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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气的装置和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气的

装置，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与海水淡化系统连接

以将来自于海水淡化系统的水蒸气通过固体氧

化物电解池进行电解得到氢气和未反应水蒸气

的混合气体；海水淡化系统与熔盐储热系统连接

以通过海水加热蒸发后的结晶盐为熔盐储热系

统提供制备氯盐的原料；熔盐储热系统与海水淡

化系统连接以为海水加热过程提供热能，熔盐储

热系统与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连接以为进入固

体氧化物电解池的水蒸气提供热能。本发明还提

供一种利用上述的装置进行高温电解海水制备

氢气的方法。根据本发明的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

气的装置和方法，进行海水高温电解制氢同时实

现海水淡化，应用范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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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气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

用于加热和冷凝海水的海水淡化系统，该海水淡化系统包括用于泵送海水以得到汲取

海水的海水取水泵；用于对汲取海水进行过滤以得到干净海水的海水过滤器；用于对干净

海水进行加热蒸发以产生高温的第一水蒸气并回收海水中的结晶盐的海水加热器；以及用

于对第一水蒸气进行冷凝以制备第一淡水并提供未完全冷凝的第二水蒸气的水蒸气冷凝

器；

具有固体氧化物电解池的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其与海水淡化系统的海水加热器和水

蒸气冷凝器连接以将来自于海水淡化系统的第一水蒸气和第二水蒸气通过固体氧化物电

解池进行电解得到氢气和未反应水蒸气的混合气体；

用于通过具有氯盐的熔盐储存外部能源的熔盐储热系统，其与海水淡化系统的海水加

热器连接以通过海水加热蒸发后的结晶盐为熔盐储热系统提供制备氯盐的原料并为海水

加热过程提供热能，其与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的固体氧化物电解池连接以为进入固体氧化

物电解池的第一水蒸气和第二水蒸气提供热能；以及

变压吸附气体分离系统，其与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的固体氧化物电解池连接以将来自

于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的混合气体分离制备氢气和第二淡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还包括热管理及气体监控系统，其

分别与海水淡化系统、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熔盐储热系统和变压吸附气体分离系统相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海水取水泵为机械抽水泵；该海水过滤

器为污水过滤机；该海水加热器为陶瓷或耐腐蚀合金罐和加热电阻丝组成的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该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还包括：

用于提供直流电的直流稳压电源供给装置；

其中，固体氧化物电解池分别与直流稳压电源供给装置和海水淡化系统连接以通过直

流电电解水蒸气产生氢气和未反应水蒸气的混合气体。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该直流稳压电源供给装置为整流器或直流

电源；固体氧化物电解池包括水蒸气进气口、热箱、水蒸气电解槽及氢气和未反应水蒸气的

出气口，其中，该水蒸气进气口与海水淡化系统连接以将第一水蒸气和第二水蒸气通入水

蒸气电解槽进行电解，该热箱为水蒸气电解槽提供高温环境，该水蒸气电解槽由一个或者

多个固体氧化物电解池堆组成以形成水蒸气电解制氢的核心反应器，该氢气和未反应水蒸

气的出气口与变压吸附气体分离系统连接以得到氢气和第二淡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该熔盐储热系统包括：

用于容纳熔融态的低温熔盐的低温罐；

电加热器；

用于容纳熔融态的高温熔盐的高温罐；以及

换热器；

其中，电加热器设置在低温罐和高温罐之间以加热熔盐；

其中，换热器设置在高温罐和低温罐之间以提取熔盐中的热能，该换热器分别与海水

淡化系统和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变压吸附气体分离系统包括：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923738 B

2



用于储存氢气和未反应水蒸气的混合气体的低压储罐；

用于进行增压的增压泵；以及

变压吸附气体分离装置；

其中，增压泵设置在低压储罐和变压吸附气体分离装置之间以将增压后的混合气体输

送至变压吸附气体分离装置中分离得到氢气和第二淡水。

8.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进行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气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在海水淡化系统中借助于熔盐储热系统提供的热能将海水通过加热形成水蒸气并

通过冷凝得到第一淡水；

S2，在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中将水蒸气借助于熔盐储热系统提供的热能经过预加热后

进行电解得到氢气和未反应水蒸气的混合气体；以及

S3，在变压吸附气体分离系统中将混合气体分离后得到氢气和第二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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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气的装置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海水处理，更具体地涉及一种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气的装置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是人类社会最迫切解决的两大难题。开发新型、清洁、

