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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海捕船渔获物搁板式速

冻装置，包括搁架、不冻液进液总管、不冻液出液

总管及若干中空的速冻平板，速冻平板两端分别

连有分液管及回液管，分液管与不冻液进液总管

相连，回液管与不冻液出液总管相连，速冻平板

内沿宽度方向间隔设有若干隔板，隔板将速冻平

板的内部空间分隔成多个独立的不冻液流道，不

冻液流道两端分别通过不冻液进口、不冻液出口

与分液管、回液管相连通，不冻液流道内沿速冻

平板长度方向间隔设有若干折流单元，相邻折流

单元之间的空间形成扰流区，扰流区内设有至少

两个相互错开的扰流球。本发明结构紧凑，传热

系数大，换热效果好，对冷冻液的供液流量要求

低，冻结速冻快，非常适合应用在海捕船上用于

渔获物的速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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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捕船渔获物搁板式速冻装置，包括搁架、不冻液进液总管(1)及不冻液出液总

管(2)，所述不冻液进液总管及不冻液出液总管固定于搁架两侧，所述搁架内从上往下间隔

设有若干中空的速冻平板(3)，所述速冻平板两端分别连有分液管(4)及回液管(5)，所述分

液管通过不冻液进液分管(6)与不冻液进液总管相连，回液管通过不冻液出液分管(7)与不

冻液出液总管相连，其特征在于，所述速冻平板内沿宽度方向间隔设有若干隔板(8)，所述

隔板将速冻平板的内部空间分隔成多个独立的不冻液流道，所述不冻液流道两端分别通过

不冻液进口(9)、不冻液出口(10)与分液管、回液管相连通，不冻液流道内沿速冻平板长度

方向间隔设有若干折流单元，相邻折流单元之间的空间形成扰流区(11)，所述扰流区内设

有至少两个相互错开的扰流球(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捕船渔获物搁板式速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折流单

元包括若干左折流板(13)和右折流板(14)，所述左折流板和右折流板相互间隔交错设置，

左折流板和右折流板之间的间隙形成供不冻液通过的折流通道(15)，且左折流板和右折流

板上均设有扰流孔(16)，同一折流单元中相邻的左折流板与右折流板上的扰流孔前后错开

分布。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海捕船渔获物搁板式速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扰流孔

为锥孔。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海捕船渔获物搁板式速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左

折流板与速冻平板、隔板之间的转折处以及右折流板与速冻平板、隔板之间的转折处均采

用圆弧面过渡，该圆弧面形成导流面(17)。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海捕船渔获物搁板式速冻装置，其特征在于，同一折流单

元中相邻的左折流板之间的壁面，以及相邻的右折流板之间的壁面均为圆弧壁，该圆弧壁

形成减振壁(18)。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海捕船渔获物搁板式速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左折流

板与右折流板均为波纹板。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捕船渔获物搁板式速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搁架包

括四根支撑立杆(19)及若干横向搁杆(20)，所述四根支撑立杆呈矩形分布设置，所述横向

搁杆从上往下间隔固定在位于左、右同侧的两根支撑立杆之间，所述速冻平板搁于横向搁

杆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海捕船渔获物搁板式速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立

杆的底端固定有底板(21)，相邻支撑立杆的上部、下部之间均固定有稳定连杆(22)。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海捕船渔获物搁板式速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搁架的

左、右两侧均设有左安装板(23)及右安装板(24)，所述左安装板与搁架中位于左侧的两根

支撑立杆固定连接，所述右安装板与搁架中位于右侧的两根支撑立杆固定连接，所述不冻

液进液总管下端与右安装板固定连接，所述不冻液出液总管下端与左安装板固定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海捕船渔获物搁板式速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安

装板与搁架中位于左侧的两根支撑立杆之间以及所述右安装板与搁架中位于右侧的两根

支撑立杆之间均固定有加强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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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捕船渔获物搁板式速冻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船载速冻装置，尤其是涉及一种海捕船渔获物搁板式速冻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远洋渔业中，为了尽可能保证渔获物的品质，渔获物被捕捞上船后就要迅速分

