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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废水减量三效蒸发装置，属

于废水处理技术领域，一种废水减量三效蒸发装

置，可以实现创新性的在三效蒸发器内引入分散

式助蒸发器，采用不断吸收废水的方式对其进行

分散，并将热量进行集中加热，提高被吸收废水

与热量接触的充分性，从而实现快速升温并蒸发

的作用，同时分散式助蒸发器可以随液面同步下

降，并始终保持高效的导热连贯性，同时分散式

助蒸发器还可以顺带回收废水中的污染物，方便

集中处理，甚至可以采用液位自动监测技术，控

制相应高度的气通孔开放与分散式助蒸发器建

立连接，直接迫使高温蒸汽从分散式助蒸发器内

部经过进行加热，摒弃热传递过程直接高效加热

从而大幅加速废水的蒸发，显著提高废水减量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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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水减量三效蒸发装置，包括一效加热器（1）、一效蒸发器（2）、二效加热器（3）、

二效蒸发器（4）、三效加热器（5）和三效蒸发器（6）并相互连通，所述三效蒸发器（6）连接有

汽水分离器（7），所述汽水分离器（7）连接有冷却器（8），所述冷却器（8）连接有自动排水器

（9），其特征在于：所述一效蒸发器（2）、二效蒸发器（4）和三效蒸发器（6）均包括隔热外壳

（101）和导热内衬（102），所述导热内衬（102）内滑动连接有相匹配的分散式助蒸发器，所述

分散式助蒸发器包括蓄水蒸发台（10），所述蓄水蒸发台（10）下端固定连接有升降浮板

（11），所述升降浮板（11）下端固定连接有多个均匀分布的吸水棒（12），且吸水棒（12）贯穿

升降浮板（11）并与蓄水蒸发台（10）连接，所述蓄水蒸发台（10）外侧壁上固定连接有吸热边

导环（13），所述蓄水蒸发台（10）内镶嵌连接有点热蒸发网，且点热蒸发网边缘处与吸热边

导环（13）内侧壁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水减量三效蒸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点热蒸发网包

括多个与吸水棒（12）相对应的散热蒸发球（20），相邻所述散热蒸发球（20）之间固定连接有

导热杆（19），所述散热蒸发球（20）外表面上固定连接有多根均匀分布的复合分热丝。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废水减量三效蒸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分热丝包

括散热铜丝（23）和缠绕与于散热铜丝（23）上的导水绕卷丝（22），所述散热蒸发球（20）包括

散热铜球（201）和覆盖于散热铜球（201）外表面的导水外层（202），且导水外层（202）与导水

绕卷丝（22）连接，所述吸水棒（12）与最下侧复合分热丝上的导水绕卷丝（22）之间连接有导

水纤维束（2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水减量三效蒸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热边导环

（13）外表面上开设有多个均匀分布的导热内嵌槽（15），所述导热内嵌槽（15）内镶嵌连接有

柔性导热触手（14），且柔性导热触手（14）与导热内衬（102）内表面贴合。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废水减量三效蒸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导热触手

（14）包括一体的内嵌部（141）、延伸部（142）和贴合部（143），且导热内嵌槽（15）与柔性导热

触手（14）相匹配，所述内嵌部（141）内镶嵌连接有导热球（16），所述导热球（16）靠近贴合部

（143）一端固定连接有多根呈放射状分布的导热射丝（17），所述贴合部（143）内表面上固定

连接有多个均匀分布的助贴磁球（18），所述导热内衬（102）内镶嵌连接有多块磁铁。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废水减量三效蒸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导热触手

（14）内填充有导热油和导热砂的混合物，且混合质量比例为1: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水减量三效蒸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水棒（12）采

用吸水材料制成，所述蓄水蒸发台（10）采用蓄水材料制成。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水减量三效蒸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热边导环

