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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基于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的海水淡化

系统涉及太阳能光热利用和海水淡化领域。海水

蒸馏水箱内的海水，通过循环增压泵输送并储存

至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内。通过储热型太阳能集

热器吸收太阳能转化成热量，直接加热其内储存

海水。海水达到目标温度后，打开节流控制阀，海

水蒸汽喷入海水蒸馏水箱内，水蒸气向上冷凝成

纯净水从蒸馏水出口管流出，至淡水储罐。剩余

未蒸发海水流入海水蒸馏水箱底部，重新循环并

加热蒸馏。蒸馏水出口管安装余热回收冷却装

置，用于回收蒸馏水余热并加热新鲜海水，待海

水蒸馏水箱液位下降后，余热回收冷却装置所存

海水通过海水补水口进入海水蒸馏水箱。本系统

具有结构简单、高效集热、循环蒸馏、全热回收等

优势，适合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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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的海水淡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海水蒸馏水箱、储

热型太阳能集热器、蒸馏水出口管、海水补水口、循环增压泵、海水泵、节流控制阀、淡水储

罐和余热回收冷却装置；

海水蒸馏水箱内通过循环增压泵连接至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通

过节流控制阀连接海水蒸馏水箱，形成一个循环回路；海水蒸馏水箱通过蒸馏水出口管连

接至淡水储罐；

海水蒸馏水箱设置海水补水口；

蒸馏水出口管连接余热回收冷却装置；海水补水口连接余热回收冷却装置，余热回收

冷却装置连接海水泵；

真空管太阳能集热器包含太阳能真空集热管和中间平板导热板；

所述太阳能真空集热管包含外层玻璃管和内层玻璃管，两层玻璃管管口熔封连接，管

间抽成真空；所述内层玻璃管外表面镀有金属吸热膜；金属吸热膜经过多靶材磁控溅射镀

膜而成，靶材为铜、铝、钛、铬或者不锈钢，该镀膜厚度为100～1000纳米；

所述中间平板导热板为铜板、铝板、石墨烯板，或者平板热管，板厚度为2～5mm，中间平

板导热板下端插入太阳能真空集热管内，储热水箱与中间平板导热板上端直接连接，储热

水箱有进水口和出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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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的海水淡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太阳能光热利用和海水淡化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基于储热型太

阳能集热器的海水淡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淡水资源已经成为水资源匮乏地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

素之一。目前，世界海水淡化市场年成交额已达数十亿美元，海水淡化是当今世界竞相研究

的高新技术，在沿海城市和岛屿，应用海水淡化开发水源已经成为各国采用的方式，尤其是

太阳能海水淡化已经成为新能源的研究热点。

[0003] 太阳能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清洁安全，不污染环境，利用太阳能淡化海水是一项

利国利民并有利于环境的工程，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现有的太阳能海水淡化技术

主要有太阳能蒸馏技术、太阳能多级闪蒸、太阳能多效沸腾等。太阳能多级闪蒸、太阳能多

效沸腾等技术容易与太阳能结合在一起，但是存在不利于小型化，设备需要用到真空设备，

设备投资较大等缺点。因此寻找技术途径，高效收集太阳能热并连续运行进行海水淡化，就

成为解决淡水资源匮乏的重要方向。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在于提供了一种高效可靠、连续生产并且节能的基于储热型太阳能集

热器的海水淡化系统。

[0005] 一种基于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的海水淡化系统，包括海水蒸馏水箱、储热型太阳

能集热器、蒸馏水出口管、海水补水口、循环增压泵、海水泵、节流控制阀、淡水储罐和余热

回收冷却装置；

[0006] 海水蒸馏水箱内通过循环增压泵连接至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储热型太阳能集热

器通过节流控制阀连接海水蒸馏水箱，形成一个循环回路；海水蒸馏水箱通过蒸馏水出口

管连接至淡水储罐；

[0007] 海水蒸馏水箱设置海水补水口；

[0008] 蒸馏水出口管连接余热回收冷却装置；海水补水口连接余热回收冷却装置，余热

回收冷却装置连接海水泵。

[0009] 所述海水蒸馏水箱内的海水，通过循环增压泵输送并储存至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

内；通过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吸收太阳能转化成热量，直接加热其内所储存海水；海水达到