类、冷冻，并在-18℃以下保存和运输。目前海捕船上用于对渔获物进行速冻的装置主要有

半送风半接触速冻装置、强力通风速冻装置及接触式速冻装置(平板速冻柜)，其中强力通

风速冻装又可分为托板式(搁板式)速冻装置、隧道式速冻装置及旋转式传送带速冻装置。

由于托板式(搁板式)速冻装置结构相对简单，操作方便，冻结量大，因而被广泛应用在海捕

船上用于渔获物的速冻。

[0003] 目前托板式(搁板式)速冻装置，主要包括搁架及固定于搁架内的中空的蒸发铝板

(冷冻平板)或冷冻管，蒸发铝板(冷冻平板)或冷冻管通有冷媒，蒸发铝板(冷冻平板)或冷

冻管根据冻品高度设计成固定的间距，蒸发铝板(或冷冻管)不可以升降，渔获物放在冷冻

托盘内后，将冷冻托盘放在蒸发铝板(冷冻平板)或冷冻管上，使冷冻托盘与蒸发铝板(冷冻

平板)或冷冻管密切接触，搁架左右两侧安装轴流风机，使冷空气在封闭的库体内强制循

环，这是一种兼有接触式和吹风式冻结双重优点的高效的冻结方式。

[0004] 专利公开号CN101556102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液体平板速冻装置，在现有的内

设有蛇形通道的多块平板和提供冷媒的制冷系统等基础上加以改进，即冷媒为不冻液，并

且各平板内的蛇形通道有多条，每块平板的对应位置上的蛇形通道入口均连接同一条供液

分管，每块平板对应位置上的蛇形通道出口均连接同一条回液分管，供液总管连接在各供

液分管的中部，而回液总管则连接各回液分管的中部。该液体平板速冻装置存在以下缺陷：

(1)该液体平板速冻装置在平板内设置多条蛇形通道，不冻液从供液总管同时进入多个供

液分管的中部，通过增加冷冻液流量以加快冷冻速度，对冷冻液的供液流量要求高，导致冷

冻液使用量大，不利于节能；(2)不冻液在蛇形通道内流动时为层流状态(不冻液平行地分

层流动，互不干扰与混杂)，位于蛇形通道中心位置的不冻液不能与两侧边缘位置的不冻液

充分混合，导致位于蛇形通道中心位置的不冻液与两侧边缘位置的不冻液之间存在温差

(冷热不均)，换热效果差，不冻液冷量的利用效率低；(3)平板的换热系数较小，冷冻速度可

进一步提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液体平板速冻装置所存在的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

结构紧凑，传热系数大，换热效果好，对冷冻液的供液流量要求低，冻结速冻快的海捕船渔

获物搁板式速冻装置。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本发明的一种海捕船渔获物搁板式速冻装置，包括搁架、不冻液进液总管及不冻

液出液总管，所述不冻液进液总管及不冻液出液总管固定于搁架两侧，所述搁架内从上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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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间隔设有若干中空的速冻平板，所述速冻平板两端分别连有分液管及回液管，所述分液

管通过不冻液进液分管与不冻液进液总管相连，回液管通过不冻液出液分管与不冻液出液

总管相连，所述速冻平板内沿宽度方向间隔设有若干隔板，所述隔板将速冻平板的内部空

间分隔成多个独立的不冻液流道，所述不冻液流道两端分别通过不冻液进口、不冻液出口

与分液管、回液管相连通，不冻液流道内沿速冻平板长度方向间隔设有若干折流单元，相邻

折流单元之间的空间形成扰流区，所述扰流区内设有至少两个相互错开的扰流球。本发明

对速冻平板的结构进行优化改进，通过隔板将速冻平板的内部空间分隔成多个独立的不冻

液流道，使多列不冻液能平行、均匀通过速冻平板，改善速冻平板温度的均匀性；同时在不

冻液流道内沿速冻平板长度方向间隔设有若干折流单元，折流单元能大大延长不冻液在不

冻液流道内的流动路程，使得不冻液的冷量能充分传递给速冻平板，从而提高不冻液冷量

的利用效率；另外，隔板与折流单元还大大增加了速冻平板的传热面积(与不冻液的接触面

积)和传热系数，能减小速冻平板对不冻液流量的需求，有利于节能；扰流区用于改变不冻

液的流动状态，当不冻液流经扰流区内的扰流球时，会使不冻液紧贴扰流球表面形成一层

薄薄的紊流边界层，从而使不冻液的流动状态从层流状态变成紊流(湍流)状态，使得位于

中心位置的载冷剂与位于边缘位置的载冷剂能充分混合，在降低两者温差的同时，还能增

大换热系数，增强换热效果，有利于提高冷冻速度。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折流单元包括若干左折流板和右折流板，所述左折流板和右折流

