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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微电网供电的盐碱

水淡化循环系统。包括取水子系统、过滤子系统、

热蒸发子系统、晒盐系统、微电网系统、过程控制

系统，利用太阳光热将盐碱地的咸水中盐分和蒸

腾凝结水有效分离、实现水资源转化和盐分转移

并加以综合利用。其中，取水子系统主要从田边

水池取水；过滤子系统通过纳滤膜系统和反渗透

膜系统，进行盐、水初步分离；热蒸发子系统通过

太阳能加热浓缩后的浓盐碱水；晒盐系统将加热

后的浓盐水通过晾晒析出晶体盐；微电网系统负

责通过光伏发电，给整套系统提供电力能源供

应。本发明可以作为缓解水资源短缺和改善盐碱

地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提高干旱地区人们生活品

质、改善沙漠干旱区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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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微电网供电的盐碱水淡化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取水子系统、

过滤子系统、热蒸发子系统、晒盐系统、微电网系统、过程控制系统；取水子系统的设置过滤

子系统的进水箱，过滤子系统通过管路和所述进水箱相连；过滤子系统的淡水出水口与淡

水箱相连，过滤子系统的浓水出口和浓盐水箱相连，浓盐水箱通过管路和热蒸发子系统相

连，通过太阳能加热浓缩后的浓盐碱水；晒盐系统将加热后的浓盐水通过晾晒析出晶体盐；

微电网系统负责通过光伏发电，给整套盐碱水淡化循环系统提供电力能源供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盐碱水淡化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取水子系统包括取水泵、沙

滤罐、进水箱；取水泵、沙滤罐、所述进水箱通过管路依次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过滤子系统包括纳滤膜系统、浓水箱、反渗透

膜系统；

纳滤膜系统的进口通过管路和取水子系统的进水箱相连，纳滤膜系统的淡盐水出口和

反渗透膜系统相连，纳滤膜系统的浓水出口和浓水箱相连；

反渗透膜系统的淡水出口与淡水箱相连，浓盐水出口和浓盐水箱相连。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盐碱水淡化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热蒸发子系统包括：冷凝器；

光伏加热系统；蒸发器；

冷凝器的盐碱水入口通过管道和过滤子系统的浓水箱相连，冷凝器的盐碱水出口和光

伏加热系统，冷凝器设置加热介质进口和冷凝水出口，加热介质进口和蒸发器的蒸汽出口

通过管道相连；

光伏加热系统的加热后的盐碱水出口和蒸发器的进口连接；

蒸发器的盐碱水出口和光伏加热系统的进口之间还连接管道，蒸发后的盐碱水温度下

降且未达到晒盐浓度，则利用循环泵抽入光伏加热系统继续加热循环。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盐碱水淡化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蒸发器中设置电加热装

置，电加热装置与微电网系统连接，能够由微电网系统供电发热，对蒸发器中的盐碱水加热

蒸发。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盐碱水淡化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微电网系统包括：光伏发电

系统、支撑结构、汇流系统、逆变系统、储能电池系统。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盐碱水淡化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过程控制系统包括：数据通

讯系统、人机界面单元、机柜、不间断电源。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蒸发器设置真空泵，使得整个热蒸发子系统

能够都处于真空，被浓缩达标的盐碱水被引导至收集罐。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过程控制系统以PLC为核心并包括数据通讯

系统及人机界面(HMI)，通过DI，DO，AI，AO对设备状态进行监视和控制，同时与光伏储能控

制单元(mPPT)，逆变器(INV)以及配电系统EPM表通过MODBUSRTU进行通讯；有3种类型的人

机界面(HMI)，包括：现地工作站、触摸屏以及通过4G网关VPN进行远程监控的系统。

10.权利要求1-9所述的基于微电网供电的盐碱水淡化循环系统用于改善沙漠干旱区

域生态环境，其特征在于以该地区的盐碱水为对象将其处理为向该区域提供的灌溉用淡

水、蒸馏水，以及回收钠离子，并且利用沙漠干旱区域的太阳能为盐碱水淡化循环系统供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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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电网供电的盐碱水淡化循环系统及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电网工程应用及生态盐碱水淡化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基于微电网