高效的能源与能源利用技术是解决这两大难题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长期以来，氢能源一

直被认为是解决未来人类能源危机的重要途径之一。氢气作为新兴、清洁的二次能源载体，

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愈加广泛，越来越受到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关注，并制定了

相关发展规划，将氢能源和燃料电池确定为维系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技术之一。我国能

源对外依存度也呈逐年递增的态势。2015年，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0％，2013年，天然气对

外依存度超过30％。预计到2020年，原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将分别达到70％和37.2％，

国家能源供应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在此背景下，促进氢能产业快速发展，是中国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

[0003] 固体氧化物电解池(Solid  Oxide  Electrolysis  Cell，简称SOEC)是一种利用电

能和热能，将水、二氧化碳等原料电化学还原生成燃料气体(化学能)的装置，被认为是最具

有前景的能源转换装置之一。水是高温电解水制备氢气的主要原料，现在被广泛研究的

SOEC高温电解水装置主要使用的是淡水。整体上看，水资源覆盖了地球70％的面积，但并不

是所有的水都能被人类所利用。地球上的水资源主要来自于海洋，海水占全球水资源总量

的97.3％，淡水只占2.7％。而且，在这有限的的淡水资源中，约70％的淡水在两极还有高山

冰川中被冰封着；约30％的淡水在地下含水层和永冻土层中，是不可再生资源，人类可以利

用的不到总量的1％，多分布在河流、土地、湖泊中。因此，虽然水资源总量巨大，但淡水资源

严重缺乏，比我们想象中要少得多，这极大限制了SOEC广泛的应用。

[0004] 另外，自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人口的迅速增长，人类文明不断的扩张，生态环境

的改变以及工业化生产中造成的污染与浪费，淡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

问题。据预测，到2025年，全球将有2/3的人口生活在水资源极度缺乏的城市里。我国水资源

总量丰富，但分布不均匀，南多北少，且人均占有量少，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已被联合

国列为世界最贫水国之一。面对严峻的淡水资源危机，迫切需要我们寻求各种解决方法来

提高水的利用率、或者拓展新的淡水来源。

[0005] 目前，解决人类水资源危机最有效的方法是海水淡化技术，同时，高温海水蒸汽还

可用于高温电解水制备氢气。目前，国内兴建了大量的水电、风电、太阳能、核能等可再生能

源电站，包括目前的火电厂，电力方面供大于求。如果能利用电能将海水进行电解以及淡

化，不仅可以制备氢气实现能源的存储，还能实现淡水的生产。氢气作为一种清洁能源能对

于全球温室效应以及环境污染问题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另外，通过水电、风电、太阳能、核

能到氢能的转换，还能解决并网难的问题(风能和太阳能存在波动性，并网相对困难)，进一

步增强可再生能源的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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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气的装置和方法，相对于淡水高温电解水装

置，海水资源丰富，对于一些淡水资源缺乏但风电、太阳能丰富的区域，本发明通过对海水

的高温电解，同样可以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存储，应用范围广。

[0007]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气的装置，其包括：用于加热和冷凝海水以

提供水蒸气和第一淡水的海水淡化系统；具有固体氧化物电解池的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

其与海水淡化系统连接以将来自于海水淡化系统的水蒸气通过固体氧化物电解池进行电

解得到氢气和未反应水蒸气的混合气体；用于通过具有氯盐的熔盐储存外部能源的熔盐储

热系统；以及变压吸附气体分离系统，其与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连接以将来自于高温电解

水制氢系统的混合气体分离制备氢气和第二淡水；其中，海水淡化系统与熔盐储热系统连

接以通过海水加热蒸发后的结晶盐为熔盐储热系统提供制备氯盐的原料；其中，熔盐储热

系统与海水淡化系统连接以为海水淡化系统的海水加热过程提供热能，熔盐储热系统与高

温电解水制氢系统连接以为进入固体氧化物电解池的水蒸气提供热能。

[0008] 优选地，该装置还包括热管理及气体监控系统，其分别与海水淡化系统、高温电解

水制氢系统、熔盐储热系统和变压吸附气体分离系统相连接。

[0009] 优选地，该海水淡化系统包括：用于泵送海水以得到汲取海水的海水取水泵；用于

对汲取海水进行过滤以得到干净海水的海水过滤器；用于对干净海水进行加热蒸发以产生

高温的第一水蒸气并回收海水中的结晶盐的海水加热器；以及用于对第一水蒸气进行冷凝

以制备第一淡水并提供未完全冷凝的第二水蒸气的水蒸气冷凝器；其中，该海水加热器分

别与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和熔盐储热系统连接；其中，该水蒸气冷凝器与高温电解水制氢

