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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 MVR 离心薄膜蒸发浓缩
系统，包括离心薄膜蒸发器、进料装置、出料装置
和真空泵，进料装置与离心薄膜蒸发器的进料口
连接，真空泵与离心薄膜蒸发器的通气口连接 ；
离心薄膜蒸发器包括与进料口连接的布料装置、
位于底部的蒸汽入口以及设置于布料装置外侧的
储藏槽 ；
布料装置带有设置于离心薄膜蒸发器中
心能够沿着垂直方向旋转的蒸发面，储藏槽收集
蒸发面上的浓缩料液 ；
出料装置与储藏槽连接 ；
MVR 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还包括水蒸汽压缩系
统，离心薄膜蒸发器的蒸汽出口与水蒸汽压缩系
统的蒸汽入口相连接，水蒸汽压缩系统的蒸汽出
口与离心薄膜蒸发器的蒸汽入口连接。本实用新
型的结构不仅能够节能、高效浓缩物料，而且更便
于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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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MVR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
包括离心薄膜蒸发器(1 )、
进料装置、
出料装置和真
空泵( 8 )，
所述的进料装置与离心薄膜蒸发器(1 )的进料口( 4 )连接，
所述的真空泵( 8 )与离
心薄膜蒸发器(1)的通气口(3)连接；
所述的离心薄膜蒸发器( 1 )包括与进料口( 4 )连接的布料装置( 5 )、
位于底部的蒸汽入
口(12 )以及设置于布料装置( 5 )外侧的储藏槽( 7 )；
所述的布料装置( 5 )带有设置于离心薄
膜蒸发器(1 )中心能够沿着垂直方向旋转的蒸发面(6)，
所述的储藏槽(7 )收集蒸发面(6)上
的浓缩料液；
所述的出料装置与储藏槽(7)连接；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MVR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还包括水蒸汽压缩系统( 9 )，
所述的离
心薄膜蒸发器的蒸汽出口(10 )与水蒸汽压缩系统( 9 )的蒸汽入口相连接，
所述的水蒸汽压
缩系统(9)的蒸汽出口与离心薄膜蒸发器的蒸汽入口(12)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MVR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蒸发面( 6 )为
圆锥形蒸发面。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MVR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 ，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蒸发面
(6)为单膜或多膜。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MVR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进料装置包
括储料罐(14 )和进料泵(13 )，
所述的进料泵(13 )连接储料罐(14 )和离心薄膜蒸发器(1 )的
进料口(4)。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MVR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出料装置为
出料管(16)，
所述的出料管(16)连接储藏槽(7)和离心薄膜蒸发器(1)的出料口(2)。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MVR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储料罐( 14 )
还包括回料口(15)，
所述的离心薄膜蒸发器(1)的出料口(2)与回料口(15)连通。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MVR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离心薄膜蒸
发器(1 )还包括位于底部的冷凝水流出管(11 )，
所述的冷凝水流出管(11 )将离心薄膜蒸发
器(1)底部的冷凝水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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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MVR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MVR蒸发浓缩系统 ，
特别涉及一种MVR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能源消耗的增长，
尤其是一次能源消费的强劲增长，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持续增加，
到2030年的排放比目前将高出27％。作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耗大国，
我国的节能减
排任务艰巨 ，
为了能实现减少碳排放的承诺，
在“十二五”规划中，
我国将节能环保技术作为
“战略新兴产业”的主要内容。
工业蒸发是一次能源的消耗大户，
在化工、
食品、
医药、
环保等
领域，
溶液的浓缩、
结晶都是利用工业蒸发来实现。传统的蒸发工艺多采用多效蒸发技术，
其能耗高、
占地面积大。
