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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干式热回收酒冷系统，

其包括：换热装置，其包括外壳及一、二级换热

芯，外壳内壁与一、二级换热芯之间分别形成有

相互连通的第一、第二壳程流道，外壳上端设有

酒蒸汽入口；外壳下端设有酱香酒出口；一、二级

换热芯内部分别具有与第一、第二壳程流道隔绝

的第一、第二板程流道，外壳侧面设有与第一板

程流道连通的第一入口和第一出口、与第二板程

流道连通的第二入口和第二出口；热回收模组，

其通过冷水管、热水管分别连接第一入口和第一

出口；循环水冷却模组，其包括表冷器或干冷器、

第一水泵及第一供水管、第一控制阀、第一回水

管、第二控制阀，第一供水管连接第二入口；第一

回水管连接第二出口，第一供水管连接补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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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干式热回收酒冷系统，其特征在于：其包括：

换热装置(100)，其包括有外壳(1)以及依次由上至下安装于该外壳(1)中的一级换热

芯(2)、二级换热芯(3)，该外壳(1)内壁与一级换热芯(2)、二级换热芯(3)之间分别形成有

相互连通的第一壳程流道(11)、第二壳程流道(12)，且该外壳(1)上端设置有与第一壳程流

道(11)连通的酒蒸汽入口(14)；外壳(1)下端设置有与第二壳程流道(12)连通的酱香酒出

口(15)；所述一级换热芯(2)、二级换热芯(3)内部分别具有与第一壳程流道(11)、第二壳程

流道(12)隔绝的第一板程流道(20)、第二板程流道(30)，该外壳(1)侧面设置有与第一板程

流道(20)连通的第一入口(201)和第一出口(202)、与第二板程流道(30)连通的第二入口

(301)和第二出口(302)；

用于对流入换热装置(100)的酒蒸汽进行冷却以回收热量的热回收模组(5)，该热回收

模组(5)通过冷水管(51)连接第一入口(201)，且该热回收模组(5)通过热水管(52)连接第

一出口(202)；

循环水冷却模组(6)，其包括表冷器或干冷器(61)、与表冷器或干冷器(61)出水口连接

的第一水泵(62)及第一供水管(63)、安装于该第一供水管(63)上的第一控制阀(64)、与表

冷器或干冷器(61)回水口连接的第一回水管(65)、安装于该第一回水管(65)上的第二控制

阀(66)，所述第一供水管(63)连接所述第二入口(301)；该第一回水管(65)连接所述第二出

口(302)，该第一供水管(63)还连接补水箱(69)；

所述酒蒸汽入口(14)、酱香酒出口(15)、第一供水管(63)及第一回水管(65)上均设置

有温度表(60)，该温度表(60)及第一水泵(62)连接温度控制器(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干式热回收酒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级换热芯

(2)上端设置有呈倒八字形分布的第一阻流板(21)和第二阻流板(22)，该第一阻流板(21)

和第二阻流板(22)上端均与所述外壳(1)上端内壁接触，并位于酒蒸汽入口(14)下方；所述

的二级换热芯(3)上端设置有呈倒八字形分布的第三阻流板(31)和第四阻流板(32)，该第

三阻流板(31)和第四阻流板(32)上端均与所述外壳(1)两侧内壁接触，并位于一级换热芯

(2)下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干式热回收酒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供水管(63)

上设置有过滤器(631)；所述补水箱(69)为膨胀水箱，该膨胀水箱连接自来水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干式热回收酒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表冷器或干冷器

(61)外部设置有用于散热的喷淋装置(7)，该喷淋装置(7)通过管道及第二水泵(71)连接所

述的补水箱(69)。

5.一种干式热回收酒冷系统，其特征在于：其包括：

换热装置(100)，其包括有外壳(1)以及依次由上至下安装于该外壳(1)中的一级换热

芯(2)、二级换热芯(3)和三级换热芯(4)，该外壳(1)内壁与一级换热芯(2)、二级换热芯(3)

