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449181.X

(22)申请日 2017.06.1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99522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8.01

(73)专利权人 海南师范大学

地址 571158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路99号

(72)发明人 史载锋　张大帅　张小朋　李晨　

吴迪　王向辉　朱林华　林强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天翼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32112

代理人 汤志武

(51)Int.Cl.

C02F 1/44(2006.01)

B01D 61/36(2006.01)

B01D 65/02(2006.01)

B01D 63/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1435608 A,2009.05.20

WO 2014020461 A1,2014.02.06

WO 2013023289 A1,2013.02.21

审查员 刘静

 

(54)发明名称

一种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方法及蒸馏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方

法及蒸馏装置。一种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方法，

高浓度盐水以间歇式进料方式进入中空纤维膜

组件装置。高浓度盐水以间歇式进料方式进入中

空纤维膜组件装置，使原料液在流动过程中压力

发生变化，进而引起附着在膜表面的沉积物疏松

或脱落，减轻膜污染。本发明方法间歇式膜蒸馏

流能够有效的控制膜污染，强化法对流体造成扰

动，有效地抑制晶体的正常形成，导致膜面晶体

富集程度最小，且有效的减少了晶体在膜表面的

沉积，有效的控制膜蒸馏时的膜污染，具有良好

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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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加热装置、自吸泵、中空纤维

膜组件装置、吹气装置、冷凝收集装置、时间继电器和第一电磁阀以及三通阀；加热装置、自

吸泵、第一电磁阀和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顺序相接，时间继电器设在加热装置和自吸泵之

间或者时间继电器设在自吸泵和第一电磁阀之间或者时间继电器并联在第一电磁阀上；三

通阀包括第一进口、第一出口和第二出口，三通阀的第一进口与自吸泵相接，三通阀的第一

出口与第一电磁阀相接，三通阀的第二出口与加热装置相接；吹气装置、中空纤维膜组件装

置和冷凝收集装置顺序相接；

所述加热装置、自吸泵、第一电磁阀、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和加热装置顺序相接、形成

循环；

所述冷凝收集装置包括冷凝管、渗透液收集器和低温冷却液循环泵，低温冷却液循环

泵、冷凝管上的冷却水进口、冷凝管上的冷却水出口和低温冷却液循环泵依次连通、并形成

循环；其中，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冷凝管和渗透液收集器顺序相接，所述渗透液收集器放

置在天平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装置，其特征在于：冷凝收集装置还包

括第一液体流量计，低温冷却液循环泵、第一液体流量计、冷凝管上的冷却水进口、冷凝管

上的冷却水出口和低温冷却液循环泵依次连通、并形成循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装置，其特征在于：自吸泵和电磁阀之

间设有第二液体流量计；吹气装置和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之间设有气体流量计；加热装置

的进料口设有第二电磁阀和原水泵，原水泵、第二电磁阀和加热装置依次相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装置，其特征在于：时间继电器有两

个，分别为第一时间继电器和第二时间继电器，第一时间继电器设在加热装置和自吸泵之

间，第二时间继电器并联在第一电磁阀上。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装置，其特征在于：加热装置为太阳能

热水循环进样装置，太阳能热水循环进样装置内设有太阳能热水器和恒温槽；中空纤维膜

组件装置所用膜为聚偏氟乙烯中空纤维膜、聚四氟乙烯中空纤维膜或聚丙烯中空纤维膜。

6.一种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高浓度盐水

的膜蒸馏装置进行膜蒸馏，高浓度盐水以间歇式进料方式进入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方法，其特征在于：加热后的高浓度盐水，

以间歇进料方式进入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水蒸气通过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中的膜孔进入

至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的管程，再利用吹气装置将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中的水蒸气吹扫至

冷凝管冷凝后收集，其中热原料液与气泵吹的冷风通过各自流道逆流经过膜组件。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6995228 B

