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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超高强度耐腐蚀海

水淡化用双相不锈钢弯头，包括横向设置的进液

管和竖向设置的出液管，进液管内设置有第一介

质通道，出液管内设置有第二介质通道，第一介

质通道内固定设置有第一镀铬耐腐蚀层，第二介

质通道内固定设置有第二镀铬耐腐蚀层，出液管

上端一体设置有延伸管，延伸管的内壁面上固定

设置有第三镀铬耐腐蚀层，延伸管上端设置有不

锈钢密封盖板；第二镀铬耐腐蚀层的内壁面上焊

接有若干块不锈钢限位块，第二介质通道内嵌入

式设置有不锈钢滤网，不锈钢滤网中部一体设置

有一个杂质收集滤筒。上述技术方案，结构设计

合理、结构简单、定位操作方便、能够过滤海水中

的杂质且杂质清理无需拆卸管路，使用方便和实

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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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高强度耐腐蚀海水淡化用双相不锈钢弯头，包括横向设置的进液管(1)和竖

向设置的出液管(2)，所述进液管(1)右端与出液管(2)一体设置，所述进液管(1)内设置有

第一介质通道(11)，所述出液管(2)内设置有第二介质通道(21)，所述第一介质通道(11)和

第二介质通道(21)连通，且第一介质通道(11)的轴向中心线与第二介质通道(21)的轴向中

心线互相垂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介质通道(11)内固定设置有第一镀铬耐腐蚀层(3)，

所述第二介质通道(21)内固定设置有第二镀铬耐腐蚀层(4)，所述出液管(2)上端一体设置

有延伸管(22)，所述延伸管(22)的内壁面上固定设置有第三镀铬耐腐蚀层(5)，所述延伸管

(22)上端设置有不锈钢密封盖板(6)；所述第二镀铬耐腐蚀层(4)的内壁面上焊接有若干块

不锈钢限位块(7)，所述第二介质通道(21)内嵌入式设置有不锈钢滤网(8)，所述不锈钢滤

网(8)中部一体设置有一个杂质收集滤筒(81)，所述不锈钢滤网(8)与不锈钢限位块(7)可

拆卸设置；所述不锈钢密封盖板(6)的下端面中部焊接有连接螺杆(9)，所述连接螺杆(9)下

端螺纹连接有不锈钢限流板(10)，所述不锈钢限流板(10)的下端面上固定设置有第四镀铬

耐腐蚀层(12)，所述不锈钢限流板(10)的侧面设置有第一环形凹槽(101)，所述第一环形凹

槽(101)内套设有第一O型密封圈(13)，所述不锈钢限流板(10)通过第一O型密封圈(13)与

第三镀铬耐腐蚀层(5)的内壁面之间构成密封，所述不锈钢密封盖板(6)与延伸管(22)上端

可拆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高强度耐腐蚀海水淡化用双相不锈钢弯头，其特征在

于：所述进液管(1)的外表面上至少焊接有一根竖支撑杆(14)，所述竖支撑杆(14)的下端焊

接有一个定位架(15)，所述定位架(15)的右端与出液管(2)的外表面焊接固定；所述定位架

(15)上设置有多个连接螺孔(151)；所述竖支撑杆(14)和定位架(15)均为不锈钢材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超高强度耐腐蚀海水淡化用双相不锈钢弯头，其特征在

于：所述进液管(1)的左端一体设置有第一螺纹连接部(16)，所述第一螺纹连接部(16)的右

端设置有第二环形凹槽，所述第二环形凹槽内套装有第二O型密封圈(17)。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超高强度耐腐蚀海水淡化用双相不锈钢弯头，其特征在

于：所述出液管(2)的下端一体设置有第二螺纹连接部(23)，所述第二螺纹连接部(23)的上

端设置有第三环形凹槽，所述第三环形凹槽内套装置有第三O型密封圈(18)。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高强度耐腐蚀海水淡化用双相不锈钢弯头，其特征在

于：所述延伸管(22)上端一体设置有连接法兰(221)，所述不锈钢密封盖板(6)的下端面中

部一体设置有定位凸块(61)，所述定位凸块(61)的侧面上设置有第四环形凹槽(611)，所述

第四环形凹槽(611)内套装有第四O型密封圈(19)，定位凸块(61)通过第四O型密封圈(19)