和三级换热芯(4)之间分别形成有相互连通的第一壳程流道(11)、第二壳程流道(12)、第三

壳程流道(13)，且该外壳(1)上端设置有与第一壳程流道(11)连通的酒蒸汽入口(14)；外壳

(1)上端设置有与第三壳程流道(13)连通的酱香酒出口(15)；所述一级换热芯(2)、二级换

热芯(3)和三级换热芯(4)内部分别具有与第一壳程流道(11)、第二壳程流道(12)、第三壳

程流道(13)隔绝的第一板程流道(20)、第二板程流道(30)、第三板程流道(40)，该外壳(1)

侧面设置有与第一板程流道(20)连通的第一入口(201)和第一出口(202)、与第二板程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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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连通的第二入口(301)和第二出口(302)、与第三板程流道(40)连通的第三入口(401)

和第三出口(402)，该第三出口(402)与第二入口(301)连接导通；

用于对流入换热装置(100)的酒蒸汽进行冷却以回收热量的热回收模组(5)，该热回收

模组(5)通过冷水管(51)连接第一入口(201)，且该热回收模组(5)通过热水管(52)连接第

一出口(202)；

循环水冷却模组(6)，其包括表冷器或干冷器(61)、与表冷器或干冷器(61)出水口连接

的第一水泵(62)及第一供水管(63)、安装于该第一供水管(63)上的第一控制阀(64)、与表

冷器或干冷器(61)回水口连接的第一回水管(65)、安装于该第一回水管(65)上的第二控制

阀(66)，所述第一供水管(63)连接所述第二入口(301)；该第一回水管(65)连接所述第三入

口(401)，该第一供水管(63)还连接补水箱(69)；

所述酒蒸汽入口(14)、酱香酒出口(15)、第一供水管(63)及第一回水管(65)上均设置

有温度表(60)，该温度表(60)及第一水泵(62)均连接温度控制器(8)。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干式热回收酒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级换热芯

(2)上端设置有呈倒八字形分布的第一阻流板(21)和第二阻流板(22)，该第一阻流板(21)

和第二阻流板(22)上端均与所述外壳(1)上端内壁接触，并位于酒蒸汽入口(14)下方；所述

的二级换热芯(3)上端设置有呈倒八字形分布的第三阻流板(31)和第四阻流板(32)，该第

三阻流板(31)和第四阻流板(32)上端均与所述外壳(1)两侧内壁接触，并位于一级换热芯

(2)下方。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干式热回收酒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三级换热芯

(4)上端设置有呈倒八字形分布的第五阻流板(41)和第六阻流板(42)，该第五阻流板(41)

和第六阻流板(42)上端均与所述外壳(1)两侧内壁接触，并位于二级换热芯(3)下方；三级

换热芯(4)下端设置有呈八字形分布的第七阻流板(43)和第八阻流板(44)，该第七阻流板

(43)和第八阻流板(44)下端均与所述外壳(1)下端内壁接触，并位于酱香酒出口(15)上方。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干式热回收酒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供水管(63)

上设置有过滤器(631)；所述补水箱(69)为膨胀水箱，该膨胀水箱连接自来水管。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干式热回收酒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表冷器或干冷器

(61)外部设置有用于散热的喷淋装置(7)，该喷淋装置(7)通过管道及第二水泵(71)连接所

述的补水箱(69)。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干式热回收酒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出口(402)

位于第三入口(401)上方，所述第二入口(301)位于第三出口(402)上方，所述第二出口

(302)位于第二入口(301)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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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干式热回收酒冷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酿酒技术领域，特指一种干式热回收酒冷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酿酒是利用微生物发酵生产含一定浓度酒精饮料的过程。酿酒原料与酿酒容器，

是谷物酿酒的两个先决条件。白酒，以粮谷为主要原料，以大曲、小曲或者麸曲以及酒母等

为糖化发酵剂，经蒸煮、糖化、发酵、蒸馏而制成的蒸馏酒，又称烧酒、老白干、烧刀子等。

[0003] 在酿酒行业中，特别是在白酒蒸馏系统中，需要采用冷却装置对白酒蒸馏液化过

程中产生的热量带走，但是，传统的冷却装置都为大型设备，其占地面积大，结构复杂，耗能

高，效率不高，酒液温度控制精度低，其不利于提高市场竞争力。特别是，传统的冷却装置采

用冷却塔作为冷源，其体积大，且不断需要供水和排水，对整个冷却装置设计产生较大的局

限性，且需要使用大量的水，并且设计供水和排水，系统较为复杂，且成本高。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人提出以下技术方案。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干式热回收酒冷系统。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下述第一种技术方案：该干式热回收

