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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源热泵联合冰蓄冷系统应用分析

郭家宝,汪  筝

(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  200025)

摘  要:对地源热泵和冰蓄冷系统各自的技术优点进行了分析, 进而将这两个系统联合, 应用于变电站工程的

空调设计, 以达到节能及削峰填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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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alysis of ground source heating pumps w ith ice storage system s

GUO J ia-bao, WANG Zheng

( Shanghai E lectr ic Powe rDesign Institute Co. , L td. Shangha i 200025)

Abstrac t: The techn ica l streng th o f ground heating pumps and ice sto rage system s is in troduced. The comb ination o f

the tw o sy stem s is app lied in the a ir cond itioning design of substations to sav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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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源热泵空调系统利用相对稳定的地下资源

作为空调系统的冷热源, 其具有高效、节能、环保

等特性;而冰蓄冷制冷系统则可利用夜间低谷电

制冷蓄冷,在白天将其释放出来,以减少白天高峰

用电,对电网运行起到了 /削峰填谷 0作用。将两

种技术结合起来使用, 既可以利用地源热泵技术

高效节能的特点, 又能发挥蓄能技术对电网 /削

峰填谷 0的优势, 使整个系统的节能效益进一步

提高。本文对在上海地区变电站建筑中应用该联

合系统运行模式进行分析。

上海地区的变电站建筑, 其空调负荷特点是

冷负荷大于热负荷。无人值班的变电站在这方面

尤为显著, 冷负荷往往比热负荷大 2倍以上。以

往变电站建筑空调系统大都采用风冷热泵空调机

组, 并以计算的冷负荷作为选择空调机的容量。

而通常情况下热泵机组的制热量是制冷量的 1. 1

~ 1. 3倍, 所以造成机组投资和运行的浪费。采

用地源热泵联合冰蓄冷系统可以避免热泵空调机

组投资和运行的浪费,有效地利用资源,为社会环

境保护及电网安全作出贡献。

1 地源热泵技术的特点

( 1) 节能  热泵的能量利用率高, 能效比

(EER )高达 5~ 6。

( 2) 安全性高  与采用锅炉作为热源的空调

系统或采用直燃机的吸收式制冷相比,没有燃料

的燃烧过程,没有发生火灾和爆炸的危险。

( 3) 洁净  热泵只使用洁净的能源, 不需要

燃烧装置,不会造成直接的大气污染。

( 4) 运行管理、维修方便  由于热泵全部是电
气化空调系统,与具有燃烧装置的系统相比,运行管

理、维修方便,更可以实现全自动运转和远程监控。

( 5) 运行稳定可靠, 寿命长  地源热泵实际
使用的寿命可达 25年。

变电站建筑建议采用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

其竖直埋管可安装在室外空地。但变电站室外场

地有电缆沟或电缆排管,如布置紧凑,地埋管地源

热泵系统的竖直埋管也可安装在电缆沟或电缆排

管下方。

2 冰蓄冷空调技术的特点

( 1) 削峰填谷、平衡电力负荷  近年来, 虽然

我国电力工业得到迅猛发展, 但电力供应仍很紧

张。我国用电情况的特点是高峰时电力不足、被迫

拉闸限电;低谷时电力供应过剩,而电能又无法存

储,所以被迫关停部分发电机组。若不采取削峰填

谷的措施,要满足用户对高峰负荷的需求, 电网就

要增大装机容量, 耗资巨大。有资料显示, 上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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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空调用电量占建筑总用电量的 40%以上,因而

