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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集成式实验室冷却循环水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集成式实验室冷却

循环水装置。本装置由外壳、储水箱、循环水泵、

散热系统和控制电路所组成，所有器件集成在该

装置外壳之中。外壳分为上下两层，上层装有直

流电源变压器，控制电路及控制开关；而储水箱、

循环水泵与散热装置安装于下层。循环水泵内置

于储水箱中或外置于储水箱外，与储水箱出水口

内口相连，储水箱出水口外口与外壳出水口内口

相连，外壳出水口外口装有阀门，外壳进水口内

口与散热水排入水口相连，散热水排出水口与储

水桶入水口相连构成一个循环水回路。本实用新

型集成度高、体积小、功耗低、可提供冷却循环

水，不仅可为实验室节省大量水资源，而且减少

了实验室走水所引起的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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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集成式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包括外壳、储水箱、散热装置、循环水泵和电

路控制系统，外壳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和下层之间用隔板隔开，其特征在于：外壳上层安装

电路控制系统，外壳下层安装冷却循环水系统，电路控制系统包括交流变直流开关电源、控

制开关，直流电源变压器通过控制开关与循环水泵和散热装置的风扇连接，冷却循环水系

统包括储水箱、散热装置、进水口、出水口和循环水泵，储水箱和散热装置位于外壳下层，储

水箱底部放置循环水泵，散热装置位于储水箱一侧，进水口穿过外壳后与散热装置连接，散

热装置的输出口通过管道连接在储水箱内，出水口穿过外壳、储水箱上盖后与循环水泵的

输出口连接，外壳下层四面设置通气格栅，散热装置安装在通气格栅内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式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散热装置

为散热水排或铜管翅片式散热器，散热装置可设置散热风扇。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集成式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其特征在于：循环

水泵和散热风扇可用直流电机或交流电机，使用交流电机时无需直流电源变压器，使用直

流电机时需配直流电源变压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式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其特征在于：直流电源

变压器可以内置于循环水装置内，采用外置直流电源适配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式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其特征在于：外壳的外

形为方形或圆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式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其特征在于：储水箱密

封设置，储水箱的形状为方形、圆形或半圆形，储水箱的顶部开有四个孔，分别为加液孔、电

线和温度传感器通过孔、进水孔和出水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式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其特征在于：外壳出水

口上设置阀门，出水口通过阀门后与工作设备进水口相连，工作设备出水口与进水口相连。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式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其特征在于：储水箱内

置液位显示计，液位显示计监控储水箱内水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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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集成式实验室冷却循环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循环水装置，具体涉及一种集成式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属

于实验室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冷却是很多化学实验所不可缺少的手段，如回流、蒸馏、旋蒸等实验操作都需要冷

却水来确保实验的顺利实施。目前可用的冷却方式为低温冷却循环泵或者自来水。低温循

环泵虽然具有较好的冷却效果，但是其价格高、体积大和能耗高使得这些装置难以普及。

[0003] 目前几乎所有的实验室所用冷却水均为自来水，即自来水流经冷却装置后直接排

入了下水道，这造成了水资源的极大浪费。据统计，一个水龙头每天可浪费自来水0.72～

2.88吨自来水(0.5～2.0L/min)。此外，当使用自来水作为冷却水时，由于水管破裂，或者水

龙头未拧紧，有可能在实验室“走水”，引发安全事故，造成较大损失，因此有必要开发实验

室适用的冷却循环水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集成式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

本实用新型的装置具有体积小、集成度高、功耗低、节水节能的优点，可为实验室提供冷却

循环水，本实用新型的装置可明显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集成式实验室用冷却循

环水装置，包括外壳、储水箱、散热装置、循环水泵和直流电源变压器，外壳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和下层之间用隔板隔开，其特征在于：外壳上层安装电路控制系统，外壳下层安装冷却

循环水系统，电路控制系统包括直流电源变压器和控制开关，直流电源变压器通过控制开

关与循环水泵和散热装置的风扇连接，冷却循环水系统包括储水箱、散热装置、进水口、出

水口和循环水泵，储水箱和散热装置设置在外壳的下层，储水箱的底部放置循环水泵，散热

装置设置在储水箱一侧，进水口穿过外壳后与散热装置连接，散热装置的输出口通过管道

连接在储水箱内，出水口穿过外壳、储水箱上盖后与循环水泵的输出口连接，外壳下层四面

设置通气格栅，散热装置依靠在通气格栅内侧。

[0006] 根据如上所述的一种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其特征在于：外壳的外形为方形、

圆形或其他形状。

[0007] 根据如上所述的一种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其特征在于：储水箱密封设置，储