与第三镀铬耐腐蚀层(5)的内壁面之间构成密封；所述连接法兰(221)的上端面上设置有第

五环形凹槽(222)，所述第五环形凹槽(222)内套装有第五O型密封圈(20)，通过第五O型密

封圈(20)使得不锈钢密封盖板(6)的下端面与连接法兰(221)的上端面之间构成密封圈；所

述不锈钢密封盖板(6)与连接法兰(221)通过螺栓连接固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高强度耐腐蚀海水淡化用双相不锈钢弯头，其特征在

于：若干块不锈钢限位块(7)均设置在第一介质通道(11)的出口下方位置，且第二镀铬耐腐

蚀层(4)的内壁面上不锈钢限位块(7)数量设置三块以上，且多块不锈钢限位块(7)呈环形

状均匀分布，所述不锈钢滤网(8)与对准的不锈钢限位块(7)通过螺钉连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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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强度耐腐蚀海水淡化用双相不锈钢弯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海水淡化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超高强度耐腐蚀海水淡化

用双相不锈钢弯头。

背景技术

[0002] 双相不锈钢弯头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设备、海水与废水处理设备、输油输气管线、

造纸机械等工业领域。其具有屈服强度高、膨胀系数低的特点。

[0003] 虽然双相不锈钢弯头具有不少的优点，但处于具有腐蚀性介质的工况中长时间的

工作，也会使其出现腐蚀破裂的现象，目前，对于海水淡化使用的双相不锈钢弯头而言，仅

仅依靠其本身的耐腐蚀性无法满足使用的需要，只能粗步的计算其使用时间，然后在该时

间段内对其进行更换，才可保证整个管路的使用，耐腐蚀性能差，使用寿命短；且现有的海

水淡化使用的双相不锈钢弯头结构设置不合理，功能单一，只能起到输送海水的功能，不能

过滤海水中的杂质；且双相不锈钢弯头表面较光滑，定位操作麻烦，容易滑动，双相不锈钢

弯头表面上难以安装其它部件，使用不方便，实用性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设计合理、结构

简单、定位操作方便、能够过滤海水中的杂质且杂质清理无需拆卸管路，使用方便和实用性

好的超高强度耐腐蚀海水淡化用双相不锈钢弯头。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超高强度耐腐蚀海水淡

化用双相不锈钢弯头，包括横向设置的进液管和竖向设置的出液管，所述进液管右端与出

液管一体设置，所述进液管内设置有第一介质通道，所述出液管内设置有第二介质通道，所

述第一介质通道和第二介质通道连通，且第一介质通道的轴向中心线与第二介质通孔的轴

向中心线互相垂直；所述第一介质通道内固定设置有第一镀铬耐腐蚀层，所述第二介质通

道内固定设置有第二镀铬耐腐蚀层，所述出液管上端一体设置有延伸管，所述延伸管的内

壁面上固定设置有第三镀铬耐腐蚀层，所述延伸管上端设置有不锈钢密封盖板；所述第二

镀铬耐腐蚀层的内壁面上焊接有若干块不锈钢限位块，所述第二介质通道内嵌入式设置有

不锈钢滤网，所述不锈钢滤网中部一体设置有一个杂质收集滤筒，所述不锈钢滤网与不锈

钢限位块可拆卸设置；所述不锈钢密封盖板的下端面中部焊接有连接螺杆，所述连接螺杆

下端螺纹连接有不锈钢限流板，所述不锈钢限流板的下端面上固定设置有第四镀铬耐腐蚀

层，所述不锈钢限流板的侧面设置有第一环形凹槽，所述第一环形凹槽内套设有第一O型密

封圈，所述不锈钢限流板通过第一O型密封圈与第三镀铬耐腐蚀层的内壁面之间构成密封，

所述不锈钢密封盖板与延伸管上端可拆卸连接。

[000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出液管上端设置延伸管后装拆不锈钢滤网只需打开不

锈钢密封盖板，然后拉出不锈钢限流板即可，对不锈钢滤网的维护或清理杂质操作都十分

方便，无需拆卸整个管路，且不锈钢限流板的位置设置合理，限流效果好，在加上第一O型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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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圈，密封性能好，介质不易泄漏；第一镀铬耐腐蚀层、第二镀铬耐腐蚀层、第三镀铬耐腐蚀