系统连接。

[0010] 优选地，该海水取水泵为机械抽水泵；该海水过滤器为污水过滤机；该海水加热器

为陶瓷或耐腐蚀合金罐和加热电阻丝组成的装置。

[0011] 优选地，该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还包括：用于提供直流电的直流稳压电源供给装

置；其中，固体氧化物电解池分别与直流稳压电源供给装置和海水淡化系统连接以通过直

流电电解水蒸气产生氢气和未反应水蒸气的混合气体。

[0012] 优选地，该直流稳压电源供给装置为整流器或直流电源；固体氧化物电解池包括

水蒸气进气口、热箱、水蒸气电解槽及氢气和未反应水蒸气的出气口，其中，该水蒸气进气

口与海水淡化系统连接以将第一水蒸气和第二水蒸气通入水蒸气电解槽进行电解，该热箱

为水蒸气电解槽提供高温环境，该水蒸气电解槽由一个或者多个固体氧化物电解池堆组成

以形成水蒸气电解制氢的核心反应器，该氢气和未反应水蒸气的出气口与变压吸附气体分

离系统连接以得到氢气和第二淡水。

[0013] 优选地，该熔盐储热系统包括：用于容纳熔融态的低温熔盐的低温罐；电加热器；

用于容纳熔融态的高温熔盐的高温罐；以及换热器；其中，电加热器设置在低温罐和高温罐

之间以加热熔盐；其中，换热器设置在高温罐和低温罐之间以提取熔盐中的热能，该换热器

分别与海水淡化系统和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连接。

[0014] 优选地，该变压吸附气体分离系统包括：用于储存氢气和未反应水蒸气的混合气

体的低压储罐；用于进行增压的增压泵；以及变压吸附气体分离装置；其中，增压泵设置在

低压储罐和变压吸附气体分离装置之间以将增压后的混合气体输送至变压吸附气体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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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中分离得到氢气和第二淡水。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利用上述的装置进行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气的方法，其包括如

下步骤：S1，在海水淡化系统中借助于熔盐储热系统提供的热能将海水通过加热形成水蒸

气并通过冷凝得到第一淡水；S2，在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中将水蒸气借助于熔盐储热系统

提供的热能经过预加热后进行电解得到氢气和未反应水蒸气的混合气体；以及S3，在变压

吸附气体分离系统中将混合气体分离后得到氢气和第二淡水。

[0016] 根据本发明的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气的装置和方法，采用海水进行高温电解制

氢，应用范围广泛，原料水资源充足，可直接应用于海上风力发电厂、火电厂、核能发电厂

等。尤其是对于一些淡水资源困乏但水电、风电、太阳能丰富的地区，通过本发明中所述装

置可广泛实现能源的转换存储；另外，还具有系统模块化组成，氢气及淡水产量规模可调、

操作简单、安全性高、投资小等特点。本发明将高温海水蒸发产生的结晶盐应用在高温熔盐

储热系统中，实现过剩能源的储存，然后将热量应用在海水淡化和高温电解制氢的过程中

提高了整个系统的能量效率。本发明将海水淡化技术和高温电解技术结合起来，充分利用

了海水淡水过程中高温的水蒸气，提高了整个系统的能量效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的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气的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

[0018] 图2是图1的海水淡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图1的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图1的熔盐储热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图1的PSA气体分离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通过实施例的方式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但并不因此将本发明限制在所述的实

施例范围之中。下列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的实验方法，按照常规方法和条件，或按照商

品说明书选择。

[0023] 如图1所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的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气的装置包括

海水淡化系统1、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2、熔盐储热系统3、变压吸附(Pressure  Swing 

Adsorption，简称PSA)气体分离系统4和热管理及气体监控系统5，其中，海水淡化系统1用

于海水1a的取水、过滤、加热、蒸发和冷凝，在通过冷凝制备第一淡水141的同时，其与高温

电解水制氢系统2连接以为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2提供水蒸气131，142用于电解，其与熔盐