水箱的形状为方形、圆形或半圆形，储水箱的顶部开有四个孔，分别为加液孔、电线和温度

传感器通过孔、进水孔和出水孔。

[0008] 根据如上所述的一种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散热装置为散热水

排或铜管翅片式散热器，散热装置可设置散热风扇。

[0009] 根据如上所述的一种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其特征在于：装置所用电源为直

流电源变压器，可以内置于循环水装置内，也可采用外置直流电源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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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根据如上所述的一种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其特征在于：外壳的出水口上设

置阀门，出水口通过阀门后与工作设备进水口相连，工作设备出水口与进水口相连。

[0011] 根据如上所述的一种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其特征在于：储水箱内置液位显

示计，液位显示计监控储水箱内水位变化。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1.将冷却循环水装置和控制电路集成在一个特制外壳

内，提高了装置的集成度和易用性，可以为实验室提供冷却循环水，这不仅大大节省了自来

水资源，也杜绝了实验室走水而引起的实验室事故。2.具有集成度高、能耗低、体积小、成本

低的优点。3.循环水装置和控制电路分开布局，安全系数高。4.通过散热装置和通气格栅散

热，散热效果好。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一体式循环水装置侧视剖面图

[0015] 图3一体式循环水装置下层顶视剖面图

[0016] 图4一体式循环水装置上层顶视剖面图

[0017] 附图标记：外壳1、储水箱2、直流电源变压器3、循环水泵4、控制开关5、电子温度计

6、液位显示计7、散热装置8、变压旋钮9、电压显示计10、加液口11、进水口12、出水口13、通

气格栅14、阀门15。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0019]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包括装置外壳1、储水箱

2、散热装置8、循环水泵4，外壳1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和下层之间用隔板隔开，外壳1的外形

可以为方形、圆形或者其他定制形状。外壳1的上层安装电路控制系统，外壳1的下层安装冷

却循环水系统。电路控制系统包括直流电源变压器3、控制开关5，直流电源变压器3通过控

制开关5后与循环水泵4连接，这样通过控制开关5可控制循环水泵4的工作。本实用新型的

直流电源变压器可以设置在外壳1的上层，也可以为外部电源，通过插座与控制开关5  连

接。

[0020] 如图1至图4所示，冷却循环水系统包括储水箱2、散热装置8、进水口12、出水口13 

和循环水泵4，储水箱2和散热装置8设置在外壳1的下层，储水箱2的下部放置循环水泵4，散

热装置8设置在储水箱2一侧，进水口12穿过外壳1后与散热装置8连接，散热装置8的输出口

通过管道连接在储水箱2内，出水口13穿过外壳1、储水箱2上盖后与循环水泵4的输出口连

接。本实用新型的储水箱2可全密封设置，储水箱2的形状可以为方形、圆形、半圆形或定制

形状，储水箱2的顶部开有四个孔，一个为加液孔，一个电线和温度传感器通过孔，另外两个

孔为进水孔和出水孔。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散热装置8可以为散热水排或铜管翅片式散热器，可装有散热风扇。

本实用新型的循环水泵4为内置潜水泵、外置小型水泵或者外置自吸水泵，可使用直流电或

者交流电。如采用交流电，相应的直流电源变压器3更换为相应的交流电源。本实用新型的

直流电源变压器3的输出电压为固定式或可调式，电压输出范围为3～48V。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1487745 U

4



[0022] 本实用新型在外壳1的出水口13上可设置阀门15，出水口13通过阀门15后与工作

设备进水口相连，工作设备出水口与进水口12相连，从而构成一个冷却循环水回路。本实用

新型的还可以在外壳1上层设置变压旋钮9、电压显示计10，变压旋钮9用于直流电源变压器 

3输出电压的调节，电压显示计10用于显示直流电源变压器3的输出电压。

[0023]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外壳1下层四面均设置通气格栅14，散热装置8依

靠在通气格栅14内侧，这样可以提高本实用新型的降温效果。储水箱2还可以内置液位显示

计  7，用于监控储水箱2内水位变化。储水箱2还可以设置加液口11，加液口11穿过外壳1与

外部连接，这样便于向储水箱2添加循环水。本实用新型还可以设置电子温度计6，电子温度

计6用于测量储水箱2的液体温度，电子温度计6安装在外壳1的上层。本实用新型的储水箱2

内的循环液为主要成分为去离子水、蒸馏水或其他软水，并加有防冻成分及抑菌剂。

[0024] 实施实例1：如附图1所示，一种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采用了马口铁方形外壳

