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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基于太阳能集热器的海水淡化装置，包括海

水淡化组件和太阳能集热组件；海水淡化组件包

括蒸发池、冷凝器、海水过滤装置、管壳式换热

器、淡水箱、水泵A、水泵B、流量计A、流量计B、阀

门A、阀门B及阀门C；太阳能集热组件包括换热

管、加热板、太阳能集热器、膨胀油箱及油泵；换

热管连同加热板均设在蒸发池内腔的底部。本实

用新型包含太阳能集热组件和海水淡化组件，两

者可分别独立循环运行并进行热交换。太阳能集

热组件和海水淡化组件内部循环的分别是导热

油和海水，海水不进入太阳能集热组件内部，从

而避免了海水在集热管内结垢，延长了太阳能集

热组件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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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太阳能集热器的海水淡化装置，包括海水淡化组件和太阳能集热组件；

海水淡化组件包括蒸发池、冷凝器、海水过滤装置、管壳式换热器、淡水箱、水泵A、水泵

B、流量计A、流量计B、阀门A、阀门B及阀门C；蒸发池内部设有容纳海水的内腔，蒸发池上端

设有连通至内腔的敞口，蒸发池外壁上从上至下依次设有连通至内腔的进水口和连通至内

腔的排水口；冷凝器包括冷凝管、接液槽、连接柱和导流板，冷凝管一端为进水端，另一端为

排水端，冷凝管外壁上设有径向伸出的环形翅片，环形翅片沿轴向间隔布置，多根冷凝管间

隔且平行布置，接液槽设在冷凝管的正下方，并通过连接柱与冷凝管固接为一体，导流板焊

固在相邻的冷凝管之间，从而将所有的冷凝管连接为一体，冷凝器相对于水平面倾斜布置，

以使冷凝管的进水端高度高于排水端，同时使接液槽的两端分别形成高端和低端；海水过

滤装置的进水端通过管路与海水水源连通，其排水端通过管路与冷凝管的进水端连通；管

壳式换热器上设有管程进水口、管程排水口、壳程进水口及壳程排水口，管程进水口通过管

路与蒸发池的排水口连通，管程排水口通过管道与外界连通，壳程进水口通过管路与冷凝

管的排水端连通，壳程排水口通过管路与蒸发池的进水口连通；淡水箱上设有进水口，淡水

箱的进水口通过管路与接液槽的低端连通；阀门C设在与海水过滤装置的进水端相连接的

管路上，水泵A、流量计A及阀门A均设在蒸发池的进水口与管壳式换热器的壳程排水口之间

的管路上，流量计B及阀门B均设在蒸发池的排水口与管壳式换热器的管程进水口之间的管

路上，水泵B设在管壳式换热器的管程排水口连接的管路上；

太阳能集热组件包括换热管、加热板、太阳能集热器、膨胀油箱及油泵；换热管盘绕设

置在加热板底部，其一端为出油端，另一端为进油端，换热管连同加热板均设在蒸发池内腔

的底部；太阳能集热器内设有导热油管道，导热油管道在太阳能集热器外形成出油端和进

油端，太阳能集热器的出油端通过管路与换热管的进油端连通，太阳能集热器的进油端通

过管路与换热管的出油端连通；膨胀油箱和油泵均设在太阳能集热器的出油端与换热管的

进油端之间的管路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太阳能集热器的海水淡化装置，其特征是：加热板相对于水

平面呈倾斜布置，倾斜角度为10～20°。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基于太阳能集热器的海水淡化装置，其特征是：导流板朝向

蒸发池的一侧表面为凸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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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太阳能集热器的海水淡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海水淡化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基于太阳能集热器的海水淡化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海水淡化即利用海水脱盐生产淡水。现在所用的海水淡化方法有海水冻结法、电

渗析法、蒸馏法、反渗透法及碳酸铵离子交换法，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海水淡化方法主要

