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前言

地源热泵技术是利用地下的土壤、地表水、地下

水温相对稳定的特性，通过消耗电能，在冬天把低位

热源中的热量转移到需要供热或加温的地方，在夏天

还可以将室内的余热转移到低位热源中，达到降温或

制冷的目的。地源热泵不需要人工的冷热源，可以取

代锅炉或市政管网等传统的供暖方式和中央空调系

统。冬季它代替锅炉从土壤、地下水或者地表水中取

热，向建筑物供暖；夏季它向土壤、地下水或者地表水

放热，达到给建筑物降温的目的。同时，它还可供应生

活用水，可谓一举三得，是一种有效利用能源的方式。

地源热泵（ #$%&’(")%&$*+",+-."/&0123"#),/）系统包

括三种不同的系统：以利用土壤作为冷热源的土壤源

热泵，又称为地下耦合热泵系统（ #$%&’(4*%&15+("6+-.7
1&01"282.+02） 或者地下热交换器热泵系统（ #$%&’("
6+-."+9*6-’:+$）；以利用地下水为冷热源的地下水热

泵系统（ #$%&’(";-.+$"6+-."1&012）；以利用地表水为

冷热源的地表水热泵系统（ )&$<-*+4;-.+$"6+-."1&012）。

在中国，煤作为主要能源，长期以来在生产、消费

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尽管近年来煤炭所占比例略

有下降，但仍保持在 =>?以上，并再次呈现出上升的

迹象。@!!@ 年煤炭在我国能源生产、消费中的比例分

别由 @!!A 年的 =BC=D和 =>CED上升到 F!CFD和 ==CADGAH。

从表 A 可以看出，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中高居榜首。特

别在冬季，在国内的农村和部分城市几乎全部靠煤取

暖。煤是各种能源中污染环境最严重的能源，只有减

少城市地区煤的使用，城市大气污染问题才可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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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地源热泵技术进行了回顾，分析了能源结构对环境的污染和地源热泵技术应用的意义，介绍了地源热泵

的发展历程、国内地源热泵研究的现状和最新成果以及地源热泵技术在工程中的应用，分析了地源热泵在中国的

发展前景，指出了地源热泵使用中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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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现在各地都在采取措施控制燃煤的数量，选用

电采暖、燃油或者燃气采暖等措施，但都存在运行费

用高、资源不足和排放大量 !"# 等问题。受能源、特别

是一次能源与环保条件的限制，传统的燃油、燃煤中

央空调方式将逐步受到制约。而从降低运行费用、节

省能源、减少 !"# 排放量来看，地源热泵技术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地源热泵的发展历史

