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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结构紧凑型海水淡化装
所述蒸发器（2）的一侧壁中
置，
包括蒸发器（2），
部开设有风入口，
与所述风入口相对的所述蒸发
器（2）侧壁中上部开设有湿热蒸汽出口 ，
所述蒸
发器（2）内部底端设置有浓海水箱（8），
所述浓海
水箱（8）上表面设置有垂直的伸缩杆，
所述伸缩
杆顶端设置有转动副，
所述转动副的顶端和所述
湿热蒸汽出口的底端之间连有加热板（3），
所述
湿热蒸汽出口的底端高于所述转动副的顶端；
所
述浓海水箱（8）的出水口通过浓海水泵（10）与冷
海水入口相连，
所述冷海水入口开口于所述加热
板（3）的高端上表面。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结构紧
凑型海水淡化装置，用于浓海水淡化，
可保障沿
海缺水地区居民饮用水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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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结构紧凑型海水淡化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蒸发器（2），
所述蒸发器（2）的一侧
壁中部开设有风入口，
与所述风入口相对的所述蒸发器（2）侧壁中上部开设有湿热蒸汽出
口，
所述蒸发器（2）的内部底端设置有浓海水箱（8），
所述浓海水箱（8）上表面设置有垂直的
伸缩杆，
所述伸缩杆顶端设置有转动副，
所述转动副的顶端和所述湿热蒸汽出口的底端之
间连有加热板（3），
所述湿热蒸汽出口的底端高于所述转动副的顶端；
所述浓海水箱（8）的
出水口通过浓海水泵（10）与冷海水入口相连，
所述冷海水入口开口于所述加热板（3）的高
端上表面；
所述蒸发器（2）的热海水出口直接与所述浓海水箱（8）连接；
所述湿热蒸汽出口
与冷凝器（4）的入口相连通，
所述冷凝器（4）内设置有蛇形冷却管（5），
所述蛇形冷却管（5）
的进口通过冷却泵（9）与冷却箱（7）连接，
所述蛇形冷却管（5）出口与所述浓海水箱（8）连
接；
所述冷凝器（4）下方连接淡水收集箱（6）；
所述浓海水箱（8）的下面连有绝热层（11），
所
述绝热层（11）的下面连有所述冷却箱（7）；
所述风入口与风机（1）相连；
所述蒸发器（2）内腔
下表面水平，
上表面倾斜设置。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构紧凑型海水淡化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风入口上活
动式设置有插板，
调节所述插板的插入程度可线性连续调节所述风机（1）入风口的大小。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构紧凑型海水淡化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蒸发器（2）
内腔的横截面为方形，
所述加热板（3）与所述蒸发器（2）内腔仿形。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构紧凑型海水淡化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冷凝器（4）
顶端设置有排气口。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构紧凑型海水淡化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伸缩杆与控
制装置相连。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构紧凑型海水淡化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蒸发器（2）
内设置有风速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和空气湿度传感器。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构紧凑型海水淡化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冷却箱（7）
