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037250.1

(22)申请日 2016.01.2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50912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4.20

(73)专利权人 启迪新核（北京）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地址 100085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9号A

座9层A1003-105

(72)发明人 田力　徐刚　马志善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超凡志成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371

代理人 吴开磊

(51)Int.Cl.

F24D 3/10(2006.01)

F24D 3/18(2006.01)

F24D 12/02(2006.01)

F24D 19/1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3826018 U,2014.09.10,

CN 205536056 U,2016.08.31,

CN 101154472 A,2008.04.02,

CN 203099965 U,2013.07.31,

CN 103613153 A,2014.03.05,

CN 104314631 A,2015.01.28,

马栩泉.低温核供热堆-安全、清洁、经济的

理想新热源.《物理通报 物理与技术》.1992,第

31-33页.

审查员 田小红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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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

系统，包括包括一回路、二回路和三回路，所述一

回路包括第一核供热堆及与第一核供热堆连接

的第一换热器，所述二回路包括第一换热器以及

与第一换热器连接的第二换热器，所述三回路包

括依次连接的第二换热器、第三换热器及城市管

网；所述第三换热器通过换热管路连接热泵，该

系统能够避免燃煤备份热源带来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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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一回路、二回路和三回路，所述一回

路包括第一核供热堆及与第一核供热堆连接的第一换热器，所述二回路包括第一换热器以

及与第一换热器连接的第二换热器，所述三回路包括依次连接的第二换热器、第三换热器

及城市管网；所述第三换热器通过换热管路连接热泵；所述二回路中，在第一换热器及第二

换热器之间还设置有能量平衡分配器，所述能量平衡分配器包括集热容器，集热容器上连

接有供热输出回路，集热容器上还连接有至少一路余热输出回路；

所述供热输出回路包括与集热容器连接的供热管道和控制阀，以及与供热管道连接的

第二换热器，供热管道和/或第二换热器中均设置有温度传感器，所述余热输出回路包括与

集热容器连接的余热输出管道和控制阀，以及与余热输出管道连接的第四换热器，余热输

出管道和/或第四换热器中设置有温度传感器；供热管道和余热输出管道上设置有水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一回路还包括

第二核供热堆，所述第二核供热堆与第一换热器连接；或所述一回路还包括非燃煤型供热

源，所述非燃煤型供热源与第一换热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非燃煤型供热

源为工业余热热源和/或地源热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换热器与

海水淡化设备的供热系统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换热器与

污水处理设备的供热系统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热管

道和余热输出管道中设有流量计。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热输出回路

和余热输出回路上均设置有惯性稳压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核供热堆

和第二核供热堆分别设置于第一核供热堆厂房及第二核供热堆厂房中，第一核供热堆厂房

及第二核供热堆厂房之间设置有一个核燃料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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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核能供热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常规的低温供热堆换热系统通常包括一回路、二回路和三回路，从而构成了

整个换热网络，一回路用于与堆芯热源直接换热，二回路为一独立的密闭中间循环回路，对

一回路和三回路起到隔离作用，并将一回路堆芯的发热量传递给三回路。上述换热系统通

常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0003] 1、核能供热一般保持基本负荷；在最冷的气候条件下需要有另一个调峰热源，作

为补充；法规也规定在整个供热季，供暖系统必须有备份；一旦一个系统出现故障；必须马

上就可以启动备份系统；以保障不间断的供热和给出维修系统的时间。因此，一般设计的核

供热方案都有一个燃煤调峰、备份锅炉；目前在强调清洁能源的前提下，这个锅炉是不允许

存在的。

[0004] 2、核供热热井面对的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城市热力管网系统，其热负荷随季节、天

气、以及居民的使用量而变化，当负荷频繁变化时，会对直接与堆芯热源换热的一回路产生

扰动，产生不稳定因素，带来安全隐患。

[0005] 3、核供热系统的热能输出可控率低，二回路通常无法对一路回的热能充分利用，

大量热量流失。如果通过调整功率来控制热能输出，不仅提高了运营成本，还会会造成系统

不稳定，导致事故率上升。

[0006] 4、核供热系统一旦发生泄漏会导致放射性污水外排，造成核污染。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系统，能够避免燃煤备份热源带