（13）外端还固定连接有多个均匀分布的导向滑块，所述导热内衬（102）内壁上开设有多个

与导向滑块相匹配的导向滑槽（27），且导向滑块与导向滑槽（27）之间滑动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水减量三效蒸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点热蒸发网为

中空结构，所述点热蒸发网内填充有蓄热材料或者高温蒸气。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废水减量三效蒸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内衬

（102）上开设有多个均匀分布的气通孔，且点热蒸发网边缘处与吸热边导环（13）连通，所述

气通孔外固定连接有接引管（24），所述接引管（24）上安装有电磁阀，所述升降浮板（11）下

端安装有液位传感器（25），所述点热蒸发网中心处固定连接有向上延伸的回升波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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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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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废水减量三效蒸发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废水减量三效蒸发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废水是指居民活动过程中排出的水及径流雨水的总称。它包括生活污水、工业废

水和初雨径流入排水管渠等其它无用水，一般指经过一定技术处理后不能再循环利用或者

一级污染后制纯处理难度达不到一定标准的水。

[0003] 虽然废水不能被直接利用，但是废水也是一种庞大的水资源，所以目前针对废水

利用利用浓缩减量的方式将大部分水分蒸发出来加以回收利用，常见的有三效蒸发器，三

效多级蒸发器，是一种提取浓缩设备，采用列管式循环外加热工作原理，物理受热时间短、

蒸发速度快、浓缩比重大，有效保持物料原效，节能效果显著，广泛适合于制药、化工、食品、

轻工等的液体物料的蒸发浓缩工艺过程。

[0004] 但是现有的三效蒸发装置由于是对废水进行直接加热蒸发，因此所需热量十分庞

大，一方面耗能较大，另一方面蒸发速率较慢，导致处理成本增加，处理周期过长。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废水减量三效蒸发装置，它可

以实现创新性的在三效蒸发器内引入分散式助蒸发器，采用不断吸收废水的方式对其进行

分散，并将热量进行集中加热，提高被吸收废水与热量接触的充分性，从而实现快速升温并

蒸发的作用，同时分散式助蒸发器可以随液面同步下降，并始终保持高效的导热连贯性，同

时分散式助蒸发器还可以顺带回收废水中的污染物，方便集中处理，甚至可以采用液位自

动监测技术，控制相应高度的气通孔开放与分散式助蒸发器建立连接，直接迫使高温蒸汽

从分散式助蒸发器内部经过进行加热，摒弃热传递过程直接高效加热从而大幅加速废水的

蒸发，显著提高废水减量效率。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废水减量三效蒸发装置，包括一效加

热器、一效蒸发器、二效加热器、二效蒸发器、三效加热器和三效蒸发器并相互连通，所述三

效蒸发器连接有汽水分离器，所述汽水分离器连接有冷却器，所述冷却器连接有自动排水

器，所述一效蒸发器、二效蒸发器和三效蒸发器均包括隔热外壳和导热内衬，所述导热内衬

内滑动连接有相匹配的分散式助蒸发器，所述分散式助蒸发器包括蓄水蒸发台，所述蓄水

蒸发台下端固定连接有升降浮板，所述升降浮板下端固定连接有多个均匀分布的吸水棒，

且吸水棒贯穿升降浮板并与蓄水蒸发台连接，所述蓄水蒸发台外侧壁上固定连接有吸热边

导环，所述蓄水蒸发台内镶嵌连接有点热蒸发网，且点热蒸发网边缘处与吸热边导环内侧

壁连接。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点热蒸发网包括多个与吸水棒相对应的散热蒸发球，相邻所述散

热蒸发球之间固定连接有导热杆，所述散热蒸发球外表面上固定连接有多根均匀分布的复

合分热丝，导热杆起到在点热蒸发网均匀传导热量的作用，对蓄水蒸发台整体进行加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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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热杆起到局部重点加热的作用，可以将热量散发出去迅速加热附近的废水促使废水蒸