[0003] 离心薄膜蒸发装置一般通过薄膜化可增加蒸发面积和导热系数，
适合于短时间内
进行高浓缩的过程，
尤其适合于浓缩果汁、
肉、
鱼类和贝类浓缩食品等对温度敏感的产品。
通过尽量多地从原料液生成蒸汽，
可提高产品的原料收获率，
尤其是在大部分原料液可形
成 产 品 蒸 汽 的 情 况 下 ，尽 量 减 少 残 渣 的 排 出 量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如 中 国 发 明 专 利
( CN101274145A )公开一种离心薄膜蒸发装置，
具体包括在反应槽的一端提高原料液，
通过
叶片的离心力使所述的原料液沿着反应槽内壁形成液膜、
发生蒸汽，
将浓缩液排出，
排气口
排出蒸汽，
通过在叶片的后方区域沿着反应槽内壁设置环形的堤坝部，
测量液膜厚度，
以形
成设定的液膜厚度的方式控制所述原料液的供给量。
该发明的装置没有有效的利用二次蒸
汽，
能耗过大。
[0004] MVR是机械蒸汽再压缩技术( Mechanical Vapor Recompression )的简称，
是重新
利用它自身产生的二次蒸汽的能量，
从而减少对外界能源需求的一项节能技术。机械蒸汽
再压缩是一种蒸发工艺，
是用机械方法将蒸发器产生的二次蒸汽再压缩，
使其压力、
温度上
升，
提高内能之后，
再返回原蒸发器，
取代生蒸汽作为热源使用，
使二次蒸汽中的潜热得到
充分利用，
可以达到节能目的。机械蒸汽再压缩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化工、制药、
食品、
造纸、
污水处理、
海水淡化等行业。
[0005] MVR技术与多效蒸发技术相比 ，
完全回收量二次蒸汽，
摆脱了对蒸汽锅炉的依赖，
并避免了冷却塔和冷却水的消耗、
能耗。
由于其显著的节能特性，
MVR系统只需要注入少量
能量就可维持系统运行。
[0006] 如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CN204380287U )公开一种MVR蒸发器，
包括汽水分离器、
MVR
装置和依次连接的预热器、加热器与蒸发器，
所述蒸发器的蒸汽出口和加热器的冷凝水出
口均与汽水分离器的入口连接，
所述汽水分离器的气体出口与MVR装置的进口连接，
所述汽
水分离器的液体出口与预热器的热水入口连接，
所述加热器的蒸汽入口与一次蒸汽管道和
MVR装置的出口连接。
[0007] 但是，
现有的MVR技术还存在着一些缺陷，
无论是横管还是列管的MVR蒸发部，
其管
路之间的缝隙都非常难清洗，
容易造成管路结垢、
物料污染等问题，
给工业化应用生产带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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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
其次，
传统的MVR蒸发系统通常仍需分离器对产生的二次蒸汽进行再分离。
发明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MVR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
能够节能、
高效浓缩物料的同
时，
更便于清洗。
[0009]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MVR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
包
括离心薄膜蒸发器、
进料装置、
出料装置和真空泵，
进料装置与离心薄膜蒸发器的进料口连
接，
真空泵与离心薄膜蒸发器的通气口连接；
离心薄膜蒸发器包括与进料口连接的布料装
置、
位于底部的蒸汽入口以及设置于布料装置外侧的储藏槽；
布料装置带有设置于离心薄
膜蒸发器中心能够沿着垂直方向旋转的蒸发面，
储藏槽收集蒸发面上的浓缩料液；
出料装
置与储藏槽连接；
MVR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还包括水蒸汽压缩系统，
离心薄膜蒸发器的蒸
汽出口与水蒸汽压缩系统的蒸汽入口相连接，
水蒸汽压缩系统的蒸汽出口与离心薄膜蒸发
器的蒸汽入口连接。
[0010] 离心薄膜蒸发器，
能够在真空状态下从高速离心的溶液中快速蒸发出二次蒸汽，
二次蒸汽进入水蒸汽压缩系统后，
通过水蒸汽压缩系统使二次蒸汽的压力和温度升高，
提
高其熵值，
并作为热源重复使用。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的蒸汽出口和水蒸汽压缩系统的
蒸汽入口相连，
水蒸汽压缩系统的蒸汽出口与离心薄膜蒸发器的蒸汽入口相连。
其中，
离心
薄膜蒸发浓缩系统可在完成对溶液的浓缩后，
通过进料系统直接对蒸发器进行清洗，
操作
简单，
清洗效果好，
较好的解决了传统MVR蒸发系统清洁死角多、
难清洗，
管路结垢、
物料污
染等问题。
[0011] 优选地，
所述离心薄膜蒸发器为立式或卧式，
可拆卸，
易清洗。作为优选蒸发面为
圆锥形蒸发面。
进一步优选蒸发面为单膜或多膜。
[0012] 进料装置包括储料罐和进料泵，
所述的进料泵连接储料罐和离心薄膜蒸发器的进
料口。
进料速度可以通过进料泵进行控制，
可以针对不同浓缩对象进行进料速度的控制，
使
得浓缩效果最佳。
[0013] 出料装置为出料管，
所述的出料管连接储藏槽和离心薄膜蒸发器的出料口。储藏
槽收集蒸发面上的浓缩料液，
浓缩料液聚集在储藏槽上，
由于离心力的作用通过出料管排
出离心薄膜蒸发器。
[0014] 所述的储料罐还包括回料口 ，
所述的离心薄膜蒸发器出料口与回料口连通。离心
薄膜蒸发器出料口与回料口连接可以对浓缩料液进行二次浓缩，
针对浓缩要求高的料液可
以重复进行浓缩以达到要求。
[0015] 离心薄膜蒸发器还包括位于底部的冷凝水流出管，
所述的冷凝水流出管将离心薄
膜蒸发器底部的冷凝水排除。
由于料液本身的温度低于离心薄膜蒸发器内蒸汽的温度，
在
加热过程中有一部分的蒸汽会先凝结，
为了提高浓缩料液的浓度，
需要将冷凝水排出，
使得
