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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具有集成热回收的蒸发器在由水套围绕的

燃烧室中结合有蒸汽管。水套与废气热交换器流

体连通。冷却剂循环穿过废气热交换器以从离开

燃烧室的废气回收热量，然后循环穿过围绕燃烧

室的水套以回收未被传递至操作流体的热量。蒸

发器可以在壳体内结合冷凝器，并且与废气热交

换器和水套流体连通。冷却剂在循环穿过废气热

交换器和水套之前可在冷凝器处进入蒸发器壳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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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集成热回收的蒸发器，所述蒸发器包括：

壳体；

燃烧室，所述燃烧室位于所述壳体内，所述燃烧室围绕燃料燃烧器，所述燃料燃烧器燃

烧燃料以产生热量和加热的燃烧气体流；

蒸汽管，所述蒸汽管布置在所述燃烧室中，所述蒸汽管具有接收操作流体流的入口端，

所述操作流体流从所述加热的燃烧气体吸收热量并转变为蒸汽，所述蒸汽在出口端离开所

述蒸汽管；

废气热交换器，所述废气热交换器位于所述壳体内并且包括从所述燃烧室接收所述加

热的燃烧气体流的多个排气管；

冷却剂套，所述冷却剂套至少部分地围绕所述燃烧室并且与所述废气热交换器流体连

通，

其中，冷却剂进入所述壳体并在离开所述壳体之前循环穿过所述废气热交换器和所述

冷却剂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冷却剂套包括环形空间，所述环形空间围

绕所述燃烧室的侧壁并位于所述壳体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燃烧室包括至少部分地围绕所述蒸汽管的

热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蒸汽管包括形成为围绕圆柱形空间的螺旋

线圈的连续长度的管道。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蒸汽管包括形成为螺旋线圈的连续长度的

翅片管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蒸汽管包括形成为围绕圆柱形空间的螺旋

线圈的连续长度的管道，所述壳体限定与所述圆柱形空间的一端连通的开口，并且所述燃

烧室包括横跨所述圆柱形空间的第二端的燃烧挡板。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发器，所述蒸发器包括冷凝器，所述冷凝器位于所述壳体内

并且与所述废气热交换器流体连通，冷却剂在离开所述壳体之前循环穿过所述冷凝器、所

述废气热交换器和所述冷却剂套。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蒸汽管包括形成为两个同心螺旋线圈的连

续长度的管道，所述两个同心螺旋线圈在相反的方向上缠绕并围绕圆柱形空间，所述圆柱

形空间具有竖直定向。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同心螺旋线圈包括内部线圈和外部线圈，

每个线圈包括所述管道的多个回转，所述内部线圈与位于上端处的操作流体入口流体连

通，并在下端处连接到所述外部线圈，所述内部线圈的每个回转具有向下的斜度。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外部线圈的每个回转具有向上的斜度，并

与所述外部线圈的上端处的水蒸气出口连通。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发器，所述蒸发器包括电阻加热器，所述电阻加热器被布

置成当连接到电力时加热所述冷却剂。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蒸发器，其中，所述操作流体是水，且所述蒸汽是水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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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集成热回收的蒸发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从用于兰金循环系统的操作流体在产生蒸汽的蒸发器中的热回收，并

且更具体地涉及将用于回收这种系统中的热能的热交换器集成到紧凑、热效率高且有成本

效益的组件中。

背景技术

[0002] 兰金循环是所有发电厂的基本操作循环，其中操作流体连续地蒸发和冷凝。一种

封闭的兰金循环系统包括用于蒸发操作流体的锅炉或蒸发器、被供给蒸汽以驱动发电机或

其它负载的涡轮机(或其它膨胀器)、用于将来自涡轮机的排气蒸汽冷凝回液体的冷凝器、

以及用于将冷凝流体再循环到锅炉/蒸发器的泵。用于兰金循环系统的操作流体包括水和

有机制冷剂，例如R-245fa或R134a。操作流体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兰金循环系统将操作所处