发。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复合分热丝包括散热铜丝和缠绕与于散热铜丝上的导水绕卷丝，

所述散热蒸发球包括散热铜球和覆盖于散热铜球外表面的导水外层，且导水外层与导水绕

卷丝连接，所述吸水棒与最下侧复合分热丝上的导水绕卷丝之间连接有导水纤维束，利用

导水纤维束将吸水棒吸收来的水分重点转移至导水绕卷丝上，然后借由导水外层进行分散

后，由散热铜丝快速直接的加热促使其蒸发。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吸热边导环外表面上开设有多个均匀分布的导热内嵌槽，所述导

热内嵌槽内镶嵌连接有柔性导热触手，且柔性导热触手与导热内衬内表面贴合，通过柔性

导热触手可以始终与导热内衬内表面贴合，可以提高热传导的连续性，加快导热速度。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柔性导热触手包括一体的内嵌部、延伸部和贴合部，且导热内嵌槽

与柔性导热触手相匹配，所述内嵌部内镶嵌连接有导热球，所述导热球靠近贴合部一端固

定连接有多根呈放射状分布的导热射丝，所述贴合部内表面上固定连接有多个均匀分布的

助贴磁球，所述导热内衬内镶嵌连接有多块磁铁，可以利用助贴磁球与磁铁之间的磁吸作

用迫使贴合部始终与导热内衬内壁大面积贴合，提高导热效果，然后将热量通过内嵌的特

点加速向吸热边导环传递，提高从导热内衬处的吸热效果，同时利用柔性导热触手的可形

变作用还不影响分散式助蒸发器的升降动作。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柔性导热触手内填充有导热油和导热砂的混合物，且混合质量比

例为1:1，既满足柔性导热触手的可形变作用，同时具有十分优异的导热性，可以充斥于助

贴磁球之间的空隙内进行吸热，然后配合导热射丝和导热球快速转移导热至吸热边导环

上。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吸水棒采用吸水材料制成，所述蓄水蒸发台采用蓄水材料制成。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吸热边导环外端还固定连接有多个均匀分布的导向滑块，所述导

热内衬内壁上开设有多个与导向滑块相匹配的导向滑槽，且导向滑块与导向滑槽之间滑动

连接，提高分散式助蒸发器升降时的稳定性，减少摩擦有利于其随废水的液面进行同步升

降。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点热蒸发网为中空结构，所述点热蒸发网内填充有蓄热材料或者

高温蒸气，点热蒸发网的使用具有两种形式，其一填充蓄热材料，起到平衡和调节热量在时

间上分布的作用，可以在热量足够的时候进行蓄热然后在热量不足的时候放热，保持加热

蒸发废水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高温蒸汽则可以与外界加热的蒸汽连通实现流动式直接加

热，加热蒸发的效果更好。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导热内衬上开设有多个均匀分布的气通孔，且点热蒸发网边缘处

与吸热边导环连通，所述气通孔外固定连接有接引管，所述接引管上安装有电磁阀，所述升

降浮板下端安装有液位传感器，所述点热蒸发网中心处固定连接有向上延伸的回升波纹

管，利用液位传感器判断液面高度，从而遥控相应高度上的接引管电磁阀打开，使得隔热外

壳内的蒸汽可以从此处进入通过吸热边导环与点热蒸发网连通，摒弃热量从导热内衬、柔

性导热触手到吸热边导环上的传导过程中，直接在点热蒸发网内流动加热，大幅提高废水

的蒸发效果。

[0015]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的运用，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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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方案可以实现创新性的在三效蒸发器内引入分散式助蒸发器，采用不断吸收废

