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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

统，其包括相互连接的进料装置、蒸发浓缩装置

蒸发浓缩装置、结晶干燥装置、凝水装置和真空

装置，所述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还包括控制

柜，所述蒸发浓缩装置包括降膜竖管蒸发器，所

述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还包括预热装置，所述

预热装置包括尾气预热器、凝水预热器和蒸汽预

热器。本实用新型具有使得蒸发过程更加高效节

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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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包括相互连接的进料装置(1)、蒸发浓缩装置(2)、结晶

干燥装置(3)、凝水装置(4)和真空装置(5)，所述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还包括控制柜(7)，

所述蒸发浓缩装置(2)包括降膜竖管蒸发器(21)，其特征在于：所述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

还包括预热装置(6)，所述预热装置(6)包括尾气预热器(62)、凝水预热器(61)和蒸汽预热

器(6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装置(1)

包括废水原液罐(11)，所述废水原液罐(11)通过进料管路(12)与降膜竖管蒸发器(21)的废

水进料端连接，所述进料管路(12)上设置有进料泵(13)，所述凝水预热器(61)、尾气预热器

(62)和蒸汽预热器(63)沿进料方向依次分布连接在进料管路(12)上，所述凝水预热器

(61)、尾气预热器(62)和蒸汽预热器(63)内部均设有换热管和废水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降膜竖管蒸发

器(21)上设置有冷凝水出口(214)，所述冷凝水出口(214)与凝水预热器(61)连接，所述凝

水装置(4)包括与凝水预热器(61)连接的冷凝液收集罐(4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降膜竖管蒸发

器(21)上设置有不凝汽出口(215)，所述不凝汽出口(215)与尾气预热器(62)连接，所述尾

气预热器(62)与真空装置(5)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蒸发浓缩装置

(2)包括第一蒸汽压缩机(22)和第二蒸汽压缩机(23)，所述第一蒸汽压缩机(22)上设置有

一次蒸汽出口，所述一次蒸汽出口与降膜竖管蒸发器(21)连通，所述第二蒸汽压缩机(23)

与蒸汽预热器(63)连通，所述蒸汽预热器(63)与真空装置(5)连接，所述进料管路(12)上靠

近降膜竖管蒸发器(21)的一端设置有温度传感器(121)和压力传感器(122)，所述温度传感

器(121)和压力传感器(122)均与控制柜(7)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降膜竖管蒸发

器(21)上设置有二次蒸汽出口(216)，所述二次蒸汽出口(216)依次连接有气液分离器(24)

和洗气塔，所述洗气塔包括塔身和洗气循环泵(251)，所述洗气塔上的蒸汽出口与第一蒸汽

压缩机(22)上的蒸汽入口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结晶干燥装置

(3)包括内腔(31)和夹套(32)，所述结晶干燥装置(3)上设置有与内腔(31)相连通的出料口

(33)，所述出料口(33)处连接设置有出料泵(34)，所述降膜竖管蒸发器(21)与结晶干燥装

置(3)的内腔(31)连通且两者之间设置有转料泵(35)，所述夹套(32)通过管道与蒸汽压缩

机相连结晶干燥装置(3)。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降膜竖管蒸发

器(21)内部设置有上端板(211)和下端板(212)，所述上端板(211)和下端板(212)之间密封

连接有换热竖直管(213)，所述换热竖直管(213)与上端板(211)和下短板之间采用胀管方

式连接。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0287045 U

2



一种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废水蒸发处理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水处理行业中大量应用了各种膜元件，可以说水处理行业已经离不开膜

组件的应用，但是，无论是微滤、纳滤、超滤还是反渗透膜的制造工艺中，都容易产生大量的

废水。这些废水中一般含有较多的溶剂类污染物和添加剂类污染物，如DMF（二甲基甲酰胺）

和柠檬酸等，一般情况下，DMF和柠檬酸在废水中的质量浓度一般为5%至10%左右，处理目标

一般需要将DMF和柠檬酸在废水中的质量浓度降低至1%以下，以达到再次售卖或减量处理

的目的，同时减少废水中有害物质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0003] 现有技术中，公告号为CN205307832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多效强制循

环蒸发器冷凝水闪蒸热回收系统，包括由至少两效依次连通的强制循环蒸发器构成的多效

强制循环闪蒸装置，每效强制循环蒸发器均包括分离器、加热器、用于将料液在二者之间循

环的循环泵及料液循环管道，加热器上设有蒸汽进口和蒸汽冷凝液出口，第一效加热器的

蒸汽冷凝液出口与闪冷罐相连，闪冷罐上部通过蒸汽管道与第二效或/和第二效之后的强

制循环蒸发器的加热器的蒸汽进口相连，下部设有冷凝液排出管道。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