1，储水箱2选用5升铝质圆形水桶，电源选用输入电压范围为110-220V，输出为电压9V，输出

电流为3A的直流电源变压器3，循环水泵4功率为15W，控制开关5、电子温度计6、液位显示计

7、散热装置8。马口铁外壳1分为两层，中间由隔板隔开，其中直流变压器3、控制电路和控制

开关5安装于马口铁外壳1上层；而储水箱2、散热装置8并列安装于下层，其中马口铁外壳1

下层四面均开有大量通气孔(通气格栅14采用气孔代替)，方便散热。储水箱  2顶部开有出

水口13、进水口12和加液口11，并内置液位显示计7。循环水泵4为15W的直流潜水泵，内置于

储水箱2内，其出水口与储水箱2出水口内口相连，储水箱2出水口外口与马口铁外壳1出水

口内口相连，马口铁外壳1出水口外口和工作设备进水口相连，工作设备出水口和马口铁外

壳1进水口外口相连，马口铁外壳1进水口内口与散热装置8入水口相连，散热装置8出水口

和储水箱2进水口外口相连，构成一个冷却循环水回路。

[0025] 实施实例2：一种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采用了铝质方形外壳1，储水箱2选用6

升不锈钢方形水桶，电源选用输出为电压24V，输出电流为2A的直流电源变压器3，循环水泵 

4为功率20W，控制开关5，电子温度计6，液位显示计7和铜管翅片散热器8。金属铝外壳1  分

为两层，中间由隔板隔开，其中直流电源变压器3、调压旋钮9和电压显示计10和控制开关5

安装于上层，直流电源变压器通过调压旋钮9和电压显示计10与控制开关相连，然后再连接

循环水泵4和铜管翅片散热器8的风扇；而储水箱2，铜管翅片散热器8并列安装于下层，其中

金属铝外壳1的下层四面均开有大量通气格栅14，方便装置散热。储水箱2有出水口13、进水

口12和加液口11，且内置液位显示计7。所用循环水泵为20W直流潜水泵，内置于储水箱2内，

其出水口与储水箱2出水口内口相连，储水箱2出水口外口与金属铝外壳  1出水口内口相

连，金属铝外壳1出水口外口和工作设备进水口相连，工作设备出水口和金属铝外壳1进水

口外口相连，金属铝外壳1进水口内口与铜管翅片散热器入水口相连，铜管翅片散热器出水

口和储水箱2进水口外口相连，构成一个冷却循环水回路。

[0026] 实施实例3：一种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采用了ABS材质圆形装置外壳1，储水

箱2  选用3升特氟龙涂层铜质半圆形水桶，电源选用输出为电压9V，输出电流为2A的直流电

源适配器3，其中直流电源适配器3外置，循环水泵4为功率10W，控制开关5，电子温度计6，液

位显示计7和散热水排8。ABS装置外壳1分为两层，中间由隔板隔开，其中控制电路和控制开

关5安装于上层；而储水箱2，散热水排8并列安装于下层，其中ABS装置外壳1的下层四面均

开有大量通气格栅14，方便装置散热。储水箱2有出水口13、进水口12和加液口  11，且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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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位显示计7。所用循环水泵4为10W直流潜水泵，内置于储水箱2内，其出水口与储水箱2出

水口内口相连，储水箱2出水口外口与ABS装置外壳1出水口内口相连，ABS  装置外壳1出水

口外口和工作设备进水口相连，工作设备出水口和ABS装置外壳1进水口外口相连，ABS装置

外壳1进水口内口与散热水排8入水口相连，散热水排8出水口和储水箱2  进水口外口相连，

构成一个冷却循环水回路。

[0027] 实施实例4：一种实验室用冷却循环水装置，本装置采用了不锈钢方形外壳1，储水

箱2  选用4升铝质方形水桶，循环水泵4和铜管翅片散热器8的风扇均采用交流电机，电源采

用交流电，直接与控制开关5相连，循环水泵4为功率20W，电子温度计6，液位显示计7和铜管

翅片散热器8。不锈钢装置外壳1为两层，中间由隔板隔开，其中控制电路和控制开关5  安装

于上层；而储水箱2，铜管翅片散热器并列安装于下层，其中不锈钢装置外壳1的下层四面均

开有大量通气格栅14，利于装置散热。储水箱2有出水口13、进水口12和加液口11，且内置液

位显示计7。循环水泵4为20W交流潜水泵，内置于储水箱2内，其出水口与储水箱2出水口内

口相连，储水箱2出水口外口与不锈钢装置外壳1出水口内口相连，木质装置外壳1出水口外

口和工作设备进水口相连，工作设备出水口和不锈钢装置外壳1进水口外口相连，不锈钢装

置外壳1外壳进水口内口与铜管翅片散热器入水口相连，铜管翅片散热器8  出水口和储水

箱2进水口外口相连，构成一个冷却循环水回路。

[0028] 上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了详细说明。当然，上述说明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限

制，本实用新型也不仅限于上述例子，相关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实质范围内所作出的

变化、改型、添加或减少、替换，也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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