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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烟气余热和太阳能耦合驱动的双效

溴化锂吸收式制冷装置，属于烟气余热利用制冷

技术领域；提供一种充分利用烟气余热和太阳能

的吸收式溴化锂制冷装置；技术方案为：包括溴

化锂溶液循环单元、制冷剂循环单元、烟气余热

循环单元以及太阳能集热循环单元；溴化锂溶液

循环单元用于通过吸收器中吸收蒸发器中的冷

剂，在高压发生器中吸收高温热源使溶液和溶剂

分离，产生的冷剂蒸气进入冷凝器，浓缩的溶液

通过热交换器进入吸收器；制冷剂循环单元用于

冷剂的冷凝与蒸发，提供所需要的冷量；烟气余

热循环单元作为主要的驱动能源，加热溴化锂稀

溶液产生冷剂蒸气和浓溶液；太阳能集热循环单

元作为辅助驱动能源，利用太阳能作为第二低压

发生器的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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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烟气余热与太阳能耦合驱动的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溴化锂溶液循环单元、制冷剂循环单元、烟气余热循环单元和太阳能集热循环单元（15），

溴化锂溶液循环单元用于通过吸收器（9）中吸收蒸发器（7-1）中的冷剂，在高压发生器

（2）中吸收高温热源使溶液和溶剂分离，产生的冷剂蒸气进入冷凝器（5-1），浓缩的溶液通

过热交换器进入吸收器（9）；

制冷剂循环单元用于冷剂的冷凝与蒸发，提供所需要的冷量；

烟气余热循环单元作为主要的驱动能源，加热溴化锂稀溶液产生冷剂蒸气和浓溶液；

太阳能集热循环单元（15）作为辅助驱动能源，利用太阳能作为第二低压发生器（15-1）

的热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气余热与太阳能耦合驱动的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集热循环单元（15）包括第二低压发生器（15-1）、太阳能集热器

（15-2）、热水泵（15-3）和蓄热水箱（15-4）；太阳能集热器（15-2）的出水口与热水泵（15-3）

进水口相连接，热水泵（15-3）出水口与蓄热水箱（15-4）进水口相连，蓄热水箱（15-4）出水

口与第二低压发生器（15-1）管程进口端相连接，第二低压发生器（15-1）管程出口端与太阳

能集热器（15-2）进水口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烟气余热与太阳能耦合驱动的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溴化锂溶液循环单元包括包括高压发生器（2）、平衡阀（3）、第一低压发生

器（4）、第一流量调节阀（8）、吸收器（9）、吸收器泵（10）、第二流量调节阀（11）、高温溶液热

交换器（13）、第三流量调节阀（14）和低温溶液热交换器（16）,吸收器（9）的溶液出口端与吸

收器泵（10）的进口端相连，吸收器泵（10）的出口端分为两支路，一条支路与高温溶液热交

换器(13)的壳程第一进口端连接，另一支路与第三流量调节阀(14)的一端相连；高温溶液

热交换器(13)的壳程第一出口端与高压发生器(2)的溶液进口端相连接，高压发生器(2)的

溶液出口端与平衡阀(3)的一端相连，平衡阀(3)的另一端与第一低压发生器(4)的溶液进

口端相连接，第一低压发生器(4)的溶液出口端与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的壳程第二进口

端相连接，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的壳程第二出口端与第二流量调节阀(11)的一端相连

接，第二流量调节阀(11)的另一端与吸收器(9)的第一进口端相连，完成了一条支路的循

环；另一支路与第三流量调节阀(14)进口端相连接，第三流量调节阀(14)的出口端与低温

溶液热交换器(16)的壳程进口端相连，低温溶液热交换器(16)的壳程出口端与所述第二低

压发生器(15-1)溶液的进口端相连，所述第二低压发生器(15-1)的溶液出口端与低温溶液

热交换器(16)的管程进口端相连接，低温溶液热交换器(16)的管程出口端与第一流量调节

阀(8)的进口端相连，第一流量调节阀的(8)出口端与吸收器(9)的第二进口端相连，完成另

一支路的循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烟气余热与太阳能耦合驱动的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冷剂循环单元包括冷凝器（5-1）、膨胀阀（6）和蒸发器（7-1），高压发生

器（2）蒸汽出口端与第一低压发生器（4）蒸汽进口端相连接，第一低压发生器（4）蒸汽出口

端与冷凝器（5-1）壳程第一进口端相连接，第二低压发生器（15-1）蒸汽出口端与冷凝器（5-

1）壳程第二进口端相连接，冷凝器（5-1）壳程出口端通过膨胀阀（6）与蒸发器（7-1）壳程进

口端相连接，蒸发器（7-1）壳程出口端与吸收器（9）第二进口端相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烟气余热与太阳能耦合驱动的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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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烟气余热循环单元包括烟道（1）和烟囱（12），烟道（1）烟气出口处与