的温度范围，其中有机制冷剂最适合于较低的操作温度，而水/水蒸气最适合于较高的操作

温度。在废热回收应用中，低操作温度可能是普遍的，而在被构造用于住宅或小型商业结构

的一些小型系统中，低操作温度可能是期望的。高操作温度可导致更高的效率，但存在热遏

制和回收的问题。低操作温度和高操作温度之间的分配通常为约300°F(148℃)至350°F

(177℃)。

[0003] 水蒸气用于各种各样的过程，并且通常用作兰金循环系统中的操作流体，以将热

能转换成机械功，机械功可用于发电。产生水蒸气的最常见方式是燃烧燃料以释放热量，该

热量在可被称为锅炉的热交换器中被传递到水。水蒸气锅炉通常将水分离到通道或管中，

以扩大表面面积并增强到水的热传递。许多水蒸气锅炉采用在气体已经用于产生水蒸气之

后从废气回收热量的布置。锅炉通常采用壳体和隔热件来容纳来自燃烧的热量，并将热量

集中在容纳水的管上。采用水蒸气管的不同布置来增强从热燃烧气体到水的热传递。

[0004] 可以以范围从212℉(100℃)至高于900℉(500℃)温度的温度产生用于输送的水

蒸气。在低压环境中，水蒸气可以以低于212℉(100℃)的温度形成，但是可能具有有限的效

用。对于加热应用，优选低温“饱和”水蒸气，而对于发电和涡轮机，优选高温“过热”水蒸气。

过热水蒸气是温度高于其在测量温度的绝对压力下的蒸发(沸腾)点的水蒸气。显然，产生

温度高于350°F的过热水蒸气比产生低温饱和水蒸气需要更高的热强度。与较低温度的系

统相比，产生用于涡轮机的过热水蒸气所需的集中的热量在热遏制和回收方面产生了挑

战。例如，离开产生过热水蒸气的燃烧室的废气将至少与水蒸气一样热，这意味着必须从废

气回收大量能量以维持系统的效率。由传导和辐射造成的热损失可损坏敏感的系统部件和

周围的材料，并且代表潜在的系统效率低下。

[0005] 在使用水蒸气发电的系统中，过热水蒸气被输送到膨胀器，例如水蒸气涡轮机。当

水蒸气穿过涡轮机时，其传递动力以转动发电机，并且作为处于较低温度和压力的水蒸气

离开涡轮机。在穿过膨胀器之后，水蒸气在被称为“冷凝器”的专用于该目的热交换器中被

冷却并冷凝回液态水。然后将该液态水泵送回水蒸气发生器以完成循环。冷凝器可被构造

成将从涡轮机排气回收的热量输送到另一系统，例如家用热水、循环加热系统或蒸发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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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例如吸收式制冷机。通常还从离开水蒸气发生器的废气回收热量。