冰蓄冷空调是帮助电网削峰填谷的强有力措施。

( 2) 改善发电机组效率、减少环境污染  应

用蓄冷空调技术可以改善电厂发电机组运行状

况,减少对矿物燃料消耗大、运行费用高、效率低

的调峰电站的投入;在核电供应基本负荷的电网

里,可稳定其负荷水平, 多使用清洁的核电, 减少

烟尘和 C02的排放,减少环境污染,从而全面改善

能源使用状况和利用率。

( 3) 减小制冷机组的装机容量、节省空调用

户的电力花费  应用蓄冷技术可以减小制冷设备
的容量, 使机组原始投资费用减少;然而,蓄冷空

调系统增添了蓄冷设备的费用, 对于每一个工程

应进行具体核算。但由于峰谷电价的实施, 蓄冷

空调的运行电费也大为下降, 因此带来可观的经

济效益。

冰蓄冷空调方案的制定,可根据夏季空调计算

的逐时冷负荷、考虑当地电价政策、主机容量和电

价峰段时释冷量的分布,而确定全年的运行模式。

3 应用项目实例分析

某在建地下变电站工程, 夏季空调冷水的供

水温度为 7e , 回水温度为 12e ; 整个系统空调区

域为10 kV配电装置室、继保控制室、交流屏室、钠

流电池 PCS室及地下一层通往地面电梯间部分

区域。夏季计算最大冷负荷 175 kW, 冬季计算最

大热负荷 47. 4 k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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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冬季计算最大热负荷 47. 4 kW, 选择土壤

换热器。

Q h =冬季热负荷 @ ( 1- 1 /COP ) ( 1)

Q h = 47. 4 kW @ ( 1- 1 /COP ) ( 2)

式中  Qh ) ) ) 土壤换热器最大取热量, kW;

COP) ) ) 冬季地源热泵制热性能系数, 取为 3. 8。

3. 1 空调系统运行策略
根据夏季空调计算冷负荷逐时负荷及电价构

成分析, 由于该工程全天供冷, 空调时间长, 负荷

变化大, 尖峰负荷为低谷负荷的 4. 3倍, 综上分

析,该地源热泵联合冰蓄冷空调系统采用部分蓄

冷运行策略和主机优先控制策略, 即由地源热泵

机组负担谷电时段最大供冷负荷, 同时冰蓄冷机

组在谷价时段进行制冰蓄冷;在峰价电时段,由冰

蓄冷机组所蓄的冷量来补充地源热泵系统在峰价

电时段机组供冷量的不足。

3. 2 空调制冷机组的选择

选用 2台地源热泵机组,一用一备,在高峰负

荷时 2台同时运行, 平时互相交替运行。每台制

冷量 23. 4 kW,制热量 23. 7 kW。选用 1台双工

况螺杆冷水机组, 空调工况制冷量 175 kW, 制冰

工况制冷量 113 kW。双工况螺杆冷水机组最大

可蓄冷量 904 kW# h,全日融冰量 900 kW # h。

地源热泵联合冰蓄冷系统运行模式如下。

( 1)双工况螺杆冷水机组制冰、地源热泵供

冷模式。24: 00~次日 6: 00为电力低谷段, 6: 00

~ 8: 00为电力平时段。双工况螺杆冷水机组在

电力低谷时段充分利用当地的低价电运行制冰。

在该时段内双工况主机满负荷运行。

( 2)双工况螺杆冷水机组单独供冷模式。

11: 00~ 13: 00和 15: 00~ 18: 00为电力平时段。

为了将蓄冰槽的冷量尽量用于高峰时段, 在平时

段内的冷负荷由制冷机单独提供。

( 3)蓄冰槽单独供冷模式。8: 00 ~ 11: 00和

13: 00~ 15: 00和 18: 00~ 21: 00为电力峰时段。

该时段的冷负荷由蓄冰槽单独提供,制冷机白天

停止运行。

( 4)地源热泵单独供冷模式 ( 22: 00~ 24: 00)。

( 5)地源热泵、蓄冰槽联合供冷模式 ( 21: 00

~ 22: 00)。

由图 1可见,双工况螺杆冷水机组在大部分

时间处于高效率的满负荷工作状态,从而在利用

低谷电的同时,提高主机的运行效率。

图 1 设计日系统运行策略分配

4 应用分析

地源热泵联合冰蓄冷系统技术的应用有两个

关键点:一是地埋地源热泵机组对地下土壤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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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热平衡;二是冰蓄冷机组充分运用低估电价的

