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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

淡化系统包括海水输送单元、换热器、太阳能加

热循环单元、一级闪蒸器、二级闪蒸器、浓盐水

箱、风力压气机、涡流管、冷凝器、淡水箱；所述海

水输送单元将原始海水输送至换热器；完成换热

的海水被送入与换热器连接的一级闪蒸器；所述

风力压气机产生的高压气体进入涡流管内，涡流

管的热气端产生热空气加热一级闪蒸器中的热

海水；一级闪蒸器内未完成蒸发的海水进入二级

闪蒸器，二级闪蒸器内未完成二级闪蒸的海水进

入浓盐水箱；由两级闪蒸器产生的蒸汽进入冷凝

器；由涡流管冷气端产生的冷空气进入冷凝器，

冷凝产出的液体流入淡水箱。本发明结构简单、

闪蒸效率高，冷凝效率高且利用风能太阳能，对

环境无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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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海水输送单

元、换热器(3)、太阳能加热循环单元、一级闪蒸器(5)、二级闪蒸器(6)、浓盐水箱(7)、风力

压气机(9)、涡流管(10)、冷凝器(11)、淡水箱(12)；所述海水输送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换热器

(3)的输入端，换热器(3)的输出端连接一级闪蒸器(5)；所述换热器(3)与太阳能加热循环

单元连接；所述一级闪蒸器(5)的海水出口连接二级闪蒸器(6)，一级闪蒸器(5)的蒸汽出口

连接冷凝器(11)的蒸汽入口；所述二级闪蒸器(6)的海水出口连接浓盐水箱(7)，二级闪蒸

器(6)的蒸汽出口连接冷凝器(11)的蒸汽入口；所述冷凝器(11)的出口连接淡水箱(12)；所

述风力压气机(9)的输出端连接涡流管(10)的高压空气入口，涡流管(10)的热气端连接一

级闪蒸器(5)，冷气端连接冷凝器(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海水输送单元包括海水箱(1)和水泵Ⅰ(2)，海水箱(1)通过水泵Ⅰ(2)与换热器(3)的

输入端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太阳能加热循环单元包括太阳能真空集热管(4)和水泵Ⅱ(14)，太阳能真空集热管

(4)对循环水进行加热，由水泵Ⅱ(14)提供循环动力。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风力压气机(9)产生高压空气经螺杆式空气压缩机(13)由高压空气入口进入涡流

管(10)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一级闪蒸器(5)及二级闪蒸器(6)均与真空泵(8)连接，真空泵(8)为一级闪蒸器(5)

及二级闪蒸器(6)提供真空环境。

6.一种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

括以下步骤：

①所述海水输送单元将原始海水输送至换热器(3)，海水经由换热器(3)与太阳能加热

循环单元的循环水完成换热；

②完成换热的海水被送入与换热器(3)连接的一级闪蒸器(5)；

③所述风力压气机(9)产生的高压气体由高压空气入口进入涡流管(10)内，涡流管

(10)的热气端产生热空气加热一级闪蒸器(5)中的热海水；

④一级闪蒸器(5)内未完成蒸发的海水进入二级闪蒸器(6)，二级闪蒸器(6)内未完成

二级闪蒸的海水进入浓盐水箱(7)；

⑤由一级闪蒸器(5)及二级闪蒸器(6)产生的蒸汽进入冷凝器(11)；

⑥由涡流管(10)冷气端产生的冷空气进入冷凝器(11)对蒸汽进行冷凝，冷凝产出的液

体经由冷凝器(11)出口流入淡水箱(1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的工作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海水箱(1)内的原始海水经水泵Ⅰ(2)输送至换热器(3)。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的工作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加热循环单元的太阳能真空集热管(4)对循环水进行加热，由水

泵Ⅱ(14)提供循环动力；热量由太阳能真空集热管(4)产生，当阳光辐照充足，风力较弱，太

阳能真空集热管(4)正常工作，吸收太阳能用于加热海水，热水是维持蒸发系统正常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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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热源。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的工作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海水经由换热器(3)完成换热后进入一级闪蒸器(5)，在一级闪蒸器中

水的沸点降低，即热水在一级闪蒸器(5)中迅速沸腾汽化，两相分离；未完成两相分离的海

水由一级闪蒸器(5)底部出口流入二级闪蒸器(6)，进行二次闪蒸；一级闪蒸器(5)及二级闪

蒸器(6)获得的水蒸汽经一级闪蒸器(5)及二级闪蒸器(6)上方出口汇入冷凝器(11)中。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的工作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压气体在涡流管(10)的喷嘴室内膨胀，然后以很高的速度沿切线方