高压发生器（2）管程进口端相连通，高压发生器（2）管程出口端与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管

程进口端相连通，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管程出口端与烟囱（12）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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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余热与太阳能耦合驱动的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烟气余热与太阳能耦合驱动的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装置，属于烟气余热

利用制冷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在目前中国国情下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机组在余热利用方

面有巨大优势，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利用低品位的热能作为驱动能源，与蒸气压缩式制

冷机组相比，节省了巨大的电能；此外，溴化锂溶液为目前暖通空调领域的吸收式制冷常用

的工质对，溴化锂溶液化学性质稳定、无毒、不会发生爆炸危险，不会产生温室效应且不会

对臭氧层产生破坏，制冷剂来源广泛，成本低，符合环保、节能的要求。

[0003] 在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中，燃煤锅炉占到70%，燃煤锅炉需要的煤量大，但热效率

普遍较低，运行效率只有60%-75%。此外，锅炉燃煤产生的烟气所带有的能量占到15%，烟气

温度高达500-600K，这部分能量如果不加以利用直接排放到大气中所造成的能量损失非常

之巨大。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耗量也越来越大，面对尤为严峻的能源危机，太

阳能以其清洁无污染和资源丰富的优势被认为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可再生能源和清洁

能源，受到广泛的青睐。但太阳能本身存在一个缺陷：太阳能辐射不稳定性，太阳能辐射强

度呈现无规律的变化趋势，无法为系统提供持续的驱动能源。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烟气余热与太阳能耦合驱动的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装置，克服了现有技

术存在的不足，将锅炉产生的高温烟气作为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的驱动能源，充分利用

烟气中的能量，在节约能源的同时提高了能源利用率。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烟气余热与太阳能耦合

驱动的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装置，包括溴化锂溶液循环单元、制冷剂循环单元、烟气余热

循环单元和太阳能集热循环单元，

溴化锂溶液循环单元用于通过吸收器中吸收蒸发器中的冷剂，在高压发生器中吸收高

温热源使溶液和溶剂分离，产生的冷剂蒸气进入冷凝器，浓缩的溶液通过热交换器进入吸

收器；

制冷剂循环单元用于冷剂的冷凝与蒸发，提供所需要的冷量；

烟气余热循环单元作为主要的驱动能源，加热溴化锂稀溶液产生冷剂蒸气和浓溶液；

太阳能集热循环单元作为辅助驱动能源，利用太阳能作为第二低压发生器的热源。

[0006] 进一步，所述太阳能集热循环单元包括第二低压发生器、太阳能集热器、热水泵和

蓄热水箱；太阳能集热器的出水口与热水泵进水口相连接，热水泵出水口与蓄热水箱进水

口相连，蓄热水箱出水口与第二低压发生器管程进口端相连接，第二低压发生器管程出口

端与太阳能集热器进水口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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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所述溴化锂溶液循环单元包括包括高压发生器、平衡阀、第一低压发生

器、第一流量调节阀、吸收器、吸收器泵、第二流量调节阀、高温溶液热交换器、第三流量调

节阀和低温溶液热交换器,吸收器的溶液出口端与吸收器泵的进口端相连，吸收器泵的出

口端分为两支路，一条支路与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的壳程第一进口端连接，另一支路与

第三流量调节阀(14)的一端相连；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的壳程第一出口端与高压发生器

(2)的溶液进口端相连接，高压发生器(2)的溶液出口端与平衡阀(3)的一端相连，平衡阀

(3)的另一端与第一低压发生器(4)的溶液进口端相连接，第一低压发生器(4)的溶液出口

端与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的壳程第二进口端相连接，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的壳程第二

出口端与第二流量调节阀(11)的一端相连接，第二流量调节阀(11)的另一端与吸收器(9)

