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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

简介



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国内唯一专门从事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

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的国家级研究所

国家重点支持的89个国家级公益类科研

机构之一。

编制438人，在职职工378人
专业技术人员307人

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位157人

正高级工程技术人员25人、高级工程技术人

员55人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人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3人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批准成立淡化所

淡化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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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化所基本情况



2008年9月挂牌成立

国家质检总局113家I类产品质量检验机构

覆盖47种海水利用产品的377个检测项目

海水淡化装备、部件、材料检验与测试

海水、淡水水质分析

海水利用化学品

国家海水与苦咸水利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2009年2月获科技部批准组建

2013年通过科技部组织的验收

以国家海洋局和天津市海水利用工程技术中心

为基础，由国家海洋局、天津市政府联合申报

国家海水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淡化所基本情况



海水淡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中国膜工业协会液体分离膜产品检验检测中心

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分技术委员会

亚太脱盐协会（APDA）秘书处

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IOR-ARC）海水淡化技术协调中心

淡化所基本情况



拥有资质

海洋工程设计甲级资质
海域使用论证资质
海洋工程咨询资质
海域功能区划编制技术单位

质保体系

ISO 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
ISO/IEC 17025:2005 实验室管理体系

标准制定

发布国家及行业标准19项
在编国家及行业标准共计60余项

淡化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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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地方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主笔或参加编制国家海水利用规划、计划

《关于加快发展海水淡化产业的意见》国办发
《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国家发改委
《海水淡化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科技部
《关于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家海洋局
《国家海水利用专项规划》
《海水利用标准发展计划》

主笔编制地方海水利用规划、计划
地方海水利用规划，天津、河北、辽宁、广西、泉州、盘锦、。

起草国家相关政策建议和战略报告

《关于积极推动我国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产业发展的建议》国家海洋局
《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海水淡化项目的认定条件及范围》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
《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化模式和发展战略研究》科技部

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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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蒸馏海水淡化技术的发展



蒸馏法海水淡化技术

多级闪蒸淡化技术

多效蒸馏淡化技术

管壳式蒸馏淡化

板式蒸馏淡化

压汽蒸馏淡化技术



多级闪蒸海水淡化

操作顶温可达120℃

级数多，可达40级以上

单机容量大

设备耐腐蚀性要求较高、

设备造价高

能耗相对较高，动力设备

电耗约为4 kWh/t

技术特点



低温多效海水淡化

技术特点

操作温度低（最高70℃）

操作弹性较大

动力能耗低（大型装置可小

于1.2kWh/t）

系统热效率高、造水比高

（GOR可达15）

可以充分利用工厂废热资源



压汽蒸馏淡化技术

蒸汽利用效率较高

不需要外界蒸汽，仅需电能输入

压缩机结构复杂，运行稳定性较低

受压缩机限制，影响大规模应用

应用于污水处理、资源回收等具有

潜力

技术特点



20世纪60年代

1987年

1980-1998年

2002-2004年

研制了小型压汽蒸馏淡化装置

天津大港电厂从美国ESCO公司引进
两套3000t/d MSF海水淡化装置

天津自主研制百吨级MSF装置
油田会战，研制1200吨/日MSF装置

成功研制60t/d MVC淡化装置
自主开发研制3000 t/d MED运行（青岛）

中国蒸馏海水淡化发展历史

2009年-2013年
出口印尼6套共2.1万吨/日MED装置
标志着中国已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2013年-至今
深入研究蒸馏淡化技术及推广
蒸馏淡化新技术研究及应用



国内MED装机情况

20世纪60年代，研制了小型压汽蒸馏淡化装置（上海704所）

2004年，建成3000t/d MED工业化装置(黄岛电厂、淡化所)

