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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地热资源作为一种清洁、低碳、可再生的新型能

源，开发利用地热资源是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

必然趋势。在地热资源丰富的区域，地源热泵作为新型

的中央空调冷源系统受到越来越多暖通工程设计者的

重视。而在工业较发达的地区，为了达到电网的供电平

衡，实现削峰填谷作用，供电部门采取了峰谷电价政

策。为了降低中央空调系统的能耗费用，冰蓄冷系统也

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应用。
中央空调作为建筑的能耗大户，其电耗一般占整

个建筑物用电负荷的40% ～60% ，合理的方案设计对

整个中央空调的节能具有重要作用。对适合采用地源

热泵系统且具备峰谷电价政策的地区，采用地源热泵

联合冰蓄冷作为中央空调冷、热源可获得较大的经济

效益（特别对于冬、夏季负荷相差较大，空调主要于白

天运行的工程）。为了探讨两个系统联合设计的合理性

与运行策略，本文以济南市某高校图书馆为对象，对该

建筑物的中央空调系统采用了地源热泵联合冰蓄冷设

计方案，同时也较全面地探讨与分析了该系统的运行

策略和经济性。

1 工程概况

该图书馆为地上7层，地下1层，建筑总高为29.8m

（限高30m）。建筑主体结构为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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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625m 2，空调面积为20 496m 2。图书馆地上一层入口