酒冷系统包括：换热装置，其包括有外壳以及依次由上至下安装于该外壳中的一级换热芯、

二级换热芯，该外壳内壁与一级换热芯、二级换热芯之间分别形成有相互连通的第一壳程

流道、第二壳程流道，且该外壳上端设置有与第一壳程流道连通的酒蒸汽入口；外壳下端设

置有与第二壳程流道连通的酱香酒出口；所述一级换热芯、二级换热芯内部分别具有与第

一壳程流道、第二壳程流道隔绝的第一板程流道、第二板程流道，该外壳侧面设置有与第一

板程流道连通的第一入口和第一出口、与第二板程流道连通的第二入口和第二出口；用于

对流入换热装置的酒蒸汽进行冷却以回收热量的热回收模组，该热回收模组通过冷水管连

接第一入口，且该热回收模组通过热水管连接第一出口；循环水冷却模组，其包括表冷器或

干冷器、与表冷器或干冷器出水口连接的第一水泵及第一供水管、安装于该第一供水管上

的第一控制阀、与表冷器或干冷器回水口连接的第一回水管、安装于该第一回水管上的第

二控制阀，所述第一供水管连接所述第二入口；该第一回水管连接所述第二出口，该第一供

水管还连接补水箱；所述酒蒸汽入口、酱香酒出口、第一供水管及第一回水管上均设置有温

度表，该温度表及第一水泵和第二水泵均连接温度控制器。

[0007] 进一步而言，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的一级换热芯上端设置有呈倒八字形分布的

第一阻流板和第二阻流板，该第一阻流板和第二阻流板上端均与所述外壳上端内壁接触，

并位于酒蒸汽入口下方；所述的二级换热芯上端设置有呈倒八字形分布的第三阻流板和第

四阻流板，该第三阻流板和第四阻流板上端均与所述外壳两侧内壁接触，并位于一级换热

芯下方。

[0008] 进一步而言，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供水管上设置有过滤器；所述补水箱为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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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水箱，该膨胀水箱连接自来水管。

[0009] 进一步而言，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表冷器或干冷器外部设置有用于散热的喷淋

装置，该喷淋装置通过管道及第二水泵连接所述的补水箱。

[0010]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下述第二种技术方案：该干式热回收

酒冷系统包括：换热装置，其包括有外壳以及依次由上至下安装于该外壳中的一级换热芯、

二级换热芯和三级换热芯，该外壳内壁与一级换热芯、二级换热芯和三级换热芯之间分别

形成有相互连通的第一壳程流道、第二壳程流道、第三壳程流道，且该外壳上端设置有与第

一壳程流道连通的酒蒸汽入口；外壳上端设置有与第三壳程流道连通的酱香酒出口；所述

一级换热芯、二级换热芯和三级换热芯内部分别具有与第一壳程流道、第二壳程流道、第三

壳程流道隔绝的第一板程流道、第二板程流道、第三板程流道，该外壳侧面设置有与第一板

程流道连通的第一入口和第一出口、与第二板程流道连通的第二入口和第二出口、与第三

板程流道连通的第三入口和第三出口，该第三出口与第二入口连接导通；用于对流入换热

装置的酒蒸汽进行冷却以回收热量的热回收模组，该热回收模组通过冷水管连接第一入

口，且该热回收模组通过热水管连接第一出口；循环水冷却模组，其包括表冷器或干冷器、

与表冷器或干冷器出水口连接的第一水泵及第一供水管、安装于该第一供水管上的第一控

制阀、与表冷器或干冷器回水口连接的第一回水管、安装于该第一回水管上的第二控制阀，

所述第一供水管连接所述第二入口；该第一回水管连接所述第三入口，该第一供水管还连

接补水箱；所述酒蒸汽入口、酱香酒出口、第一供水管及第一回水管上均设置有温度表，该

温度表及第一水泵和第二水泵均连接温度控制器。

[0011] 进一步而言，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的一级换热芯上端设置有呈倒八字形分布的