2



一种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方法及蒸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方法及蒸馏装置，属于高浓度盐水浓缩技术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膜蒸馏(MD)是膜技术与蒸馏技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新型膜分离技术。它以膜两

侧的蒸汽压作为传质推动力，具有能耗低、污染小、截留率高等优点，且能深度浓缩反渗透

(RO)等膜分离工艺难以处理的高浓度海水、工业高含盐废水等。

[0003] 公开号为CN102491577A的中国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多级串联膜蒸馏浓盐水淡化

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浓盐水蒸馏前的预热、膜蒸馏及蒸馏后蒸汽冷凝获得淡水，其

中膜蒸馏采用3～5级膜蒸馏单元，每级膜蒸馏单元的膜组件的膜面积视操作规模不同使用

不同个数膜组件，膜组件间采用串联方式连接，浓盐水经预热后依次进入3～5级膜蒸馏单

元进行蒸馏，3～5级膜蒸馏单元之间进水需要保温。优点是多级连续性强易于工业化生产，

缺点是在此过程中高温真空处理耗能较大，在最后一级采用盐酸反冲洗造成一定污染。

[0004] 公开号为CN103663627A的中国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膜蒸馏浓缩及利用浓海水装

置的浓缩方法，将海水淡化产生的浓盐水加热，然后用料液泵抽出，进入到非对称疏水中空

纤维膜蒸馏组件，膜蒸馏浓缩的盐水部分回流到进水池，部分进入到结晶室进行结晶；透过

膜蒸馏组件的水蒸汽在膜两侧压差驱动下到达冷侧，经过真空抽吸泵抽吸到冷凝器进行冷

凝，形成淡水，收集到淡水箱。优点是通过结晶室的设置可以适当的减少膜污染，缺点是浓

盐水加热耗能较大。

[0005] 公开号为CN101302048的中国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利用经济能源的膜蒸馏海水淡

化装置，包括膜组件、海水储罐和淡水储罐，膜组件热侧设有海水进、出口，冷侧设有蒸汽出

口，所述膜组件的海水进口通过料液泵与海水储罐的出口相连接，膜组件的海水出口和蒸

汽出口连接于同一热泵，热泵的海水出口与海水储罐相连接，热泵的淡水出口与淡水储罐

的进口相连接，海水储罐的进口连接有海水加热装置。发明公开的淡化装置膜组件的海水

出口和蒸汽出口连接于一热泵，实现了海水对蒸汽热量的回收，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而且

不需要专门的冷却设备对蒸汽进行冷凝，节省了制造成本。优点是成本低廉、能源使用效率

高，缺点是未考虑到膜污染和处理方面的问题。

[0006] 申请号为200520005444.0的专利公开了一种太阳能膜蒸馏装置，包括：热工质加

热装置、膜组件、冷工质冷却装置、驱动装置和连接各部件的管路，在所述热工质加热装置

中加入热太阳能加热装置，冷工质冷却装置采用太阳能冷却装置，驱动装置采用太阳能发

电装置。优点是整个装置利用太阳能加热和冷却、驱动循环泵工作，采用的是清洁能源，缺

点是制造成本较高。

[0007] 公开号为CN106076121A的中国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膜蒸馏脱盐方法，本方法是一

种采用多通道陶瓷膜进行膜蒸馏脱盐的分离工艺。利用有机物表面接枝改性的方法，对多

通道陶瓷膜表面亲疏水性进行调控，制备出疏水性能良好的陶瓷膜。将改性后的陶瓷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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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膜蒸馏的脱盐过程，原料液中水分子以蒸汽形式透过膜孔，其中无机盐和大分子等物

质则被截留，从而达到分离纯化的效果。优点是陶瓷膜增强了膜的强度，缺点是膜污染需要

再处理，增加了运行成本。

发明内容

[0008]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耗能大、成本高、存在酸污染等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

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方法及蒸馏装置。

[0009]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0] 一种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方法，其特征在于：高浓度盐水以间歇式进料方式进入

