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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太阳能利用技术领域，提出了太

阳能光热储能供暖秸秆综合利用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S1：确定热源消耗为供暖季取暖及非供暖

季秸秆加工，热源为波谷电电热及光照区域的太

阳能光热，储能方式为储能罐进行储能；S2：供暖

季时，第一天由卫星云图数据预测出光照区域第

二天云层预测厚度M，并将光照区域第二天云层

厚度M作为自变量计算得出因变量太阳能光热热

源第二天预测收集量U及因变量供暖季第二天热

源预测消耗量Q1；制定常量非供暖季第二天热源

消耗量Q2；S3：确定第一天波谷电储存于储能罐

的储能量C，供暖季时，C＝k(Q1-U)，非供暖季时C

＝k(Q2-U)。本发明解决了技术中太阳能光热及

波谷电利用只是简单的利用，无法进行精确利用

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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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阳能光热储能供暖秸秆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确定热源消耗为供暖季进行供暖区域取暖及非供暖季生产区域进行秸秆加工，热

源来源为波谷电电热及光照区域的太阳能光热，储能方式为储能罐（1）进行储能；

S2：供暖季时，第一天由卫星云图数据预测出光照区域第二天云层预测厚度M，并将光

照区域第二天云层厚度M作为自变量计算得出因变量太阳能光热热源第二天预测收集量U

及因变量供暖季第二天热源预测消耗量Q1；

非供暖季时，第一天由卫星云图数据预测出光照区域第二天云层预测厚度M，并将光照

区域第二天云层预测厚度M作为自变量计算得出因变量太阳能光热热源第二天预测收集量

U，同时制定常量非供暖季第二天热源消耗量Q2；

S3：确定第一天波谷电储存于储能罐（1）的储能量C，供暖季时，C=k（Q1-U），非供暖季时

C=  k（Q2-U），其中k为储能系数；

S4：重复S2、S3从而实现每一天波谷电储存于储能罐（1）的储能量C的计算；

供暖季时，供暖季第二天热源预测消耗量Q1=k11Q11+k12Q12，其中，Q11为第二天热源

白天预测消耗量，Q12为第二天热源夜间预测消耗量，k11、k12为对应的权重；S2中，太阳能

光热热源第二天预测收集量U及供暖季第二天热源预测消耗量Q1，在第一天23时~24时计算

得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光热储能供暖秸秆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

计算供暖季第二天热源预测消耗量Q1及太阳能光热热源第二天预测收集量U时自变量除了

第二天云层厚度M外增加自变量光照区域第二天预测温度T。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光热储能供暖秸秆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S3中，k

=1.1~1.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光热储能供暖秸秆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储

能罐（1）为结晶温度110℃、熔融温度500℃的熔岩储能罐（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光热储能供暖秸秆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S1中，

非供暖季生产区域秸秆加工具体为麦秸秆全自动零甲醛替木生产线，将麦秸秆生产成为清

洁工业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光热储能供暖秸秆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供暖季

进行供暖区域取暖及非供暖季生产区域进行秸秆加工均通过导热油进行热交换。

7.实现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太阳能光热储能供暖秸秆综合利用方法的系统，其

特征在于，包括均与储能罐（1）连接的太阳能集热装置（2）和波谷电电热装置（3），所述储能

罐（1）连接有储能控制柜（4），所述储能控制柜（4）与所述太阳能集热装置（2）、所述波谷电

电热装置（3）均连接，所述储能罐（1）通过导热油热交换装置（5）与供暖装置（6）、秸秆加工

装置（7）连接，所述导热油热交换装置（5）与导热油热量分配控制柜（8）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集热装置（2）为太阳能追日集

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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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光热储能供暖秸秆综合利用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太阳能利用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太阳能光热储能供暖秸秆利用综合方

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全球推动清洁能源的大环境下，光热发电是最有条件替代火电成为基础电力负

荷的新能源，而槽式光热发电技术又是光热发电四种技术中最稳定最成熟的。光热不同于

光伏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储能技术，储能技术可以把热能储存起来，控制热量的输出发电

时间，现有技术中太阳能光热及波谷电利用只是简单的存储，无法进行精确存储及利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出一种太阳能光热储能供暖秸秆综合利用方法及系统，解决了现有技术

中的上述问题。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5] 太阳能光热储能供暖秸秆综合利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确定热源消耗为供暖季进行供暖区域取暖及非供暖季生产区域进行秸秆加

工，热源来源为波谷电电热及光照区域的太阳能光热，储能方式为储能罐进行储能；

[0007] S2：供暖季时，第一天由卫星云图数据预测出光照区域第二天云层预测厚度M，并

将光照区域第二天云层厚度M作为自变量计算得出因变量太阳能光热热源第二天预测收集

量U及因变量供暖季第二天热源预测消耗量Q1；

[0008] 非供暖季时，第一天由卫星云图数据预测出光照区域第二天云层预测厚度M，并将

光照区域第二天云层预测厚度M作为自变量计算得出因变量太阳能光热热源第二天预测收

集量U，同时制定常量非供暖季第二天热源消耗量Q2；

[0009] S3：确定第一天波谷电储存于储能罐的储能量C，供暖季时，C＝k(Q1-U)，非供暖季

时C＝k(Q2-U)，其中k为储能系数；

[0010] S4：重复S2、S3从而实现每一天波谷电储存于储能罐的储能量C的计算。

[0011]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S2中，计算供暖季第二天热源预测消耗量Q1及太阳能光