[0006] 通常，热电联合系统采用三个热交换组件：热源/水蒸气管交换器；冷凝器；以及废

气热回收热交换器。这三个热交换器通常作为单独的组件提供，其占据相当大的空间，在制

造成本方面效率低，增加了潜在故障点的数量，并且允许通过辐射和传导至周围环境的热

泄漏。大型水蒸气驱动的发电机通常位于专用的特制结构中，并且由受过训练的人员操作。

设计用于安装在家庭或小企业的机械室中的小规模微型CHP设备必须非常紧凑，并且向周

围环境释放少量的热量。

[0007] 小型或“微型”热电联合(CHP)系统正在被开发用于住宅结构和小型企业。这些系

统产生水蒸气并使用水蒸气涡轮机来发电，其中从废气和冷凝器回收的热量供家庭或商业

所有者使用。微型CHP系统在单个系统中提供备用发电、低成本电力和热量，使得它们成为

传统加热系统的有吸引力的替代。此外，当可再生源将过量的电力置于电网上时，微型CHP

系统可以被连接以彼此通信并且提供对峰值电力需求或负载吸收的协调响应。

[0008] 需要一种适合于安装在住宅和小型商业结构中的微型CHP系统的水蒸气发生器、

涡轮机和热交换器的紧凑且成本有效的布置。

[0009] 需要一种紧凑且热效率高的热交换器的布置，用于限制释放到周围环境的热量的

微型CHP系统。

发明内容

[0010] 一种具有集成热回收的蒸发器，蒸发器在由水套包围的燃烧室中结合有蒸汽管。

水套与废气热交换器流体连通。冷却剂循环穿过废气热交换器以从离开燃烧室的废气回收

热量，然后循环穿过围绕燃烧室的水套以回收未被传递至操作流体的热量。

[0011] 蒸发器的壳体围绕燃烧室和废气热交换器，并限定水套的外边界。燃烧室可以是

圆柱形的，水套可以包括围绕燃烧室的环形空间。燃烧室可以具有竖直定向，在燃烧室的顶

部处具有用于燃料燃烧器的开口，并且在燃烧室的底部处具有用于燃烧气体的出口。蒸汽

管包括用于接收操作流体的入口端和汽相操作流体穿过其离开蒸汽管的出口端。蒸汽管的

入口端和出口端可位于蒸发器壳体的外部。燃料燃烧器布置成将热量和热的燃烧气体释放

到燃烧室中，在燃烧室中，热量传递到蒸汽管中的操作流体。燃烧室可包括至少部分地围绕

蒸汽管的热障。

[0012] 废气热交换器包括从燃烧室接收加热的燃烧气体的排气管。排气管被冷却剂围绕

以从废气回收未被传递到操作流体的热量。冷却剂进入壳体并且首先循环穿过废气热交换

器，然后在离开壳体之前穿过冷却剂套。

[0013] 所公开的蒸汽管是将燃烧室中产生的热量传递到操作流体以产生蒸汽的热交换

器的一种形式，但是用于该目的热交换器的其它形式与所公开的蒸发器兼容。蒸汽管可以

是连续长度的管道，连续长度的管道形成为围绕圆柱形空间的螺旋线圈。燃料燃烧器可被

布置成将热量和热的燃烧气体释放到由蒸汽管围绕的圆柱形空间中。蒸汽管可在其外表面

上包括翅片，以扩大用于热交换的表面面积。蒸汽管可以是形成为两个同心螺旋线圈的连

续长度的管道，第一线圈包括操作流体入口，第二线圈包括蒸汽出口，线圈在它们的下端处

连接。螺旋线圈可以具有竖直定向并且在圆柱形燃烧室内是同心的。螺旋线圈可以在相反

的方向上缠绕，并且从蒸发器壳体外部的入口/出口端到它们连接的下端具有向下的螺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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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螺旋线圈的环可以与另一个螺旋线圈的环径向地间隔开，并且当从径向方向观察时可

以以锐角彼此交叉。每个螺旋线圈的环彼此平行并且与另一个螺旋线圈的环同心，但是不

与另一个螺旋线圈的环平行。缠绕式蒸汽管的相邻环可以由从蒸汽管的外表面突出的翅片

的高度间隔开。燃烧室可以包括燃烧挡板，该燃烧挡板横跨由螺旋蒸汽管围绕的圆柱形空

间的下端。燃烧挡板可包括热障。

[001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蒸发器可以在壳体内结合有冷凝器，并且与废气热交换器和

水套流体连通。冷凝器包括用于已经穿过膨胀器的饱和蒸汽的入口，以及用于冷凝的操作

流体的冷凝液出口。冷凝器是被构造成从饱和蒸汽移除热量的热交换器。冷却剂循环穿过

冷凝器以移除热量。冷却剂在循环穿过废气热交换器和水套之前可在冷凝器处进入蒸发器

壳体。冷凝器可以具有与废气热交换器类似的热交换构造，或者可以具有不同的构造。

[0015] 蒸发器可以包括电阻加热器，电阻加热器被布置为当连接到电力时加热所述冷却

剂。电阻加热器可以位于由冷凝器和/或废气热交换器围绕的中央空间中，并且与冷却剂接

触。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根据本公开的方面的具有集成热回收的蒸发器的第一实施方式的截面图；