板相互间隔交错设置，左折流板和右折流板之间的间隙形成供不冻液通过的折流通道，且

左折流板和右折流板上均设有扰流孔，同一折流单元中相邻的左折流板与右折流板上的扰

流孔前后错开分布。折流单元由若干左折流板和右折流板相互间隔交错设置构成，结构简

单，布置方便；部分不冻液从扰流孔中流出与折流通道中的不冻液发生垂直碰撞、混合，以

增加折流通道内不冻液的扰动，从而提高速冻平板的换热能力。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扰流孔为锥孔。扰流孔为锥孔，从扰流孔中流出的不冻液流速增

大，扰流效果更好。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左折流板与速冻平板、隔板之间的转折处以及右折流板与速冻平

板、隔板之间的转折处均采用圆弧面过渡，该圆弧面形成导流面。左折流板与速冻平板、隔

板之间的转折处以及右折流板与速冻平板、隔板之间的转折处均采用圆弧面过渡，使得不

冻液在折流通道内不易产生死区而降低传热系数，同时导流面起到导向作用，可减少不冻

液的压力损失，不冻液通过阻力小。

[0011] 作为优选，同一折流单元中相邻的左折流板之间的壁面，以及相邻的右折流板之

间的壁面均为圆弧壁，该圆弧壁形成减振壁。为圆弧壁的减振壁既能提高不冻液与折流单

元之间的接触面积，提高换热效果，同时使得不冻液在折流通道内不易产生死区，而且能起

到导向作用，分散不冻液对折流单元的冲击力，减少冷冻液因高速流动而产生的诱导振动

(防止速冻平板产生振动)。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左折流板与右折流板均为波纹板。左折流板与右折流板均为波纹

板，换热面积大，有利于提高换热效率，提高冷冻速度，同时不冻液压力损失小。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搁架包括四根支撑立杆及若干横向搁杆，所述四根支撑立杆呈矩

形分布设置，所述横向搁杆从上往下间隔固定在位于左、右同侧的两根支撑立杆之间，所述

速冻平板搁于横向搁杆上。支撑立杆具有四根，稳定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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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作为优选，所述支撑立杆的底端固定有底板，相邻支撑立杆的上部、下部之间均固

定有稳定连杆。相邻支撑立杆的上部、下部之间均固定有稳定连杆，以提高整个搁架的稳定

性及结构强度。

[0015] 作为优选，所述搁架的左、右两侧均设有左安装板及右安装板，所述左安装板与搁

架中位于左侧的两根支撑立杆固定连接，所述右安装板与搁架中位于右侧的两根支撑立杆

固定连接，所述不冻液进液总管下端与右安装板固定连接，所述不冻液出液总管下端与左

安装板固定连接。

[0016] 作为优选，所述左安装板与搁架中位于左侧的两根支撑立杆之间以及所述右安装

板与搁架中位于右侧的两根支撑立杆之间均固定有加强杆。

[0017] 因此，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对速冻平板的结构进行优化改进，通过隔板将速

冻平板的内部空间分隔成多个独立的不冻液流道，并在不冻液流道内设置折流单元和扰流

区以增大速冻平板与不冻液之间的接触面积及传热系数，从而强化换热效果，在减小速冻

平板对不冻液流量需求的同时，能提高冷冻速度。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正视图。

[0019] 图2是图1的右视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中速冻平板的一种俯视图。

[0021] 图4是图3沿A-A方向的一种剖视图。

[0022] 图5是图4中B处的放大图。

[0023] 图6是图1中搁架的一种右视图。

[0024] 图中：不冻液进液总管1，不冻液出液总管2，速冻平板3，分液管4，回液管5，不冻液

进液分管6，不冻液出液分管7，隔板8，不冻液进口9，不冻液出口10，扰流区11，扰流球12，左

折流板13，右折流板14，折流通道15，扰流孔16，导流面17，减振壁18，支撑立杆19，横向搁杆

20，底板21，稳定连杆22，左安装板23，右安装板24，加强杆25。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