水的方式对其进行分散，并将热量进行集中加热，提高被吸收废水与热量接触的充分性，从

而实现快速升温并蒸发的作用，同时分散式助蒸发器可以随液面同步下降，并始终保持高

效的导热连贯性，同时分散式助蒸发器还可以顺带回收废水中的污染物，方便集中处理，甚

至可以采用液位自动监测技术，控制相应高度的气通孔开放与分散式助蒸发器建立连接，

直接迫使高温蒸汽从分散式助蒸发器内部经过进行加热，摒弃热传递过程直接高效加热从

而大幅加速废水的蒸发，显著提高废水减量效率。

[0016] （2）点热蒸发网包括多个与吸水棒相对应的散热蒸发球，相邻散热蒸发球之间固

定连接有导热杆，散热蒸发球外表面上固定连接有多根均匀分布的复合分热丝，导热杆起

到在点热蒸发网均匀传导热量的作用，对蓄水蒸发台整体进行加热，而导热杆起到局部重

点加热的作用，可以将热量散发出去迅速加热附近的废水促使废水蒸发。

[0017] （3）复合分热丝包括散热铜丝和缠绕与于散热铜丝上的导水绕卷丝，散热蒸发球

包括散热铜球和覆盖于散热铜球外表面的导水外层，且导水外层与导水绕卷丝连接，吸水

棒与最下侧复合分热丝上的导水绕卷丝之间连接有导水纤维束，利用导水纤维束将吸水棒

吸收来的水分重点转移至导水绕卷丝上，然后借由导水外层进行分散后，由散热铜丝快速

直接的加热促使其蒸发。

[0018] （4）吸热边导环外表面上开设有多个均匀分布的导热内嵌槽，导热内嵌槽内镶嵌

连接有柔性导热触手，且柔性导热触手与导热内衬内表面贴合，通过柔性导热触手可以始

终与导热内衬内表面贴合，可以提高热传导的连续性，加快导热速度。

[0019] （5）柔性导热触手包括一体的内嵌部、延伸部和贴合部，且导热内嵌槽与柔性导热

触手相匹配，内嵌部内镶嵌连接有导热球，导热球靠近贴合部一端固定连接有多根呈放射

状分布的导热射丝，贴合部内表面上固定连接有多个均匀分布的助贴磁球，导热内衬内镶

嵌连接有多块磁铁，可以利用助贴磁球与磁铁之间的磁吸作用迫使贴合部始终与导热内衬

内壁大面积贴合，提高导热效果，然后将热量通过内嵌的特点加速向吸热边导环传递，提高

从导热内衬处的吸热效果，同时利用柔性导热触手的可形变作用还不影响分散式助蒸发器

的升降动作。

[0020] （6）柔性导热触手内填充有导热油和导热砂的混合物，且混合质量比例为1:1，既

满足柔性导热触手的可形变作用，同时具有十分优异的导热性，可以充斥于助贴磁球之间

的空隙内进行吸热，然后配合导热射丝和导热球快速转移导热至吸热边导环上。

[0021] （7）吸热边导环外端还固定连接有多个均匀分布的导向滑块，导热内衬内壁上开

设有多个与导向滑块相匹配的导向滑槽，且导向滑块与导向滑槽之间滑动连接，提高分散

式助蒸发器升降时的稳定性，减少摩擦有利于其随废水的液面进行同步升降。

[0022] （8）点热蒸发网为中空结构，点热蒸发网内填充有蓄热材料或者高温蒸气，点热蒸

发网的使用具有两种形式，其一填充蓄热材料，起到平衡和调节热量在时间上分布的作用，

可以在热量足够的时候进行蓄热然后在热量不足的时候放热，保持加热蒸发废水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而高温蒸汽则可以与外界加热的蒸汽连通实现流动式直接加热，加热蒸发的效

果更好。

[0023] （9）导热内衬上开设有多个均匀分布的气通孔，且点热蒸发网边缘处与吸热边导

环连通，气通孔外固定连接有接引管，接引管上安装有电磁阀，升降浮板下端安装有液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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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点热蒸发网中心处固定连接有向上延伸的回升波纹管，利用液位传感器判断液面高