层和第四镀铬耐腐蚀层设置合理，能够增加硬度，延长使用寿命；不锈钢滤网能够有效过滤

海水中的杂质，其中杂质收集滤筒便于收集杂质，使得杂质清理操作方便；结构设计合理、

结构简单、定位操作方便、能够过滤海水中的杂质且杂质清理无需拆卸管路，使用方便和实

用性好。

[000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进液管的外表面上至少焊接有一根竖支撑杆，所

述竖支撑杆的下端焊接有一个定位架，所述定位架的右端与出液管的外表面焊接固定；所

述定位架上设置有多个连接螺孔；所述竖支撑杆和定位架均为不锈钢材质。通过本设置，定

位架上可以连接现有的部件，定位方便。

[0008] 本实用新型还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进液管的左端一体设置有第一螺纹连接部，所

述第一螺纹连接部的右端设置有第二环形凹槽，所述第二环形凹槽内套装有第二O型密封

圈。通过本设置，进液管结构设置合理，与现有的管路连接后密封性能好，不易泄漏。

[0009] 本实用新型还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出液管的下端一体设置有第二螺纹连接部，所

述第二螺纹连接部的上端设置有第三环形凹槽，所述第三环形凹槽内套装置有第三O型密

封圈。通过本设置，出液管结构设置合理，与现有的管路连接后密封性能好，不易泄漏。

[0010] 本实用新型还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延伸管上端一体设置有连接法兰，所述不锈钢

密封盖板的下端面中部一体设置有定位凸块，所述定位凸块的侧面上设置有第四环形凹

槽，所述第四环形凹槽内套装有第四O型密封圈，定位凸块通过第四O型密封圈与第三镀铬

耐腐蚀层的内壁面之间构成密封；所述连接法兰的上端面上设置有第五环形凹槽，所述第

五环形凹槽内套装有第五O型密封圈，通过第五O型密封圈使得不锈钢密封盖板的下端面与

连接法兰的上端面之间构成密封圈；所述不锈钢密封盖板与连接法兰通过螺栓连接固定。

通过本设置，不锈钢密封盖板连接可靠，密封性能好。

[0011] 本实用新型还进一步设置为：若干块不锈钢限位块均设置在第一介质通道的出口

下方位置，且第二镀铬耐腐蚀层的内壁面上不锈钢限位块数量设置三块以上，且多块不锈

钢限位块呈环形状均匀分布，所述不锈钢滤网与对准的不锈钢限位块通过螺钉连接固定。

通过本设置，结构设置更加合理，不锈钢滤网装拆容易，连接可靠。

[0012]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结构设置更加合理，在出液管

上端设置延伸管后装拆不锈钢滤网只需打开不锈钢密封盖板，然后拉出不锈钢限流板即

可，对不锈钢滤网的维护或清理杂质操作都十分方便，无需拆卸整个管路，且不锈钢限流板

的位置设置合理，限流效果好，在加上第一O  型密封圈，密封性能好，介质不易泄漏；第一镀

铬耐腐蚀层、第二镀铬耐腐蚀层、第三镀铬耐腐蚀层和第四镀铬耐腐蚀层设置合理，能够增

加硬度，延长使用寿命；不锈钢滤网能够有效过滤海水中的杂质，其中杂质收集滤筒便于收

集杂质，使得杂质清理操作方便；结构设计合理、结构简单、定位操作方便、能够过滤海水中

的杂质且杂质清理无需拆卸管路，使用方便和实用性好。

[0013]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图1中I部的放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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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在本实施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如出现术语“中心”、“上”、“下”、“左”、“右”、

“竖直”、“水平”、“内”、“外”、“前”、“后”等，其所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

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

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

的限制。此外，如出现术语“第一”、“第二”、“第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

示相对重要性。

[0017] 参见图1和图2，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超高强度耐腐蚀海水淡化用双相不锈钢弯