位于所述蒸发器（2）的外面，
所述冷却箱（7）通过泵与冷却塔相连。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构紧凑型海水淡化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蒸发器（2）
的材质包括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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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结构紧凑型海水淡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结构紧凑型海水淡化装置，
属于海水淡化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21世纪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加，
水资源危机已成为仅次于全
球气候变暖的世界第二大环境问题。海水淡化是利用海水脱盐生产淡水，
是实现水资源利
用的开源增量技术，
可以增加淡水总量，
保障缺水地区居民饮水供给。传统海水淡化系统设
备庞大复杂、
成本高昂、
占地面积大而且系统复杂、
不易于管理。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提供一种能够独立使用、体积小，
易于操作，
淡化
速度快，
加热板倾斜角度可调，
蒸发速度可调的结构紧凑型海水淡化装置；
进一步地，
本发
明提供一种风机入风口大小可线性连续调节，
可研究不同风速对整个系统淡水产量的影响
的结构紧凑型海水淡化装置；
更进一步地，
本发明提供一种便于风在蒸发器内部自下而上
流动，
加快淡水产出速度的结构紧凑型海水淡化装置。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结构紧凑型海水淡化装置，
包括蒸发器，
所述蒸发器的一侧壁中部开设有风
入口，
与所述风入口相对的所述蒸发器侧壁中上部开设有湿热蒸汽出口，
所述蒸发器的内
部底端设置有浓海水箱，
所述浓海水箱上表面设置有垂直的伸缩杆，
所述伸缩杆顶端设置
有转动副，
所述转动副的顶端和所述湿热蒸汽出口的底端之间连有加热板，
所述湿热蒸汽
出口的底端高于所述转动副的顶端；
所述浓海水箱的出水口通过浓海水泵与冷海水入口相
连，
所述冷海水入口开口于所述加热板的高端上表面；
所述蒸发器的热海水出口直接与所
述浓海水箱连接；
所述湿热蒸汽出口与冷凝器的入口相连通，
所述冷凝器内设置有蛇形冷
却管，
所述蛇形冷却管的进口通过冷却泵与冷却箱连接，
所述蛇形冷却管出口与所述浓海
水箱连接；
所述冷凝器下方连接淡水收集箱；
所述浓海水箱的下面连有绝热层，
所述绝热层
的下面连有所述冷却箱。
[0006] 所述风入口与风机相连。
[0007] 所述风入口上活动式设置有插板，
调节所述插板的插入程度可线性连续调节所述
风机入风口的大小。
[0008] 所述蒸发器内腔的横截面为方形，
所述加热板与所述蒸发器内腔仿形。
[0009] 所述冷凝器顶端设置有排气口。
[0010] 所述伸缩杆与控制装置相连。
[0011] 所述蒸发器内设置有风速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和空气湿度传感器。
[0012] 所述冷却箱位于所述蒸发器的外面，
所述冷却箱通过泵与冷却塔相连。
[0013] 所述蒸发器的材质包括陶瓷。
[0014] 所述蒸发器内腔下表面水平，
上表面倾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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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结构紧凑型海水淡化装置，
蒸发器、冷凝器和冷却箱的紧密配
合使用，
使本发明无需大型制冷设备，
体积小，
能够独立使用，
并且易于操作；
加热板的设
置，
浓海水在加热板上表面流过形成一层薄薄液膜，
在加热板的加热作用下产生水蒸气充
盈在蒸发器中，
使浓海水蒸发速度快；
风机的设置，
使水蒸气与风机吹出的空气混合成湿热
蒸汽，
给水蒸气增湿形成湿热蒸汽并加快湿热蒸汽进入冷凝器的速度，
海水淡化速度快；
加
热板倾斜角度可调，