浓缩效果进一步提高。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采用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可大大地提高料液在加热
面上的传送能力，
提高了流速及传热系数，
使产品质量有很大提高，
特别是对热敏性物料效
果更佳；
另外，
高速的离心作用使料液的汽液二相能很好的分离，
不需另设分离装置；
再结
合MVR系统回收二次蒸汽，
减少能源消耗，
同时克服了常规MVR蒸发系统设备难清洗的缺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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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该MVR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可操作性更强，
应用领域更广，
能够满足多种生产需求。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MVR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其中，
1、
离心薄膜蒸发器；
2、
出料口；
3、
通气口；
4、
进料口；
5、
布料装置；
6、
蒸发面；
7、
储藏槽；
8、
真空泵；
9、
水蒸汽压缩系统；
10、
离心薄膜蒸发器的蒸汽出口 ；
11、
冷凝水流出
管；
12、
离心薄膜蒸发器的蒸汽入口；
13、
进料泵；
14、
储料罐；
15、
回料口；
16、
出料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本实施例在以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
为前提下进行实施，
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过程，
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包括但不限
于下述的实施例。
[0020] 如图1所示，
一种MVR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
包括离心薄膜蒸发器1、
进料装置、
出
料装置和真空泵8，
进料装置与离心薄膜蒸发器1的进料口4连接，
真空泵8与离心薄膜蒸发
器1的通气口3连接；
离心薄膜蒸发器1包括与进料口4连接的布料装置5、
位于底部的蒸汽入
口12以及设置于布料装置5外侧的储藏槽7；
布料装置5带有设置于离心薄膜蒸发器1中心能
够沿着垂直方向旋转的蒸发面6，
储藏槽7收集蒸发面6上的浓缩料液；
出料装置与储藏槽7
连接；
MVR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还包括水蒸汽压缩系统9，
离心薄膜蒸发器的蒸汽出口10
与水蒸汽压缩系统9的蒸汽入口相连接，
水蒸汽压缩系统9的蒸汽出口与离心薄膜蒸发器的
蒸汽入口12连接。
[0021] 蒸发面6为圆锥形蒸发面，
蒸发面6为多膜。进料装置包括储料罐14和进料泵13，
进
料泵13连接储料罐14和离心薄膜蒸发器1的进料口4。出料装置为出料管16，
出料管16连接
储藏槽7和离心薄膜蒸发器出料口2。
储料罐14还包括回料口15，
离心薄膜蒸发器出料口2与
回料口15连通。
离心薄膜蒸发器1还包括位于底部的冷凝水流出管11，
冷凝水流出管11将离
心薄膜蒸发器1底部的冷凝水排除。
[002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采用的是立式多膜离心薄膜蒸
发器，
从离心薄膜蒸发器1的蒸汽入口12通入一次蒸汽，
系统通过一次蒸汽预热启动后，
进
料泵13将储料罐14中料液导入离心薄膜蒸发器1，
通过布料装置5将料液导入到圆锥形蒸发
面6上，
在真空泵8抽真空状态下对高速离心的溶液进行蒸发得二次蒸汽，
二次蒸汽经蒸汽
压缩系统9，
提高其压力和温度，
并重新输入离心薄膜蒸发浓缩系统，
作为蒸发热源，
极大的
避免了资源浪费，
节约了成本。
浓缩后的料液，
在高速离心力的作用下聚集在储藏槽7，
储藏
槽7内的浓缩料液通过出料管16回流至储液罐14或直接导入浓缩液储罐中。离心薄膜蒸发
器可大大地提高料液在加热面上的传送能力，
提高了流速及传热系数，
在提高蒸发效率的
同时，
使产品质量有很大提高，
特别是对热敏性物料效果更佳；
而且，
在真空状态下高速旋
转所形成的动能既能使加热蒸汽达到滴状冷凝来获得极高的给热系数；
又使料液的汽液二
相能很好的分离，
不需另设分离装置；
离心薄膜蒸发器的蒸发面平坦、
无清洁死角，
克服了
常规MVR蒸发系统设备难清洗的缺点，
使得该MVR离心薄膜蒸发系统可操作性更强，
应用领
域更广，
能够满足多种生产需求。
[0023] 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是为了示例和描述起见而给出的，
而并不是无遗漏的或者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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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限于所公开的形式。
很多修改和变化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
见的。选择和描述实施例是为了更好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实际应用，
并且使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能够理解本实用新型从而设计适于特定用途的带有各种修改的各种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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