处为内封闭式高大内庭，由阅览室、公共区、办公室等

区域组成。地上部分中央为7层通高的中庭空间，以引

入自然柔和的天光；地下一层为停车场、配电室、冷水

机房、多功能厅以及密集书库；一层为大厅、查阅、办
公、展览以及咖啡厅等附属功能；二~六层为阅览室、办
公室；七层为办公室、活动室、研究室以及接待室。

2 空调负荷特点及分析

该图书馆冬、夏季设计日空调运行时间基本恒定

在8：00～21：00，没有需要24h连续供冷和供热的区域，

冷、热供应系统较单一。经设计计算，该建筑空调系统

日总冷负荷为34 949kW h，日尖峰冷负荷为3211kW ，日

尖峰热负荷为2224kW 。利用负荷计算软件得出夏季设

计日逐时负荷分布如图1所示。

由图1得出该图书馆的负荷特性为：夏季设计日

尖 峰 负 荷 为 3211kW ， 发 生 在 15：00， 最 小 负 荷 为

1247kW ，发生在8：00，最大负荷与最小负荷的差距较

大，且50% 以上负荷的运行时间较长，从9：00一直延续

到21：00。部分负荷运行时间长，为满足系统的经济性

及运行可靠性，系统冷、热源机组需具备较好的调节

能力。
由于建筑物冬、夏季冷热负荷相差较大，若采用单

一的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会造成土壤冷、热交换不均，

对土壤的储能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在设计时考虑以

热负荷作为选取地源热泵机组的依据。另外，济南市峰

时段电价为0.9元/kW h、平时段电价为0.6元/kW h、谷时

段电价为0.3元/kW h。图书馆夜间无负荷，具备利用夜

间谷时段电力来制备白天所需的部分冷量的条件。根

据以上分析，该用户负荷特点符合采用地源热泵以及

冰蓄冷联合供冷模式的特征，因此本设计采用了地源

热泵联合冰蓄冷系统作为该用户的冷、热源。

3 空调系统机组选型

空调系统热源采用地源热泵，冷源采用地源热泵

联合冰蓄冷。依据该工程冬、夏季空调冷热负荷特点，

以日尖峰热负荷2224kW 为选取地源热泵机组的依

据，选取2台单机制冷量为918kW 、制热量为1166kW

的地源热泵机组（机载机组）。计算双工况机组负担的

冷负荷：

Qs=（Qj-Qd）·65% （1）

式中 Qs—双工况机组负担冷负荷，kW ；

Qj—系统设计日尖峰负荷，kW ；

Qd—地源热泵机组供冷量，kW ；

65% —取主机负荷为尖峰负荷的65% 。
代入相应数据：

Qs=（3211-2×918）×65% =893.75kW

选取1台双工况水冷螺杆机组，空调工况制冷量为

897kW ，制冰工况制冷量为590kW 。双工况机组夜间制

冰8h，系统设计冰筒出口温度为3.5℃。计算系统总蓄

冰量及最大融冰速率。
Q=Q1·t （2）

ε=θ·4% （3）

式中 Q —系统总蓄冰量，kW h；

Q1—机组制冰工况制冷量，kW ；

t—机组夜间制冰小时数，h；

ε —系统最大融冰速率；

θ—设计冰筒出口温度，℃；

4% —取值常数。
代入相应数据：

Q=590×8=4720kW h

ε=3.5×4% =14%

依据系统总蓄冰量及最大融冰速率可计算出系统

的最大小时融冰量。
Qh=Q·ε （4）

式中 Qh—系统最大小时融冰量，kW 。
代入相应数据：

Qh=4720×14% =660.8kW

4 系统运行策略

采用地源热泵联合冰蓄冷系统作为中央空调系统

的冷、热源，关键在于如何协调不同类型机组的运行模

式，设计出符合空调负荷变化规律的节能运行策略。不
同空调负荷状况下的运行策略应依据最小运行能耗、
最大利用效率的原则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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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空调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常处于部分负荷状

态，为了得出不同负荷状态下空调系统机组的最佳运

行策略，在全面分析负荷特性的基础上，依据选取机

组的类型和冷量，利用“冰蓄冷专家系统选型与模拟

运行软件”对系统进行模拟运行，得出系统运行策略

图如图2所示，由图可见，100% 设计日负荷时系统运行

策略如下：

（1）谷时段（23：00～7：00）采用双工况水冷螺杆机

组单独制冰模式。双工况机组在这一时段内满负荷运

行制冰，充分利用谷时段电力来降低系统能耗费用。
（2）峰时段1（8：00～10：00）应尽量减少机组的开

启数量，采用地源热泵、蓄冰槽联合供冷模式。开启地

源热泵机组，联合融冰供冷即可满足要求，双工况主机

停止运行。
（3）平时段（10：00～19：00）空调负荷较大且电价

处于平时段，采用地源热泵、双工况机组、蓄冰槽三者

联合供冷模式。充分利用双工况水冷螺杆机组的高效

调节性能，实现部分负荷状态下的高效率运行。地源热

泵机组在这一时段内满负荷运行。
（4）峰时段2（19：00～21：00）蓄冰冷量已全部耗

尽，但空调负荷仍较大，需开启两种类型机组进行供

冷。采用地源热泵、双工况机组联合供冷模式。
基于同样分析得出75% 、50% 、25% 设计日负荷状

态下系统的运行模式。在部分负荷状态下，系统可高效

地利用夜间的蓄冰冷量在白天峰时段为建筑物供冷，

停止运行双工况主机。如75% 设计日负荷状态下，峰时

段双工况机组停止运行，由地源热泵机组与融冰联合

供冷。在50% 、25% 设计日负荷状态下，双工况主机白

天全天停止运行，只在晚上利用低谷电力满负荷运行

制冰蓄冷，白天建筑物所需冷量由地源热泵机组联合

融冰提供。
系统的模拟运行策略体现了空调系统的良好调节

性能。依据不同时段的负荷变化特点采取最有效的运

行策略。在确定运行策略后，不同负荷状况下，可依据

运行策略在不同运行时间段内选择相应的机组运行模

式，合理地协调运行两个系统，以提高机组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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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系统全年各时段电量及电费统计表