向进入涡流管(10)；气流在涡流管(10)内高速旋转时，经过涡流变换后分离成温度不相等

的两部分气流，处于中心部位的气流温度低，而处于外层部位的气流温度高，将高低温气体

分流；涡流管(10)可以通过调节热气端的阀来调节气体的流量和冷气端温度的高低，得到

合适的冷气参数——输入的高压空气和产出的冷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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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及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工程热物理学科之海水淡化领域，具体涉及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

闪蒸海水淡化系统及工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海水淡化技术随着水资源危机的加剧得到了加速发展，在

已经开发的二十多种淡化技术中，蒸馏法、电渗析法、反渗透法都达到了工业规模化生产的

水平，并在世界各地广泛应用。

[0003] 从大的分类来看，主要分为蒸馏法(热法)和膜法两大类，其中低温多效蒸馏法、多

级闪蒸法和反渗透膜法是全球主流技术。对于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有着多效

具有节能、海水预处理要求低、淡化水品质高而且有效利用了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的清洁

能源、对环境无污染且能源丰富和廉价等优点，反渗透膜法具有投资低、能耗低等优点，但

海水预处理要求高，多级闪蒸法具有技术成熟、运行可靠、装置产量大等优点，但能耗偏高。

因此，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技术是未来值得推广和发展的新型技

术。目前，解决我国沿海城市淡水资源缺乏的问题已越来越紧迫，国家不断采取各种措施来

弥补淡水资源短缺。利用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等进行海水淡化是有望缓解淡水资源

紧缺的有效技术途径之一。

[0004] 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技术是指该系统包含两级闪蒸，其中由

太阳能集热器加热实现一级闪蒸，二级闪蒸由涡流管热气端得到的热流体加热海水实现，

涡流管的工作流体由风力机驱动的压气机提供，两级闪蒸产生的水蒸气由涡流管冷气端产

生的冷流体进行冷却产生淡水。此系统恰当灵活的运用了涡流管，涡流管结构简单，一端能

制冷，另一端能制热，无任何运动部件，维护工作量小，工作极为可靠，增加了系统的使用寿

命，又不消耗外加动力，降低了一次投资和运行费用。

[0005] 蒸馏淡化过程的实质就是水蒸气的形成过程，其原理如同海水受热蒸发形成云，

云在一定条件下遇冷形成雨。根据设备有蒸馏法、蒸汽压缩蒸馏法二级闪急蒸馏法等。所谓

闪蒸，就是高压的饱和液体进入比较低压的容器中后，由于压力的突然降低，使这些饱和液

体变成一部分的容器压力下的饱和蒸汽和饱和液的现象。二级闪蒸海水淡化是将经过加热

的海水，依次在两个压力逐渐降低的闪蒸室中进行蒸发，将蒸汽冷凝而得到淡水。目前全球

海水淡化装置仍以多级闪蒸方法产量最大，技术最成熟运行安全性高弹性大，主要与火电

站联合建设，适合于大型和超大型淡化装置，主要在海湾国家以及沿海地区采用。多级闪蒸

技术成熟运行可靠，主要发展趋势为提高装置单机造水能力，降低单位电力消耗，提高传热

效率等。沿海城市海水资源丰富，海水淡化是未来解决淡水资源缺乏的有力途径。利用风光

互补进行海水淡化，不仅可利用大量廉价的热源，而且太阳能、风能作为一种新能源，具有

清洁、安全、经济等特点。对海水淡化装置的选择，要求是热能利用效率高、传热性能好，造

价较低，产水量大，工艺运行稳定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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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及工

作方法，它能够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闪蒸效率高、冷凝效率高

且利用风能太阳能新型能源，对环境无污染；能够高效、经济、稳定可靠的实现淡水的生产

以满足人类、工业、生产及生活的需要。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一种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其特征

在于，包括：海水输送单元、换热器、太阳能加热循环单元、一级闪蒸器、二级闪蒸器、浓盐水

箱、风力压气机、涡流管、冷凝器、淡水箱；所述海水输送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换热器的输入

