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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混合能海水淡化装置，包

括给整个装置供电的混合能源系统、用于海水过

滤的过滤器、用于对海水进行杀菌处理的紫外杀

菌装置、用于对海水进行初步加热的太阳能加热

装置，用于对海水进行初步蒸发加热的余热回收

装置，用于对海水进行深度蒸发的蒸发装置和用

于对蒸馏水冷凝的凝水发生器；充分利用太阳能

和风能作为辅助电能，为防止太阳能和风能储电

不足，还设有柴油发电机，海水淡化采用太阳能

加热装置、余热回收装置和蒸发装置依次对海水

进行加热蒸发，充分利用锅炉蒸汽或内燃机缸套

冷却液余热，余热回收率高，海水蒸发加热之间

经过过滤和紫外杀菌，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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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合能海水淡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给整个装置供电的混合能源系统

(100)、用于海水过滤的过滤器(200)、用于对海水进行杀菌处理的紫外杀菌装置(300)、用

于对海水进行初步加热的太阳能加热装置(400)，用于对海水进行初步蒸发加热的余热回

收装置(500)，用于对海水进行深度蒸发的蒸发装置(600)和用于对蒸馏水冷凝的凝水发生

器(700)；

所述混合能源系统(100)包括柴油发电机(101)、蓄电池组(102)和接入蓄电池用于为

蓄电池储电的风力发电机(103)、太阳能电池板(104)；

所述过滤器(200)进水端连接用于进水的进水管(800)，所述紫外杀菌装置(300)包括

杀菌罐(301)，设置在杀菌罐(301)内部中心用于紫外杀菌的紫外杀菌灯束(302)，盘旋设置

在杀菌罐(301)内部且盘旋设置在紫外杀菌灯束(302)外部的杀菌盘管(303)，所述杀菌盘

管(303)的进水端通过管道连接过滤器(200)的出水端，杀菌盘管(303)

的出水端通过管道连接抽水泵(900)，抽水泵(900)的出水端通过管道连接出水管

(100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能海水淡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加热装置

(400)包括两侧的固定座(401)，转动连接在两固定座(401)之间的弧形安装板(402)，两块

通过连接螺栓安装在弧形安装板(402)上的弧形太阳能电池板(104)，设置在两弧形太阳能

电池板(104)中心上方、通过安装架固定支撑在两固定座(401)上的太阳能加热管(403)，所

述太阳能加热管(403)的一端通过第一管道(404)连接抽水泵(900)

的出水管(1000)，另一端通过第二管道(405)连接余热回收装置(500)的进水管(800)，

所述第一管道(404)和第二管道(405)上设有电磁阀。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混合能海水淡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座(401)

与弧形安装板(402)之间还设有用于调节角度的电动推杆(406)，所述电动推杆(406)

一端转动连接在固定座(401)上，另一端转动连接在弧形安装板(402)的一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能海水淡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余热回收装置

(500)包括余热回收罐(501)，设置在余热回收罐(501)内用于回收锅炉蒸汽热量的第一换

热单元(502)，盘旋设置在余热回收罐(501)夹套(503)内用于回收内燃机缸套冷却液余热

的换热环管(504)，所述换热环管(504)两端分别设有第一进水管(800)和第一出水管

(1000)，所述余热回收罐(501)上还设有吹气管(508)，所述吹气管(508)外端连接吹风机

(509)，内端延伸设置在余热回收罐(501)罐底，余热回收罐(501)

顶部设有与凝水发生器(700)相连通的第一蒸汽管(510)，底部设有与蒸发装置(600)

的进水端连通的连接水管(511)，所述连接水管(511)上设有电磁阀，余热回收装置(500)的

进水管(800)通过第三管道(512)连接抽水泵(900)的出水管(1000)，所述第三管道(512)上

设有电磁阀。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混合能海水淡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换热单元