地源热泵是一种先进的技术，它高效、节能、环

保，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这项技术最先开始于 $&$# 年，

瑞士 ’()**+ 提出了“ 地热源热泵”的概念。$&,- 年美

国开始对地源热泵进行系统研究，在俄勒冈州建成第

一个地源热泵系统，运行很成功，由此掀起了地源热

泵系统在美国的商用高潮。$&./ 年美国安装地源热泵

$,0111 台，$&&2 年则安装了 ,/3111 台，目前已安装了

,113111 台以上的地源热泵，并且以每年 $14的速度

递长。$&&. 年美国商用建筑的地源热泵空调系统已经

占到了空调所有量的 $&4以上，其中在新建筑中占

5146#758。在欧洲国家里更多的是利用浅层地热资源来

供热或者取暖。

上个世纪 21 年代以来，随着能源和环境问题变得

突出，在各个方面也更多的考虑节能，以可再生的地

热源为能源的地源热泵又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尤其是

近年来，随着能源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地源热泵

的研究和应用发展迅速，国内外的很多高校和研究机

构相继开展了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的研究。随着研究

的深入，我国地源热泵研究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举办

了各种交流探讨会。中国制冷学会第二专业委员会主

办了“ 全国余热制冷与热泵技术学术会议”；$&.. 年中

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主办了“ 热泵在我国应用与发展

问题专家研讨会”6,8；$&&, 年 & 月 - 日至 . 日，中国能

源研究会地热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 第四次全国

地热能开发利用研讨会”；从 #1 世纪 &1 年代开始，每

届全国暖通制冷学术年会上都有“ 热泵应用” 的专

题；#111 年 - 月 $& 日!#5 日，“ 中美地源热泵技术交

流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介绍了地源热泵技术，国外的

应用状况和在中国的推广；#115 年 5 月 $2 日，山东建

筑工程学院地源热泵研究所与山东建筑学会热能动

力专业委员会联合发起并承办“ 国际地源热泵新技术

报告会”在山东建筑工程学院举行，加强了国内外地

源热泵先进技术的交流。

#9%%%% 研究现状及成果

从上个世纪 .1 年代开始，国内外对地源热泵进行

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地下埋管换热器的传热模型和传热研究

地 源 热 泵 地 下 传 热 模 型 的 理 论 基 础 有 三 种 ：

;<=)>?(** 和 @*A?? 提出的线源理论；$&.5 年 BCD 提出

的修改过的线源理论；$&.- 年 E9!9F)G 提出的三维瞬

态远边界传热模型理论6/8。文献6/8同时提出了现在比

较广泛应用的三种传热模型：基于能量守恒定律的 E9
!9F)G 传热模型；;HIJ@K（ ;<L)><ALG(<A*9H>(M<NOI(M>P)%
J)AL%@MQR）模型，该模型提供了计算单根竖埋管、多

根竖埋管及水平埋管换热器土壤热阻的方法；CSSK
（ CALG(<A*%SAL)>%S)**%K??(PGALG(<）模 型 ，运 用 该 模 型

可直接给出换热器内平均流体温度。

#:#%%%%瞬态工况数值模拟、热泵装置与部件仿真模型的

理论和实践研究

在地源热泵的三种不同系统形式中，因采用地下

埋管换热器使土壤源热泵的技术难度最大，设计和施

工都很困难，所以一直也是地源热泵技术的难点和核

心所在。李凡、仇中柱和于立强应用有限单元法对土

壤热源地下 T 型垂直埋管周围土壤的非稳态温度场

进行了数值模拟，其结果与实验测试值吻合良好。根

据数值模拟计算程序可给出 T 型垂直埋管向地下放

热量与埋管的埋深及埋管的热作用半径的对应关系，

为 T 型垂直埋深、数量及间距的设计提供了参考依据6-8。

对于土壤源热泵在冬季工况下的启动特性，李元旦、

张旭等结合实例研究表明，土壤源热泵的冬季启动时

间比夏季的短，仅为 ,!/%U。实测获得了单位钻孔长的

取热率为 ,1!-1%SVQ，可作为设计参考数据。分析了土

壤源热泵冬季制热工况的系统 !"@ 值和压缩机 !"@
值，指出要获得好的节能效果，必须优化系统，减少循

年份 能源消费总量

（ 万吨标准煤）

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4）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水电

$&/2 &3-,, &#:5 ,:- 1:$ 5:1
$&21 #&3#&$ .1:& $,:2 1:& 5:/
$&.1 -13#2/ 2#:# #1:2 5:$ ,:1
$&&1 &.3215 2-:# $-:- #:$ /:$
$&&& $##3111 -2:$ #5:, #:. -:2

表 $%%%% 能源消费总量及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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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和风机等的能耗!"#。丁勇、刘宪英等根据在 $%&’( 浅