31

55

14

-

电费比例，%时段

峰时段

平时段

谷时段

合计

电量，kW h

146 699

395 615

203 263

745 578

电价，元/kW h

0.9

0.6

0.3

-

电量比例，%

20

53

27

-

电费，元

132 029

237 369

60 979

430 377

和利用峰谷电价差异，降低建筑物的运行费用。

5 系统全年能耗与电费统计

根据对系统进行的模拟运行，可得出按电力时段

统计方法统计的系统全年能耗及电费。全年各时段详

细电量及电费统计见表1。由表1可知，采用地源热泵联

合冰蓄冷系统后，降低了系统峰时段电力使用比例，有

效地利用了低谷期电力，降低建筑物能耗费用，缓解城

市高峰供电紧张局面。

6 系统经济性分析

若设计采用单地源热泵系统，设备选型：

（1）3台单台制冷量为1198kW 的地源热泵机组（空

调季总功率为230.4×3=691.2kW ，采暖季总功率为

0.87×340.4×2=592.3kW ）；

（2）4台冷水泵（总功率为30×3=90kW ）；

（3）4台地源侧循环水泵（总功率为30×3=90kW ）。
在采用单地源热泵系统的情况下，电费按平均值

0.6元/kW h计算。图书馆冬夏季运行天数均为120d，空

调日运行时间为13h。计算冬、夏季空调总运行时间：

T=td·tr·2 （5）

式中 T —冬、夏季空调总运行时间，h；

td—夏季空调运行天数及冬季空调运行天数，d；

tr—空调日运行小时数，h。
代入数据：T=120×13×2=3120h

依据负荷计算结果，空调存在部分负荷运行阶段，

有一定的负荷波动性。现分别将夏季空调运行时间和

冬季空调运行时间折合为满负荷时间计算，见表2。
由表2可知，夏季空调折合满负荷时间为975h，满

负荷率为62.5% 。冬季空调折合满负荷时间为780h，满

负荷率为50% 。
由上述资料可计算采用单地源热泵系统时空调系

统的全年运行能耗费用。
Cx=c·t·w （6）

Cd=c·t·w （7）

Cz=Cx+Cd （8）

式中 Cx—夏季空调系统运行费用，元；

c—电费收取标准，元/kW h；

t—空调运行时间，h；

w—设备总功率，kW ；

Cd—冬季空调系统运行费用，元；

Cz—冬、夏季空调系统总运行费用，元。
代入相应数据：

Cx=0.6×975×（691.2+90+90）=509 652元

Cd=0.6×780×（592.3+90+90）=361 436元

Cz=509 652+361 436=871 088元

本设计采用地源热泵联合冰蓄冷系统，依据前述

利用软件计算得出的系统全年能耗费用为430 377元。
对比两种不同系统可知，地源热泵联合冰蓄冷系统的

全年能耗费用相对单地源热泵系统有明显降低，具有

较好的经济性。

7 结语

本文以实际工程为例，分析了地源热泵联合冰蓄

冷系统的设计特点和运行策略。采用地源热泵联合冰

蓄冷系统的方式，既采用了新型能源，又利用了峰谷电

价差异，有效地降低了空调系统的运行费用，同时也可

缓解城市电网高峰用电时段的电能不足状况。另外采

用地源热泵联合冰蓄冷系统方式，虽然比单地源热泵

系统的初投资略大，但由于其较低的运行成本，可在较

短时间内回收初投资，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张春蕾，贺伟，王随林，等.地源热泵与冰蓄冷联合运行模式的探讨[J].

暖通空调，2008，38（2）：122~124.

[2]吴国华.某能源中心冰蓄冷系统设计[J].制冷空调与电力机械，2009，129

（30）：41~44.

[3]陆耀庆.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M ].第二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08.

[4]刁乃仁，方肇洪.地埋管地源热泵技术[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5]陈在康.空调过程设计与建筑节能[M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

[6]李玉街.蔡小兵，等.中央空调系统模糊控制节能技术及应用[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收稿日期：2012- 01- 06

修回日期：2012- 02- 06

表2 冬、夏季运行时间折合满负荷时间表

负荷状态
所占百分比，% 运行时间，h

冬季 夏季 冬季 夏季

100%负荷

75%负荷

50%负荷

25%负荷

10
20
30
40

20
30
30
20

156
312
468
624

312
468
468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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