2006年，引进1万t/d MED装置（泰达新水源、Weir）

2006年，引进2×1万t/d MED装置（国华沧东电厂、Sidem）

2009年，引进4×2.5万t/d MED装置（北疆电厂、IDE）

2009年，建成1.25万t/d MED装置（国华沧东电厂、引进吸收）

2009年，出口6台共2.1万t/d MED装置（众和公司、淡化所）

2010年，引进4×1.25万t/d MED装置（京唐钢铁、Sidem）

中国蒸馏海水淡化发展历史



常规热法海水淡化

国内热法海水淡化已完成2.5万吨/日单机工程示范。

国内热法海水淡化已经突破国外出口。

目前正在开展单机3.0万吨/日海水淡化示范应用

新型热法海水淡化

太阳能光热海水淡化已经实现工程应用。

多效板式蒸馏海水淡化取得示范应用。

中国蒸馏海水淡化技术进展



2003年，海水淡化研究所研制成功60吨/日MVC装置

突破和掌握了双效压汽蒸馏工艺，为大型装备最优化设计奠定了基础

中国蒸馏海水淡化技术进展



2004年，海水淡化研究所研制成功3000吨/日 MED-TVC工程

国内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加工制造MED装置（9效）

中国蒸馏海水淡化技术进展



2008年，海水淡化研究所6套MED海水淡化装置出口国外

我国首次出口大型MED海水淡化装置

开创海水淡化出口先河，率先挺进国外淡化市场

依靠国内自主技术力量完成咨询、设计、建造和调试

Some exported MED seawater desalination plants
出口印尼的多套MED海水淡化装置

中国蒸馏海水淡化技术进展



2012年，海水淡化研究所研制应用MVC的采油废水零排放技术

核心技术： MVC机械蒸汽再压缩技术+两效蒸馏

项目成果及工程示范装置的运行，形成机械蒸汽再压缩多效蒸馏成套技术，提高了

系统效率，将零排放技术又推进了一步。

中国蒸馏海水淡化技术进展



2013年，海水淡化研究所中国首套太阳能光热海水淡化工程

2013年，菲涅耳光热聚焦+MED淡化工艺

工艺可靠、技术成熟、抗干扰能力强

系统以可再生能源供能，形成低碳海水淡化应用示范

中国蒸馏海水淡化技术进展



技术的提升

工艺研发

关键设备

关键材料

性能检测

运营培训

技术服务



工艺研发

开发出适合不同需求的MED技术

适合冬季和夏季温差较大

适合300MW、600MW、1000MW等主流发电机组

开发出了500t/d~25000t/d系列MED工艺

适合工业废热、柴油发电机废热、太阳能等低品位热源

MED工艺优化

分效组进水方式

预热方式优化

热回收利用



工艺研发-先进计算、设计软件二次开发

搭建海水淡化工程交互式、网络化设计平台

三维界面，多专业设计协同，分析、计算验证，设计快捷

采用先进设计、计算、分析软件

自行编制计算软件（工艺）

Inventor三维设计软件（设备）

Ansys应力分析软件（设备）

CFX流体分析软件（流体分析）

SW-6过程设备设计软件（设备）

PDMS三维工厂设计系统（工艺）

PROMIS-E（电气）

MATLAB(数值仿真)

借鉴ASME、DIN、AD、JIS设计标准



部分工程设计软件

ANSYS应力分析

Inventor三维机械设计 PDMS三维管路设计

CFX流体分析 MATLAB数值分析

P&IW仪表管路设计

工艺研发-先进计算、设计软件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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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热管外瞬间流动模式

V12.1 高速摄像机拍摄Fluent模拟结果

蒸汽喷射泵马赫数分布Fluent模拟

密封圈压缩率Ansys模拟分析 组合喷嘴喷淋效果Matlab分析

工艺研发-数值仿真及模拟分析



蒸发器

冷
凝
器

MED中试装置

Inventor装置三维机械设计

工艺研发-三维协同设计



管路三维布置效果图

管
路
设
计
截
图

管
路
布
置
立
面
图

PDMS管道三维设计

工艺研发-三维协同设计



关键设备及材料研发

强化传热 蒸汽热压缩 海水布液

阻垢药剂负压密封汽液分离



关键设备及材料研发-专业化测试平台

综合传热试验平台 蒸汽喷射试验平台喷淋试验平台

气密性试验平台 仿真试验平台汽液分离试验平台



阻垢性能

测试

密封性能测

试

防腐技术

研究

设备结构

评测

传热性能研究

参数控制研究

关键部件

研究

工艺流程研究

关键设备及材料研发-专业化测试平台



关键设备及材料研发-专业化测试平台



实验及检测仪器设备总价值近2亿元

性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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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密性试验仪 磁控溅射镀膜机 盐雾腐蚀试验机

湿热测试仪万能拉伸仪 挂片测试仪 老化试验箱

性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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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培训



虚拟操作和联动

运营培训



加工、建设现场

调试现场

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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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馏海水淡化技术在中国的工程应用



中国蒸馏海水淡化工程规模

截止2016年底，全国已建成海水淡化工程131个，产水规模为1188065

吨/日，最大海水淡化工程规模为20万吨/日。

全国已建成应用低温多效技术的工程16

个，产水规模375150吨/日，占全国总产

水规模的31.6%。

国内低温多效最大规模为20万吨/日，

最小规模为30吨/日。



蒸馏淡化技术目前在国内主要用于以下4个方面：

① 市政用水

② 工业用水

③ 工业废水处理

④ 苦咸水淡化

蒸馏海水淡化工程在中国的应用



北疆电厂20万吨/日MED海水淡化装置（生活饮用水）

14效蒸发器 + 1效冷凝器、造水比 > 13

单机规模：25000吨/日

地点：天津国投北疆电厂



海南乐东县30吨/日多效蒸

馏海水淡化工程

线性菲涅尔透镜单位面积

集热

设备操作弹性大，自适应

调节能力强

预热时间短，开机启动迅

速，满足太阳能间歇性运

行要求

太阳能光热海水淡化商业示范工程项目（生活饮用水）

3效蒸发器+1效冷凝器、光热太阳能作为蒸汽热源



装机容量：20吨/日

热源供给：热水（75~85℃）

产品水质：5~10mg/L

工艺设计：板式升膜蒸发

应用于浙江舟山东洲渔业公司东洲21号远

洋渔船、弘普6号远洋渔船

20吨/日板式蒸馏淡化产品（生活饮用水）



国内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加工制造MED装置（9效）

黄岛电厂3000吨/日MED示范工程（工业用水）



核心技术： MVC机械蒸汽再压缩技术+两效蒸馏

模块化单元，弹性配置

喷淋闪蒸，U形传热管冷凝，采用螺杆压缩机，提高增压比。

60吨/日MVC处理采油废水（废水处理）



新疆8效板式蒸馏苦咸水淡化工程（苦咸水淡化）

24m3/d  8效板式蒸馏苦咸水淡化装置

太阳能集热

燃气发电机尾气余热锅炉

苦咸水预处理



国内其它大型蒸馏法海水淡化工程（工业用水）

天津泰达新水源1万吨/日 MED装置

京唐钢铁厂4×1.25万吨/日 MED装置

神华仓东电厂1.25万吨/日 MED装置



印尼INDRAMAYU 2×4500吨/日MED海水淡化工程（2009年）

我国首台出口海外的大型国产MED装置（7效），造水比10

出口海外的大型国产MED装置



印尼PACITAN 2×3000吨/日MED海水淡化工程（2010年）

龙湾3×315MW火电项目配套设备（7效），造水比8

出口海外的大型国产MED装置



印尼PACITAN 2×3000吨/日MED海水淡化工程（2011年）

巴齐丹3×315MW火电项目配套设备（7效），造水比8

出口海外的大型国产MED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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