供电的盐碱水淡化循环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干旱地区淡水资源紧缺现象已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甚至可能引发战

争。我国西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其每年降水极为有限，气候极干旱，区域年降雨量有的甚至

不足100mm，水资源短缺、土壤盐碱化和土地沙漠化是威胁当地居民生存的三大突出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用水部门已经开始转向考虑对沙漠化地区的盐碱水的循环利用以缓解干旱

压力和日益加剧的供水矛盾，但因对盐碱水缺乏有效的处理技术，对盐碱水资源灌溉利用

的利弊得失认识不足，致使灌区排出的盐碱水再灌溉后造成土壤更严重的二次污染，对作

物产量和品质影响极大。干旱地区农田排出的大量未经处理的盐碱水不仅浪费了有限的水

资源，而且给农业生产与环境带来威胁。灌区排碱沟排水进入河流，还导致河水体矿化度不

断升高，引起流域范围的进一步生态环境问题。考虑到干旱地区日照却相对充足，利用太阳

光热使盐与水分离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手段。利用太阳光热将盐碱水中盐分和蒸腾凝结

水有效分离、实现水资源转化和盐分转移并加以综合利用，作为缓解水资源短缺和有效改

善盐碱地的重要途径之一，不仅是水利和农业科学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而且对提高当地

人们生活品质、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微电网供电的盐碱水淡化

循环系统，以缓解干旱压力和日益加剧的供水矛盾，解决干旱及土地盐碱化地区淡水资源

不足的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4] 基于微电网供电的盐碱水淡化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取水子系

统、过滤子系统、热蒸发子系统、晒盐系统、微电网系统、过程控制系统；取水子系统的设置

过滤子系统的进水箱，过滤子系统通过管路和所述进水箱相连；过滤子系统的淡水出水口

与淡水箱相连，过滤子系统的浓水出口和浓盐水箱相连，浓盐水箱通过管路和热蒸发子系

统相连，通过太阳能加热浓缩后的浓盐碱水；晒盐系统将加热后的浓盐水通过晾晒析出晶

体盐；微电网系统负责通过光伏发电，给整套盐碱水淡化循环系统提供电力能源供应。取水

子系统包括：取水泵；沙滤罐；进水箱。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取水泵从野外取水存入沙滤罐，对

水质中的沙石泥草等大块杂质进行初步沉淀，并将沙滤后的盐碱水存入进水箱进入纳滤子

系统。

[0005] 取水子系统包括取水泵、沙滤罐、进水箱；取水泵、沙滤罐、所述进水箱通过管路依

次连接。

[0006] 过滤子系统包括纳滤膜系统、浓水箱、反渗透膜系统；纳滤膜系统的设置目的是初

步分离氯离子、水分子和其他二价及高价离子；含二价及高价离子的盐碱水进入浓水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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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排出；含氯离子的浓盐水反渗透系统进一步分离；本单元系统为高压浓缩系统，回收90％