用新型具有结构简单、节能效果明显、减少蒸汽排放污染和提高冷凝水泵使用寿命等优点。

[0004] 上述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强制循环蒸发器依靠大

功率的强制循环泵维持废水在加热管内的流动，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难以满足现有的节

能减排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具有高效节能的优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包括相互连接的进料装置、蒸发浓缩装置、结晶干燥

装置、凝水装置和真空装置，所述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还包括控制柜，所述蒸发浓缩装置

包括降膜竖管蒸发器，所述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还包括预热装置，所述预热装置包括尾

气预热器、凝水预热器和蒸汽预热器。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进料装置用于废水的进料，蒸发浓缩装置用于对废水进

行蒸发浓缩，结晶干燥装置用于实现废水的固液分离以达到更好的浓缩效果，真空装置用

于实现该种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中各设备部件的密封和蒸汽的定向流动，控制柜用于实

现系统内各设备部件的自动化控制。预热装置用于实现废水在进入降膜竖管蒸发器内之前

的预热，废水经过预热后，可以有效减少降膜竖管蒸发器内的蒸汽用量，从而达到降低能耗

的作用，满足节能减排的需求。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进料装置包括废水原液罐，所述废水原液罐通过

进料管路与降膜竖管蒸发器的废水进料端连接，所述进料管路上设置有进料泵，所述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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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热器、尾气预热器和蒸汽预热器沿进料方向依次分布连接在进料管路上，所述凝水预热

器、尾气预热器和蒸汽预热器内部均设有换热管和废水腔。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废水原液罐内装有待处理的废水，废水通过进料泵进入

至降膜竖管蒸发器中，并依次经过凝水预热器、尾气预热器和蒸汽预热器。换热管用于流通

热质，废水腔中流通有废水，换热管和废水腔内的废水进行充分的热交换，以实现废水的预

热。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降膜竖管蒸发器上设置有冷凝水出口，所述冷凝

水出口与凝水预热器连接，所述凝水装置包括与凝水预热器连接的冷凝液收集罐。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降膜竖管蒸发器在蒸发过程中产生的冷凝水从冷凝水出

口处排出，冷凝水从冷凝水出口中流出并进入凝水预热器中。冷凝水预热器中，经过热交换

的冷凝水回流至冷凝水收集罐中进行收集。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降膜竖管蒸发器上设置有不凝汽出口，所述不凝

汽出口与尾气预热器连接，所述尾气预热器与真空装置连接。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降膜竖管蒸发器在蒸发过程中容易产生无法冷凝的不凝

汽，不凝汽从不凝汽出口中排出并进入到尾气预热器中，作为尾气预热器的热源。凝水预热

器和尾气预热器共同作用，可以使得冷凝水中的热量得到充分利用。尾气预热器热交换过

程中产生的冷凝水回流至冷凝水收集罐中进行收集。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蒸发浓缩装置包括第一蒸汽压缩机和第二蒸汽压

缩机，所述第一蒸汽压缩机上设置有一次蒸汽出口，所述一次蒸汽出口与降膜竖管蒸发器

连通，所述第二蒸汽压缩机与蒸汽预热器连通，所述蒸汽预热器与真空装置连接，所述进料

管路上靠近降膜竖管蒸发器的一端设置有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和压

力传感器均与控制柜电连接。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蒸汽压缩机用于为降膜竖管蒸发器提供蒸汽，第二蒸汽

压缩机内的蒸汽流入蒸汽预热器中进行蒸汽预热，废水在凝水预热器和尾气预热器中进行

换热后，最后进入至蒸汽预热器中进行预热，废水在蒸汽预热器中达到工艺条件下的泡点

后最后进入到降膜竖管蒸发器中进行蒸发，可以使得蒸发效果更加高效节能。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降膜竖管蒸发器上设置有二次蒸汽出口，所述二

次蒸汽出口依次连接有气液分离器和洗气塔，所述洗气塔包括塔身和洗气循环泵，所述洗

气塔上的蒸汽出口与第一蒸汽压缩机上的蒸汽入口连通。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降膜竖管蒸发器在工作过程中利用第一蒸汽压缩机产生

的一次蒸汽对物料进行加热蒸发，新蒸发出来的蒸汽作为二次蒸汽从二次蒸汽出口中流

出，二次蒸汽中会掺杂废水蒸发后产生的部分有机溶剂气态杂质，二次蒸汽先经过气液分

离器再通过洗汽塔对二次蒸汽进行洗涤过滤，随后二次蒸汽再次进入第一蒸汽压缩机中进

行升温升压，升温升压后的蒸汽又作为一次蒸汽进入系统中对物料进行加热蒸发，如此循

环往复，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结晶干燥装置包括内腔和夹套，所述结晶干燥装

置上设置有与内腔相连通的出料口，所述出料口处连接设置有出料泵，所述降膜竖管蒸发

器与结晶干燥装置的内腔连通且两者之间设置有转料泵，所述夹套通过管道与蒸汽压缩机

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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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废水在降膜竖管蒸发器内蒸发完成后进入结晶干燥装置

