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0244044.4

(22)申请日 2021.01.28

(73)专利权人 青岛市畜牧兽医研究所（青岛市

畜牧工作站）

地址 266100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夏庄路

149号

(72)发明人 张倩　辛守帅　任景乐　吕良鹏　

祝贵华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慕达星云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11465

代理人 肖莎

(51)Int.Cl.

F28D 7/16(2006.01)

F04D 29/6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真空泵热量回收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真空泵热量回收装

置，包括，反应筒、进气罩、排气罩和流通管；反应

筒为两端封口的圆筒，反应筒侧壁上靠近反应筒

底端位置开设有进水孔，反应筒侧壁上靠近反应

筒顶端位置开设有出水孔；进气罩和反应筒顶端

固定连接，并且形成上空气腔，进气罩顶端开设

有进气孔；排气罩和反应筒底端固定连接，并且

形成下空气腔，排气罩底端开设有出气孔；流通

管的数量为多个，流通管上下贯穿反应筒的两

端，流通管的两端分别与上空气腔和下空气腔连

通。进气孔连接高温废气，出气孔用来排气，进水

口用来进水，排水孔用来排水，高温废气中的热

量传递到水中，实现了废气中热量的回收，同时

废气经过该装置，水能吸收部分噪音，达到减小

噪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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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真空泵热量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反应筒(1)、进气罩(2)、排气罩(3)和

流通管(4)；

所述反应筒(1)为两端封口的圆筒，所述反应筒(1)侧壁上靠近所述反应筒(1)底端位

置开设有进水孔(11)，所述反应筒(1)侧壁上靠近所述反应筒(1)顶端位置开设有出水孔

(12)；

所述进气罩(2)和所述反应筒(1)顶端固定连接，并且形成上空气腔(21)，所述进气罩

(2)顶端开设有进气孔(22)；

所述排气罩(3)和所述反应筒(1)底端固定连接，并且形成下空气腔(31)，所述排气罩

(3)底端开设有出气孔(32)；所述出气孔(32)连接出气管路(7)，所述出气管路(7)上设有消

音器(8)；

所述流通管(4)的数量为多个，所述流通管(4)上下贯穿所述反应筒(1)的两端，所述流

通管(4)的两端分别与所述上空气腔(21)和下空气腔(31)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真空泵热量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孔(22)通过

进气管路(5)连接真空泵(6)的出口。

3.根据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真空泵热量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流

通管(4)均匀间隔分布。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真空泵热量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流通管(4)

的上端头距离所述反应筒(1)顶端的距离不同，多个所述流通管(4)的下端头距离所述反应

筒(1)底端的距离不同。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4892753 U

2



一种真空泵热量回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热量回收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真空泵热量回收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真空泵是各种规模奶牛场或挤奶站必备的设备，真空泵排出的废气温度高且噪音

很大，严重影响周边的环境。同时清洗挤奶设备等需要大量热水，利用锅炉或电加热生产热

水不但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还有可能污染环境。真空泵在抽真空的同时，空气相

对被压缩，温度升高，以及真空泵做功等都将产生大量热量，真空泵排出来的废气温度一般

在70～90℃之间，以高温废气的形式排到室外，并产生较大的噪音。

[0003] 因此，如何提供一种回收热量并降低噪音的真空泵热量回收装置，是本领域技术

人员亟需解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真空泵热量回收装置，旨在解决上述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真空泵热量回收装置，包括，反应筒、进气罩、排气罩和流通管；

[0007] 所述反应筒为两端封口的圆筒，所述反应筒侧壁上靠近所述反应筒底端位置开设

有进水孔，所述反应筒侧壁上靠近所述反应筒顶端位置开设有出水孔；

[0008] 所述进气罩和所述反应筒顶端固定连接，并且形成上空气腔，所述进气罩顶端开

设有进气孔；

[0009] 所述排气罩和所述反应筒底端固定连接，并且形成下空气腔，所述排气罩底端开

设有出气孔；

[0010] 所述流通管的数量为多个，所述流通管上下贯穿所述反应筒的两端，所述流通管

的两端分别与所述上空气腔和下空气腔连通。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进气孔连接高温废气，出气孔用来排气，进水口用来进

水，排水孔用来排水，高温废气中的热量传递到水中，实现了废气中热量的回收，同时废气

经过该装置，水能吸收部分噪音，达到减小噪音的效果。

[0012] 优选的，所述进气孔通过进气管路连接真空泵的出口。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

