑脚。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过滤

网（23）与第二过滤网（24）均开设有毛细小孔，所述原液罐（21）的内部添加有明矾。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玻璃管

（36）与蒸发器本体（1）通过螺纹固定连接，所述搅拌齿（35）的数量为四个。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水泵

（46）与水箱（47）通过水管连接，所述内冷凝管（42）为波浪形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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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蒸发浓缩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阿胶始于秦汉，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作为传统的滋补、补血上品，是以驴

皮为原料，放阿井之水制成，阿胶作为中药成分，它的生产工序复杂，周期长，对生产环境较

高，对产品的含菌量，表面光洁度以及干燥程度要求严格，从而提高阿胶的质量，阿胶是传

统的中药制品，对于治疗由血虚或阴虚引起的眩晕、心烦、失眠、乏力等病症有良好的效果。

[0003] 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备（授权公告号CN205235416U），该

专利技术通过蒸发器本体设置有预热装置，有利于将提取液加热到额定温度，进而保证进

入蒸发器本体时的温度一定，保证产品品质的同时节约能源，降低了运行成本，但是，该专

利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蒸发器本体没有沉降过滤机构，对阿胶提取液的杂质进行

沉降过滤处理的问题，容易出现蒸发器本体没有搅拌机构，加快蒸发器本体生产速率的问

题，容易出现蒸发器本体没有冷凝机构，对阿胶提取液进行快速冷却的问题。因此，本领域

技术人员提供了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

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备，包括蒸发器本体，所述蒸发器本体的顶部固定

安装有搅拌机构，且蒸发器本体的前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水泵，所述第二水泵的一端固定连

接有周转罐，所述周转罐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板式换热器，所述板式换热器的前表面固定连

接有第一水泵，所述第一水泵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沉降过滤机构，所述蒸发器本体的底部固

定连接有分离器，所述分离器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冷凝机构，所述冷凝机构的一端固定连接

有成品罐。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沉降过滤机构包括原液罐原液罐、进料口、第

一过滤网、第二过滤网和出料口，所述原液罐原液罐的一侧开设有进料口，且原液罐原液罐

的底部卡合连接有第一过滤网，所述原液罐原液罐的另一侧靠近第一过滤网的顶部位置处

开设有出料口，所述出料口的一端卡合连接有第二过滤网。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搅拌机构包括电机、减速器、搅拌轴、轴套、

搅拌齿和玻璃管，所述电机的底部转动连接有减速器，所述减速器的底部转动连接有搅拌

轴，所述搅拌轴的外部靠近减速器的底部位置处套接连接有轴套，所述搅拌轴的外部靠近

轴套的底部位置处固定安装有搅拌齿，所述搅拌齿的一侧设置有玻璃管。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冷凝机构包括第三水泵、内冷凝管、外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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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出水口、进水口、第四水泵和水箱，所述第三水泵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内冷凝管，所述内冷

凝管的外部固定连接有外冷凝管，所述外冷凝管的内侧开设有出水口，且外冷凝管的外侧

开设有进水口，所述进水口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第四水泵，所述第四水泵的一端固定连接有

水箱。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蒸发器本体与周转罐均为不锈钢材质的构

件，且蒸发器本体与周转罐的外部均固定连接有支撑脚。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第一过滤网与第二过滤网均开设有毛细小

孔，所述原液罐的内部添加有明矾。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玻璃管与蒸发器本体通过螺纹固定连接，

所述搅拌齿的数量为四个。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第四水泵与水箱通过水管连接，所述内冷

凝管为波浪形构件。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通过设置沉降过滤机构，能够对阿胶提取液的杂质进行沉降过滤处理，避免了

阿胶提取液中残留的脂肪和角质蛋白等杂质影响阿胶提取液产品的质量，有效提高了阿胶

提取液的利用率；

[0016] 2、通过设置搅拌机构，能够对蒸发器本体内部的阿胶提取液进行搅拌，达到加快

蒸发器本体生产速率的效果，有效提高了蒸发器本体的工作效率；

[0017] 3、通过设置冷凝机构，能够对蒸发浓缩后的阿胶提取液进行快速冷却，达到便于

工作人员对阿胶提取液进行取用的效果，有效节省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降低了生产的

成本。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备中沉降过滤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备中搅拌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备中冷凝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蒸发器本体；2、沉降过滤机构；3、搅拌机构；4、冷凝机构；5、第一水泵；6、

板式换热器；7、周转罐；8、第二水泵；9、成品罐；10、分离器；21、原液罐；22、进料口；23、第一

过滤网；24、第二过滤网；25、出料口；31、电机；32、减速器；33、搅拌轴；34、轴套；35、搅拌齿；

36、玻璃管；41、第三水泵；42、内冷凝管；43、外冷凝管；44、出水口；45、进水口；46、第四水

泵；47、水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请参阅图1～4，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一种阿胶提取液的蒸发浓缩设备，包括蒸发