端，换热器的输出端连接一级闪蒸器；所述换热器与太阳能加热循环单元连接；所述一级闪

蒸器的海水出口连接二级闪蒸器，一级闪蒸器的蒸汽出口连接冷凝器的蒸汽入口；所述二

级闪蒸器的海水出口连接浓盐水箱，二级闪蒸器的蒸汽出口连接冷凝器的蒸汽入口；所述

冷凝器的出口连接淡水箱；所述风力压气机的输出端连接涡流管的高压空气入口，涡流管

的热气端连接一级闪蒸器，冷气端连接冷凝器。

[0008] 所述海水输送单元包括海水箱和水泵Ⅰ，海水箱通过水泵Ⅰ与换热器的输入端连

接。

[0009] 所述太阳能加热循环单元包括太阳能真空集热管和水泵Ⅱ，太阳能真空集热管对

循环水进行加热，由水泵Ⅱ提供循环动力。

[0010] 所述风力压气机产生高压空气经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由高压空气入口进入涡流管

内。

[0011] 所述一级闪蒸器及二级闪蒸器均与真空泵连接，真空泵为一级闪蒸器及二级闪蒸

器提供真空环境。

[0012] 一种上述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

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0013] ①所述海水输送单元将原始海水输送至换热器，海水经由换热器与太阳能加热循

环单元的循环水完成换热；

[0014] ②完成换热的海水被送入与换热器连接的一级闪蒸器；

[0015] ③所述风力压气机产生的高压气体由高压空气入口进入涡流管内，涡流管的热气

端产生热空气加热一级闪蒸器中的热海水；

[0016] ④一级闪蒸器内未完成蒸发的海水进入二级闪蒸器，二级闪蒸器内未完成二级闪

蒸的海水进入浓盐水箱；

[0017] ⑤由一级闪蒸器及二级闪蒸器产生的蒸汽进入冷凝器；

[0018] ⑥由涡流管冷气端产生的冷空气进入冷凝器对蒸汽进行冷凝，冷凝产出的液体经

由冷凝器出口流入淡水箱。

[0019] 所述海水箱内的原始海水经水泵Ⅰ输送至换热器。

[0020] 所述太阳能加热循环单元的太阳能真空集热管对循环水进行加热，由水泵Ⅱ提供

循环动力；热量由太阳能真空集热管产生，当阳光辐照充足，风力较弱，太阳能真空集热管

正常工作，吸收太阳能用于加热海水，热水是维持蒸发系统正常运行的驱动热源。

[0021] 所述海水经由换热器完成换热后进入一级闪蒸器，在一级闪蒸器中水的沸点降

低，即热水在一级闪蒸器中迅速沸腾汽化，两相分离；未完成两相分离的海水由一级闪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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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出口流入二级闪蒸器，进行二次闪蒸；一级闪蒸器及二级闪蒸器获得的蒸汽经一级闪

蒸器及二级闪蒸器上方出口汇入冷凝器中。

[0022] 所述高压气体在涡流管的喷嘴室内膨胀，然后以很高的速度沿切线方向进入涡流

管；气流在涡流管内高速旋转时，经过涡流变换后分离成温度不相等的两部分气流，处于中

心部位的气流温度低，而处于外层部位的气流温度高，将高低温气体分流；涡流管可以通过

调节热气端的阀来调节气体的流量和冷气端温度的高低，得到合适的冷气参数——输入的

高压空气和产出的冷气比。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1、涡流管制冷制热体积小、质量轻、无运动部件使用寿命长，

空气压缩机为风力压气机，水泵采用普通的船用机电产品。2、所使用的能源为太阳能、风

能，利用太阳能、风能可利用大量廉价的热源，并且是一种新能源，具有清洁、安全、经济等

特点。3、各器件很好的结合与运行，在整个过程中都提供了很大作用和效果。4、系统结构简

单、运行可靠、安全经济、效率高、使用寿命长、易于维护、设计和大力发展等。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示意图。图中一级闪蒸器底

部的输出端为热空气的出口端，冷凝器底部的输出端为冷空气的出口端。

[0025] 在附图中：1为海水箱，2为水泵Ⅰ，3为换热器，4为太阳能真空集热管，5为一级闪蒸

器，6为二级闪蒸器，7为浓盐水箱，8为真空泵，9为风力压气机，10为涡流管，11为冷凝器，12

为淡水箱，13为螺杆式空气压缩机，14为水泵Ⅱ。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实施例：如图1所示，一种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其特征

在于，包括：海水输送单元、换热器3、太阳能加热循环单元、一级闪蒸器5、二级闪蒸器6、浓

盐水箱7、风力压气机9、涡流管10、冷凝器11、淡水箱12；所述海水输送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换