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

[0011] 本申请适于各种浓度盐水的处理，尤其是饱和度大于80％的高浓度盐水。

[0012] 高浓度盐水以间歇式进料方式进入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使原料液在流动过程中

压力发生变化，进而引起附着在膜表面的沉积物疏松或脱落，减轻膜污染。

[0013] 为了节约能源、减少膜污染，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方法，加热后的高浓度盐水，以

间歇进料方式进入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水蒸气通过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中的膜孔进入至

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的管程，再利用吹气装置将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中的水蒸气吹扫至冷

凝管冷凝后收集。

[0014] 高浓度盐水以间歇式进料，使原料液在流动过程中压力发生变化，进而引起附着

在膜表面的沉积物疏松或脱落，减轻膜污染。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可灵活放大至多组多级

排布，既可小规模装置处理，也可以大范围集的新型膜蒸馏高浓度盐水。

[0015] 本发明通过间歇进料控制盐结晶，减少膜污染，操作简单，连续良好，同时采用太

阳能集热装置为热源，降低装置运行成本。

[0016] 一种用于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装置，包括加热装置、自吸泵、中空纤维膜组件装

置、吹气装置、冷凝收集装置、时间继电器和第一电磁阀；加热装置、自吸泵、第一电磁阀和

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顺序相接，时间继电器设在加热装置和自吸泵之间或者时间继电器设

在自吸泵和第一电磁阀之间或者时间继电器并联在第一电磁阀上；吹气装置、中空纤维膜

组件装置和冷凝收集装置顺序相接。

[0017] 上述吹气装置包括气泵。

[0018] 在上述膜蒸馏中，采用时间继电器及第一电磁阀实现间歇进料，产生的间歇流具

备良好湍流效果且节约能耗。

[0019] 上述在膜组件(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的进口处设置第一电磁阀，时间继电器控制

自吸泵与第一电磁阀的开停，使料液以间歇进料的方式进入组件，利用间歇流产生的瞬态

变化压力波提高膜壳程热料液的湍流程度，强化膜上游侧液‑膜界面的传质传热。

[0020] 使用时，高浓度盐水由加热装置加热后，在自吸泵的作用下、及时间继电器和第一

电磁阀的控制下，以间歇的方式进入中空纤维膜组件，水蒸气通过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中

的膜孔进入至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的管程，再利用吹气装置将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中的水

蒸气吹扫至冷凝管冷凝后收集。

[0021] 为了减少能源浪费，加热装置、自吸泵、第一电磁阀、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和加热

装置顺序相接、形成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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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空纤维膜组件中的产生的浓盐水回流到加热装置。

[0023] 为了更加准确第控制进入膜组件的流量，上述用于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装置，还

包括三通阀，三通阀包括第一进口、第一出口和第二出口，三通阀的第一进口与自吸泵相

接，三通阀的第一出口与电磁阀相接，三通阀的第二出口与加热装置相接。

[0024] 这样可更好的实现流量的控制。

[0025] 为了长时间连续运行，提高效率，冷凝收集装置包括冷凝管、渗透液收集器和低温

冷却液循环泵，低温冷却液循环泵、冷凝管上的冷却水进口、冷凝管上的冷却水出口和低温

冷却液循环泵依次连通、并形成循环；其中，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冷凝管和渗透液收集器