热热源第二天预测收集量U时自变量除了第二天云层厚度M外增加自变量光照区域第二天

预测温度T。

[0012]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S3中，k＝1.1～1.2。

[0013]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供暖季时，供暖季第二天热源预测消耗量Q1＝k11Q11+

k12Q12，其中，Q11为第二天热源白天预测消耗量，Q12为第二天热源夜间预测消耗量，k11、

k12为对应的权重。

[0014]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S2中，太阳能光热热源第二天预测收集量U及供暖季第二

天热源预测消耗量Q1，在第一天23时～24时计算得出。

[0015]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储能罐为结晶温度110℃、熔融温度500℃的熔岩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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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罐。

[0016]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S1中，非供暖季生产区域秸秆加工具体为麦秸秆全自动

零甲醛替木生产线，将麦秸秆生产成为清洁工业品。

[0017]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供暖季进行供暖区域取暖及非供暖季生产区域进行秸秆

加工均通过导热油进行热交换。

[0018]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太阳能光热储能供暖秸秆综合利用系统，包括均与储能罐连接

的太阳能集热装置和波谷电电热装置，所述储能罐连接有储能控制柜，所述储能控制柜与

所述太阳能集热装置、所述波谷电电热装置均连接，所述储能罐通过导热油热交换装置与

供暖装置、秸秆加工装置连接，所述导热油热交换装置与导热油热量分配控制柜连接。

[0019]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太阳能集热装置为太阳能追日集热装置。

[0020] 本发明使用原理及有益效果为：

[0021] 本发明中，将太阳能光热利用，波谷电利用，储能罐储能，供暖季进行供暖区域取

暖及非供暖季生产区域进行秸秆加工的结合利用，整体系统综合性强，利用储能罐进行储

能效果好，且热源来源为波谷电电热及光照区域的太阳能光热可以实现，相互结合一方面

实现了波谷电和太阳能光热的稳定储能，另一方面极大的降低了能源成本，且能量来源十

分的稳定高效，太阳能光热可以选用太阳能槽式集热设备使用追日控制系统收集热量，储

能罐把热量存储起来，同时储能罐具备电辅加热功能，很好的利用了成本非常较低的波谷

电，通过大数据热量计算，可以自动控制波谷电加热量，使系统可以根据需要不间断释放热

量，从而达到冬季供暖及非供暖季工业用热的需要，同时，工业用热创造性的选用了秸秆生

产作为系统末端，配置一条麦秸秆全自动生产零甲醛替木生产线，可以把麦秸秆生产成为

清洁工业品，恰好与供暖季完全的匹配，因为供暖季恰好不再进行生产，供暖与秸秆生产并

不会出现厚此薄彼的问题，完美的解决了系统供暖季供暖，非供暖季系统停滞的问题，因此

不仅解决了行业难题，因此取得了供暖与秸秆生产恰好排满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的意料不到

效果，因为并不是所有工业生产都能够实现此种效果，并且其他工业生产会出现冬季仍需

生产，而无法满足冬季供暖的需求，或者其他工业生产会出现非供暖季不能排满的问题，从

而会使得储能罐出现间歇停止浪费巨大能源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框线示意图；

[0024] 图中：1-储能罐，2-太阳能集热装置，3-波谷电电热装置，4-储能控制柜，5-导热油

热交换装置，6-供暖装置，7-秸秆加工装置，8-导热油热量分配控制柜。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6]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出的太阳能光热储能供暖秸秆综合利用方法，包括以下步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8006996 B