目标温度后，打开节流控制阀，海水蒸汽喷入海水蒸馏水箱内，水蒸气向上冷凝成纯净水从

蒸馏水出口管流出，至淡水储罐；剩余未蒸发海水流入海水蒸馏水箱底部，重新循环并加热

蒸馏；蒸馏水出口管安装余热回收冷却装置，用于回收蒸馏水余热并加热新鲜海水，待海水

蒸馏水箱液位下降后，余热回收冷却装置所存海水通过海水补水口进入海水蒸馏水箱。

[0010]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11] 一种基于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的海水淡化系统包括海水蒸馏水箱、储热型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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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热器、蒸馏水出口、海水补水口、循环增压泵、海水泵、节流控制阀、淡水储罐、储热型太阳

能集热器自带的储热水箱和余热回收装置。

[0012] 1、所述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自带储热水箱，两端连接出水管和进水管。储热型太

阳能集热器吸收太阳光辐照能量转化成热量后，直接换热储存在自带的储热水箱内。本实

用新型专利中可以配置多个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的集热温度可达到

100‑150℃。所述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内部涂有防腐涂层，材质为聚氨酯、环氧树脂或者氟

树脂，厚度为10～200微米。

[0013] 2、所述海水蒸馏水箱为不锈钢材质，在海水蒸馏水箱内部设置消沫器。消沫器由

网眼很细的丝网组成，如200～500目之间的丝网，材质为耐腐蚀材料，如不锈钢丝、黄铜丝

或者碳纤维丝等。海水蒸馏水箱外部有保温材料，如聚氨酯等。海水蒸汽喷入海水蒸馏水箱

内，水蒸气向上流动，遇冷释放出潜热，凝结为淡水，从蒸馏水出口流出至淡水储罐。而剩余

海水流入海水蒸馏水箱底部，重新循环并加热蒸馏。海水蒸馏水箱液位下降后，通过海水补

水口补充已充分预热的海水。

[0014] 3、淡水储罐上部与上述海水蒸馏水箱的蒸馏水出口连通，连接水管无保温，淡水

储罐为常压储罐，设有排气阀与大气相通。

[0015] 4、海水蒸馏水箱内的海水，通过循环增压泵输送并储存至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所

含储热水箱。通过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吸收太阳光辐照能量并转化成热量，直接加热储热

型太阳能集热器内所储存海水。海水达到目标温度后，打开节流控制阀，海水蒸汽喷入海水

蒸馏水箱内，水蒸气向上流动，遇冷释放出潜热，凝结为淡水，从蒸馏水出口流出至淡水储

罐。而剩余海水流入海水蒸馏水箱底部，重新循环并加热蒸馏。海水蒸馏水箱液位下降后，

余热回收冷却装置所存海水通过海水补水口进入海水蒸馏水箱。

[0016] 5、设置余热回收冷却装置，用于快速冷凝水蒸气加快蒸馏速度，同时回收水蒸气

和冷凝水所含余热。余热回收冷却装置为双管式设计，分别为蒸馏水管和海水管。管材质为

铝合金、铜合金或不锈钢，蒸馏水管内蒸馏水从上往下流动，海水管内海水从下往上流动。

双管间通过热管进行换热，热管材质为铝合金或铜。通过余热回收冷却装置，水蒸气快速冷

凝成冷凝水，随着冷凝水向下流动，冷凝水所含热量通过热管传递并换热至海水管。海水管

内海水被不断加热，回收冷凝水余热后进入海水蒸馏水箱。

[0017] 所述真空管太阳能集热器包含太阳能真空集热管和中间平板导热板；

[0018] 所述太阳能真空集热管包含外层玻璃管和内层玻璃管，两层玻璃管管口熔封连

接，管间抽成真空；所述内层玻璃管外表面镀有金属吸热膜；金属吸热膜经过多靶材磁控溅

射镀膜而成，靶材为铜、铝、钛、铬或者不锈钢，该镀膜厚度为100～1000纳米；

[0019] 所述中间平板导热板为铜板、铝板、石墨烯板，或者平板热管，板厚度为2～5mm，中

间平板导热板下端插入太阳能真空集热管内，所述储热水箱与中间平板导热板上端直接连

接，储热水箱有进水口和出水口；

[0020] 利用真空管太阳能集热器吸收太阳能并转化成热量，通过在太阳能真空集热管内

设置的中间平板导热板将太阳能热量向上传导，与储热水箱进行换热，热量被储存在储热

水箱内介质中。

[0021] 本实用新型专利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2] 1、本实用新型专利由于采用高效的储热型太阳能集热设备，收集相对分散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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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的集热温度可达100～150℃，完成对海水的加热蒸发，提高海水淡

