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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三效蒸发罐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三效蒸发罐，
包括罐
体，
所述罐体内设置有除沫器，
所述罐体侧边设
置有溢流管口和循环水入口，
所述溢流管口位于
除沫器下方，
所述罐体顶端还设置有真空管口 ，
罐体底端设置有循环水出口。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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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经过严密的计算和大量的实验验证后，
在罐
体侧边除沫器下方位置设置溢流管口，
液位到达
溢流管口即自动溢出，
可有效控制液位最高点，
完全避免因高盐废水浓缩后高含固量及高真空
度导致的液位控制失真失灵的情况发生，
从而有
效保证三效蒸发系统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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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三效蒸发罐，
其特征在于，
包括罐体，
所述罐体内设置有除沫器，
所述罐体侧边
设置有溢流管口和循环水入口，
所述溢流管口位于除沫器下方，
所述罐体顶端还设置有真
空管口，
罐体底端设置有循环水出口。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效蒸发罐，
其特征在于，
所述除沫器为旋风除沫器。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效蒸发罐，
其特征在于，
所述罐体侧边还设置有液位
计。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效蒸发罐，
其特征在于，
所述真空管口上方还设置有抽
真空泵，
所述抽真空泵与真空管口相连通。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效蒸发罐，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三效换热器，
分别通过
管道与循环水出口和循环水入口相连通。
6 .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一种三效蒸发罐，
其特征在于，
所述循环水出口位于液位
计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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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效蒸发罐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化工设备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三效蒸发罐。
背景技术
[0002] 三效蒸发器，
提取浓缩设备，
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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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原先所使用的用于高盐废水的浓缩蒸发的三效蒸
发器，
其中的三效蒸发罐液位控制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因高盐废水浓缩后高含固量及高真空
度导致液位控制失真失灵，
从而造成高液位冲料而影响三效蒸发器系统的正常运行。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三效蒸发罐，
在罐体上设置溢流管
口，
有效控制液位最高点，
从而有效保证三效蒸发系统的正常运行。
[0004]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三效蒸发罐，
包括罐体，
所述罐体内设置有除沫器，
所述罐体侧边设置有溢流
管口和循环水入口，
所述溢流管口位于除沫器下方，
所述罐体顶端还设置有真空管口，
罐体
底端设置有循环水出口。
[0006] 进一步的，
所述除沫器为旋风除沫器。
[0007] 进一步的，
所述罐体侧边还设置有液位计。
[0008] 进一步的，
所述真空管口上方还设置有抽真空泵，
所述抽真空泵与真空管口相连
通。
[0009] 进一步的，
还包括三效换热器，
分别通过管道与循环水出口和循环水入口相连通。
[0010] 进一步的，
所述循环水出口位于液位计下方。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经过严密的计算和大量的实验验证后，
在罐体侧边除
沫器下方位置设置溢流管口，
液位到达溢流管口即自动溢出，
可有效控制液位最高点，
完全
避免因高盐废水浓缩后高含固量及高真空度导致的液位控制失真失灵的情况发生，
从而有
效保证三效蒸发系统的正常运行。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其中：
1、
罐体，
2、
除沫器，
3、
液位计，
4、抽真空泵，
5、
三效换热器，
11、
溢流管口，
12、
循环水入口，
13、
真空管口，
14、
循环水出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了加深对本实用新型的理解，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
详述，
该实施例仅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
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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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
一种三效蒸发罐，
包括罐体1和三效换热器5，
罐体1内设置有除沫器2，
除沫器2为旋风除沫器，
罐体1侧边设置有溢流管口11和循环水入口12，
溢流管口11位于除
沫器2下方，
底端设置有循环水出口14，
顶端设置有真空管口13，
真空管口13上方还设置有
抽真空泵4，
抽真空泵4与真空管口13相连通，
还包括三效换热器5，
三效换热器5分别通过管
道与循环水出口14和循环水入口12相连通，
罐体1侧边还设置有液位计3，
液位计3顶端位于
溢流管口11下方，
循环水出口14位于液位计3下方。
[0016] 上述一种三效蒸发罐，
用于蒸发自二效蒸发罐流入的高盐废水时，
从罐体1底端的
循环水出口14流出，
经三效换热器5加热后从循环水入口12流入罐体1内，
并不断循环下去，
在三效换热器5的热能作用下，
高盐废水中的水分蒸发出来，
在抽真空泵13的作用下，
蒸发
出来的水分经旋风除沫器2从真空管口13抽出，
经旋风除沫器2时水蒸气中夹杂的小颗粒盐
分被旋风除沫器2拦截住，
保证了抽出的水蒸气的纯净度，
在此过程中，
通过液位计3观察罐
体1内的液位高度，
由液位高度间接地对罐体1内的蒸发过程中的高盐废水的浓度和循环量
进行计算和控制，
溢流管口11的位置高度经过严密计算和大量实验验证后得出，
为一个极
端位置点，
罐体1内的高盐废水液位高于此点时，
就易发生液位控制失真失灵情况，
蒸发过
程中一旦液位到达溢流管口11位置处，
则自动从溢流管口11处流出至原液池，
完全避免因
高盐废水浓缩后高含固量及高真空度导致的液位控制失真失灵的情况发生，
从而有效保证
三效蒸发系统的正常运行，
不断循环的过程中随着水分都被蒸发掉，
高盐废水中的盐分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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