埋竖管换热器地源热泵试验装置上做的冬季供暖效

果测试，建立了地下浅埋套管式换热器的传热模型 !)#。

他们还介绍了根据浅埋竖管换热器地热源热泵冬季

测试结果，在夏季试验中对试验装置及实验方法的改

进，测试了夏季定水量（ *+ 天）的运行效果和变水量

运行时各性能指标的变化。采用系统能量平衡结合热

传导方程建立的地下竖埋套管管群换热器传热模型

和过渡季大地温度场模拟，与实测值吻合较好!,#。大地

初始温度是地源热泵设计中的重要参数，实际测量很

不现实，在文献!%#中，他们采用计算法来确定大地的

初始温度。在不同的地质条件下，地下换热器会受到

不同的影响，付祥钊、王勇等人通过建立地源热泵岩

土换热器的简易数理模型，在重庆和上海两地进行了

岩土换热器试验，结果表明，岩土性能及由年平均温

度决定的岩土原始温度对岩土换热器性能有显著影

响，在砂岩中设置的换热器比沉积土中的性能好 !$-#。李

新国等人通过螺旋盘管地源热泵供暖制冷实验表明：

!冬季从地下取热盘管的出口温度能保持在 $-!左

右，明显高于冬季环境空气温度，有利于制热性能。但

夏季制冷地下盘管的进出口温度已超过标准空调工

况的条件。分析原因，认为是地下盘管布置过于密集

和未使用适宜的回填土，致使盘管散热性能差。"实

验测得的系统 ./0 和压缩机 ./0 值并不高，这与水

源热泵机组设计是否匹配、优化，水泵和风机的选择

是否匹配等有关。#对小型地源热泵，垂直螺旋盘管

占地面积小，换热性能较优!$$#。赵军、袁伟峰等依据能

量平衡，建立了地下浅埋套管式换热器传热模型，求

解并分析了影响传热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强化换热的

措施，给出了相应的函数关系图!$$#。郑宗和、牛宝联等

人提出了把热管应用到地源热泵的水平埋管换热器

中，用以提高换热器周围土壤的温度和稳定土壤周围

的温度场，以减少埋管换热器的占地面积。通过实例

分析，插入热管后，虽然增加了成本，但节约了土地面

积，证明了利用热管提高水平埋管的换热效能在经济

上是可行的 !$1#。

12+&&&& 地源热泵空调系统制冷工质替代研究

3.4. 禁用期限的临近，也推进了对地源热泵替

代工质的研究。赵力、涂光备等采用 .56 方程进行循

环工质的理论计算和选择，针对以 7-"7%!地热尾水

为低温能源的热泵系统，在该系统中采用了循环性能

较好的、质量分数比为 $#$ 的非共沸二元混合工质，以

达到实际运行和环保要求!$+#。8"77 作为一种天然工质，

是热泵系统中最有潜力的替代工质之一，范晓伟、付

光轩对此进行了研究，在文献!$7#中介绍了近 $- 年来

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 8"77 热泵系

统进行的大量研究和取得的一些突破性研究成果，介

绍了 8"77 热泵样机及其压缩机、换热器、膨胀阀等各

重要部件的研究状况。黄华军、丁力行等运用基于

930（ 层次分析法）的综合性能评价指标体系，认为

34.: 及其混合物具有与 811 相近的热力性质，是目

前地源热泵系统的理想替代工质，其中 8$+7;、87$-9
和 87-". 是近期合适的 811 的替代工质!$%#。

127<&&其他能源如太阳能、水电等与地热源联合应用的

研究

为了更好的利用能源，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也有

专家学者进行了其它能源和地源热泵的联合应用方

面的研究。曲云霞、方肇洪对太阳能辅助供暖的地源

热泵的经济性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在冬季，我国北

方地区土壤温度较低，并且以热负荷为主，如果采用

地源热泵供暖，则机组和换热器的初投资比较高，连

续运行的效率也较低，夏季运行时机组容量过大，造

成浪费。可以利用太阳能集热器作为辅助能源，白天

时，依靠地源热泵供暖，夜间利用太阳能集热器储存

的热量，由地热和太阳能共同供暖，这样的方案比单