[0017] 图2是图1的蒸发器的分解立体图；

[0018] 图3是根据本公开的方面的替代蒸发器的截面立体图；以及

[0019] 图4是结合了所公开的热回收构造的微型CHP系统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本公开涉及一种用于产生汽相操作流体的具有集成热回收的蒸发器。汽相操作流

体可被输送到膨胀器，例如涡轮机，膨胀器将汽相操作流体中的热能转换成机械功。本公开

中描述的蒸发器是水蒸气发生器，但是所公开的结构、关系和制造方法适用于与诸如有机

制冷剂的操作流体一起使用的蒸发器。在本公开的上下文中，术语“水蒸气发生器”可与“蒸

发器”互换，并且对水蒸气的引用可与汽相有机制冷剂互换。下面，术语“水”和“供给水”是

与所公开的蒸发器兼容的一种操作流体的实施例。

[0021] 图1和图2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方面的具有集成热回收的水蒸气发生器(蒸发器)

的第一实施方式。水蒸气发生器10容纳在包括顶板14、侧壁16和底板18的壳体12中。顶板14

限定了用于燃料燃烧器(未示出)的火焰管组件的开口20，并且连接到侧壁16以形成壳体12

的顶部。燃烧室22由圆柱形燃烧室壁24限定，该燃烧室壁在其上端连接到顶板14的底表面。

隔热件26至少围绕燃烧室22的顶部和侧面的上部分。顶板14还限定了用于水蒸气(蒸汽)管

28的端部28a、28b的两个开口。在本公开的上下文中，术语"水蒸气管"可与"蒸汽管"互换，

并且通常是指将热量传递至操作流体以产生蒸汽相操作流体的热交换结构。如图2中最佳

示出的，水蒸气管28是具有圆形横截面的管，水蒸气管28弯曲以形成悬挂在顶板14下方的

两个同轴线圈。缠绕的水蒸气管28占据燃烧室22的在隔热件26内部的一部分，其中燃烧室

的中心可用于燃料燃烧器(未示出)的火焰管。在燃烧室22中燃烧的燃料产生热量和热的废

气，热量和热的废气填充燃烧室并加热水蒸气管28。隔热件26保持燃烧室22中的热量以使

传递到水蒸气管28中的水和水蒸气的热量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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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盘形燃烧挡板30横跨限定在水蒸气线圈28内的圆柱形空间32的下端。燃烧挡板30