第一阻流板和第二阻流板，该第一阻流板和第二阻流板上端均与所述外壳上端内壁接触，

并位于酒蒸汽入口下方；所述的二级换热芯上端设置有呈倒八字形分布的第三阻流板和第

四阻流板，该第三阻流板和第四阻流板上端均与所述外壳两侧内壁接触，并位于一级换热

芯下方。

[0012] 进一步而言，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的三级换热芯上端设置有呈倒八字形分布的

第五阻流板和第六阻流板，该第五阻流板和第六阻流板上端均与所述外壳两侧内壁接触，

并位于二级换热芯下方；三级换热芯下端设置有呈八字形分布的第七阻流板和第八阻流

板，该第七阻流板和第八阻流板下端均与所述外壳下端内壁接触，并位于酱香酒出口上方。

[0013] 进一步而言，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供水管上设置有过滤器；所述补水箱为膨

胀水箱，该膨胀水箱连接自来水管。

[0014] 进一步而言，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表冷器或干冷器外部设置有用于散热的喷淋

装置，该喷淋装置通过管道及第二水泵连接所述的补水箱。

[0015] 进一步而言，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三出口位于第三入口上方，所述第二入口位

于第三出口上方，所述第二出口位于第二入口上方。

[0016]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较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7] 1、本实用新型采用换热装置对酒蒸汽进行热交换，以冷凝成酱香酒，其方式较为

新颖，且科学合理，在酿酒行业中为一突破性技术；本实用新型中的换热装置在一个外壳中

设置两个换热芯，分别为相互独立使用的一级换热芯、二级换热芯，且热回收模组配合一级

换热芯对刚进入的酒蒸汽进行换热，且该热回收模组则将此部分的热量回收并再重新利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214571817 U

5



用，达到环保节能的功效；循环水冷却模组采用循环冷水与二级换热芯进行换热，且采用表

冷器或干冷器对流回的换热后的循环冷水进行冷却，实现干式冷却，不消耗水源，即其不会

像冷却塔那样需要耗费大量的水，且无需不断供水和排水，该表冷器或干冷器结构简单，体

积小，不会对整个酒冷系统的设计产生局限性，并且本实用新型结构相对较为简单，且耗能

低，效率高，并且可控制流出酱香酒的温度，以满足不同的加工要求；本实用新型还采用温

度控制器配合配合温度表检测酒蒸汽入口、酱香酒出口、第一供水管及第一回水管上流过

的液体或汽体的温度，并控制第一水泵工作以控制冷水流速，以调控酱香酒的温度。

[0018] 2、本实用新型中的换热装置在一个外壳中设置三个换热芯，分别为独立使用的一

级换热芯和配合使用的二级换热芯和三级换热芯，且热回收模组配合一级换热芯对刚进入

的酒蒸汽进行换热，且该热回收模组则将此部分的热量回收并再重新利用，达到环保节能

的功效；循环水冷却模组采用循环冷水与二级换热芯和三级换热芯进行两级换热，其换热

效果极为理想，且更好的调控换热的稳定，该循环水冷却模组采用表冷器或干冷器对流回

的换热后的循环冷水进行冷却，实现干式冷却，不消耗水源，即其不会像冷却塔那样需要耗

费大量的水，且无需不断供水和排水，该表冷器或干冷器结构简单，体积小，不会对整个酒

冷系统的设计产生局限性，并且本实用新型结构相对较为简单，且耗能低，效率高，并且可

控制流出酱香酒的温度，以满足不同的加工要求；本实用新型还采用温度控制器配合配合

温度表检测酒蒸汽入口、酱香酒出口、第一供水管及第一回水管上流过的液体或汽体的温

度，并控制第一水泵工作以控制冷水流速，以调控酱香酒的温度。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的结构原理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二的结构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22] 实施例一：