顺序相接。低温冷却液循环泵的作用是为了降低冷凝液的温度。

[0026] 为了提高控制的准确性，冷凝收集装置还包括第一液体流量计，低温冷却液循环

泵、第一液体流量计、冷凝管上的冷却水进口、冷凝管上的冷却水出口和低温冷却液循环泵

依次连通、并形成循环。

[0027] 为了方便使用，自吸泵和电磁阀之间设有第二液体流量计；吹气装置和中空纤维

膜组件装置之间设有气体流量计；加热装置的进料口设有第二电磁阀和原水泵，原水泵、第

二电磁阀和加热装置依次相接。

[0028] 上述第二电磁阀与原水泵联动，由太阳能热水器内液位调节，液位低时打开进口

电磁阀，启动原水泵，反之关闭。

[0029] 为了更好地控制间歇进料，时间继电器有两个，分别为第一时间继电器和第二时

间继电器，第一时间继电器设在加热装置和自吸泵之间，第二时间继电器并联在第一电磁

阀上。

[0030] 为了节约能源，同时提高装置的使用寿命，加热装置为太阳能热水循环进样装置，

太阳能热水循环进样装置内设有太阳能热水器和恒温槽；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所用膜为聚

偏氟乙烯(PVDF)中空纤维膜、聚四氟乙烯(PTFE)中空纤维膜或聚丙烯(PP)中空纤维膜。

[0031] 高浓度盐水通过太阳能热水器加热后，以间歇的形式通过循环自吸泵进入恒温

槽，流向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水蒸气通过膜孔进入至组件的管程，同时采用吹气系统的气

泵垂直向下吹扫膜腔侧的渗透蒸汽，在组件外经冷凝管冷凝成小液滴，并由渗透液收集器

收集。

[0032] 高浓度盐水通过太阳能热水器加热后进入恒温槽，通过循环自吸泵以间歇的形式

流向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

[0033] 本申请各部件之间的所有连接管路、水泵和气混泵等均由耐腐蚀材料制备。

[0034] 本发明未提及的技术均参照现有技术。

[0035] 本发明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方法及蒸馏装置，通过间歇进料控制盐结晶，减少膜

污染，操作简单，连续性好，同时显著降低装置投资和运行成本，且能耗低、无酸污染。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本发明用于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2为三种膜系统(新膜a、300min稳定流膜蒸馏污染的膜b、300min间歇式膜蒸馏

后污染的膜c)的SEM图。

[0038] 图中，1浓盐水、2加热装置、3第一时间继电器、4自吸泵、5三通阀、6、第二液体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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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7第一电磁阀、8第二时间继电器、9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10气体流量计、11吹气装置、

12、压力控制阀、13冷凝管、14渗透液收集器、15天平、16低温冷却液循环泵、17第一液体流

量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的内容，但本发明的

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40] 实施例1

[0041] 如图所示，用于高浓度盐水的膜蒸馏装置，包括加热装置、自吸泵、中空纤维膜组

件装置、吹气装置、冷凝收集装置、三通阀、第一时间继电器、第二时间继电器和第一电磁

阀；加热装置、自吸泵、第一电磁阀、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和加热装置顺序相接、形成循环，

第一时间继电器设在加热装置和自吸泵之间，第二时间继电器并联在第一电磁阀上；吹气

装置、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和冷凝收集装置顺序相接；三通阀包括第一进口、第一出口和第

二出口，三通阀的第一进口与自吸泵相接，三通阀的第一出口与电磁阀相接，三通阀的第二

出口与加热装置相接；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进口/出口的料液的温度、压强、流速分别有温

度指示器TI、压力指示器PI及液体转子流量计测定，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出来的渗透液的

电导率由电导率指示器CI测定。

[0042] 冷凝收集装置包括冷凝管、渗透液收集器、第一液体流量计和低温冷却液循环泵，

低温冷却液循环泵、第一液体流量计、冷凝管上的冷却水进口、冷凝管上的冷却水出口和低

温冷却液循环泵依次连通、并形成循环；其中，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冷凝管和渗透液收集

器顺序相接；

[0043] 自吸泵和电磁阀之间设有第二液体流量计；吹气装置和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之间