支撑与水蒸气管28的下端间隔开的圆形件的隔热件26。燃烧挡板30和隔热件26在水蒸气管

28附近容纳热量和热的燃烧气体，以促进热传递。燃烧挡板30阻挡了燃烧气体远离燃烧器

(未示出)的最直接的路线，迫使热的燃烧气体在水蒸气管28的线圈之间径向向外流动。

[0023] 在图1和图2的实施方式中，水蒸气管28由单一长度的不锈钢管构成，该不锈钢管

具有大约40’(英尺)的总长度、0.652”(英寸)的内径、983in2(平方英寸)的内表面面积以及

大约160in3(立方英寸)的内部容积。水蒸气管28的外径为0.75”(英寸)，水蒸气管的外表面

面积约为1,700in2(平方英寸)。该管道形成为在相反的方向上缠绕的两个同心螺旋线圈，

其中内部线圈29与水蒸气管20的一个端部28a处的供给水入口相关联。在本公开的上下文

中，线圈的每个回转被称为“环”，即使每个回转的端部轴向偏移并且连接到线圈的前面的

和后面的环。内部线圈29被缠绕成使得内部线圈29的每个环以由相对于垂直于水蒸气管28

的中心轴线的平面的大约5°的锐角限定的斜度向下成角度。这允许输送到水蒸气管28的端

部28a的供给水在重力作用下沿管流动和扩散。内部线圈29的最下面的环径向向外交叉以

与外部线圈31的最下面的环连接。外部线圈31缠绕以形成螺旋线圈，其中外部线圈的每个

环以由相对于垂直于水蒸气管28的中心轴线的平面的大约5°的锐角限定的斜度向上成角

度。内部线圈29可以被描述为“右旋的”螺旋，而外部线圈31可以被描述为“左旋的”螺旋。这

种构造的结果是两个同心的螺旋，内螺旋具有略微向下的轨迹，而外螺旋具有略微向上的

轨迹。当从侧面观察时，内部线圈29的环以大约10°的角度或线圈的斜度的两倍的角度与外

部线圈31的环交叉。

[0024] 在图1和图2的水蒸气发生器中，水蒸气管28在其外表面上包括翅片，以增加用于

热传递的表面面积。每个线圈的环之间以及内部线圈29和外部线圈31之间的间隔由翅片的

高度指定。所公开的水蒸气管构造的一个目的是在紧凑空间中提供足够的热传递表面面积

和内部容积。在本公开中公开和描述的水蒸气管28是可用于产生汽相操作流体的热交换结

构的一个实施例。其它热交换结构可以与所公开的蒸发器兼容。

[0025] 如图1和图2所示，燃烧室壁24的下端连接到排气歧管，该排气歧管包括从燃烧室

22向下延伸的排气管34。排气歧管包括上盘33、排气管34和下盘36。上盘33横跨燃烧室22的

下端，并且连接到燃烧室壁24的底端以形成将废气引导到排气管34中的密封容器。排气管

34通过诸如焊接或钎焊的方法结合到上盘33，从而形成牢固的密封连接。排气管34被压平

并成形以增加它们的表面面积。排气管34的下端通过诸如焊接或钎焊的方法结合到下盘

36，从而形成牢固的密封连接。在下盘36和壳体12的底板18之间形成有排气出口室38。下盘

36的外周通过诸如焊接或钎焊的方法结合到壳体12的侧壁，以在下盘36和壳体12的侧壁16

之间形成永久的密封连接。热的废气从燃烧室22穿过排气管34进入排气出口室38，从该排

气出口室它们离开水蒸气发生器10。如图2中最佳地示出，压平的排气管34以交错的径向模

式围绕中央空间布置，其中一些排气管34比其它排气管更靠近中央空间。压平的排气管34

被布置成具有与从壳体12的中心延伸到侧壁16的半径平行的长的尺寸。

[0026] 壳体12包括与围绕燃烧室22和排气管34的冷却剂套44连通的冷却流体入口40和

冷却流体出口42。冷却剂套44从顶板14延伸到排气出口室38处的下盘36。冷却流体循环穿

过冷却剂套40以从废气和燃烧室22回收未用于产生水蒸气的热量。在所公开的实施方式

中，用作冷却剂的流体是水，但也可以使用其它冷却剂流体。冷却流体入口40在下盘36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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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进入冷却剂套44，并在顶板14的正下方离开冷却剂套44。挡板46以盘旋的径向进出路

径引导冷却流体围绕排气管34，以增强从废气到冷却流体的热传递。挡板46与压平的排气

管的径向定向协同工作，以促进冷却流体以增强来自排气管34、上盘33和下盘36、燃烧室壁

24和壳体12的顶板14的热回收的模式循环。冷却流体流动穿过壳体12的侧壁16和燃烧室壁

24之间的并在顶板14下方的环形空间。该环形空间中的冷却流体冷却顶板14，并且与隔热

件26结合防止过多的热量通过水蒸气发生器10的上端逸出到周围环境。

[0027] 燃烧室22的顶部、侧面和底部处的隔热件26提供了热障，以将热量集中在燃烧室

22中，从而产生温度在450°F和900°F之间的水蒸气。顶板14下方的隔热件26与和顶板14接

触的冷却流体结合，防止顶板14变得过热，过热将导致来自水蒸气发生器10的不期望的热

辐射。本公开中使用的术语“隔热件”是指“用于降低热传递速率的材料或结构”。“隔热件”