(502)包括第一转接管(505)、第二转接管(506)以及等距均匀设置在第一转接管(505)和第

二转接管(506)之间的换热支管(507)，所述第一转接管(505)连接第一进气管，第二转接管

(506)连接第一出气管。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能海水淡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蒸发装置(600)包

括蒸发箱(601)，用于加热蒸发箱(601)分为左半箱(602)和右半箱(603)，左半箱(602)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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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箱(603)相连通，蒸发装置(600)的进水端设置在左半箱(602)侧壁上，排水管设置在右半

箱(603)的侧壁上，左半箱(602)内设有电加热器，所述电加热器包括固定设置在电热管法

兰(604)以及若干两端插接在电热管法兰(604)上的U型管(605)，电热管法兰(604)上方设

有接线护罩(606)，所述接线护罩(606)上设有出线孔(607)，右箱体顶部设有蒸汽罩(608)，

所述蒸汽罩(608)顶部设有与凝水发生器(700)相连通的第二蒸汽管(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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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合能海水淡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海水淡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混合能海水淡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淡水是人类的饮用水的来源，而淡水的储量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3％。海水淡化

是现在备受瞩目的研发项目。随着人口的增长与工业的发展，人类对淡水的需求急剧增大。

造水机是重要的船舶辅件之一，紧急情况下为船舶提供淡水，造水机的原理就是使用锅炉

蒸汽或内燃机缸套冷却液余热配合电力将海水淡化使用，然而现有的海水淡化技术工艺复

杂、耗能大、成本高、污染严重，难以广泛应用，我们应该积极寻找新的能源作为电能源的替

代。太阳能、风能作为自然能源，取之不尽，是很好的电能源取代对象，将可再生能源用于海

水淡化过程中去是未来海水淡化和再利用技术的发展方向。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混合能海水淡化装置。

[0004]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混合能海水淡化装置，包括给整个装置

供电的混合能源系统、用于海水过滤的过滤器、用于对海水进行杀菌处理的紫外杀菌装置、

用于对海水进行初步加热的太阳能加热装置，用于对海水进行初步蒸发加热的余热回收装

置，用于对海水进行深度蒸发的蒸发装置和用于对蒸馏水冷凝的凝水发生器；

[0005] 所述过滤器进水端连接用于进水的进水管，所述紫外杀菌装置包括杀菌罐，设置

在杀菌罐内部中心用于紫外杀菌的紫外杀菌灯束，盘旋设置在杀菌罐内部且盘旋设置在紫

外杀菌灯束外部的杀菌盘管，所述杀菌盘管的进水端通过管道连接过滤器的出水端，杀菌

盘管的出水端通过管道连接抽水泵，抽水泵的出水端通过管道连接出水管；

[0006] 所述太阳能加热装置包括两侧的固定座，转动连接在两固定座之间的弧形安装

板，两块通过连接螺栓安装在弧形安装板上的弧形太阳能电池板，设置在两弧形太阳能电

池板中心上方、通过安装架固定支撑在两固定座上的太阳能加热管，所述太阳能加热管的

一端通过第一管道连接抽水泵的出水管，另一端通过第二管道连接余热回收装置的进水

管，所述第一管道和第二管道上设有电磁阀，所述固定座与弧形安装板之间还设有用于调

节角度的电动推杆，所述电动推杆一端转动连接在固定座上，另一端转动连接在弧形安装

板的一端；

[0007] 所述余热回收装置包括余热回收罐，设置在余热回收罐内用于回收锅炉蒸汽热量

的第一换热单元，盘旋设置在余热回收罐夹套内用于回收内燃机缸套冷却液余热的换热环

管，所述换热环管两端分别设有第一进水管和第一出水管，所述第一换热单元包括第一转

接管、第二转接管以及等距均匀设置在第一转接管和第二转接管之间的换热支管，所述第

一转接管连接第一进气管，第二转接管连接第一出气管，所述余热回收罐上还设有吹气管，

所述吹气管外端连接吹风机，内端延伸设置在余热回收罐罐底，余热回收罐顶部设有与凝

水发生器相连通的第一蒸汽管，底部设有与蒸发装置的进水端连通的连接水管，所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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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上设有电磁阀，余热回收装置的进水管通过第三管道连接抽水泵的出水管，所述第三