有反渗透膜法和蒸馏法，两者在全球产量分别为49%和50%。

[0003] 反渗透膜法虽然耗能相对较低，但膜易受到污染和结垢的影响，预处理的要求较

高，即该方法所花费的成本较高。

[0004] 蒸馏法是通过加热海水使之沸腾汽化，再把蒸汽冷凝成淡水的方法。蒸馏法海水

淡化技术是最早投人工业化应用的淡化技术，工艺成熟，运行可靠，对原水预处理要求低，

出水品质好，但其缺点是耗电量大，成本高。

[0005] 随着全球能源的短缺，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近年来，利用无污染

的太阳能进行海水淡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太阳能为可再生能源，洁净无污染，

较容易实现热能能级的合理匹配。对于边远地区、海岛、渔村等淡水资源不足且普遍缺乏电

力的地区，利用太阳能进行海水淡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006] 现有的太阳能海水淡化技术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0007] 1、工序繁杂，涉及组件较多，成本投入较高，系统内部热量损失较多，太阳能利用

率较低；

[0008] 2、海水通常直接通入集热器中加热，由于海水中盐分含量较高，很容易在管道内

结垢，从而堵塞集热管，造成太阳能集热器的维修成本偏高，使用寿命偏低。

发明内容

[0009]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基于太阳能集热器的海水

淡化装置，它解决了现有的太阳能海水淡化技术太阳能利用率低、集热管内通海水易结垢

的问题。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基于太阳能集热器的海水淡化装置，包括海水淡化组

件和太阳能集热组件；

[0011] 海水淡化组件包括蒸发池、冷凝器、海水过滤装置、管壳式换热器、淡水箱、水泵A、

水泵B、流量计A、流量计B、阀门A、阀门B、阀门C及水位传感器；蒸发池内部设有容纳海水的

内腔，蒸发池上端设有连通至内腔的敞口，蒸发池外壁上从上至下依次设有连通至内腔的

进水口和连通至内腔的排水口；冷凝器包括冷凝管、接液槽、连接柱和导流板，冷凝管一端

为进水端，另一端为排水端，冷凝管外壁上设有径向伸出的环形翅片，环形翅片沿轴向间隔

布置，多根冷凝管间隔且平行布置，接液槽设在冷凝管的正下方，并通过连接柱与冷凝管固

接为一体，导流板焊固在相邻的冷凝管之间，从而将所有的冷凝管连接为一体，冷凝器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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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水平面倾斜布置，以使冷凝管的进水端高度高于排水端，同时使接液槽的两端分别形成

高端和低端；海水过滤装置的进水端通过管路与海水水源连通，其排水端通过管路与冷凝

管的进水端连通；管壳式换热器上设有管程进水口、管程排水口、壳程进水口及壳程排水

口，管程进水口通过管路与蒸发池的排水口连通，管程排水口通过管道与外界连通，壳程进

水口通过管路与冷凝管的排水端连通，壳程排水口通过管路与蒸发池的进水口连通；淡水

箱上设有进水口，淡水箱的进水口通过管路与接液槽的低端连通；阀门C设在与海水过滤装

置的进水端相连接的管路上，水泵A、流量计A及阀门A均设在蒸发池的进水口与管壳式换热

器的壳程排水口之间的管路上，流量计B及阀门B均设在蒸发池的排水口与管壳式换热器的

管程进水口之间的管路上，水泵B设在管壳式换热器的管程排水口连接的管路上；水位传感

器设在蒸发池的内腔中；

[0012] 太阳能集热组件包括换热管、加热板、太阳能集热器、膨胀油箱及油泵；换热管盘

绕设置在加热板底部，其一端为出油端，另一端为进油端，换热管连同加热板均设在蒸发池

内腔的底部；太阳能集热器内设有导热油管道，导热油管道在太阳能集热器外形成出油端

和进油端，太阳能集热器的出油端通过管路与换热管的进油端连通，太阳能集热器的进油

端通过管路与换热管的出油端连通；膨胀油箱和油泵均设在太阳能集热器的出油端与换热

管的进油端之间的管路上。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加热板相对于水平面呈倾斜布置，倾斜角度为

10～20°。

[0014] 本实用新型再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导流板朝向蒸发池的一侧表面为凸弧面。

[0015]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16] 1、包含太阳能集热组件和海水淡化组件，两者可分别独立循环运行并进行热交