进行进一步浓缩或结晶并干燥，对废水中的溶剂类物质如DMF等进行进一步浓缩，对废水中

的有机酸盐或无机盐类物质如柠檬酸等进行结晶干燥，进一步浓缩后的有机溶剂通过出料

泵排出，结晶干燥后的有机酸盐或无机盐从结晶干燥装置底部出料口直接出料并打包。结

晶干燥系统的设置避免了物料浓缩到一定程度后沸点升高造成的能耗过大问题。

[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降膜竖管蒸发器内部设置有上端板和下端板，所

述上端板和下端板之间密封连接有换热竖直管，所述换热竖直管与上端板和下短板之间采

用胀管方式连接。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胀管方式连接即通过胀管工具将上端板和换热竖直管的

连接处同时扩张，由于上端板的收缩率大于换热竖直管的收缩率，上端板可与换热竖直管

的外表面紧密贴合，实现两者之间的密封固定连接，下端板与换热竖直管之间的连接方式

与上述方式相同。胀管方式连接与传统的焊接方式相比，其连接速度更快且能保持良好的

密封性，大大缩短了加工时间。

[002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4] 1 .通过凝水预热器、尾气预热器和蒸汽预热器的设置，能够起到充分利用蒸发过

程中的余热对废水进行预热，从而减少能耗并提高处理效率的效果；

[0025] 2.通过降膜竖管蒸发器和结晶干燥装置的设置，能够起到提高废水蒸发浓缩程度

的效果并达到节能的目的；

[0026] 3.通过冷凝液收集罐和气液分离器的设置，能够起到对冷凝水进行分离和收集的

效果。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一实施例中一种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的整体流程示意图。

[0028] 图中，1、进料装置；11、废水原液罐；12、进料管路；121、温度传感器；122、压力传感

器；13、进料泵；2、蒸发浓缩装置；21、降膜竖管蒸发器；211、上端板；212、下端板；213、换热

竖直管；214、冷凝水出口；215、不凝汽出口；216、二次蒸汽出口；22、第一蒸汽压缩机；23、第

二蒸汽压缩机；24、气液分离器；25、洗汽塔；251、洗气循环泵；3、结晶干燥装置；31、内腔；

32、夹套；33、出料口；34、出料泵；35、转料泵；4、凝水装置；41、冷凝液收集罐；5、真空装置；

6、预热装置；61、凝水预热器；62、尾气预热器；63、蒸汽预热器；7、控制柜。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参照图1，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制膜废水蒸发浓缩系统，包括相互连通的进料

装置1、蒸发浓缩装置2、结晶干燥装置3、凝水装置4和真空装置5。其中，进料装置1用于实现

废水的进料，结晶干燥装置3用于实现废水的多次固液分离以达到更好的浓缩效果，真空装

置5用于实现该种系统中各设备部件的密封和内部蒸汽的定向流动，控制柜7用于与系统中

各设备电连接以实现系统的自动化控制，预热装置6用于实现废水的预热工序，提高废水在

进入蒸发浓缩装置2时的温度，达到更好的蒸发浓缩效果。预热装置6中的热源来自于系统

中各设备产生的余热，可以有效的降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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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参照图1，进料装置1包括废水原液罐11，用于储存未经处理的废水原液。蒸发浓缩