管道上设有电磁阀；

[0008] 所述蒸发装置包括蒸发箱，用于加热蒸发箱分为左半箱和右半箱，左半箱和右半

箱相连通，蒸发装置的进水端设置在左半箱侧壁上，排水管设置在右半箱的侧壁上，左半箱

内设有电加热器，所述电加热器包括固定设置在电热管法兰以及若干两端插接在电热管法

兰上的U型管，电热管法兰上方设有接线护罩，所述接线护罩上设有出线孔，右箱体顶部设

有蒸汽罩，所述蒸汽罩顶部设有与凝水发生器相连通的第二蒸汽管。

[0009] 本发明具有有益效果：

[001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混合能海水淡化装置，充分利用太阳能和风能作为辅助电能，

为防止太阳能和风能储电不足，还设有柴油发电机，海水淡化采用太阳能加热装置、余热回

收装置和蒸发装置依次对海水进行加热蒸发，充分利用锅炉蒸汽或内燃机缸套冷却液余

热，余热回收率高，海水蒸发加热之间经过过滤和紫外杀菌，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混合能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为紫外杀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为太阳能加热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为余热回收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为蒸发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00-混合能源系统，200-过滤器，300-紫外杀菌装置，400-太阳能加热装置，

500-余热回收装置，600-蒸发装置，700-凝水发生器，800-进水管，900-抽水泵，1000-出水

管；

[0018] 101-柴油发电机，102-蓄电池组，103-风力发电机，104-太阳能电池板；

[0019] 301-杀菌罐，302-紫外杀菌灯束，303-杀菌盘管；

[0020] 401-固定座，402-弧形安装板，403-太阳能加热管，404-第一管道，405-第二管道，

406-电动推杆；

[0021] 501-余热回收罐，502-第一换热单元，503-夹套，504-换热环管，505-第一转接管，

506-第二转接管，507-换热支管，508-吹气管，509-吹风机，510-第一蒸汽管，511-连接水

管，512-第三管道；

[0022] 601-蒸发箱，602-左半箱，603-右半箱，604-电热管法兰，605-U型管，606-接线护

罩，607-出线孔，608-蒸汽罩，609-第二蒸汽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4]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

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

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通过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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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25] 如图1所示，一种混合能海水淡化装置，包括给整个装置供电的混合能源系统100、