换。太阳能集热组件和海水淡化组件内部循环的分别是导热油和海水，海水不进入太阳能

集热组件内部，从而避免了海水在集热管内结垢，延长了太阳能集热组件的使用寿命。

[0017] 2、外部的常温海水进入海水淡化组件，经过两次预热提升温度后，再通入蒸发池

内与加热板进行换热，海水第一次换热吸收了蒸发池内散发的高温水蒸气的热量，第二次

换热吸收了蒸发池内排出的高温海水的热量，两次预热的设计充分利用了整个装置内部的

热量，利用率较高。

[0018] 3、太阳能集热组件内部通过循环流动的导热油进行吸热和导热，相比采用淡水吸

热和导热，导热油加热可到达的温度更高，换热效率更高。

[0019] 4、不易结垢且易清洗。蒸发池中有控制水位的浮球阀，使蒸发池中的海水控制在

一定的水位，且不断的排出蒸发后和浓海水，补充新海水，从而使海水中氯化钠浓度控制在

结晶浓度以下，使氯化钠晶体不易析出。海水中含有大量的氯化钠粒子，而氯化钠结晶的条

件主要与溶液的浓度和温度有关，而温度越高，氯化钠的溶解度越大，越不容易结晶，所以

当控制海水的氯化钠溶液较小时，就不会析出氯化钠晶体，不容易产生结垢现象。加热板为

光滑的换热平板，且与壁面呈一定的倾角，在壁面不易结构且易清洗。。

[0020] 以下结合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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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2为冷凝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图2的A-A剖视图；