的淡液，使得进入后续热蒸发子系统的水量减少，以减少热蒸发需要的热量；

[0007] 纳滤膜系统的进口通过管路和取水子系统的进水箱相连，纳滤膜系统的淡盐水出

口和反渗透膜系统相连，纳滤膜系统的浓水出口和浓水箱相连；

[0008] 反渗透膜系统的淡水出口与淡水箱相连，浓盐水出口和浓盐水箱相连。

[0009] 热蒸发子系统包括：冷凝器；光伏加热系统；蒸发器；冷盐碱水经蒸发器产生的蒸

汽在冷凝器中加热后进入光伏加热系统，被基础加热后的盐碱水再进入光伏加热系统加

热，提高了加热效率，且产生的蒸汽冷凝水可以作为蒸馏水使用，而蒸汽的来源为对盐碱水

蒸发获得；其中的结构包括：

[0010] 冷凝器的盐碱水入口通过管道和过滤子系统的浓水箱相连，冷凝器的盐碱水出口

和光伏加热系统，冷凝器设置加热介质进口和冷凝水出口，加热介质进口和蒸发器的蒸汽

出口通过管道相连；

[0011] 光伏加热系统的加热后的盐碱水出口和蒸发器的进口连接；

[0012] 蒸发器的盐碱水出口和光伏加热系统的进口之间还连接管道，蒸发后的盐碱水温

度下降且未达到晒盐浓度，则利用循环泵抽入光伏加热系统继续加热循环。

[0013] 所述蒸发器采用闪蒸器，并可进一步设置电加热装置，电加热装置与微电网系统

连接，能够由微电网系统供电发热，对蒸发器中的盐碱水加热蒸发。当天气较热，光伏发电

量较大，微电网系统发电量大于用电量时，多余的电能则用于发热，加快蒸发器蒸发。

[0014] 蒸发器设置真空泵，使得整个热蒸发子系统能够都处于真空，被浓缩达标的盐碱

水被引导至收集罐。

[0015] 微电网子系统包括：光伏发电系统；支撑结构；汇流系统；逆变系统；储能电池系

统。该系统以“发电—充电”一体化设计，将太阳能板发出的电能用于该盐碱水淡化系统的

生产用电(主要供给系统中仪器仪表用电、控制系统用电、电机用电、抽水泵用电、过滤子系

统用电、蒸发器中加热管用电)；同时将多余的电能储存在储能系统中，一方面在太阳光照

不足时补充该系统的用电；另一方面为该系统电力子系统提供稳定的电源供应，以维持整

个系统供电负荷的平衡和稳定性。全套系统由通讯及控制系统统一管理调度各子系统用

电，保持全系统稳定运行。

[0016] 过程控制系统(通讯及控制系统)包括：PLC、数据通讯系统(MODBUSRTU)、人机界面

单元(HMI)、机柜、不间断电源(UPS)。通讯及控制系统以PLC为核心，通过DI，DO，AI，AO对设

备状态进行监视和控制，同时与光伏储能控制单元(mPPT)，逆变器(INV)以及配电系统EPM

表通过MODBUSRTU进行通讯。有3种类型的人机界面(HMI)，包括：现地工作站、触摸屏以及通

过4G网关VPN进行远程监控的系统。

[0017] 本发明的基于微电网供电的盐碱水淡化循环系统能够用于改善沙漠干旱区域生

态环境，并取得显著效果，它以该地区的盐碱水为对象将其处理为向该区域提供的灌溉用

淡水、蒸馏水，以及回收钠离子使其能够被利用，并且利用沙漠干旱区域充沛的太阳能为盐

碱水淡化循环系统供电。

[0018] 本发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0019] (1)该系统可充分利用干旱地区当地资源和气候特点，即盐碱水、充足光照热等资

源、特点，因地制宜开展盐、水分离，与传统的海水淡化技术相比，该系统用电量较少，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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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能源的依赖度较低，可大大节约电力资源的消耗；

[0020] (2)该系统考虑当地地理分布限制及太阳能资源丰富的特点，采用微电网供电技

术，全部能源采用光伏绿色能源，实现电力自给；

[0021] (3)该系统采用纯物理分离技术，不添加额外的分离药剂及化学品，避免了对当地

土壤及河流的二次污染，具有极高的环保推广价值；

[0022] (4)与传统的海水淡化系统相比，该系统成本较低，设备价格不高，具有更高的可

推广性；

[0023] (5)与传统的海水淡化系统相比，该系统除了可降低盐碱水的盐度外，还可通过过

滤子系统的纳滤膜回收钠离子、硫酸根例子(硫元素)等，这些元素都是重要的化学化工原

料，一方面这些原料可降低系统运行成本，另一方面，这些原料对于生产、生活都具有重要

的价值；此外，该系统产生的淡水资源中有部分水资源纯度较高(比如热蒸发子系统的冷凝

水)，可直接饮用甚至作为蒸馏水使用，产品附加值较高，经济价值更优。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基于微电网供电的盐碱水淡化循环系统示意图；