度，从而遥控相应高度上的接引管电磁阀打开，使得隔热外壳内的蒸汽可以从此处进入通

过吸热边导环与点热蒸发网连通，摒弃热量从导热内衬、柔性导热触手到吸热边导环上的

传导过程中，直接在点热蒸发网内流动加热，大幅提高废水的蒸发效果。

附图说明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附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附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蒸发器部分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附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吸热边导环部分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附图4为附图3中A处的结构示意图；

附图5为附图2中B处的的结构示意图；

附图6为本发明复合分热丝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附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2蒸发器部分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附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2吸热边导环部分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其中：1、一效加热器；2、一效蒸发器；3、二效加热器；4、二效蒸发器；5、三效加热器；6、

三效蒸发器；7、汽水分离器；8、冷却器；9、自动排水器；101、隔热外壳；102、导热内衬；10、蓄

水蒸发台；11、升降浮板；12、吸水棒；13、吸热边导环；14、柔性导热触手；141、内嵌部、142、

延伸部；143、贴合部；15、导热内嵌槽；16、导热球；17、导热射丝；18、助贴磁球；19、导热杆；

20、散热蒸发球；201、散热铜球；202、导水外层；21、导水纤维束；22、导水绕卷丝；23、散热铜

丝；24、接引管；25、液位传感器；26、回升波纹管；27、导向滑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6] 实施例1：

如附图1-6所示的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废水减量三效蒸发装置，包括一效加热器1、一效

蒸发器2、二效加热器3、二效蒸发器4、三效加热器5和三效蒸发器6并相互连通，三效蒸发器

6连接有汽水分离器7，汽水分离器7连接有冷却器8，冷却器8连接有自动排水器9，一效蒸发

器2、二效蒸发器4和三效蒸发器6均包括隔热外壳101和导热内衬102，导热内衬102内滑动

连接有相匹配的分散式助蒸发器，分散式助蒸发器包括蓄水蒸发台10，蓄水蒸发台10下端

固定连接有升降浮板11，升降浮板11下端固定连接有多个均匀分布的吸水棒12，且吸水棒

12贯穿升降浮板11并与蓄水蒸发台10连接，吸水棒12采用吸水材料制成，蓄水蒸发台10采

用蓄水材料制成，蓄水蒸发台10外侧壁上固定连接有吸热边导环13，蓄水蒸发台10内镶嵌

连接有点热蒸发网，且点热蒸发网边缘处与吸热边导环13内侧壁连接。

[0027] 请参阅图5，点热蒸发网包括多个与吸水棒12相对应的散热蒸发球20，相邻散热蒸

发球20之间固定连接有导热杆19，散热蒸发球20外表面上固定连接有多根均匀分布的复合

分热丝，导热杆19起到在点热蒸发网均匀传导热量的作用，对蓄水蒸发台10整体进行加热，

而导热杆19起到局部重点加热的作用，可以将热量散发出去迅速加热附近的废水促使废水

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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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请参阅图6，复合分热丝包括散热铜丝23和缠绕与于散热铜丝23上的导水绕卷丝