[0024] 图4为图1的A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实施例1：

[0026] 如图1-4所示，基于太阳能集热器的海水淡化装置，包括海水淡化组件和太阳能集

热组件。

[0027] 海水淡化组件包括蒸发池101、冷凝器102、海水过滤装置103、管壳式换热器104、

淡水箱105、水泵A106、水泵B107、流量计A108、流量计B109、阀门A110、阀门B111及阀门

C112。蒸发池101内部设有容纳海水的内腔1011，蒸发池101上端设有连通至内腔1011的敞

口1012，蒸发池101外壁上从上至下依次设有连通至内腔1011的进水口1013和连通至内腔

1011的排水口1014。冷凝器102包括冷凝管1021、接液槽1022、连接柱1023和导流板1024，冷

凝管1021一端为进水端，另一端为排水端，冷凝管1021外壁上设有径向伸出的环形翅片

1025，环形翅片1025沿轴向间隔布置，多根冷凝管1021间隔且平行布置，接液槽1022设在冷

凝管1021的正下方，并通过连接柱1023与冷凝管1021固接为一体，导流板1024焊固在相邻

的冷凝管1021之间，从而将所有的冷凝管1021连接为一体，冷凝器102相对于水平面倾斜布

置，以使冷凝管1021的进水端高度高于排水端，同时使接液槽1022的两端分别形成高端和

低端。海水过滤装置103的进水端通过管路与海水水源连通，其排水端通过管路与冷凝管

1021的进水端连通。管壳式换热器104上设有管程进水口1041、管程排水口1042、壳程进水

口1043及壳程排水口1044，管程进水口1041通过管路与蒸发池101的排水口1014连通，管程

排水口1042通过管道与外界连通，壳程进水口1043通过管路与冷凝管1021的排水端连通，

壳程排水口1044通过管路与蒸发池101的进水口1013连通。淡水箱105上设有进水口，淡水

箱105的进水口通过管路与接液槽1022的低端连通。阀门C112设在与海水过滤装置103的进

水端相连接的管路上，水泵A106、流量计A108及阀门A110均设在蒸发池101的进水口1013与

管壳式换热器104的壳程排水口1044之间的管路上，流量计B109及阀门B107均设在蒸发池

101的排水口与管壳式换热器104的管程进水口之间的管路上，水泵B107设在管壳式换热器

104的管程排水口1042连接的管路上。

[0028] 太阳能集热组件包括换热管21、加热板22、太阳能集热器23、膨胀油箱24及油泵

25。换热管21盘绕设置在加热板22底部，其一端为出油端，另一端为进油端，换热管21连同

加热板22均设在蒸发池101内腔的底部，从而实现与蒸发池101内的海水换热。太阳能集热

器23内设有导热油管道，导热油管道在太阳能集热器23外形成出油端和进油端，太阳能集

热器23的出油端通过管路与换热管21的进油端连通，太阳能集热器23的进油端通过管路与

换热管21的出油端连通。膨胀油箱24和油泵25均设在太阳能集热器23的出油端与换热管21

的进油端之间的管路上。膨胀油箱24用于调节太阳能集热组件内部循环的导热油的总量，

当光照不足时，太阳能集热组件内部循环的导热油总量应减少，当光照充足时，太阳能集热

组件内部循环的导热油总量应比光照不足情况下太阳能集热组件内部循环的导热油总量

要多。油泵25用于为太阳能集热组件内部的导热油循环提供动力。

[0029] 优选，加热板22相对于水平面呈倾斜布置，倾斜角度为10～20°，加热板22为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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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易于导热传热的平板，不易结垢且易于清洗。

[0030] 优选，导流板1024朝向蒸发池101的一侧表面为凸弧面，当水蒸气撞向该凸弧面

时，会顺着该凸弧面流向导流板1024两侧的冷凝管1021，从而与冷凝管1021的外壁及环形

翅片1025充分接触、换热、降温而冷凝。

[0031] 简述本实用新型的使用：

[0032] 太阳能集热组件用于提供海水淡化所需的热量，海水淡化组件用于产出并收集水

蒸气。

[0033] 太阳能集热组件的工作过程是：启动太阳能集热器23和油泵25，使太阳能集热器

23内部的导热油开始循环流动。太阳能集热器23吸收的热量通过导热油的循环被带到换热

管21上，再传递到加热板22上，换热管21和加热板22作为蒸发池101内的热量来源，用于加

热蒸发池101内的海水，使蒸发池101内的海水蒸发。

[0034] 海水淡化组件的工作过程是：首先，为了保证蒸发池101内的盐分总量不会随着海

水的加入而持续增加，应控制在单位时间内，从蒸发池101的排水口1014排出的海水所包含

的盐分等于或大于从蒸发池101的进水口1013进入的海水所包含的盐分。同时，为了保证蒸

发池内的海水量不会随着蒸发而持续减少，应控制在单位时间内，蒸发池101蒸发的水量和

从蒸发池101的排水口1014排出的海水所包含的水量小于或等于从蒸发池101的进水口

1013进入的海水所包含的水量。

[0035] 启动水泵A106和水泵B107，打开流量计A108、流量计B109、阀门A110、阀门B111和

阀门C112，外部的海水通过管路进入海水过滤装置103，过滤掉杂质后，从海水过滤装置103

中排出，再通过管路进入冷凝器102的冷凝管1021内，海水在冷凝管1021内流动的时候，一

方面，带走了冷凝管1021外壁上的高温水蒸气(来自蒸发池)的热量，有助于冷凝管1021外

壁上的高温水蒸气冷凝，另一发面，吸收了高温水蒸气的热量，实现了第一次预热。

[0036] 海水从冷凝器102的冷凝管1021排出后，通过管路进入管壳式换热器104的壳程腔

体内，与管壳式换热器104的管程腔体内的高温海水(管程腔体内的高温海水来自于蒸发池

101排水口1014排出的海水)进行换热，实现了第二次预热。海水从管壳式换热器104的壳程

腔体排出后，通过管路进入蒸发池101内，再与换热管21和加热板22进行换热，从而进一步

提升温度，实现水汽的蒸发。

[0037] 蒸发池101内蒸发出来的气体是不含盐分的高温水蒸气(淡水)，水蒸气上升并撞

向导流板1024的凸弧面时，会顺着该导流板1024的凸弧面流向导流板1024两侧的冷凝管

1021，从而与冷凝管1021的外壁及环形翅片1025充分接触、换热、降温而冷凝，形成液态水

滴，液态水滴下落在接液槽1022中，通过接液槽1022的低端排出，再通过管路被输送进入淡

水箱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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