[0023] 见图1所示，为一种干式热回收酒冷系统，其包括：换热装置100，其包括有外壳1以

及依次由上至下安装于该外壳1中的一级换热芯2、二级换热芯3，该外壳1内壁与一级换热

芯2、二级换热芯3之间分别形成有相互连通的第一壳程流道11、第二壳程流道12，且该外壳

1上端设置有与第一壳程流道11连通的酒蒸汽入口14；外壳1下端设置有与第二壳程流道12

连通的酱香酒出口15；所述一级换热芯2、二级换热芯3内部分别具有与第一壳程流道11、第

二壳程流道12隔绝的第一板程流道20、第二板程流道30，该外壳1侧面设置有与第一板程流

道20连通的第一入口201和第一出口202、与第二板程流道30连通的第二入口301和第二出

口302；用于对流入换热装置100的酒蒸汽进行冷却以回收热量的热回收模组5，该热回收模

组5通过冷水管51连接第一入口201，且该热回收模组5通过热水管52连接第一出口202；循

环水冷却模组6，其包括表冷器或干冷器61、与表冷器或干冷器61出水口连接的第一水泵62

及第一供水管63、安装于该第一供水管63上的第一控制阀64、与表冷器或干冷器61回水口

连接的第一回水管65、安装于该第一回水管65上的第二控制阀66，所述第一供水管63连接

所述第二入口301；该第一回水管65连接所述第二出口302，该第一供水管63还连接补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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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所述酒蒸汽入口14、酱香酒出口15、第一供水管63及第一回水管65上均设置有温度表

60，该温度表60及第一水泵62连接温度控制器8。本实用新型采用换热装置100对酒蒸汽进

行热交换，以冷凝成酱香酒，其方式较为新颖，且科学合理，在酿酒行业中为一突破性技术；

本实用新型中的换热装置100在一个外壳1中设置至少两个换热芯，分别为相互独立使用的

一级换热芯2、二级换热芯3，且热回收模组5配合一级换热芯2对刚进入的酒蒸汽进行换热，

且该热回收模组5则将此部分的热量回收并再重新利用，达到环保节能的功效；循环水冷却

模组6采用循环冷水与二级换热芯3进行换热，且采用表冷器或干冷器61对流回的换热后的

循环冷水进行冷却，实现干式冷却，不消耗水源，即其不会像冷却塔那样需要耗费大量的

水，且无需不断供水和排水，该表冷器或干冷器61结构简单，体积小，不会对整个酒冷系统

的设计产生局限性，并且本实用新型结构相对较为简单，且耗能低，效率高，并且可控制流

出酱香酒的温度，以满足不同的加工要求；本实用新型还采用温度控制器8配合配合温度表

检测酒蒸汽入口14、酱香酒出口15、第一供水管63及第一回水管65上流过的液体或汽体的

温度，并控制第一水泵62工作以控制冷水流速，以调控酱香酒的温度。

[0024] 所述的一级换热芯2上端设置有呈倒八字形分布的第一阻流板21和第二阻流板

22，该第一阻流板21和第二阻流板22上端均与所述外壳1上端内壁接触，并位于酒蒸汽入口

14下方，以此保证酒蒸汽更好的流入第一壳程内，以便后期实现换热；所述的二级换热芯3

上端设置有呈倒八字形分布的第三阻流板31和第四阻流板32，该第三阻流板31和第四阻流

板32上端均与所述外壳1两侧内壁接触，并位于一级换热芯2下方。

[0025] 所述第一供水管63上设置有过滤器631，补水箱69的水通过过滤器631过滤后再流

到第一供水管63，可保证水的质量，降低换热装置100和表冷器或干冷器61的结垢程度，可

保证换热装置100和表冷器或干冷器61使用寿命；所述补水箱69为膨胀水箱，该膨胀水箱连

接自来水管；所述表冷器或干冷器61外部设置有用于散热的喷淋装置7，该喷淋装置7通过

管道及第二水泵71连接所述的补水箱69，通过该喷淋装置7实现对表冷器或干冷器61进行

二次散热，其可更好的实现散热。该喷淋装置7至少包括有主管道以及多个安装于该主管道

上并用于对表冷器或干冷器61外部散热的喷淋头，该主管道连接管道及第二水泵71。

[0026]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一种干式热回收酒冷方法，该酒冷方法为：将酒蒸汽沿换热装