4



骤：

[0027] S1：确定热源消耗为供暖季进行供暖区域取暖及非供暖季生产区域进行秸秆加

工，热源来源为波谷电电热及光照区域的太阳能光热，储能方式为储能罐1进行储能；

[0028] S2：供暖季时，第一天由卫星云图数据预测出光照区域第二天云层预测厚度M，并

将光照区域第二天云层厚度M作为自变量计算得出因变量太阳能光热热源第二天预测收集

量U及因变量供暖季第二天热源预测消耗量Q1；

[0029] 非供暖季时，第一天由卫星云图数据预测出光照区域第二天云层预测厚度M，并将

光照区域第二天云层预测厚度M作为自变量计算得出因变量太阳能光热热源第二天预测收

集量U，同时制定常量非供暖季第二天热源消耗量Q2；

[0030] S3：确定第一天波谷电储存于储能罐1的储能量C，供暖季时，C＝kQ1-U，非供暖季

时C＝kQ2-U，其中k为储能系数；

[0031] S4：重复S2、S3从而实现每一天波谷电储存于储能罐1的储能量C的计算。

[0032] 本发明中，将太阳能光热利用，波谷电利用，储能罐1储能，供暖季进行供暖区域取

暖及非供暖季生产区域进行秸秆加工的结合利用，整体系统综合性强，利用储能罐1进行储

能效果好，且热源来源为波谷电电热及光照区域的太阳能光热可以实现，相互结合一方面

实现了波谷电和太阳能光热的稳定储能，另一方面极大的降低了能源成本，且能量来源十

分的稳定高效，太阳能光热可以选用太阳能槽式集热设备使用追日控制系统收集热量，储

能罐1把热量存储起来，同时储能罐1具备电辅加热功能，很好的利用了成本非常较低的波

谷电，通过大数据热量计算，可以自动控制波谷电加热量，使系统可以根据需要不间断释放

热量，从而达到冬季供暖及非供暖季工业用热的需要，同时，工业用热创造性的选用了秸秆

生产作为系统末端，配置一条麦秸秆全自动生产零甲醛替木生产线，可以把麦秸秆生产成

为清洁工业品，恰好与供暖季完全的匹配，因为供暖季恰好不再进行生产，供暖与秸秆生产

并不会出现厚此薄彼的问题，完美的解决了系统供暖季供暖，非供暖季系统停滞的问题，因

此不仅解决了行业难题，因此取得了供暖与秸秆生产恰好排满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的意料不

到效果，因为并不是所有工业生产都能够实现此种效果，并且其他工业生产会出现冬季仍

需生产，而无法满足冬季供暖的需求，或者其他工业生产会出现非供暖季不能排满的问题，

从而会使得储能罐1出现间歇停止浪费巨大能源的问题。

[0033] 进一步，S2中，计算供暖季第二天热源预测消耗量Q1及太阳能光热热源第二天预

测收集量U时自变量除了第二天云层厚度M外增加自变量光照区域第二天预测温度T。

[0034] 本发明中，波谷电电热储存至储能罐1并不是随机任意储存，而是根据大数据精确

储存，供暖季时由第一天由卫星云图数据预测出光照区域第二天云层预测厚度M，并将光照

区域第二天云层厚度M作为自变量计算得出因变量太阳能光热热源第二天预测收集量U及

因变量供暖季第二天热源预测消耗量Q1，非供暖季时，第一天由卫星云图数据预测出光照

区域第二天云层预测厚度M，并将光照区域第二天云层预测厚度M以及光照区域第二天预测

温度T作为自变量计算得出因变量太阳能光热热源第二天预测收集量U，因变量数量按照两

者来算，较易实现，计算方式可以根据实际选取，同时制定常量非供暖季第二天热源消耗量

Q2，从而最终确定第一天波谷电储存于储能罐的储能量C，供暖季时，C＝k(Q1-U)，非供暖季

时C＝k(Q2-U)，因此第一天波谷电储存于储能罐的储能量C实现了精确的计算，并不会出现

波谷电存储过多以及波谷电存储过少的问题，很好的实现了持续稳定供暖和工业生产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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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效果。

[0035] 进一步，S3中，k＝1.1～1.2。

[0036] 进一步，供暖季时，供暖季第二天热源预测消耗量Q1＝k11Q11+k12Q12，其中，Q11

为第二天热源白天预测消耗量，Q12为第二天热源夜间预测消耗量，k11、k12为对应的权重。

[0037] 进一步，S2中，太阳能光热热源第二天预测收集量U及供暖季第二天热源预测消耗

量Q1，在第一天23时～24时计算得出。

[0038] 进一步，所述储能罐1为结晶温度110℃、熔融温度500℃的熔岩储能罐1。

[0039] 进一步，S1中，非供暖季生产区域秸秆加工具体为麦秸秆全自动零甲醛替木生产

线，将麦秸秆生产成为清洁工业品。

[0040] 进一步，供暖季进行供暖区域取暖及非供暖季生产区域进行秸秆加工均通过导热

油进行热交换。

[0041] 本发明S3中，k＝1 .1～1 .2，将波谷电电储热进行一定余量的储存，高出10％～

20％，从而保证了能源的充足供应，且保证了能源的较少消耗，且将供暖季第二天热源预测

消耗量Q1分为第二天热源白天预测消耗量Q11和第二天热源夜间预测消耗量Q12进行分别

计算，并根据比重试验出最佳比例进行设置，因而进一步提高了第二天能源消耗量的准确

预测，同时储能罐1为熔岩储能罐1储能效果更好，能效更佳，与全年工作的整个系统实现了

完美的配合，并且工业加工麦秸秆生产出的麦秸秆为清洁产品，整个系统也非常的环保节

能。

[0042] 本发明还提出太阳能光热储能供暖秸秆综合利用系统，包括

[0043] 均与储能罐1连接的太阳能集热装置2和波谷电电热装置3，所述储能罐1连接有储

能控制柜4，所述储能控制柜4与所述太阳能集热装置2、所述波谷电电热装置3均连接，所述

储能罐1通过导热油热交换装置5与供暖装置6、秸秆加工装置7连接，所述导热油热交换装

置5与导热油热量分配控制柜8连接。

[0044] 进一步，所述太阳能集热装置2为太阳能追日集热装置。

[004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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