热器3的输入端，换热器3的输出端连接一级闪蒸器5；所述换热器3与太阳能加热循环单元

连接；所述一级闪蒸器5的海水出口连接二级闪蒸器6，一级闪蒸器5的蒸汽出口连接冷凝器

11的蒸汽入口；所述二级闪蒸器6的海水出口连接浓盐水箱7，二级闪蒸器6的蒸汽出口连接

冷凝器11的蒸汽入口；所述冷凝器11的出口连接淡水箱12；所述风力压气机9的输出端连接

涡流管10的高压空气入口，涡流管10的热气端连接一级闪蒸器5，冷气端连接冷凝器11。

[0027] 所述海水输送单元包括海水箱1和水泵Ⅰ2，海水箱1通过水泵Ⅰ2与换热器3的输入

端连接。

[0028] 所述太阳能加热循环单元包括太阳能真空集热管4和水泵Ⅱ14，太阳能真空集热

管4对循环水进行加热，由水泵Ⅱ14提供循环动力。

[0029] 所述风力压气机9产生高压空气经螺杆式空气压缩机13由高压空气入口进入涡流

管10内。

[0030] 所述一级闪蒸器5及二级闪蒸器6均与真空泵8连接，真空泵8为一级闪蒸器5及二

级闪蒸器6提供真空环境。

[0031] 图中一级闪蒸器5底部设置热空气的出口端，冷凝器底部设置冷空气的出口端。

[0032] 一种上述基于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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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0033] ①所述海水输送单元将原始海水输送至换热器3，海水经由换热器3与太阳能加热

循环单元的循环水完成换热；

[0034] ②完成换热的海水被送入与换热器3连接的一级闪蒸器5；

[0035] ③所述风力压气机9产生的高压气体由高压空气入口进入涡流管10内，涡流管10

的热气端产生热空气加热一级闪蒸器5中的热海水；

[0036] ④一级闪蒸器5内未完成蒸发的海水进入二级闪蒸器6，二级闪蒸器6内未完成二

级闪蒸的海水进入浓盐水箱7；

[0037] ⑤由一级闪蒸器5及二级闪蒸器6产生的蒸汽进入冷凝器11；

[0038] ⑥由涡流管10冷气端产生的冷空气进入冷凝器11对蒸汽进行冷凝，冷凝产出的液

体经由冷凝器11出口流入淡水箱12。

[0039] 所述海水箱1内的原始海水经水泵Ⅰ2输送至换热器3。

[0040] 所述太阳能加热循环单元的太阳能真空集热管4对循环水进行加热，由水泵Ⅱ14

提供循环动力；热量由太阳能真空集热管4产生，当阳光辐照充足，风力较弱，太阳能真空集

热管4正常工作，吸收太阳能用于加热海水，热水是维持蒸发系统正常运行的驱动热源。

[0041] 所述海水经由换热器3完成换热后进入一级闪蒸器5，在一级闪蒸器中水的沸点降

低，即热水在一级闪蒸器5中迅速沸腾汽化，两相分离；未完成两相分离的海水由一级闪蒸

器5底部出口流入二级闪蒸器6，进行二次闪蒸；一级闪蒸器5及二级闪蒸器6获得的蒸汽经

一级闪蒸器5及二级闪蒸器6上方出口汇入冷凝器11中。

[0042] 所述高压气体在涡流管10的喷嘴室内膨胀，然后以很高的速度沿切线方向进入涡

流管10；气流在涡流管10内高速旋转时，经过涡流变换后分离成温度不相等的两部分气流，

处于中心部位的气流温度低，而处于外层部位的气流温度高，将高低温气体分流；涡流管10

可以通过调节热气端的阀来调节气体的流量和冷气端温度的高低，得到合适的冷气参

数——输入的高压空气和产出的冷气比。

[0043] 按图所示组装起来，在调试和运行过程中，可根据各器件的运行情况，产水情况和

海水蒸发情况，来调节各部分参数以及各器件的运行，以提高涡流管的风光互补两级闪蒸

海水淡化系统装置的运行效率，降低各方面的成本，使系统更经济可靠。使用时，真空泵8将

一级闪蒸器5与二级闪蒸器6进行抽气降压，空气经风力压气机9压缩后进入涡流管10，产生

的热空气用来加热一级闪蒸器5内的海水，在一级闪蒸器5内产生一定量的水蒸汽，一级闪

蒸器5内剩余的海水进入二级闪蒸器6内继续进行降压闪蒸，在一级和二级闪蒸器内产生的

蒸汽进入到冷凝器11，与来自涡流管10的冷气流充分换热，蒸汽冷凝流进淡水箱12。在二级

闪蒸器6内未完全蒸发的海水通过闪蒸器内的管道流入浓盐水箱7。这就是整个涡流管的风

光互补两级闪蒸海水淡化系统装置的具体实施方式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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