置100的酒蒸汽入口14流入，并流经换热装置100内的第一壳程流道11、第二壳程流道12；热

回收模组5的冷水通过冷水管51沿第一入口201流入换热装置100的一级换热芯2，并与第一

壳程流道11内的酒蒸汽进行换热，使流入第二壳程流道12的酒蒸汽温度变低，并且具有部

分酒蒸汽换热后冷凝成酒液流到第二壳程流道12，且该冷水会变成高温热水并沿第一出口

202流出，并沿热水管52流回热回收模组5，以实现热回收；同时循环水冷却模组6工作，第一

水泵62将表冷器或干冷器61的冷水抽至第一供水管63，并沿第二入口301流入二级换热芯

3，再沿第二出口302流到第一回水管65，并流回至表冷器或干冷器61，实现循环水冷却；且

二级换热芯3将所有高温酒液和酒蒸汽进行换热冷凝以形成低温酱香酒，并从酱香酒出口

15流出；采用温度控制器8配合温度表检测酒蒸汽入口14、酱香酒出口15、第一供水管63及

第一回水管65上流过的液体或汽体的温度，并控制第一水泵62工作以控制冷水流速，以调

控酱香酒的温度。

[0027] 实施例二：

[0028] 见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为一种干式热回收酒冷系统，其包括：换热装置100，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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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有外壳1以及依次由上至下安装于该外壳1中的一级换热芯2、二级换热芯3和三级换热芯