来的污染。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系统，包括一回路、

二回路和三回路，所述一回路包括第一核供热堆及与第一核供热堆连接的第一换热器，所

述二回路包括第一换热器以及与第一换热器连接的第二换热器，所述三回路包括依次连接

的第二换热器、第三换热器及城市管网；所述第三换热器通过换热管路连接热泵。

[0009] 优选地，所述一回路还包括第二核供热堆，所述第二核供热堆与第一换热器连接；

或

[0010] 所述一回路还包括非燃煤型供热源，所述非燃煤型供热源与第一换热器连接。

[0011] 优选地，所述非燃煤型供热源为工业余热热源和/或地源热源。

[0012] 优选地，所述二回路中，在第一换热器及第二换热器之间还设置有能量平衡分配

器，所述能量平衡分配器包括集热容器，集热容器上连接有供热输出回路，集热容器上还连

接有至少一路余热输出回路。

[0013] 优选地，所述供热输出回路包括与集热容器连接的供热管道和控制阀，以及与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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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管道连接的第二换热器，供热管道和/或第二换热器中均设置有温度传感器，所述余热输

出回路包括与集热容器连接的余热输出管道和控制阀，以及与余热输出管道连接的第四换

热器，余热输出管道和/或第四换热器中设置有温度传感器；供热管道和余热输出管道上设

置有水泵。

[0014] 优选地，所述第四换热器与海水淡化设备的供热系统连接。

[0015] 优选地，所述第四换热器与污水处理设备的供热系统连接。

[0016] 优选地，所述供热管道和余热输出管道中设有流量计。

[0017] 优选地，所述供热输出回路和余热输出回路上均设置有惯性稳压装置。

[0018] 优选地，所述第一核供热堆和第二核供热堆分别设置于第一核供热堆厂房及第二

核供热堆厂房中，第一核供热堆厂房及第二核供热堆厂房之间设置有一个核燃料厂房。

[0019] 本发明提供的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系统，包括一回路、二回路和三回路，所述一

回路包括第一核供热堆及与第一核供热堆连接的第一换热器，所述二回路包括第一换热器

以及与第一换热器连接的第二换热器，所述三回路包括依次连接的第二换热器、第三换热

器及城市管网；所述第三换热器通过换热管路连接热泵。当第一核供热堆发生故障时，可以

使用热泵和第三换热器作为供热热源输出，热泵利用地源热量进行热能传输，清洁环保，避

免采用燃煤热源带来的污染。当第一核供热堆输出热量不足以满足城市管网需要时，也可

以采用热泵核第三换热器作为热能补充输入到供热系统中。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所提供的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能量平衡分配器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系统厂房布局的主视示意图；

[0023] 图4为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系统厂房布局的俯视示意图；

[0024] 图中：

[0025] 1.第一换热器  2.第二换热器  3.第三换热器  4.第一核供热堆  5.热泵  6.第二核

供热堆  7.第一核供热堆厂房  8.第二核供热堆厂房  9.核燃料厂房  10.电气厂房  11.核辅

助厂房  12.衰减筒  13.集热容器  14.控制阀  15.第四换热器  16.控制阀  17.惯性稳压装

置  41.第一供热堆芯  61.第二供热堆芯  18.安全壳钢制穹顶  19.水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

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7] 请参考图1-4，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系统，包括一回路、二回

路和三回路，所述一回路包括第一核供热堆4及与第一核供热堆4连接的第一换热器1，所述

二回路包括第一换热器1以及与第一换热器1连接的第二换热器2，所述三回路包括依次连

接的第二换热器2、第三换热器3及城市管网；所述第三换热器3通过换热管路连接热泵5。热

泵5可以采用地源热泵。一方面，当第一核供热堆4出现故障时，可以采用热泵作为备份热

源，绿色环保，另一方面，当第一换热器1得到的热量不足以支撑供热输出需要时，地源热泵

5可以将热量输出给第三换热器3，进而使第一换热器1中的热水进一步升温，例如可以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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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路的出口温度从95℃，提升到130℃；以满足部分现有部分供热管网的参数需要。