运行模式。

4. 1 地下土壤吸、放热平衡

地源热泵地应重视地下取热与排热的平衡问

题,防止在夏季出现地温逐年升高导致机组的制

冷性能下降及能耗升高。

埋入地下钻孔中的地下换热器一进一回形成

回路与大地进行换热。地源热泵在于夏季利用冬

季蓄存的冷量供冷, 同时蓄存热量,以备冬用; 冬

季利用夏季蓄存的热量供热,同时蓄存冷量,以备

夏用。理想的状况是,夏热冬冷地区供冷和供暖

天数大致相同,冷热负荷基本相当,同一地下埋管

换热器实现建筑的冷暖联供。通常地源热泵消耗

1 kW的电能,用户可以得到 4 kW左右的热量或冷

量。但实际上很少冷暖负荷基本相当,南方地区,

往往是冷负荷大于热负荷,如果冷源单一,势必以

冷负荷来选取地源热泵机组。当然可以采用加大

土壤换热器间距,使得单个土壤换热器的扩散半

径减大,提高了持久运行特性等措施。

地源热泵联合冰蓄冷系统因为有两个冷源,

可以避免土壤的冷热不平衡状况。以设计的热负

荷定地源热泵机组。夏季充分利用地源热泵机组

的制冷量,不足部分由冰蓄冷供给。

4. 2 削峰填谷、平衡电力负荷

削峰填谷、平衡电力负荷具有很好节能的意

义,冰蓄冷系统虽然本身并不节能, 但是它利用了

低谷电,减少了电网运行的峰谷差, 对发电端减少

低负荷运行工况,提高发电机组效率具有积极的意

义,因此,站在供用电整个大系统的角度分析,冰蓄

冷系统利用低谷电工作也有一定的节能作用。每

一地区电网的谷峰时间段不同,其峰谷段电价也不

同。上海市在 7, 8, 9月有 3个时段的电价,分别是

高峰段的 1. 037元 / ( kW# h),平时段的 0. 706元 /

( kW# h), 低谷段的 0. 234元 / ( kW# h)。所以系

统在高峰段融冰,平时段制冷,低谷段蓄冰。

5 结语

地源热泵联合冰蓄冷系统,是热泵技术与蓄

能技术的强强联合,既利用了热泵技术满足制冷

和采暖的特性, 又采用蓄能技术进行电网的削峰

填谷。上海地区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变电站新建

或改扩建,同时, 也可应用于其他有类似空调负荷

的建筑物。因此, 地源热泵联合冰蓄冷空调系统

的应用有着广泛的发展前景。
收稿日期: 2009-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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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简讯 韩国利用藻类生产电力

2009年 5月 14日韩国海洋研究院在全罗南道 U lDoMl ok的进道大桥广场召开了为电力产业与新再生领域发展建设

的世界最大规模的试验藻类发电所竣工式。

韩国最初藻类发电所的 U lDoMl ok试验藻类发电所长 16 m, 宽 26 m, 高 48 m, 总重量约 1 000 t。设备容量为 1 000

kW级,约可为 430余户提供电力。

试验藻类发电所的完工在为海洋能源商品化打下了构筑现场试验的基础技术上意义重大, 并期待通过发电所设施

的观光资源化能为地区带来经济效益。

海洋研究院的姜正极院长指出:在全世界没有藻类发电商用化的前例下, U lDoMl ok试验藻类发电所的竣工证明了

韩国海洋能源领域的技术开发已抢先一步,提高了为出口国外打下的基础 ,今后海洋研将为海洋科学领域的研究开发持

续的随行提高海洋价值极大化的智囊团作用。

挪威政府投资 11亿克朗支持风电发展

近日, 挪威水资源和能源局 ( ENOVA)分拨 11亿克朗用于支持 T rom s、Nord land、Nord-T roende lag和 Roga land四地区

的风力发电项目。

该拨款数额是挪威风力发电史上政府注入的最大资金额, 来源于挪威应对金融危机一揽子方案。上述 4个发电项

目总装机容量为 456MW。

ENOVA隶属于挪威石油能源部,该机构的职责是引导、促进和重构环境友好型的能源消费和生产模式。

(本刊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