4，该外壳1内壁与一级换热芯2、二级换热芯3和三级换热芯4之间分别形成有相互连通的第

一壳程流道11、第二壳程流道12、第三壳程流道13，且该外壳1上端设置有与第一壳程流道

11连通的酒蒸汽入口14；外壳1上端设置有与第三壳程流道13连通的酱香酒出口15；所述一

级换热芯2、二级换热芯3和三级换热芯4内部分别具有与第一壳程流道11、第二壳程流道

12、第三壳程流道13隔绝的第一板程流道20、第二板程流道30、第三板程流道40，该外壳1侧

面设置有与第一板程流道20连通的第一入口201和第一出口202、与第二板程流道30连通的

第二入口301和第二出口302、与第三板程流道40连通的第三入口401和第三出口402，该第

三出口402与第二入口301连接导通；用于对流入换热装置100的酒蒸汽进行冷却以回收热

量的热回收模组5，该热回收模组5通过冷水管51连接第一入口201，且该热回收模组5通过

热水管52连接第一出口202；循环水冷却模组6，其包括表冷器或干冷器61、与表冷器或干冷

器61出水口连接的第一水泵62及第一供水管63、安装于该第一供水管63上的第一控制阀

64、与表冷器或干冷器61回水口连接的第一回水管65、安装于该第一回水管65上的第二控

制阀66，所述第一供水管63连接所述第二入口301；该第一回水管65连接所述第三入口401，

该第一供水管63还连接补水箱69；所述酒蒸汽入口14、酱香酒出口15、第一供水管63及第一

回水管65上均设置有温度表60，该温度表60及第一水泵62均连接温度控制器8。本实用新型

采用换热装置100对酒蒸汽进行热交换，以冷凝成酱香酒，其方式较为新颖，且科学合理，在

酿酒行业中为一突破性技术；本实用新型中的换热装置100在一个外壳1中设置三个换热

芯，分别为独立使用的一级换热芯2和配合使用的二级换热芯3和三级换热芯4，且热回收模

组5配合一级换热芯2对刚进入的酒蒸汽进行换热，且该热回收模组5则将此部分的热量回

收并再重新利用，达到环保节能的功效；循环水冷却模组6采用循环冷水与二级换热芯3和

三级换热芯4进行两级换热，其换热效果极为理想，且更好的调控换热的稳定，该循环水冷

却模组6采用表冷器或干冷器61对流回的换热后的循环冷水进行冷却，实现干式冷却，不消

耗水源，即其不会像冷却塔那样需要耗费大量的水，且无需不断供水和排水，该表冷器或干

冷器61结构简单，体积小，不会对整个酒冷系统的设计产生局限性，并且本实用新型结构相

对较为简单，且耗能低，效率高，并且可控制流出酱香酒的温度，以满足不同的加工要求；本

实用新型还采用温度控制器8配合配合温度表检测酒蒸汽入口14、酱香酒出口15、第一供水

管63及第一回水管65上流过的液体或汽体的温度，并控制第一水泵62工作以控制冷水流

速，以调控酱香酒的温度。

[0029] 所述的一级换热芯2上端设置有呈倒八字形分布的第一阻流板21和第二阻流板

22，该第一阻流板21和第二阻流板22上端均与所述外壳1上端内壁接触，并位于酒蒸汽入口

14下方，以此保证酒蒸汽更好的流入第一壳程内，以便后期实现换热；所述的二级换热芯3

上端设置有呈倒八字形分布的第三阻流板31和第四阻流板32，该第三阻流板31和第四阻流

板32上端均与所述外壳1两侧内壁接触，并位于一级换热芯2下方。

[0030] 所述的三级换热芯4上端设置有呈倒八字形分布的第五阻流板41和第六阻流板

42，该第五阻流板41和第六阻流板42上端均与所述外壳1两侧内壁接触，并位于二级换热芯

3下方；三级换热芯4下端设置有呈八字形分布的第七阻流板43和第八阻流板44，该第七阻

流板43和第八阻流板44下端均与所述外壳1下端内壁接触，并位于酱香酒出口15上方。

[0031] 所述第一供水管63上设置有过滤器631，补水箱69的水通过过滤器631过滤后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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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一供水管63；所述补水箱69为膨胀水箱，该膨胀水箱连接自来水管；所述表冷器或干冷

器61外部设置有用于散热的喷淋装置7，该喷淋装置7通过管道及第二水泵71连接所述的补

水箱69，通过该喷淋装置7实现对表冷器或干冷器61进行二次散热，其可更好的实现散热。

该喷淋装置7至少包括有主管道以及多个安装于该主管道上并用于对表冷器或干冷器61外

部散热的喷淋头，该主管道连接管道及第二水泵71。

[0032] 所述第三出口402位于第三入口401上方，所述第二入口301位于第三出口402上

方，所述第二出口302位于第二入口301上方。

[0033]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一种干式热回收酒冷方法，该酒冷方法为：将酒蒸汽沿换热装

置100的酒蒸汽入口14流入，并流经换热装置100内的第一壳程流道11、第二壳程流道12、第

三壳程流道13；热回收模组5的冷水通过冷水管51沿第一入口201流入换热装置100的一级

换热芯2，并与第一壳程流道11内的酒蒸汽进行换热，使流入第二壳程流道12的酒蒸汽温度

变低，并且具有部分酒蒸汽换热后冷凝成酒液流到第二壳程流道12，且该冷水会变成高温

热水并沿第一出口202流出，并沿热水管52流回热回收模组5，以实现热回收；同时循环水冷

却模组6工作，第一水泵62将表冷器或干冷器61的冷水抽至第一供水管63，并沿第三入口

401流入三级换热芯4，再沿第三出口402和第二入口301流入二级换热芯3，最后沿第二出口

302流到第一回水管65，并流回至表冷器或干冷器61，实现循环水冷却；其中，二级换热芯3

内的冷水温度高于三级换热芯4内的冷水温度，以实现逐级降温以冷却酒蒸汽或高温酒液，

且最后由三级换热芯4将所有高温酒液和酒蒸汽进行换热冷凝以形成低温酱香酒，并从酱

香酒出口15流出；采用温度控制器8配合温度表检测酒蒸汽入口14、酱香酒出口15、第一供

水管63及第一回水管65上流过的液体或汽体的温度，并控制第一水泵62工作以控制冷水流

速，以调控酱香酒的温度。

[0034] 当然，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并非来限制本实用新型实施

范围，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述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应包

括于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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