22，散热蒸发球20包括散热铜球201和覆盖于散热铜球201外表面的导水外层202，且导水外

层202与导水绕卷丝22连接，吸水棒12与最下侧复合分热丝上的导水绕卷丝22之间连接有

导水纤维束21，利用导水纤维束21将吸水棒12吸收来的水分重点转移至导水绕卷丝22上，

然后借由导水外层202进行分散后，由散热铜丝23快速直接的加热促使其蒸发。

[0029] 请参阅图3，吸热边导环13外表面上开设有多个均匀分布的导热内嵌槽15，导热内

嵌槽15内镶嵌连接有柔性导热触手14，且柔性导热触手14与导热内衬102内表面贴合，通过

柔性导热触手14可以始终与导热内衬102内表面贴合，可以提高热传导的连续性，加快导热

速度。

[0030] 请参阅图4，柔性导热触手14包括一体的内嵌部141、延伸部142和贴合部143，且导

热内嵌槽15与柔性导热触手14相匹配，内嵌部141内镶嵌连接有导热球16，导热球16靠近贴

合部143一端固定连接有多根呈放射状分布的导热射丝17，贴合部143内表面上固定连接有

多个均匀分布的助贴磁球18，导热内衬102内镶嵌连接有多块磁铁，可以利用助贴磁球18与

磁铁之间的磁吸作用迫使贴合部143始终与导热内衬102内壁大面积贴合，提高导热效果，

然后将热量通过内嵌的特点加速向吸热边导环13传递，提高从导热内衬102处的吸热效果，

同时利用柔性导热触手14的可形变作用还不影响分散式助蒸发器的升降动作，柔性导热触

手14内填充有导热油和导热砂的混合物，且混合质量比例为1:1，既满足柔性导热触手14的

可形变作用，同时具有十分优异的导热性，可以充斥于助贴磁球18之间的空隙内进行吸热，

然后配合导热射丝17和导热球16快速转移导热至吸热边导环13上。

[0031] 吸热边导环13外端还固定连接有多个均匀分布的导向滑块，导热内衬102内壁上

开设有多个与导向滑块相匹配的导向滑槽27，且导向滑块与导向滑槽27之间滑动连接，提

高分散式助蒸发器升降时的稳定性，减少摩擦有利于其随废水的液面进行同步升降。

[0032] 点热蒸发网为中空结构，点热蒸发网内填充有蓄热材料或者高温蒸气，点热蒸发

网的使用具有两种形式，其一填充蓄热材料，起到平衡和调节热量在时间上分布的作用，可

以在热量足够的时候进行蓄热然后在热量不足的时候放热，保持加热蒸发废水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而高温蒸汽则可以与外界加热的蒸汽连通实现流动式直接加热，加热蒸发的效果

更好。

[0033] 实施例2：

请参阅图7，导热内衬102上开设有多个均匀分布的气通孔，且点热蒸发网边缘处与吸

热边导环13连通，此时吸热边导环13上可以不采用柔性导热触手14而改成内凹槽的形式，

请参阅图8，值得注意的是，在吸热边导环13上的内凹槽上下边缘可以设置密封圈的形式来

提高密封性，防止高温蒸汽从缝隙处进入到导热内衬102内部空间，气通孔外固定连接有接

引管24，接引管24上安装有电磁阀，升降浮板11下端安装有液位传感器25，点热蒸发网中心

处固定连接有向上延伸的回升波纹管26，回升波纹管26出去的蒸汽可以与原先的蒸汽汇

合，利用液位传感器25判断液面高度，从而遥控相应高度上的接引管24电磁阀打开，使得隔

热外壳101内的蒸汽可以从此处进入通过吸热边导环13与点热蒸发网连通，摒弃热量从导

热内衬102、柔性导热触手14到吸热边导环13上的传导过程中，直接在点热蒸发网内流动加

热，大幅提高废水的蒸发效果。

[0034] 电磁阀和液位传感器25之间的电路连接和控制方式均为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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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0035] 本发明可以实现创新性的在三效蒸发器内引入分散式助蒸发器，采用不断吸收废

水的方式对其进行分散，并将热量进行集中加热，提高被吸收废水与热量接触的充分性，从

而实现快速升温并蒸发的作用，同时分散式助蒸发器可以随液面同步下降，并始终保持高

效的导热连贯性，同时分散式助蒸发器还可以顺带回收废水中的污染物，方便集中处理，甚

至可以采用液位自动监测技术，控制相应高度的气通孔开放与分散式助蒸发器建立连接，

直接迫使高温蒸汽从分散式助蒸发器内部经过进行加热，摒弃热传递过程直接高效加热从

而大幅加速废水的蒸发，显著提高废水减量效率。

[0036]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具体应用范例，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构成任何限制。凡采用

等同变换或者等效替换而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权利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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