头，包括横向设置的进液管1和竖向设置的出液管2，所述进液管1右端与出液管2一体设置，

所述进液管1内设置有第一介质通道11，所述出液管2 内设置有第二介质通道21，所述第一

介质通道11和第二介质通道21连通，且第一介质通道11的轴向中心线与第二介质通孔21的

轴向中心线互相垂直；所述第一介质通道11内固定设置有第一镀铬耐腐蚀层3，所述第二介

质通道21内固定设置有第二镀铬耐腐蚀层4，所述出液管2上端一体设置有延伸管22，所述

延伸管22的内壁面上固定设置有第三镀铬耐腐蚀层5，所述延伸管22上端设置有不锈钢密

封盖板6；所述第二镀铬耐腐蚀层4的内壁面上焊接有若干块不锈钢限位块7，所述第二介质

通道21内嵌入式设置有不锈钢滤网8，所述不锈钢滤网8中部一体设置有一个杂质收集滤筒

81，所述不锈钢滤网8与不锈钢限位块7可拆卸设置；所述不锈钢密封盖板6的下端面中部焊

接有连接螺杆9，所述连接螺杆9下端螺纹连接有不锈钢限流板10，所述不锈钢限流板10的

下端面上固定设置有第四镀铬耐腐蚀层12，所述不锈钢限流板10的侧面设置有第一环形凹

槽101，所述第一环形凹槽101内套设有第一O型密封圈13，所述不锈钢限流板10通过第一O

型密封圈13与第三镀铬耐腐蚀层5的内壁面之间构成密封，所述不锈钢密封盖板6与延伸管

22上端可拆卸连接。

[0018] 作为优选的，所述第一镀铬耐腐蚀层3、第二镀铬耐腐蚀层4和第三镀铬耐腐蚀层5

之间光滑过渡；所述杂质收集滤筒81为圆柱形结构。

[0019] 为使本实用新型结构设置更加合理，作为优选的，本实施例所述进液管1  的外表

面上至少焊接有一根竖支撑杆14，所述竖支撑杆14的下端焊接有一个定位架15，所述定位

架15的右端与出液管2的外表面焊接固定；所述定位架15  上设置有多个连接螺孔151；所述

竖支撑杆14和定位架15均为不锈钢材质。

[0020] 所述进液管1的左端一体设置有第一螺纹连接部16，所述第一螺纹连接部  16的右

端设置有第二环形凹槽，所述第二环形凹槽内套装有第二O型密封圈17。

[0021] 所述出液管2的下端一体设置有第二螺纹连接部23，所述第二螺纹连接部  23的上

端设置有第三环形凹槽，所述第三环形凹槽内套装置有第三O型密封圈  18。

[0022] 所述延伸管22上端一体设置有连接法兰221，所述不锈钢密封盖板6的下端面中部

一体设置有定位凸块61，所述定位凸块61的侧面上设置有第四环形凹槽611，所述第四环形

凹槽611内套装有第四O型密封圈19，定位凸块61通过第四O型密封圈19与第三镀铬耐腐蚀

层5的内壁面之间构成密封；所述连接法兰221的上端面上设置有第五环形凹槽222，所述第

五环形凹槽222内套装有第五O型密封圈20，通过第五O型密封圈20使得不锈钢密封盖板6的

下端面与连接法兰221的上端面之间构成密封圈；所述不锈钢密封盖板6与连接法兰221  通

过螺栓连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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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若干块不锈钢限位块7均设置在第一介质通道11的出口下方位置，且第二镀铬耐

腐蚀层21的内壁面上不锈钢限位块7数量设置三块以上，且多块不锈钢限位块7呈环形状均

匀分布，所述不锈钢滤网8与对准的不锈钢限位块7通过螺钉连接固定。

[0024] 实际应用时，在出液管上端设置延伸管后装拆不锈钢滤网只需打开不锈钢密封盖

板，然后拉出不锈钢限流板即可，对不锈钢滤网的维护或清理杂质操作都十分方便，无需拆

卸整个管路，且不锈钢限流板的位置设置合理，限流效果好，在加上第一O型密封圈，密封性

能好，介质不易泄漏；第一镀铬耐腐蚀层、第二镀铬耐腐蚀层、第三镀铬耐腐蚀层和第四镀

铬耐腐蚀层设置合理，能够增加硬度，延长使用寿命；不锈钢滤网能够有效过滤海水中的杂

质，其中杂质收集滤筒便于收集杂质，使得杂质清理操作方便；结构设计合理、结构简单、定

位操作方便、能够过滤海水中的杂质且杂质清理无需拆卸管路，使用方便和实用性好。

[0025] 上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描述，只用于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说明，不

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定，本领域的技术工程师根据上述实用新型的内容对

本实用新型作出一些非本质的改进和调整均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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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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