装置2包括降膜竖管蒸发器21，废水原液罐11和降膜竖管蒸发器21之间连接有进料管路12，

进料管路12上设置有进料泵13，用于实现废水的定向流动。凝水预热器61、尾气预热器62和

蒸汽预热器63依次沿进料管路12安装，可以对即将进入降膜竖管蒸发器21的废水进行预

热。凝水预热器61、尾气预热器62和蒸汽预热器63内部均设有换热管和废水腔，换热管中流

通有用于预热的热质，废水腔中流通有待预热的废水，换热管和废水腔内的废水进行充分

的热交换，使得废水升温。降膜竖管蒸发器21内部设置有上端板211和下端板212，上端板

211和下端板212之间密封连接有换热竖直管213。现有技术中，上端板211、下端板212和换

热竖直管213之间的连接方式一般为焊接，焊接方式虽然能保证连接的密封性，但是焊接的

过程较为繁琐，先采用胀管方式连接，且上端板211的收缩率大于换热竖直管213的收缩率，

胀管方式连接即通过胀管工具将上端板211和换热竖直管213的连接处同时扩张，由于上端

板211的收缩率大于换热竖直管213的收缩率，上端板211可以与换热竖直管213的外表面紧

密贴合，在两者温度达到室温收缩完全后，两者之间可以实现密封固定连接。下端板212与

换热竖直管213之间的连接方式与上端板211和换热竖直管213之间的连接方式相同。胀管

方式连接与传统的焊接方式相比，其连接速度更快且能保持良好的密封性，大大缩短了加

工时间。

[0032] 参照图1，凝水预热器61的热质来源于降膜竖管蒸发器21工作时产生的冷凝水，降

膜竖管蒸发器21在蒸发过程中产生的冷凝水从冷凝水出口214处排出后流入凝水预热器61

中，降膜竖管蒸发器21中流出的冷凝水作为凝水预热器61的热源，凝水预热器61中，经过热

交换的冷凝水回流至冷凝水收集罐中进行收集。降膜竖管蒸发器21上设置有不凝汽出口

215，不凝汽出口215与尾气预热器62连接，尾气预热器62与真空装置5连接。降膜竖管蒸发

器21在蒸发过程中容易产生无法冷凝的不凝汽，不凝汽从不凝汽出口215中排出并进入到

尾气预热器62中，作为尾气预热器62的热源。凝水预热器61和尾气预热器62共同作用，即可

使得冷凝水中的余热得到充分的收集利用。

[0033] 参照图1，所述蒸发浓缩装置2包括第一蒸汽压缩机22和第二蒸汽压缩机23，所述

第一蒸汽压缩机22上设置有一次蒸汽出口，所述一次蒸汽出口与降膜竖管蒸发器21连通，

所述第二蒸汽压缩机23与蒸汽预热器63连通，所述蒸汽预热器63与真空装置5连接，所述进

料管路12上靠近降膜竖管蒸发器21的一端设置有温度传感器121和压力传感器122，所述温

度传感器121和压力传感器122均与控制柜7电连接，第二蒸汽压缩机23内的蒸汽流入蒸汽

预热器63的换热管中作为蒸汽预热的热质，废水在蒸汽预热器63中达到工艺条件下的蒸发

泡点后再进入到降膜竖管蒸发器21中进行蒸发，可以使得蒸发过程更加高效节能。

[0034] 参照图1，所述降膜竖管蒸发器21上设置有二次蒸汽出口216，所述二次蒸汽出口

216依次连接有气液分离器24和洗气塔，所述洗气塔包括塔身和洗气循环泵251，所述洗气

塔上的蒸汽出口与第一蒸汽压缩机22上的蒸汽入口连通。。所述结晶干燥装置3包括内腔31

和夹套32，所述结晶干燥装置3上设置有与内腔31相连通的出料口33，所述出料口33处连接

设置有出料泵34，所述降膜竖管蒸发器21与结晶干燥装置3的内腔31连通且两者之间设置

有转料泵35，所述夹套32通过管道与蒸汽压缩机相连。

[0035]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废水原液储存在废水原液罐11中，废水通过进料泵13依

次经过凝水预热器61、尾气预热器62和蒸汽预热器63，并在蒸汽预热器63中达到蒸发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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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达到蒸发泡点的废水进入至降膜竖管蒸发器21中进行蒸发浓缩，这样可以有效提高降

膜竖管蒸发器21中蒸发过程的效率并降低能耗。

[0036] 废水在降膜竖管蒸发器21内蒸发完成后进入结晶干燥装置3进行进一步浓缩或结

晶并干燥，对废水中的溶剂类物质如DMF等进行进一步浓缩，对废水中的有机酸盐或无机盐

类物质如柠檬酸等进行结晶干燥，进一步浓缩后的有机溶剂通过出料泵34经由出料口33排

出，结晶干燥后的有机酸盐或无机盐从结晶干燥装置3底部出料口33直接出料并打包。结晶

干燥系统的设置避免了物料浓缩到一定程度后沸点升高造成的能耗过大问题。

[0037] 降膜竖管蒸发器21在工作过程中利用第一蒸汽压缩机22产生的一次蒸汽对物料

进行加热蒸发，新蒸发出来的蒸汽作为二次蒸汽从二次蒸汽出口216中流出，二次蒸汽中会

掺杂废水蒸发后产生的部分有机溶剂气态杂质，故通过洗汽塔25对二次蒸汽进行洗涤过

滤，随后二次蒸汽再次进入第一蒸汽压缩机22中进行升温升压，升温升压后的蒸汽又作为

一次蒸汽进入系统中对物料进行加热蒸发，如此循环往复，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

[0038]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 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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