纯用地源热泵供暖更经济节能 !$*#。另外，何小龙、郑利

强在文献!$"#里面分析了地源热泵系统在水电站中应

用的优势，对利用地下水进行了分析，不过，笔者认为，

在水电站附近，可适当地选用地表水热泵系统，因为

地表水丰富，所以会更加节能，降低费用。在地源热泵

的三种系统形式里面，国内研究较多的是土壤源热泵

和地下水热泵系统，关于地表水热泵系统研究的比较

少，主要是合适的地表水资源太少了，或者是因为地

理位置的原因限制了地表水热泵的发展。不过，假如

条件允许的话，比如在水电站附近，或者附近有丰富

的地表水资源，不妨考虑运用地表水热泵系统。

1=%&&&地源热泵系统的设计和施工

地源热泵系统的设计主要集中在系统地下部分

的设计，包括冷热负荷的确定，地下换热器的选型、布

置，室内空气气流的组织形式，热泵的容量等，不过要

重视对地源热泵空调系统设计基础资料的准确性和

真实性进行鉴别，特别是水文地质、地表情况、试验井

（ 坑）、水质这些资料，以免造成系统失败或者和预期

效果大相径庭。对于地下水热泵系统、土壤源热泵系

统、地表水热泵系统，都有不同的设计步骤和施工方

·+1&· 1--7 年建 筑 热 能 通 风 空 调



法，具体可参考文献!"#$%&’。

%()***地源热泵系统的经济性能和运行特性的研究

随着地源热泵在中国的逐渐推广，对地源热泵系

统经济性能和运行特性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姜宝

成、王永镖、李炳熙针对地源热泵钻井费昂贵、初投资

比普通供暖空调高的问题，利用经济评价方法，以哈

尔滨地区供暖面积 +,-,,,*./ 为计算对象，分析比较了

地源热泵 & 种驱动源（ 电动机、燃气机、柴油机）和 &
种辅助热源（ 电锅炉、油锅炉、燃气锅炉）共计 0 种系

统组合的经济参数（ 初投资、年经营成本、年总成本、

净现值、净现值率及投资回收期），分析计算得出燃气

机驱动、+0,*12 辅助燃气锅炉的地源热泵系统为最佳

的结论!%3’。许淑惠、邢云绯的研究从节能分析出发，结

合工程实例，对地源热泵系统即地下水热泵系统和土

壤源热泵系统与风冷热泵系统在技术性能和经济性

能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表明地源热泵系统性能参数

比风冷热泵系统有较大提高；初投资和运行费用比风

冷热泵系统节省 %3!&,4左右!%5’。王景刚、马一太依据

圆柱源理论，建立了耦合地面热泵机组和地下埋管换

热器特性的模拟模型，探讨了模拟过程中有关参数的

确定方法，并运用模型对地源热泵的冬季和夏季运行特

性进行了模拟，模拟结果和实验实际测得的数据相符!%)’。

%(67*土壤热物性及土壤导热系数的试验研究

对于土壤源热泵来说，土壤作为热泵系统的热

源，对土壤热物性及土壤导热系数的试验研究显得尤

为重要。张旭采用探针法，通过实验得到了土壤及其

与不同比例黄砂混合物的导热系数随含水率和密度

的变化规律，土砂混合比为 +"% 时混合物的导热系数

最大，为寻找最佳的回填材料提供了基础数据!%6’。

&****工程应用实例

目前国内地源热泵的应用实例比较少，影响比较

大是中美合作在中国建设的三个地源热泵示范工程。

+006 年，中国科技部与美国能源部签署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与美利坚合众国能源部

地热开发利用的合作协议书》。根据协议规定，中美两

国政府合作在中国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建立三个地源

热泵的示范工程。北部示范工程是中国食品发酵研究

所综合办公楼及专家楼，中部示范工程是宁波雅戈尔

工业城，南部示范工程是广州松田职业技术学院。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工程实例。其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工程有：