[0028] 地源热泵技术属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由于地源热泵是利用了地球表面浅层地热

资源(通常小于400米深)作为冷热源，进行能量转换的供暖空调系统。地表浅层地热资源可

以称之为地能，是指地表土壤、地下水或河流、湖泊中吸收太阳能、地热能而蕴藏的低温位

热能。地表浅层是一个巨大的太阳能集热器，收集了47％的太阳能量，比人类每年利用能量

的500倍还多。它不受地域、资源等限制，真正是量大面广、无处不在。这种储存于地表浅层

近乎无限的可再生能源，使得地能也成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一种形式。地源热泵属经济有

效的节能技术。其地源热泵的COP值达到了4以上，也就是说消耗1KWh的能量，用户可得到

4KWh以上的热量或冷量。地源热泵环境效益显著。其装置的运行没有任何污染，可以建造在

居民区内，没有燃烧，没有排烟，也没有废弃物，不需要堆放燃料废物的场地，且不用远距离

输送热量。

[0029] 一回路还包括第二核供热堆6，所述第二核供热堆6与第一换热器1连接；或

[0030] 所述一回路还包括非燃煤型供热源，用非燃煤型供热源替代上述第二核供热堆6，

即所述非燃煤型供热源与第一换热器1连接。非燃煤型供热源可以是工业余热热源和/或地

源热源等清洁热源。采用双供热源系统后，对城市管网的热能输出更加稳定，且非燃煤型供

热源可以作为备份热源使用，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0031] 当采用双核供热堆时，第一核供热堆4和第二核供热堆6分别设置于第一核供热堆

厂房7及第二核供热堆厂房8中，第一核供热堆厂房7及第二核供热堆厂房8之间设置有一个

核燃料厂房9。双核供热堆共用一个燃料厂房，可以节约占地面积。在第一核供热堆厂房7、

第二核供热堆厂房8和核燃料厂房9的一侧设置有电气厂房10，另一侧设置有核辅助厂房

11，这样进一步提高了地面空间利用率。第一核供热堆厂房7及第二核供热堆厂房8的一半

置于地表面下方，另一半位于地表面上方，第一核供热堆4和第二核供热堆6的堆芯位于地

表面下方的部分。这样，两个堆芯被上方的电气厂房10、核辅助厂房11、核燃料厂房9及上半

部分的供热堆厂房层层包围、保护起来，可以防止核泄漏或恐怖袭击。安全壳钢制穹顶18设

置在第一核供热堆厂房7和第二核供热堆厂房8的顶部并淹没于水池19中，当反应堆发生失

水可以及时将热量换热出大气。

[0032] 工作时，控制第二回路中管道的水压大于第一回路且小于第三回路，这样，当第一

或第二交换器管道开裂，由于第二回路中的水压大于第一回路，使得水只会向第一回路中

流动，防止第一回路中的辐射水向第二回路泄漏。

[0033] 二回路包括一能量平衡分配器，能量平衡分配器用于与一回路的第一换热器1对

接，以分配其与第一供热堆芯41(经衰减筒12)和第二供热堆芯61换热得到的热量。所述能

量平衡分配器具体包括集热容器13，例如可以采用保温的储能罐。集热容器13的上连接有

多条换热回路，其中一条为供热输出回路，用于与三回路的水换热，其余的换热回路为余热

输出回路，用于将多余的热能排出。

[0034] 供热输出回路包括连接在集热容器13上的供热管道及控制阀14，供热管道连接第

二换热器2。当供热堆芯产生的热量刚好满足城市供暖需要时，只需要保持供热管道常开，

将一回路第一换热器1的热量交换给第二换热器2，然后再进一步换热给三回路的城市管网

即可保证正常的城市供暖。第二换热器2和供热管道中均设置有温度传感器和流量计(图中

未标出)，温度传感器采集温度、流量计采集流量并上传至控制器，控制器根据温度和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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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判定管网的负载状况，通过调节管网中的各变频水泵(图中未标出)来控制二回路的