[0025] 图2为取水子系统和过滤子系统部分的详细示意图；

[0026] 图3为蒸发子系统流程图；

[0027] 图4为微电网子系统示意图；

[0028] 图5为过程控制系统(通讯及控制系统)架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发明各个实施方式中所涉及到的技术特征只要彼

此之间未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组合。

[0030] 本发明涉及基于微电网供电的盐碱水淡化循环系统。该系统包括：取水子系统、过

滤子系统、热蒸发子系统、晒盐系统、微电网系统、过程控制系统等部分组成，利用太阳光热

将咸水中盐分和蒸腾凝结水有效分离、实现水资源转化和盐分转移并加以综合利用。其中，

取水子系统主要从田边水池取水，并对水质中的沙石泥草等大块杂质进行初步沉淀；过滤

子系统通过纳滤膜系统和反渗透膜系统，进行盐、水初步分离；热蒸发子系统，通过太阳能

加热浓缩后的浓盐碱水；晒盐系统将加热后的浓盐水通过晾晒析出晶体盐；微电网系统负

责通过光伏发电，给整套系统提供电力能源供应；过程控制系统以PLC为基础，对整体系统

进行过程控制。作为缓解水资源短缺和有效改善盐碱地的重要途径之一，该发明不仅解决

了水利和农业科学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而且对提高干旱地区人们生活品质、改善沙漠干

旱区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说明本发明效果，下面对本发明方法进行详细说

明：

[0031] 本系统包括：1)取水子系统；2)过滤子系统；3)热蒸发子系统；4)晒盐系统；5)微电

网系统；6)过程控制系统；

[0032] 一、取水子系统包括：取水泵、沙滤罐、进水箱，取水泵、沙滤罐、进水箱通过管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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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连接。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取水泵从野外取水存入沙滤罐，对水质中的沙石泥草等大块杂

质进行初步沉淀，并将沙滤后的盐碱水存入进水箱进入纳滤子系统。

[0033] 二、过滤子系统包括：纳滤膜系统、浓水箱、反渗透膜系统，纳滤膜系统的进口通过

管路和取水子系统的进水箱相连，纳滤膜系统的淡盐水出口和反渗透膜系统相连，纳滤膜

系统的浓水出口和浓水箱相连。

[0034] 纳滤膜系统：本单元系统的设置目的是初步分离氯离子、水分子和其他二价及高

价离子；含二价及高价离子的盐碱水进入浓水箱进而排出；含氯离子的淡盐水由反渗透系

统进一步分离；

[0035] 反渗透膜系统：本单元系统为高压浓缩系统，回收90％的淡液，使得进入后续热蒸

发子系统的水量减少，以减少热蒸发需要的热量。其中，反渗透膜系统的淡水出口与淡水箱

相连，浓盐水出口和浓盐水箱相连。淡水箱中的水最终送至淡水池，可供灌溉用。

[0036] 三、热蒸发子系统包括：冷凝器(热交换器)、光伏加热系统(太阳能加热板)、蒸发

器；其中，反渗透膜系统的浓盐水箱通过管道和冷凝器(热交换器)的下部入口相连。热蒸发

子系统还配置相关的仪表及管道系统。

[0037] 冷凝器(热交换器)：冷盐碱水从入口进入冷凝器，从出口流出冷凝器，冷盐碱水作

为持续的冷源，用于将热蒸汽冷却成淡水；热蒸汽从蒸汽进口进入，作为持续的热源，用于

将冷盐碱水预热；最后淡水从下出口收集取走。冷盐碱水经过装置内部的管束(细管)，管束

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部管束水流流向从右往左，上部管束水流流向从左往右。下部水流往