设有气体流量计；加热装置的进料口设有第二电磁阀和原水泵，原水泵、第二电磁阀和加热

装置依次相接；第二电磁阀与原水泵联动，由太阳能热水器内液位调节，液位低时打开进口

电磁阀，启动原水泵，反之关闭；

[0044] 加热装置为太阳能热水循环进样装置，太阳能热水循环进样装置内设有太阳能热

水器和恒温槽；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所用膜为聚偏氟乙烯中空纤维膜。

[0045] 上述在膜组件(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的进口处设置第一电磁阀，时间继电器控制

自吸泵与第一电磁阀的开停，使料液以间歇进料的方式进入组件，利用间歇流产生的瞬态

变化压力波提高膜壳程热料液的湍流程度，强化膜上游侧液‑膜界面的传质传热。

[0046] 使用时，高浓度盐水由加热装置加热后，在自吸泵的作用下、及时间继电器和第一

电磁阀的控制下，以间歇的方式进入中空纤维膜组件，热原料液与气泵吹的冷风通过各自

流道逆流经过膜组件，由于温度差导致的蒸汽压差作用，热原料液中的一部分水分子会以

蒸汽状态穿过膜的微孔，水蒸气通过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中的膜孔进入至中空纤维膜组件

装置的管程，再利用吹气装置将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中的水蒸气吹扫至冷凝管冷凝后收

集，并有天平称重。

[0047] 高浓度盐水以间歇式进料方式进入中空纤维膜组件装置，使原料液在流动过程中

压力发生变化，进而引起附着在膜表面的沉积物疏松或脱落，减轻膜污染。

[0048] 稳定流膜蒸馏和间歇式膜蒸馏实例对比：配制饱和NaCl溶液。将聚偏氟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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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DF)中空纤维膜装入PP管膜组件壳中，进行实验前，用循环的去离子水通过组件壳程检

查是否膜漏水。整个实验装置预运行30min确保通量的稳定。分别采用现有的连续性膜蒸馏

和本申请的间歇式膜蒸馏方式，渗透液每五分钟记录一次。进料流速为50L/h，进料温度为

333K，冷凝液温度为283K，气扫速度为0.84m3/h时。与稳定流相比，间歇流(间歇长度/间歇

频率为1min‑1/0.5s)的热效率为38.88％，相比与稳定流提高了56.71％；间歇流的产水通量

跨膜通量为2.460L.m‑2.h‑1，相比连续流提高了16.08％；间歇流的产水电导率为10－25μs/

cm。且间歇流可以有效延缓膜污染，防止了膜通量的急剧下降。

[0049] 为了更好地找出稳定流膜蒸馏污染与间歇式膜蒸馏流条件下膜的渗透通量变化

趋势，对实验后的膜形态进行结构表征，图2为三种膜系统(新膜、300min稳定流膜蒸馏污染

的膜、300min间歇式膜蒸馏后污染的膜)的SEM图。

[0050] 从图2(a)可清楚地看到新膜表面无晶体沉积物。由40倍SEM图可见，稳定流和间歇

式膜蒸馏的膜均出现了膜污染现象。由图2(b)可见，稳定流膜蒸馏的膜表面完全被厚厚的

NaCl晶体沉积层覆盖，且晶型完整，晶面光滑清晰。图2(c)显示间歇式膜蒸馏的膜的晶体沉

积物的聚集密度减小，且晶体结构不规则。这是由于间歇式膜蒸馏造成的流体湍流效果，削

弱膜表面温度/浓度边界层的厚度，不利于晶体的析出，同时也抑制了晶体沉积物在膜表面

的附着，因此膜污染程度较小。再者，间歇式膜蒸馏形成的二次流对晶体的结晶过程造成不

同程度的扰动，影响了NaCl的正常结晶，因此得到了不规整的晶体结构。

[0051] 综上，本发明方法间歇式膜蒸馏流能够有效的控制膜污染，强化法对流体造成扰

动，有效地抑制晶体的正常形成，导致膜面晶体富集程度最小，且有效的减少了晶体在膜表

面的沉积，有效的控制膜蒸馏时的膜污染，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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