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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真空回潮机冷凝水回收装

置及该真空回潮机，其用于将生产时产生的冷凝

水回收冷却后排入真空回潮机水箱内，补充真空

回潮机水箱用水，节约水资源，同时真空回潮机

水箱实现了自动柔性补水。主要是将冷凝水回收

冷却后排入真空回潮机水箱，因此设计有一个冷

凝水回收箱、一个冷却水箱，用一个泵将冷凝水

回收箱内的水泵入冷却箱，冷却箱冷却后排入真

空回潮机水箱内，在冷凝水回收水箱中装一个低

位音叉液位计，在冷却水箱上装一个高位音叉液

位计和一个温度传感器。冷凝水回收水箱和冷却

水箱均加装溢流管，水满后自动排出。还可以通

过两个电磁阀控制冷却水箱的水和自来水补水，

用触摸屏对控制系统进行操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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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真空回潮机水箱用冷凝水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

包括冷凝水回收箱、冷却水箱；

冷凝水回收箱收集冷凝水，冷凝水回收箱出水口通过水泵连接冷却水箱，用水泵将冷

凝水回收箱内的水泵入冷却水箱；

冷却水箱底部出水口通过冷却箱补水电磁阀连接真空回潮机的水箱，冷却水箱内设有

冷却装置，将冷凝水冷却后再排入真空回潮机水箱内；

冷凝水回收箱中装有低位音叉液位计，冷却水箱装有高位音叉液位计和温度传感器；

还包括控制器，控制器包括自动泵水模块，自动泵水模块连接低位音叉液位计、水泵，

自动泵水模块检测到低位音叉液位计反馈的有水信号时，自动连接水泵进行泵水；

控制器还设有自动补水模块，自动补水模块连接高位音叉液位计、温度传感器，自动补

水模块收到高位音叉液位计的水箱满信号时，同时温度传感器检测的冷却温度在设定温度

内时，自动连接冷却箱补水电磁阀，冷却箱补水电磁阀开启，将冷凝水冷却后排入真空回潮

机水箱内；

真空回潮机水箱通过自来水补水电磁阀与自来水管路连接，控制器包括自来水补水模

块，自来水补水模块连接自来水补水电磁阀，自来水补水模块连接低位音叉液位计、高位音

叉液位计，当在延时设定时间内，低位音叉液位计、高位音叉液位计保持没有信号，自来水

补水模块连接自来水补水电磁阀，自来水补水电磁阀开启，自动进行自来水补水；

冷凝水回收水箱和冷却水箱均加装有溢流管，水满后自动排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真空回潮机水箱用冷凝水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温度传

感器设定温度为3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真空回潮机水箱用冷凝水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设置冷

却箱补水电磁阀的开启时间为冷却水箱里面的水全部排完的时间。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真空回潮机水箱用冷凝水回收装置，其特征在

于，控制器为PLC。

5.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真空回潮机水箱用冷凝水回收装置，其特征在

于，控制器包括西门子PLC和触摸屏，真空回潮机水箱旁安装有ET箱，在ET箱内安装控制元

件，温度传感器、低位音叉液位计、高位音叉液位计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后连接PLC的输入

点，触摸屏连接PLC进行人机操作交互控制。

6.一种真空回潮机，其特征在于，采用上述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真空回潮

机水箱用冷凝水回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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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回潮机冷凝水回收装置及该真空回潮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烟草制丝机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安装在真空回潮机水箱上的冷凝水

回收装置，用于将生产时产生的冷凝水回收冷却后排入真空回潮机水箱内，补充真空回潮

机水箱用水。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真空回潮机水箱补水采取手动方式，由操作人员根据水箱水位情况开启手

动阀进行补水，加之真空回潮机水箱处离真空回潮机操作处较远，不易观察，时常出现水箱

水位达不到正常工作水位的情况。同时，冷凝水直接排入了地沟，造成冷凝水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真空回潮机冷凝水回收装置及该真空回潮机，其用于