化率。

[0023] 2、本系统使用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在集热器所储海水未达到目标温度前不进行

蒸馏淡化。当达到目标温度后可自动连续进行喷液、蒸发、冷凝、余热回收、补充海水和增压

循环等全部流程。由于集热器内储存一定量的高温海水，可连续进行淡化过程，不受太阳光

辐照强度变化影响。当太阳能不足以维持最低喷液温度后，停止海水淡化过程。

[0024] 3、本专利具有全热回收的特点，系统中设置余热回收冷凝装置，既快速冷凝水蒸

气加快蒸馏速度，又回收水蒸气和冷凝水所含余热用于加热新鲜海水。海水在集热器吸收

太阳能热量，在海水蒸馏水箱完成蒸发冷凝淡化过程后，所含热量大部分转移到新鲜海水

中。整个淡化系统除了散热损失热量外，大部分热量被循环重复利用，可大幅提高海水淡化

效率。

[0025] 4、本系统具有结构简单、高效集热、循环蒸馏、全热回收等优势，适合大规模推广。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一种基于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的海水淡化系统流程图

[0027] 41、海水蒸馏水箱  42、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  43、蒸馏水出口管  44、海水补水口 

45、循环增压泵  46、节流控制阀  47、淡水储罐  48、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自带的储热水箱 

49、余热回收冷却装置  50、海水泵

[0028] 图2、余热回收冷却装置换热原理图

[0029]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局部示意图。

[0031] 图5是太阳能真空集热管截面图。

[0032] 1、太阳能真空集热管；2、中间平板导热板；3、储热水箱；4、支架；5、外层玻璃管；6、

内层玻璃管；7、进水口；8、出水口；9、胶塞10、保温层、11储能水箱内胆。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的海水淡化系统，包括海水蒸馏

水箱41、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42、蒸馏水出口管43、海水补水口44、循环增压泵45、海水泵

50、节流控制阀46、淡水储罐47和余热回收冷却装置49。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自带储热水

箱。

[0034] 所述真空管太阳能集热器包含太阳能真空集热管1和中间平板导热板2；

[0035] 所述太阳能真空集热管包含外层玻璃管5和内层玻璃管6，两层玻璃管管口熔封连

接，管间抽成真空；所述内层玻璃管外表面镀有金属吸热膜；金属吸热膜经过多靶材磁控溅

射镀膜而成，靶材为铜、铝、钛、铬或者不锈钢，该镀膜厚度为100～1000纳米；

[0036] 所述中间平板导热板为铜板、铝板、石墨烯板，或者平板热管，板厚度为2～5mm，中

间平板导热板下端插入太阳能真空集热管内(中间平板导热板的宽度小于内层玻璃管6的

直径，插入长度小于内层玻璃管6的长度)，所述储热水箱与中间平板导热板上端连接，储热

水箱有进水口7和出水口8；

[0037] 所述海水蒸馏水箱41内的海水，通过循环增压泵45输送并储存至储热型太阳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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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器42内。通过储热型太阳能集热器吸收太阳能转化成热量，直接加热其内所储存海水。海

水达到目标温度后，打开节流控制阀46，海水蒸汽喷入海水蒸馏水箱内，水蒸气向上冷凝成

纯净水从蒸馏水出口管流出，至淡水储罐47。剩余未蒸发海水流入海水蒸馏水箱底部，重新

循环并加热蒸馏。蒸馏水出口管安装余热回收冷却装置49，用于回收蒸馏水余热并加热新

鲜海水，待海水蒸馏水箱液位下降后，余热回收冷却装置49所存海水通过海水补水口进入

海水蒸馏水箱。本系统具有结构简单、高效集热、循环蒸馏、全热回收等优势，适合大规模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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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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