用于海水过滤的过滤器200、用于对海水进行杀菌处理的紫外杀菌装置300、用于对海水进

行初步加热的太阳能加热装置400，用于对海水进行初步蒸发加热的余热回收装置500，用

于对海水进行深度蒸发的蒸发装置600和用于对蒸馏水冷凝的凝水发生器700，过滤器200

进水端连接用于进水的进水管800，过滤器200、紫外杀菌装置300、抽水泵900、太阳能加热

装置400、余热回收装置500、蒸发装置600依次通过管道连通；紫外杀菌装置300、抽水泵

900、蒸发装置600和凝水发生器700通过电线接入混合能源系统100；

[0026] 为了提高整个海水淡化装置内部的安全性保证出水的卫生，本装置设置紫外杀菌

装置300，如图1、3所示，所述紫外杀菌装置300包括杀菌罐301，设置在杀菌罐301内部中心

用于紫外杀菌的紫外杀菌灯束302，盘旋设置在杀菌罐301内部且盘旋设置在紫外杀菌灯束

302外部的杀菌盘管303，所述杀菌盘管303的进水端通过管道连接过滤器200的出水端，杀

菌盘管303的出水端通过管道连接抽水泵900，抽水泵900的出水端通过管道连接出水管

1000；

[0027] 如图4所示，所述太阳能加热装置400包括两侧的固定座401，转动连接在两固定座

401之间的弧形安装板402，两块通过连接螺栓安装在弧形安装板402上的弧形太阳能电池

板104，设置在两弧形太阳能电池板104中心上方、通过安装架固定支撑在两固定座401上的

太阳能加热管403，所述太阳能加热管403的一端通过第一管道404连接抽水泵900的出水管

1000，另一端通过第二管道405连接余热回收装置500的进水管800，所述第一管道404和第

二管道405上设有电磁阀，所述固定座401与弧形安装板402之间还设有用于调节角度的电

动推杆406，所述电动推杆406一端转动连接在固定座401上，另一端转动连接在弧形安装板

402的一端，弧形太阳能电池板104向内反光，中心温度高，设置在两弧形太阳能电池板104

中心上方的太阳能加热管403加热速度快加热温度高，电动推杆406能调整弧形太阳能电池

板104的角度，使其能更好的接收太阳光的照射，调整角度为0-30°；

[0028] 如图1、5所示，所述余热回收装置500包括余热回收罐501，设置在余热回收罐501

内用于回收锅炉蒸汽热量的第一换热单元502，盘旋设置在余热回收罐501夹套503内用于

回收内燃机缸套冷却液余热的换热环管504，所述换热环管504两端分别设有第一进水管

800和第一出水管1000，所述第一换热单元502包括第一转接管505、第二转接管506以及等

距均匀设置在第一转接管505和第二转接管506之间的换热支管507，所述第一转接管505连

接第一进气管，第二转接管506连接第一出气管，所述余热回收罐501上还设有吹气管508，

所述吹气管508外端连接吹风机509，内端延伸设置在余热回收罐501罐底，吹进的空气从底

部向上升，气泡能带出海水内高温的蒸汽，余热回收罐501顶部设有与凝水发生器700相连

通的第一蒸汽管510，底部设有与蒸发装置600的进水端连通的连接水管511，所述连接水管

511上设有电磁阀，余热回收装置500的进水管800通过第三管道512连接抽水泵900的出水

管1000，所述第三管道512上设有电磁阀，

[0029] 如图6所示，所述蒸发装置600包括蒸发箱601，用于加热蒸发箱601分为左半箱602

和右半箱603，左半箱602和右半箱603相连通，蒸发装置600的进水端设置在左半箱602侧壁

上，排水管设置在右半箱603的侧壁上，左半箱602内设有电加热器，所述电加热器包括固定

设置在电热管法兰604以及若干两端插接在电热管法兰604上的U型管605，电热管法兰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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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设有接线护罩606，所述接线护罩606上设有出线孔607，右箱体顶部设有蒸汽罩608，所

述蒸汽罩608顶部设有与凝水发生器700相连通的第二蒸汽管609；

[0030] 如图2所示，所述混合能源系统100包括柴油发电机101、蓄电池组102和接入蓄电

池用于为蓄电池储电的风力发电机103、太阳能电池板104。

[0031]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混合能源系统100为整个海水淡化装置提供动力，风能发电

机和太阳能发电机为蓄电池蓄电，电能消耗首先使用蓄电池电能，蓄电池电能不足，使用柴

油发电机101发电，海水淡化抽水泵900运行，首先经过过滤器200过滤，再经过紫外杀菌装

置300对海水进行杀菌处理，在出太阳的时候，打开第一管道404和第二管道405上的电磁

阀，此时第三管道512上电磁阀处于关闭状态，海水先经太阳能加热装置400、再经余热回收

装置500加热蒸发出一部分蒸汽，最后再经蒸发装置600加热出大量蒸汽，将海水中的蒸汽

蒸发出经凝水发生器700冷凝形成淡水，供船舶上的日常用水，没有太阳照射的时候，关闭

第一管道404和第二管道405上的电磁阀，打开第三管道512上的电磁阀，此时海水仅经余热

回收装置500加热蒸发出一部分蒸汽，再经蒸发装置600加热出大量蒸汽。

[003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发明作其它形式的限制，任

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变化的等

效实施例应用于其它领域，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

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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