将生产时产生的冷凝水回收冷却后排入真空回潮机水箱内，优选可自动补充真空回潮机水

箱用水，节约水资源。

[0004] 本装置主要是将冷凝水回收冷却后排入真空回潮机水箱，因此设计有一个冷凝水

回收箱、一个冷却水箱，用一个泵将冷凝水回收箱内的水泵入冷却箱，冷却箱冷却后排入真

空回潮机水箱内，在冷凝水回收水箱中装一个低位音叉液位计，在冷却水箱上装一个高位

音叉液位计和一个温度传感器。冷凝水回收水箱和冷却水箱均加装溢流管，水满后自动排

出。

[0005] 电气控制采用西门子PLC+触摸屏控制，在水箱旁安装一个ET箱，在ET箱内安装所

有控制元件。水箱温度、音叉液位计高、低位信号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后传送到PLC的输入

点，通过两个电磁阀控制冷却水箱的水和自来水补水，用触摸屏对控制系统进行操作控制。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真空回潮机水箱用冷凝水回收装置，包括冷凝水回收箱、冷却水箱；

[0008] 冷凝水回收箱收集冷凝水，冷凝水回收箱出水口通过水泵连接冷却水箱，用泵将

冷凝水回收箱内的水泵入冷却水箱；

[0009] 冷却水箱底部出水口通过冷却箱补水电磁阀连接真空回潮机的水箱，冷却水箱内

设有冷却装置，将冷凝水冷却后再排入真空回潮机水箱内；

[0010] 冷凝水回收箱中装有低位音叉液位计，冷却水箱装有高位音叉液位计和温度传感

器。

[0011] 进一步地，还包括控制器，控制器包括自动泵水模块，自动泵水模块连接低位音叉

液位计、水泵，自动泵水模块检测到低位音叉液位计反馈的有水信号时，自动连接水泵进行

泵水。

[0012] 进一步地，控制器还设有自动补水模块，自动补水模块连接高位音叉液位计、温度

传感器，自动补水模块收到高位音叉液位计的水箱满信号时，同时温度传感器检测的冷却

温度在设定温度内时，自动连接冷却箱补水电磁阀，冷却箱补水电磁阀开启，将冷凝水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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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入真空回潮机水箱内。

[0013] 进一步地，温度传感器设定温度为32℃。

[0014] 进一步地，设置冷却箱补水电磁阀的开启时间为水箱里面的水全部排完的时间。

[0015] 进一步地，控制器为PLC。

[0016] 进一步地，控制器包括西门子PLC和触摸屏，真空回潮机水箱旁安装有ET箱，在ET

箱内安装控制元件，温度传感器、低位音叉液位计、高位音叉液位计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后

连接PLC的输入点，触摸屏连接PLC进行人机操作交互控制。

[0017] 进一步地，真空回潮机水箱通过自来水补水电磁阀与自来水管路连接，控制器包

括自来水补水模块，自来水补水模块连接自来水补水电磁阀，自来水补水模块连接低位音

叉液位计、高位音叉液位计，当在延时设定时间内，低位音叉液位计、高位音叉液位计保持

没有信号，自来水补水模块连接自来水补水电磁阀，自来水补水电磁阀开启，自动进行自来

水补水。

[0018] 进一步地，冷凝水回收水箱和冷却水箱均加装有溢流管，水满后自动排出。

[0019] 一种真空回潮机，其采用上述的一种真空回潮机水箱用冷凝水回收装置。

附图说明

[0020] 图1本发明的真空回潮机水箱用冷凝水回收装置的一个实施例的原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为达成预定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以下结合附图及