使液膜在加热板上停留时间可变，
故可调节浓海水蒸发速度；
插板的设
置，
实现了风机入风口大小可线性连续调节，
可研究不同风速对整个系统淡水产量的影响；
蒸发器的内腔下表面水平，
上表面倾斜的设置，
便于风在蒸发器内部自下而上流动，
加快淡
水产出速度；
热海水出口直接与浓海水箱连接的设置，
使蒸发器内的热海水不会直接作为
废水排出，
而是利用热海中的热能给浓海水箱中的冷海水预热加温变为温海水，
使蒸发器
后续浓缩的海水均为温海水，
减少了加热板的能耗及海水浓缩时间；
蛇形冷却管出口与浓
海水箱连接的设置，
同样实现了能量回收，
蛇形冷却管出口的温海水也给浓海水箱中的冷
海水预热加温，
进一步减少加热板的能耗及海水浓缩时间。本发明用于浓海水淡化产生淡
水，
可保障沿海缺水地区居民饮用水供给。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中蒸发器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19] 如图1 图2所示，
一种结构紧凑型海水淡化装置，
主要由风机1、
蒸发器2、加热板3、
~
冷凝器4、蛇形冷却管5、淡水收集箱6、
冷却箱7、浓海水箱8、
冷却泵9、浓海水泵10和绝热层
11组成。其中：
风机1入风口大小可线性连续调节，
可研究不同风速对整个系统淡水产量的
影响，
风机1出风口与蒸发器2的风入口连接；
蒸发器2由耐腐蚀材料制成，
比如陶瓷，
防止被
海水腐蚀，
蒸发器2包括风入口，
湿热蒸汽出口，
冷海水入口和热海水出口，
其中风入口与风
机1连接，
湿热蒸汽出口与冷凝器4连接，
冷海水入口通过浓海水泵10与浓海水箱8连接，
热
海水出口直接与浓海水箱8连接；
加热板3倾斜置于蒸发器2中，
加热板角度可根据需要调
节，
浓海水在加热板3上表面流过并产生水蒸气充盈在蒸发器2中，
水蒸气与风机1吹出的空
气混合成湿热蒸汽；
蛇形冷却管5用来冷却从蒸发器2湿热蒸汽出口出来的湿热气水混合物
并得到冷却淡水和空气，
蛇形冷却管5进口通过冷却泵9与冷却箱7连接，
蛇形冷却管5出口
与浓海水箱8连接；
淡水收集箱6连接在冷凝器4正下方，
湿热蒸汽经过蛇形冷却管5冷却后
生成淡水小液滴，
淡水小液滴在冷凝器4底部汇聚最终流入淡水收集箱6中；
冷却箱7冷却水
出口与蛇形冷却管5进口连接，
降低蛇形冷却管中温度，
提高冷却效果；
浓海水箱8置于冷却
箱7上方，
为了阻止浓海水箱与冷却箱之间热交换，
二者之间用绝热层11隔开。
[0020] 所述蒸发器2垂直于风入口面截面为“口”字型，
蒸发器2下表面水平，
上表面倾斜
一定角度，
为风自下而上流动创造硬件条件。
[0021] 风入口和湿热蒸汽出口平行。
[0022] 所述浓海水箱8进出水口与蒸发器2组成闭合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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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加热板3下端通过转动副倾斜固定于蒸发器2中，
故加热板3角度可根据需要

调节。
[0024]

蛇形冷却管5进口通过冷却泵9与冷却箱7连接，
出口与浓海水箱8连接，
防止蛇形
冷却管中冷却剂过热影响冷却效果。
[0025] 所述冷却箱7通过泵与冷却塔相连进一步降低冷却剂温度，
提高冷却效果。
[0026] 本发明海水淡化的操作过程如下：
[0027] 蒸发阶段：
浓海水箱8中的冷海水通过浓海水泵10进入蒸发器2，
浓海水自上而下
从加热板3上表面流过并在加热板3上表面形成一层薄薄液膜，
加热板3加热浓海水后生成
水蒸气，
同时风机1与蒸发器2连接处自下而上流动的空气与水蒸气混合形成湿热蒸汽。
[0028] 冷凝阶段：
湿热蒸汽经过蒸发器2与冷凝器4之间接口进入冷凝器4后遭遇蛇形冷
却管5冷凝形成淡水小液滴，
淡水小液滴在冷凝器4底部汇聚后流入淡水收集箱6。
[0029] 冷却剂的降温与能量回收：
冷却箱7中不断注入冷却海水，
冷却泵9将冷却海水压
入蛇形冷却管5中，
降低蛇形冷却管5中冷却水温度；
从蛇形冷却管5出口流出的冷却水温度
远远高于蛇形冷却管5入口温度，
将出口处的冷却水与浓海水箱连接，
实现能量回收。
[0030] 本发明用于浓海水淡化产生淡水，
可保障沿海缺水地区居民饮用水供给。
[003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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