器本体1，蒸发器本体1与周转罐7均为不锈钢材质的构件，且蒸发器本体1与周转罐7的外部

均固定连接有支撑脚，蒸发器本体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搅拌机构3，且蒸发器本体1的前侧固

定连接有第二水泵8，搅拌机构3包括电机31、减速器32、搅拌轴33、轴套34、搅拌齿35和玻璃

管36，电机31的底部转动连接有减速器32，减速器32的底部转动连接有搅拌轴33，搅拌轴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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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部靠近减速器32的底部位置处套接连接有轴套34，搅拌轴33的外部靠近轴套34的底部

位置处固定安装有搅拌齿35，搅拌齿35的一侧设置有玻璃管36，玻璃管36与蒸发器本体1通

过螺纹固定连接，搅拌齿35的数量为四个，通过搅拌机构3，能够对蒸发器本体1内部的阿胶

提取液进行搅拌，达到加快蒸发器本体1生产速率的效果，有效提高了蒸发器本体1的工作

效率。

[0024] 第二水泵8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周转罐7，周转罐7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板式换热器6，

板式换热器6的前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水泵5，第一水泵5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沉降过滤机构

2，沉降过滤机构2包括原液罐原液罐21、进料口22、第一过滤网23、第二过滤网24和出料口

25，原液罐原液罐21的一侧开设有进料口22，且原液罐原液罐21的底部卡合连接有第一过

滤网23，原液罐原液罐21的另一侧靠近第一过滤网23的顶部位置处开设有出料口25，出料

口25的一端卡合连接有第二过滤网24，第一过滤网23与第二过滤网24均开设有毛细小孔，

原液罐21的内部添加有明矾，通过沉降过滤机构2，能够对阿胶提取液的杂质进行沉降过滤

处理，避免了阿胶提取液中残留的脂肪和角质蛋白等杂质影响阿胶提取液产品的质量，有

效提高了阿胶提取液的利用率。

[0025] 蒸发器本体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分离器10，分离器10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冷凝机构

4，冷凝机构4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成品罐9，冷凝机构4包括第三水泵41、内冷凝管42、外冷凝

管43、出水口44、进水口45、第四水泵46和水箱47，第三水泵41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内冷凝管

42，内冷凝管42的外部固定连接有外冷凝管43，外冷凝管43的内侧开设有出水口44，且外冷

凝管43的外侧开设有进水口45，进水口45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第四水泵46，第四水泵46的一

端固定连接有水箱47，第四水泵46与水箱47通过水管连接，内冷凝管42为波浪形构件，通过

冷凝机构4，能够对蒸发浓缩后的阿胶提取液进行快速冷却，达到便于工作人员对阿胶提取

液进行取用的效果，有效节省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降低了生产的成本。

[0026]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是：首先，工作人员从进料口22向原液罐21内添加明矾，利

用明矾在胶汁中，由于有水的存在，使硫酸铝钾发生水解反应，生成氢氧化铝絮状物的原

理，通过氢氧化铝絮状物吸附阿胶提取液中残留的杂质，同时第一过滤网23、第二过滤网24

还可对阿胶提取液进行过滤处理，避免了阿胶提取液中残留的脂肪和角质蛋白等杂质影响

阿胶提取液产品的质量，有效提高了阿胶提取液的利用率，接着将蒸发器本体1接通外部电

源，第一水泵5将阿胶提取液从出料口25抽送进板式换热器6，通过板式换热器6加热可对阿

胶提取液进行预热处理，此时阿胶提取液被储存在周转罐7，通过第二水泵8将阿胶提取液

抽送入蒸发器本体1，蒸发器本体1在蒸发阿胶提取液的水分的过程中，电机31带动搅拌轴

33转动，进而带动搅拌齿35对蒸发器本体1内部的阿胶提取液进行搅拌，达到加快蒸发器本

体1生产速率的效果，有效提高了蒸发器本体1的工作效率，与蒸发器本体1螺纹固定连接的

玻璃管36能够便于工作人员观察阿胶提取液的液位，然后，阿胶提取液通过管道进入分离

器10进行分离，最终得到浓缩的阿胶提取液，为了便于工作人员对蒸发浓缩的阿胶提取液

进行取用，第三水泵41将阿胶提取液抽送入内冷凝管42，接着第四水泵46将水箱47的冷水

从进水口45抽送到内冷凝管42与外冷凝管43的空腔，对阿胶提取液进行快速冷却，最后热

水从出水口44排出，有效节省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降低了生产的成本。

[0027] 以上所述的，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

不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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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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