上部走。热蒸汽经过装置的外管，热蒸汽进入后充满整个装置的内部空间，与管束接触发生

热交换。

[0038] 光伏加热系统(太阳能加热板)由多根水平并行排列的真空晒管串联而成，真空晒

管原理与太阳能热水管原理相似。晒热装置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管置于下层管间的间隙，从

而最大地利用空间，使更多的真空玻璃管能够受到太阳光照射。冷凝器(热交换器)的盐碱

水出口和光伏加热系统(太阳能加热板)的进水口(位于下端)相连，预热后的咸水进入晒管

持续加热，光伏加热系统(太阳能加热板)的出水口(位于上端)与闪蒸罐(蒸发器)的进口相

连，达到沸腾温度时排入闪蒸罐(蒸发器)里进行气液分离，因此需要根据温度和流量进行

控制。其中，闪蒸罐(蒸发器)还可通过循环管路与光伏加热系统(太阳能加热板)的进水口

(位于下端)相连，蒸发后的咸水温度下降且未达到晒盐浓度，则利用循环泵抽入晒管继续

加热循环。

[0039] 蒸发器：达到热度要求的高温咸水进入蒸发器，蒸发器经过真空处理，使气液分离

速度更快，产生的高温蒸汽迅速抽出。而未达到浓度要求的盐水将被抽出进入到晒管继续

加热，需要根据情况进行控制。一旦达到晒盐浓度，蒸发器内咸水立即全部导出。蒸发器中

有真空泵，安装在蒸发器的正上方，抽出的水蒸气也可冷凝为蒸馏水进行利用；同时，通过

抽蒸汽过程，使得整个热蒸发子系统都处于真空。蒸汽冷凝后的淡水从收集罐的上部进入，

当罐体收集满淡水之后，排出封装运走。蒸发器下部装有加热管，与微电网系统中光伏发电

系统相连，当天气较热，光伏发电量较大，微电网系统发电量大于用电量时，多余的电能则

用于发热，加快蒸发器蒸发。

[0040] 四、微电网子系统包括：光伏发电系统；支撑结构；汇流系统；逆变系统；储能电池

系统。其中，支持结构主要支持光伏板发电板和作为电池支架使用；光伏发电板连接汇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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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汇流系统连接逆变系统；逆变系统连接储能电池系统和电网母线，并根据控制系统的指

令，控制电流进入母线或被电池系统存储；该系统以“发电—充电”一体化设计，将太阳能板

发出的电能用于该盐碱水淡化系统的生产用电(主要供给系统中仪器仪表用电、控制系统

用电、电机用电、抽水泵用电、过滤子系统用电、蒸发器中加热管用电)；同时将多余的电能

储存在储能系统中，一方面在太阳光照不足时补充该系统的用电；另一方面为该系统电力

子系统提供稳定的电源供应，以维持整个系统供电负荷的平衡和稳定性。全套系统由通讯

及控制系统统一管理调度各子系统用电，保持全系统稳定运行。

[0041] 五、过程控制系统(通讯及控制系统)包括：PLC、数据通讯系统(MODBUSRTU)、人机

界面单元(HMI)、机柜、不间断电源(UPS)。通讯及控制系统以PLC为核心，通过DI，DO，AI，AO

对设备状态进行监视和控制，同时与光伏储能控制单元(mPPT)，逆变器(INV)以及配电系统

EPM表通过MODBUSRTU进行通讯。此外，控制系统还连接取水子系统、过滤子系统、热蒸发子

系统、晒盐等系统中的各种传感器以及仪表、电动阀门、泵机等设备通过有线网络相连，以

实现对整个上述系统运行数据的获取以及实时控制的实现。有3种类型的人机界面(HMI)，

包括：现地工作站、触摸屏以及通过4G网关VPN进行远程监控的系统。

[0042]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容易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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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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