效果是：真空泵在工作时，产生大量的热量，一般真空泵正常工作时排气温度为90～100℃，

温度较高，可被吸收利用的热量较多。

[0013] 优选的，所述出气孔连接出气管路，所述出气管路上设有消音器。采用上述技术方

案的有益效果是，真空泵会产生大量的噪音，加入消音器，进一步较少噪音。

[0014] 优选的，所述流通管的数量为多个，多个所述流通管均匀间隔分布。采用上述技术

方案的有益效果是，多个流通管使得废气和水进出面积更大，加热水的效果更好。

[0015] 优选的，多个所述流通管的上端头距离所述反应筒顶端的距离不同，多个所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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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管的下端头距离所述反应筒底端的距离不同。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改变排

气频率，排气噪音大幅度降低，再加上反应筒内水吸收排气震动能量，大幅度降低噪声，达

到降噪的目的。

[0016] 经由上述的技术方案可知，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公开提供了一种真空泵

热量回收装置，具有如下优点，

[0017] (1)本发明制造成本较低，投资回报率高，效率高，属于一次投资长期使用。

[0018] (2)节能：在不额外耗能的情况下，利用抽真空过程所排放的“废热量”作为能源来

加热热水，热水温度可达到50～70℃，避免了用于加热水的一次性能源的消耗；

[0019] (3)环保：避免废热无组织排放，减轻“城市热岛”效应；无需设置锅炉，避免了燃烧

锅炉所排放的大量烟气造成的环境污染；由于真空泵排气噪音通过热交换器内水吸收，避

免了真空泵工作时噪音直接释放到周围环境中，减少了噪声污染。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

可以根据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1] 图1附图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真空泵热量回收装置竖直方向截面图；

[0022] 图2附图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真空泵热量回收装置外部结构图；

[0023] 图3附图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真空泵热量回收装置水平方向截面图。

[0024] 其中：

[0025] 1‑反应筒；

[0026] 11‑进水孔；

[0027] 12‑出水孔；

[0028] 2‑进气罩；

[0029] 21‑上空气腔；

[0030] 22‑进气孔；

[0031] 3‑排气罩；

[0032] 31‑下空气腔；

[0033] 32‑出气孔；

[0034] 4‑流通管；

[0035] 5‑进气管路；

[0036] 6‑真空泵；

[0037] 7‑出气管路；

[0038] 8‑消音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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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40] 参见附图1‑3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公开了一种真空泵热量回收装置，包括，反应筒1、

进气罩2、排气罩3和流通管4；

[0041] 反应筒1为两端封口的圆筒，反应筒1侧壁上靠近反应筒1底端位置开设有进水孔

11，反应筒1侧壁上靠近反应筒1顶端位置开设有出水孔12；

[0042] 进气罩2和反应筒1顶端固定连接，并且形成上空气腔21，进气罩2顶端开设有进气

孔22；

[0043] 排气罩3和反应筒1底端固定连接，并且形成下空气腔31，排气罩3底端开设有出气

孔32；

[0044] 流通管4的数量为多个，流通管4上下贯穿反应筒1的两端，流通管4的两端分别与

上空气腔21和下空气腔31连通。

[0045] 为了进一步优化上述技术方案，进气孔22通过进气管路5连接真空泵6的出口。

[0046] 为了进一步优化上述技术方案，出气孔32连接出气管路7，出气管路7上设有消音

器8。

[0047] 为了进一步优化上述技术方案，多个流通管4均匀间隔分布。

[0048] 为了进一步优化上述技术方案，多个流通管4的上端头距离反应筒1顶端的距离不

同，多个流通管4的下端头距离反应筒1底端的距离不同。

[0049]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方法为：

[0050] 真空泵正常工作时，真空泵排气通过进气口进上空气腔，再经过流通管进入下空

气腔，通过出气口排出室外。反应筒内的水通过进水口流经反应筒从出水口排出。

[0051] 反应筒内的水从上而下加热，由于反应筒内的水温度从上而下逐渐降低，而热水

根据自然规律往上走，所以反应筒内热水上下很难交换。

[0052] 根据实测，反应筒一次盛水约300千克水，反应筒出水温度可达60～90℃。热回收

效率提高到70％以上，同时噪音降低80％以上。

[0053] 本说明书中各个实施例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

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对于实施例公开的装置

而言，由于其与实施例公开的方法相对应，所以描述的比较简单，相关之处参见方法部分说

明即可。

[0054]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实用新

型。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

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

此，本实用新型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

和新颖特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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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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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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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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