可以简单地为气隙，或者可以包括在炉中使用的任何已知类型的隔热件，例如耐火陶瓷纤

维、矿物纤维等。密封的真空空间也可用于提供热传导速率的期望降低。

[0028] 图1和图2中所示的水蒸气发生器的水蒸气管28包括内部线圈29，其中每个环具有

向下的斜度。内部线圈29的环的向下的斜度允许进入水蒸气管28的水通过重力沿着内部线

圈29的内部流动。当水沿着内部线圈29流动时，它从水蒸气管28吸收热量，并转变成水蒸

气。内部线圈29的长度和燃烧室22的温度确保进入水蒸气管28的所有水在到达水蒸气管28

的底部之前转变成水蒸气。这种布置防止了液态水在水蒸气管28的底部处积聚，这种积聚

会导致系统不稳定。内部线圈29的最下面的环径向向外盘旋以与外部线圈31的最下面的环

连接。当形成在内部线圈中的水蒸气穿过水蒸气管28的外部线圈31时，该水蒸气继续吸收

热量，作为过热干水蒸气离开水蒸气管28，该过热干水蒸气可用于驱动膨胀器，例如水蒸气

涡轮机。

[0029] 图1和图2的水蒸气发生器10将围绕燃烧室22的水套44与废气热回收热交换器35

集成在共同的壳体12中，以提供有效地容纳在燃烧室22中形成水蒸气所需的高温的紧凑构

造。所公开的水套水蒸气发生器10还将来自废气的热回收到热回收流体中，其中回收的热

量可以用于其它目的，提高结合有所公开的水蒸气发生器10的系统的总效率。

[0030] 图1和图2示出了延伸到水套44中的电阻加热器50。电阻加热器50从施加的电流产

生热量。电阻加热器50产生的热量被传递到在水套44中循环的冷却流体。在一些系统构造

中，将过量的电能转换成可在安装有水蒸气发生器10的设施中存储或使用的热量可以是有

利的。在具有从诸如风力涡轮机或太阳能面板的源产生的电力的相当大部分的电网中可能

出现“转储”过量电能的需要。已知的是，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面板有时会产生与峰值能量

需求不一致的过量电能，从而导致必须管理电网上的过量电力的情况。将电阻加热器50结

合到所公开的水蒸气发生器10中允许水蒸气发生器10将过量的电能转化为可在当地存储

或使用的热量。

[0031] 图3示出了水蒸气发生器100的替代实施方式，水蒸气发生器100在壳体112内结合

了水蒸气冷凝器160。图3的构造在水蒸气发生器是微型热电联合系统的一部分的系统中是

有用的，该微型热电联合系统使用由水蒸气发生器100产生的水蒸气来驱动膨胀器例如水

蒸气涡轮机以发电。在这样的系统中，离开涡轮机(或其它膨胀器)的水蒸气必须冷凝回液

态水，液态水可再循环穿过水蒸气发生器100和涡轮机。冷凝器通常是与水蒸气发生器分开

的专用热交换器，需要用于水蒸气、冷却剂和冷凝液的导管和连接，以及使冷却剂流体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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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水蒸气去除热量的壳体。将水蒸气冷凝器160与水蒸气管128和废热回收热交换器135