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详细说明如下。

[0022] 真空回潮机水箱用冷凝水回收装置，包括冷凝水回收箱、冷却水箱，冷凝水回收箱

收集冷凝水，冷凝水回收箱出水口通过水泵连接冷却水箱，用泵将冷凝水回收箱内的水泵

入冷却水箱，冷却水箱底部出水口通过冷却箱补水电磁阀连接真空回潮机的水箱，冷却水

箱内设有冷却装置，将冷凝水冷却后再排入真空回潮机水箱内；

[0023] 冷凝水回收箱中装有低位音叉液位计，冷却水箱装有高位音叉液位计和温度传感

器。

[0024]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采用手动和观测的方式进行补水操作。

[0025]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采用自动控制的方式进行补水操作，还包括控制器，控制

器包括自动泵水模块，自动泵水模块连接低位音叉液位计、水泵，自动泵水模块检测到低位

音叉液位计反馈的有水信号时，自动连接水泵进行泵水。

[0026]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控制器还设有自动补水模块，自动补水模块连接高位音

叉液位计、温度传感器，自动补水模块收到高位音叉液位计的水箱满信号时，同时温度传感

器检测的冷却温度在设定温度内时，自动连接冷却箱补水电磁阀，冷却箱补水电磁阀开启，

将冷凝水冷却后排入真空回潮机水箱内。

[0027]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温度传感器设定温度为32℃。

[0028]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设置冷却箱补水电磁阀的开启时间为水箱里面的水全部

排完的时间。

[0029]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控制器包括西门子PLC和触摸屏，真空回潮机水箱旁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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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ET箱，在ET箱内安装控制元件，温度传感器、低位音叉液位计、高位音叉液位计通过中间

继电器转换后连接PLC的输入点，触摸屏连接PLC进行人机操作交互控制。

[0030]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真空回潮机水箱通过自来水补水电磁阀与自来水管路连

接，控制器包括自来水补水模块，自来水补水模块连接自来水补水电磁阀，自来水补水模块

连接低位音叉液位计、高位音叉液位计，当在延时设定时间内，低位音叉液位计、高位音叉

液位计保持没有信号，自来水补水模块连接自来水补水电磁阀，自来水补水电磁阀开启，自

动进行自来水补水。

[0031]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冷凝水回收水箱和冷却水箱均加装有溢流管，水满后自

动排出。

[0032] 本发明对冷凝水回收箱、冷却水箱进行设计、选型，并进行管路连接，在相应的冷

凝水回收箱、冷却水箱上安装液位开关、温度传感器以及排水电磁阀、水泵等管路，选择相

应的电器元器件和控制箱进行安装、调试。设计有手动和自动方式：在手动方式下，可直接

打开自来水补水电磁阀YV1、冷却箱补水电磁阀YV2以及水泵M1，要手动运行水泵M1，必须满

足冷凝水回收箱内有水，即YW3有信号，防止空泵运行；自动方式下，点击启动，系统进入自

动控制，水箱里面的高低水位YW1、YW2没有信号，并延时一定时间，该时间在参数设置里面

进行设置，打开自来水补水电磁阀YV1通过自来水管进行自动补水，补水到高水位时停止。

冷凝水回收水箱低位音叉液位计YW3检测到有水后，自动启动水泵M1将冷凝水泵入冷却水

箱，在冷却水箱上部的高位音叉液位计YW4检测到水位后停止水泵M1或者YW3无信号输入后

停止水泵M1，冷却水箱里面装有一温度传感器T2检测冷却箱里面的温度，参数设置里面可

以设置冷却箱冷却温度，通常应设置为低于32℃，当冷却箱里面的水通过外部环境冷却到

设定温度后，打开冷却箱补水电磁阀YV2，将冷却水箱内的水排入真空回潮机水箱内，真空

回潮机水箱通过截止阀1连接地沟，冷却箱补水电磁阀的打开时间为将水箱里面的水全部

排完的时间，在参数设置里面进行设置，点击停止后系统自动停止，实现冷凝水回收利用的

目的。

[0033] 本发明实验实施后，生产线产生的冷凝水得到了有效地回收循环利用，降低了水

的消耗，同时真空回潮机水箱实现了自动柔性补水。

[0034]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案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案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依然可以

对本案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者对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技术方案

的精神，其均应涵盖在本案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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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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