储热系统3连接以通过海水蒸发后的结晶盐132为熔盐储热系统3提供制备氯盐的原料；高

温电解水制氢系统2用于将海水淡化系统1制得的水蒸气131，142通过固体氧化物电解池

(SOEC)进行电解得到氢气和未反应水蒸气的混合气体231；熔盐储热系统3用于将过剩的水

电、风电、太阳能用于加热氯盐实现外部能源3a的储存，高温熔盐的热能3b可用于海水淡化

系统1的海水蒸发加热过程及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2的进气口水蒸气的预加热，以此来匹配

SOEC运行的工作温度；PSA气体分离系统4用于将混合气体231进行分离制备氢气431和第二

淡水432；热管理及气体监控系统5分别与海水淡化系统1、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2、熔盐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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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3和PSA气体分离系统4相连接。

[0024] 如图2所示，海水淡化系统1包括依次连接的海水取水泵11、海水过滤器12、海水加

热器13和水蒸气冷凝器14，其中，海水取水泵11例如为机械抽水泵，用于在海洋港口直接泵

送海水1a得到汲取海水111；海水过滤器12例如为污水过滤机，用于对汲取海水111进行过

滤以通过污水处理除去污泥等其它海水中悬浮的杂质得到干净海水121；海水加热器13例

如为陶瓷或者耐腐蚀合金罐和加热电阻丝组成的装置，用于对干净海水121进行加热蒸发

以产生高温的第一水蒸气131并回收海水中的结晶盐132，该结晶盐132可以为熔盐储热系

统3(参见图1)提供制备氯盐的原料，该高温的第一水蒸气131可通入水蒸气冷凝器14中来

制备第一淡水141，或者通入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2(参见图1)用于电解；水蒸气冷凝器14中

部分未冷凝的第二水蒸气142通入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2(参见图1)用于制氢，水蒸气冷凝

器14中循环的冷却水可用于海水的预加热。应该理解，上述的海水淡化系统1的结构仅作为

示例而非限制，实际上，其他任意已知的海水淡化系统都可考虑用于本发明中。

[0025] 如图3所示，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2包括直流稳压电源供给装置21、风机及空气净

化装置22和固体氧化物电解池23，其中，该直流稳压电源供给装置21例如为整流器、直流电

源等，用于把交流电、不稳定的或电流电压不满足要求的电力来源转化成稳定的直流电

211；风机及空气净化装置22为风机与空气净化装置配套使用的装置，用于提供适量的经净

化和加热的压缩空气221；固体氧化物电解池23包括提供高温环境的热箱23a和安装在热箱

23a中的水蒸气电解槽23b，该水蒸气电解槽23b由一个或者多个固体氧化物电解池堆组成

以形成水蒸气电解制氢的核心反应器，另外，固体氧化物电解池23还包括水蒸气进气口、及

氢气和未反应水蒸气的出气口，其中，该水蒸气进气口与海水淡化系统连接以将第一水蒸

气和第二水蒸气通入水蒸气电解槽进行电解，该氢气和未反应水蒸气的出气口与变压吸附

气体分离系统连接。具体地，直流稳压电源供给装置21与固体氧化物电解池23连接以提供

直流电211电解水蒸气131，142产生氢气和(未反应的)水蒸气的混合气体231，风机及空气

净化装置22与固体氧化物电解池23连接以通入到水蒸气电解槽23b中吹扫产生的O2。应该

理解，上述的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2的结构仅作为示例而非限制，实际上，其他任意已知的

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都可考虑用于本发明中。

[0026] 如图4所示，熔盐储热系统3包括依次连接的低温罐31、电加热器32、高温罐33和换

热器34，其中，低温罐31为熔融态的低温熔盐，在经过电加热器32后得到高温的熔盐，随后

流入高温罐33，高温罐33的熔盐流入换热器34为海水加热器13或者进入固体氧化物电解池

23的水蒸气131，142提供热能3b。应该理解，上述的熔盐储热系统3的结构仅作为示例而非

限制，实际上，其他任意已知的熔盐储热系统都可考虑用于本发明中。

[0027] 如图5所示，PSA气体分离系统4包括依次连接的低压储罐41、增压泵42和PSA气体

分离装置43，其中，低压储罐41用于储存氢气和未反应水蒸气的混合气体231，增压泵42用

于将低压储罐41中的混合气体进行增压后输送至PSA气体分离装置43，PSA气体分离装置43

用于分离得到纯净的氢气431和第二淡水432。

[0028] 结合图1-图5，热管理及气体监控系统5的主要功能包括：在海水淡化系统1中，用

于监测海水1a，111，121/水蒸气131，142的温度以及水蒸气131，142的气压/流量，如果温度

过高，水蒸气131，142的气压较高则需要降低海水加热器13加热功率；在高温电解水制氢系

统2中，用于监测并控制水蒸气电解槽23b中的工作温度、压缩空气221/水蒸气131，142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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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流量，如果工作温度偏高或者偏低都会影响水蒸气电解槽23b的产氢效率和寿命，同样，