合并到同一壳体112中降低了系统的成本，并且使系统更紧凑。一些流体连接和流动路径可

以被集成到单个组件中，从而减少泄漏位置的数量。共同的壳体112还通过消除将从单独的

结构和必要的流体导管损失到周围环境的热量来增强热回收。

[0032] 水蒸气发生器100以类似于图1和图2的水蒸气发生器10的方式构造和运作，并且

将仅关于其与水蒸气发生器10的区别进行详细描述。燃烧室122和水蒸气管128如同它们在

图1和图2的水蒸气发生器10中那样被构造和运作。在顶板114中的开口120中示意性地示出

了燃料燃烧器110。限定排气歧管的下端的下盘136位于壳体112向下大约一半的位置，在壳

体的底部处为水蒸气冷凝器160留出空间。排气出口室138限定在下盘136和水蒸气冷凝器

160的顶壁162之间。如图3所示，水蒸气冷凝器160具有与上述水蒸气发生器10的废热回收

构造的热交换构造类似的热交换构造。水蒸气冷凝器160包括在冷凝器上盘166和冷凝器下

盘168之间延伸的压平的冷凝器管164。水蒸气进气室170限定在顶壁162和上盘166之间。离

开涡轮机的水蒸气进入水蒸气进气室170，并且穿过冷凝器管164，冷凝器管164被在入口

140处引入的冷却流体围绕。水蒸气被冷凝成水，并且从水蒸气移除的热量被捕获在冷却流

体中。冷凝水室172限定在冷凝器下盘168和壳体底板118之间。从水蒸气冷凝的水积聚在冷

凝水室172中，并且被泵送回到水蒸气管入口128a以转化为水蒸气。

[0033] 在图3的水蒸气发生器100的实施方式中，废热回收热交换器135和冷凝器160具有

类似的构造，两者都采用由冷却流体围绕的压平的管。废热回收热交换器135和冷凝器160

都不限于所公开的热交换器构造，并且废热回收热交换器135和冷凝器160中的每一个都可

以具有与另一个不同的构造。壳体112可以竖直地或径向地延伸以提供容纳废气热交换器

135和冷凝器160两者所必需的内部容积。

[0034] 如图3所示，水蒸气发生器100的冷却剂套144围绕冷凝器160、废热回收热交换器

135，并填充围绕燃烧室壁124的环形空间。冷却剂在冷却剂入口140处进入冷凝器160，并且

穿过将冷凝器160的冷却剂容积连接到废气热交换器135的冷却剂容积的冷却剂管道174。

冷却流体在冷却剂出口142处离开水蒸气发生器之前循环穿过废气热交换器135并穿过围

绕燃烧室壁124的环形空间。水蒸气发生器100还包括电阻加热器150，电阻加热器150由冷

却流体围绕，但与排气出口室138、水蒸气入口室170和冷凝水室172隔离。

[0035] 图4是水蒸气发生器10、100与水蒸气涡轮机180结合的示意图，示出了部件之间的

热关系。附图标记10表示使用图1和图2的水蒸气发生器10的系统中的热关系。水蒸气发生

器10包括围绕水蒸气管28的燃烧室22，燃烧室限定热交换器，其中燃烧室集中加热的燃烧

气体以加热水蒸气管28并将液体攻击水转换成过热的干水蒸气，该过热的干水蒸气用于驱

动诸如涡轮机180的膨胀器。水蒸气发生器10将燃烧室22和水蒸气管28与废气热交换器35

一起结合到壳体中。冷凝器160被示出在单独的壳体中，具有用于涡轮机排气、供给水和冷

却流体的管线，该管线表示将冷凝器160连接到水蒸气发生器10的流体流动导管。供给水被

输送到水蒸气管28，在那里它吸收热量并且转变成过热干水蒸气，该过热干水蒸气被供给

到涡轮机180。涡轮机排气被供给到冷凝器160，冷凝器160将涡轮机排气水蒸气冷凝成水，

水在闭合回路中返回到水蒸气管28。冷却水在冷凝器160中从涡轮机排气水蒸气吸收热量，

然后被输送到废热回收热交换器35以从燃烧室废气吸收热量。加热的冷却剂流体被输送到

其它系统以用于诸如循环加热、家用热水生产或用于吸收型空调系统的加热。可以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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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蒸气发生器10需要用于冷凝器160的单独结构和流体连接，它们在水蒸气发生器10的外

部。

[0036] 附图标记100表示水蒸气发生器100，水蒸气发生器100将冷凝器160连同燃烧室

122、水蒸气管128和废气热交换器135一起结合到同一壳体112中。在这种构造中，用于冷却

流体的流体连接位于壳体112的内部。离开冷凝器160的冷却流体通过内部流体流动路径被

引导到废气热交换器135和围绕燃烧室122的冷却剂套144。将废气热交换器135和冷凝器

160放在同一壳体中降低了制造成本，使系统更紧凑，并减少了来自单独系统部件的热损

失。还可以结合流动路径和供给泵(未示出)，用于将水从冷凝器160供给到进入壳体112中

的水蒸气管128，进一步减少壳体112外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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