[0026] 如图1、图2、图3所示的一种海捕船渔获物搁板式速冻装置，包括搁架、不冻液进液

总管1及不冻液出液总管2，搁架包括四根支撑立杆19及若干横向搁杆20(如图6所示)，支撑

立杆为工字钢，横向搁杆为角铁，四根支撑立杆呈矩形分布设置，支撑立杆的底端焊接有底

板21，相邻支撑立杆的上部、下部之间均焊有稳定连杆22，搁架的左、右两侧均固定有左安

装板23及右安装板24，左安装板与搁架中位于左侧的两根支撑立杆焊接，右安装板与搁架

中位于右侧的两根支撑立杆焊接，且左安装板与搁架中位于左侧的两根支撑立杆之间以及

右安装板与搁架中位于右侧的两根支撑立杆之间均焊有加强杆25，不冻液进液总管下端与

右安装板焊接，不冻液出液总管下端与左安装板焊接；横向搁杆从上往下间隔焊接在左、右

同侧的两根支撑立杆之间，每层横向搁杆上搁有中空的速冻平板3，且速冻平板与横向搁杆

之间焊接固定，速冻平板两端分别焊有分液管4及回液管5，分液管通过不冻液进液分管6与

不冻液进液总管相连，回液管通过不冻液出液分管7与不冻液出液总管相连，速冻平板内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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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方向间隔设有若干隔板8(如图4所示)，隔板将速冻平板的内部空间分隔成多个独立的

不冻液流道，不冻液流道两端分别通过不冻液进口9、不冻液出口10与分液管、回液管相连

通，不冻液流道内沿速冻平板长度方向间隔设有若干折流单元，折流单元包括两块左折流

板13和两块右折流板14，左折流板与右折流板均为波纹板，左折流板和右折流板相互间隔

交错设置，左折流板与速冻平板、隔板之间的转折处以及右折流板与速冻平板、隔板之间的

转折处均采用圆弧面过渡，该圆弧面形成导流面17，同一折流单元中相邻的左折流板之间

的壁面以及相邻的右折流板之间的壁面均为圆弧壁，该圆弧壁形成减振壁18，左折流板和

右折流板之间的间隙形成供不冻液通过的折流通道15，且左折流板和右折流板上均开有扰

流孔16，扰流孔为锥孔(如图5所示)，同一折流单元中相邻的左折流板与右折流板上的扰流

孔前后错开分布，相邻折流单元之间的空间形成扰流区11，扰流区内固定有两个相互错开

的扰流球12。

[0027] 本发明的运行原理为：装有渔获物的冷冻托盘放置在搁架上的速冻平板上，使冷

冻托盘与速冻平板贴合接触，不冻液从不冻液进液总管经不冻液进液分管分流至分液管

中，再经分液管从不冻液进口流入不冻液流道中，不冻液在不冻液流道中与速冻平板进行

热交换，将冷量传递至速冻平板表面从而使冷冻托盘中的渔获物快速冻结。

[0028] 由于本发明对速冻平板的结构进行优化改进，通过隔板将速冻平板的内部空间分

隔成多个独立的不冻液流道，并在不冻液流道内设置折流单元和扰流区以增大速冻平板与

不冻液之间的接触面积及传热系数，因此，采用本发明中速冻平板，仅需规格相同、带有蛇

形通道的速冻平板的大约2/3不冻液流量即可实现与带有蛇形通道的速冻平板相当的速冻

效果，且冻结时间可至少缩短10％，在减小速冻平板对不冻液流量需求的同时，能提高冷冻

速度。

[0029]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一种较佳的方案，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

限制，在不超出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前提下还有其它的变体及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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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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