清华同方人工环境有限公司承担的山东东营市

胜泰大厦的地下水热泵系统和空军丰台招待所、办公

楼的地下水热泵空调改造系统。其中，东营市胜泰大

厦的建筑面积 3-5,,*.%，制冷量 %6+*12，冷冻供回水

温度 6#8+3#，输入功率 )%*12，制热量 %0,*12，热水

供回水温度 5,#83,#，输入功率 9&*12。设计了 % 口

水源水井，当中一口为抽水井时，另一口水源井为回

灌井。空军丰台招待所、办公楼冷量 +-3,,*12，热量

+-5,,*12，生活热水约 %)5*12，采用 & 口供水井，井深

5, 米，地下水出水温度为 +5#左右，回灌井 % 口，井深

%9 米!%9’。

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参与的新疆

米泉市小型办公楼和重庆大学 : 区暖通实验楼两个

房间采用了土壤源热泵系统。其中，米泉市小型办公

楼空调总面积 +%;*.%，冷量 +,(3*12，热量 0(93*12，采

用水平埋管土壤源热泵系统。暖通实验楼两个房间 69*.%，

采用 +5 根深 +,*. 的浅埋套管换热器，还设有 % 组埋

深分别为 +*. 和 %*. 的水平埋管，埋管长度为 5,*.，运

行效果良好!%+’。

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地源热泵研究所与烟台荏原

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合作推出地源热泵系统并成功地

应用在该院学术报告厅的中央空调系统中，空调总面

积为 5,,*.%，冷量 ++,*12，采用垂直埋管土壤源热泵

系统!%$3’。

辽宁省辽阳市邮电局的两栋宿舍楼（ 建筑面积共

计 )-,,,*.%） 采用了由山东海阳富尔达公司与清华大

学工程力学系联合研制出的富尔达地温中央空调。运

行结果表明：冬季室内温度始终保持在 +9#以上，最

高可达 %5#!%’。

天津市梅江居住区一综合办公楼，建筑面积 %00+*.%，

建筑热负荷 +36*12，建筑冷负荷 &%,*12。经过了冬季

+ 个月、夏季近 & 个月的实际运行，该地源热泵系统运

行稳定可靠，总体效果上达到了预期的设计目标，冬

季采暖房间的室内温度稳定在 +9#以上，夏季空调房

间的室内温度基本稳定在 %5#左右，均达到设计温度

的要求!%0’。

内蒙古的地源热泵科技攻关项目由内蒙古机电

设计研究院组织人员攻关。科技厅选择了一所宾馆和

一幢具有办公、餐厅、商场、体育运动场为一体的建筑-
做试验示范基地。总建筑面积为 6-0,,*.%。系统水源为

两个深为 +9,*. 井，井的直径为 &%,*.. 的水井，其中

一口井为供水井，另一口为回灌井，两口井可交替使

用。该系统于 %,,% 年元月开始试水、试运行，通过冬季

王宇航等：地源热泵的研究与应用第 %& 卷第 3 期 ·&&*·



采暖期 !"# 天、夏季运行 $# 天的试验证实，该系统制

冷时提供的出口温度为 %!!&"冷水，供热时提供出口

温度为 ’(!(#"热水，最高可达 (#"。夏季使室温控制

在 &("以下，冬季使室温保持在 !)!&("，同时可供

’&"卫生热水，集供热、制冷、供应卫生热水为一体，是

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另外，为了将北京 &##" 年奥运会办成历史上最为

成功的一届，实现“ 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的目标，北

京市政府将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列入奥运公园的能

源供应规划之中。专家们预测，&##" 年北京奥运会之

前北京奥运公园将钻 !# 眼地热产水井与回灌井，预计

井深 +-###!’-###./，每口井日出水量在 !-(##./+ 以

上，水温均大于 )("以上*+!,。这是个让暖通空调工作

者振奋的好消息。

’.....存在问题

地源热泵从开始研究到应用的过程中，虽然它是

一种环保、节能、先进的空调方式，但仍然存在一些需

要注意的问题：

!水资源利用的问题

水资源的利用应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对于地

下水的使用问题，国家已经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

出台，应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 城市地

下水开发利用保护管理规定》等法规，确保水资源不

受污染，不对地质造成灾害。

"采取可靠的回灌手段

大量的开采地下水而不采取可靠回灌手段的话，

后果将不堪设想。应加强对井水抽取后进行回灌，还

要对水井进行维护，增加水井的使用寿命。回灌水还

不应污染地下水源。

#设计过程中要注意水文地质问题

利用地下水源时，要了解地源热泵系统设计的基

础资料。要在当地完成对工程所在地的井深、水温、水

量、水质等原始资料的采集，并保证这些资料的有效

性和正确性，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研究。这是一项很

重要的工作，可是经常在工程实践中被忽视，从而造

成了系统的失败。在某工业城项目中，可行性报告中

列出的单井每小时出水量实际上是单井每天出水量，

这使得工程最后不得不采用其他的方式进行补救*&,。

$水质处理问题

如果水质不适合直接用于地源热泵机组，则需要

采取相应的水处理措施。比如用过滤器、水处理仪、沉

淀池等装置处理后再用于地源热泵机组。一般情况下

地下水不能直接用于供暖，因为地下水一般含有一定

数量的碳酸盐、硫酸盐、腐蚀性气体及泥沙等物质。可

以经过板式换热器间接利用地下水，从而延长机组使

用寿命，减少维修费用。

%地下换热器的设计

地下换热器的设计要注意对建筑负荷、回填材

料、土壤地层特性等进行精确的勘测和分析。

&国产设备的质量问题

现在国内生产地源热泵产品的厂家越来越多，但

大部分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堪忧。由于过去没有水源热

泵的国家标准，所以各厂家的规格、参数不一。有的设

备厂家直接从别的公司买进设备，拆了自己照着做，

没有自己的设备研究和开发能力，所以造成这样的局

面也在情理之中。&##& 年 !& 月 ) 日全国制冷设备标

准化委员会会议已审订了《 水源热泵》国家标准，以

后可以逐渐达到统一*+&,。不过，中国暖通空调界需要更

多其他的相关地源热泵的国家标准或规范。

’合理地配置整个系统

地源热泵虽然是绿色的空调方式，但是如果没有

一套合理的系统，它的节能和环保优势就根本无法发

挥出来。

(.....结束语

地源热泵作为一种环保节能的空调方式，应该得

到研究工作者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探索其关键

性技术。目前在国内地源热泵机组的设计、安装、运行、

维护等各个方面还没有成型的行业标准和规范，其推

广应用还有待时日。作为一门新技术，它为我国的可

持续发展带来了契机，在不远的将来，随着国富民强，

经济实力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进步，研究和技术人员

的努力，它在中国一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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