输出，维持热量平衡。供热输出回路数量可以为两道(图中为简略示出一道)，其中一道的第

二换热器2数量为三个，另一道的第二换热器2的数量为四个，从而适用于不同城市供热管

网的输出情况。

[0035] 余热输出回路至少为一条，例如本实施例中采用了两道余热输出回路，每道余热

输出回路中均包括余热输出管道，余热输出管道与集热容器13直接连接，并通过控制阀16

导通和截断。余热输出管道与第四换热器15连接，将热量传递给第四换热器15，第四换热器

15可以通过供热管道连接多种不同用途的供热系统，例如可以是海水淡化设备的供热系统

或污水处理设备的供热系统。海水淡化设备利用第四换热器15输送的热量将海水蒸发器内

的海水蒸发，得到淡水及结晶盐，使得余热得到了充分利用。第四换热器15还可以是通过供

热管道连接至污水处理系统的供热系统，如微波污水处理系统等，这样可以起到低温杀菌、

催化反应、加快有机废物降解等作用。在余热输出管道与第四换热器15中也设置有温度传

感器，在余热输出管道汇总还设置有流量计，向控制器发送采集到的温度及流量信息。当供

热输出回路中的温度过高、热量过剩时，控制余热输出回路打开，即可以将余热充分利用到

别处，不会造成能源浪费。

[0036] 所述供热输出回路和余热输出回路上均设置有惯性稳压装置17(例如补水箱、补

水罐等)，当管路压力发生波动时，惯性稳压装置17可以通过补水或集水来平衡管道压力，

防止扰动产生。惯性稳压装置也可以设置在一回路中以平衡管道压力。

[0037] 二回路中各个管道选用的离心泵参数如下：形式：单级双吸卧式离心泵扬程：16m；

流量：2286m3/h；电动机功率：160kw(轴功率112.5kw)；材料：铸钢；吸入管直径：DN600mm；排

出管直径：DN500mm；台数：6台(2台备用)；允许吸上真空度：5.4m。

[0038] 第一换热器1(即整个供热系统的二次换热器)的作用是使二回路水与三回路水在

其内进行热交换，将三回路水自60℃加热到90℃。二回路共选7台板式换热器(5台甲型，2台

乙型)。二次换热器参数(括号外为甲型参数，括号内为乙型参数)如下：单板有效传热面积：

2.83m2(2.83m2)；单台传热面积：1301.8m2(667.88m2)；单台板片数量：462(238)；板片波纹

形式：双人字型(双人字型)；板片间密封材料：橡胶垫；二回路侧/三回路侧流量：1478

(753.8)m3/h/1473.9(751.7)m3/h；设计压力：1.6MPa(l.6MPa)；设计温度：150℃(150℃)；板

片材料：SS304(SS304)；板片厚度：0.7mm(0 .7mm)；台数：5(2)；进、出口接管规格：PN16

(PN16) ,DN400(DN300)；外形尺寸：4700mm  x1370mm  x3748mm〕(3l40mm  x1370mm  x3748mm)；

单台设备重量：22.9t(18.98t)；二回路侧/三回路侧压降：72.99kPa/72.91kPa(69.85kPa/

69.78kPa)。

[0039] 二回路管道和阀门：二回路各段管道的参数如下：材料：碳钢；集流母管：Φ700x9；

泵出/入口接管：Φ500x8/Φ600x9；换热器出、入口接管：Φ400x7；定压水箱连管：Φ

50x2.5；二回路主管道的截止阀选用DN400的电动闸阀，DN500闸阀，DN600闸阀；二回路泵出

口止回阀选用DN500的蝶阀；二回路选用DN20自动放气阀；二回路阀材料为碳钢。

[0040] 定位水箱

[0041] 定位水箱用来维持二回路系统的运行压力。其参数如下：水容积：10m3材料：碳钢；

外形尺寸：0.5mx4mx6m。

[0042] 以上对本发明所提供的低温核供热堆城市管网系统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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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

本发明的核心思想。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

的前提下，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若干改进和修饰，这些改进和修饰也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

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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