水蒸气流速过快不利于其充分电解，利用率降低；在熔盐储热系统3中，用于监测熔盐的温

度；在PSA气体分离系统4中，用于检测混合气体分离前后气体的流量、成分和纯度等。

[0029]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的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气的方法首先包括在海水

淡化系统1中将海水1a通过加热形成水蒸气131，142并通过冷凝得到第一淡水141。例如在

海上风力发电厂，利用海水取水泵11从海洋港口汲取海水1a得到汲取海水111，经过海水过

滤器12得到干净海水121，经过海水加热器13加热得到高温的第一水蒸气131，高温的第一

水蒸气131经过水蒸气冷凝器14得到第一淡水141或通入高温电解水制氢系统2用于高温电

解制氢。同时，干净海水121蒸发后产生的结晶盐132通过回收利用可用于制备氯盐应用在

熔盐储热系统3中，另外，在水蒸气冷凝器14中未充分冷凝的水蒸气142通入高温电解水制

氢系统2用于高温电解制氢。

[0030]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的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气的方法接下来包括在高

温电解水制氢系统2中将水蒸气131，142借助于熔盐储热系统3经过预加热后进行电解得到

氢气和未反应水蒸气的混合气体231。具体地，海水加热器13产生的部分高温的第一水蒸气

131和水蒸气冷凝器14中未完全冷凝的未冷凝的第二水蒸气142通入到水蒸气电解槽23b，

通过直流稳压电源供给装置21施加直流电211进行电解得到混合气体231。特别地，预加热

可选择利用熔盐储热系统3中的熔盐储备的热能3b进行加热，另外，通过将水蒸气冷凝器14

中未完全冷凝的未冷凝的第二水蒸气142通入到水蒸气电解槽23b中进行高温电解制氢，实

现了热量的充分利用。

[0031]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的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气的方法接下来包括在PSA

气体分离系统4将混合气体231分离后得到氢气431和水蒸气，该水蒸气则形成第二淡水

432。具体地，将混合气体231经PSA气体分离系统4的PSA气体分离装置43分离后得到氢气

431和第二淡水432。

[0032] 如此，根据本发明的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气的装置和方法，可实现海水的淡化，并

且还可以实现海水的高温电解水制备氢气，其原料直接取自港口的海水，应用范围广泛，可

直接应用于海上风力发电厂、火电厂、核能发电厂等。尤其是对于一些淡水资源困乏但水

电、风电、太阳能丰富的地区，通过本发明的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气的装置可广泛实现外部

能源的转换存储；具有系统模块化组成，氢气及淡水产量规模可调、操作简单、安全性高、投

资小等特点。另外，本发明将海水淡化技术和高温电解技术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了海水淡水

过程中高温的水蒸气，将高温海水蒸发产生的结晶盐应用在高温熔盐储热系统中，实现过

剩能源的储存，然后将热量应用在海水淡化和高温电解制氢的过程中提高了整个系统的能

量效率。

[0033] 对于单独的海水淡化装置，海水蒸发之后再降温，能量损失严重。本发明首次将海

水淡化同高温电解水结合起来，利用高温蒸发的海水通过SOEC进行高温电解制氢，实现了

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水电、风电、太阳能存在间接性和波动性，在能源过剩时也会存在

能源浪费问题。而本发明充分利用海水蒸发后残留的氯盐，在装置中添加了一个高温熔盐

储热罐装置，实现外部能源的储存，高温熔盐的热能可用于海水蒸发加热过程及高温电解

水制氢系统中进气口水蒸气的预加热。根据本发明的高温电解海水制备氢气的装置所使用

的机械、电气零件及电子元件、材料等均市售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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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以上所述的，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的范围，本发明的上

述实施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即凡是依据本发明申请的权利要求书及说明书内容所作的

简单、等效变化与修饰，皆落入本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本发明未详尽描述的均为

常规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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