的第一进口端相连，完成了一条支路的循环；另一支路与第三流量调节阀(14)进口端相连

接，第三流量调节阀(14)的出口端与低温溶液热交换器(16)的壳程进口端相连，低温溶液

热交换器(16)的壳程出口端与所述第二低压发生器(15-1)溶液的进口端相连，所述第二低

压发生器(15-1)的溶液出口端与低温溶液热交换器(16)的管程进口端相连接，低温溶液热

交换器(16)的管程出口端与第一流量调节阀(8)的进口端相连，第一流量调节阀的(8)出口

端与吸收器(9)的第二进口端相连，完成另一支路的循环。

[0008] 进一步，所述制冷剂循环单元包括冷凝器、膨胀阀和蒸发器，高压发生器蒸汽出口

端与第一低压发生器蒸汽进口端相连接，第一低压发生器蒸汽出口端与冷凝器壳程第一进

口端相连接，第二低压发生器蒸汽出口端与冷凝器壳程第二进口端相连接，冷凝器壳程出

口端通过膨胀阀与蒸发器壳程进口端相连接，蒸发器壳程出口端与吸收器第二进口端相连

接。

[0009] 进一步，所述烟气余热循环单元包括烟道和烟囱，烟道烟气出口处与高压发生器

管程进口端相连通，高压发生器管程出口端与高温溶液热交换器管程进口端相连通，高温

溶液热交换器管程出口端与烟囱相连通。

[001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1] 本发明充分利用热电厂以及锅炉烟气中的余热，同时以太阳能作为辅助驱动能

源，可以填补热电厂夏季热负荷低谷，提高热电厂的经济性，又节省了空调用电，降低电网

峰谷差，提高电网经济性以及电厂的综合能源利用率，减轻了环境污染，实现了巨大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符合国家号召节约能源的政策。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中，1为烟道  2为高压发生器  3为平衡阀  4为第一低压发生器

5为冷却水循环系统

5-1为冷凝器  5-2为冷却塔

6为膨胀阀

7为冷冻水循环系统

7-1为蒸发器  7-2为空调末端

8为第一流量调节阀  9为吸收器  10为吸收器泵  11为第二流量调节阀

12为烟囱  13为高温溶液热交换器  14为第三流量调节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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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为太阳能集热循环单元

15-1为第二低压发生器  15-2为太阳能集热器  15-3为热水泵

15-4为蓄热水箱

16为低温溶液热交换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如图1所示，本发明烟气余热与太阳能耦合驱动的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装置包

括：溴化锂溶液循环单元、制冷剂循环单元、烟气余热循环单元和太阳能集热循环单元。溴

化锂溶液循环单元用于通过吸收器9中吸收蒸发器7-1中的冷剂，在高压发生器2中吸收高

温热源使溶液和溶剂分离，产生的冷剂蒸气进入冷凝器5-1，浓缩的溶液通过热交换器进入

吸收器9；制冷剂循环单元用于冷剂的冷凝与蒸发，提供所需要的冷量；烟气余热循环单元

作为主要的驱动能源，加热溴化锂稀溶液产生冷剂蒸气和浓溶液；太阳能集热循环单元15

作为辅助驱动能源，利用太阳能作为第二低压发生器15-1的热源。

[0015] 溴化锂溶液循环单元包括：高压发生器2、平衡阀3、第一低压发生器4、第一流量调

节阀8、吸收器9、吸收器泵10、第二流量调节阀11、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第三流量调节阀14

和低温溶液热交换器16；吸收器9的溶液出口端与吸收器泵10的进口端相连，吸收器泵10的

出口端分为两支路，一条支路与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的壳程进口端连接，另一支路与第三

流量调节阀14的一端相连；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的壳程出口端与高压发生器2的溶液进口

端相连接，高压发生器2的溶液出口端与平衡阀3的一端相连，平衡阀3的另一端与第一低压

发生器4的溶液进口端相连接，第一低压发生器4的溶液出口端与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的壳

程进口端相连接，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的壳程出口端与第二流量调节阀11的一端相连接，

第二流量调节阀11的另一端与吸收器9的第一进口端相连，完成了一条支路的循环；另一支

路与第三流量调节阀14进口端相连接，第三流量调节阀14的出口端与低温溶液热交换器16

的壳程进口端相连，低温溶液热交换器16的壳程出口端与第二低压发生器15-1溶液的进口

端相连，第二低压发生器15-1的溶液出口端与低温溶液热交换器16的管程进口端相连接，

低温溶液热交换器16的管程出口端与第一流量调节阀8的进口端相连，第一流量调节阀8的

出口端与吸收器9的第二进口端相连，完成了另一支路的循环。两条支路的循环一直进行，

保证了溶液循环的持续进行。

[0016] 制冷剂循环单元包括：冷凝器5-1、膨胀阀6和蒸发器7-1。吸收器泵10一端与吸收

器9溶液出口端相连，另一端分别与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壳程第一进口端和第三流量调节

阀14相连；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壳程第一出口端与高压发生器2溶液进口端相连接，高压发

生器2溶液出口端与平衡阀3一端相连，平衡阀3另一端与第一低压发生器4溶液进口端相

连，高压发生器2蒸汽出口端与第一低压发生器4蒸汽进口端相连接，第一低压发生器4蒸汽

出口端与冷凝器5-1壳程相连接；第三流量调节阀14出口端与低温溶液热交换器16壳程进

口端相连接，低温溶液热交换器16壳程出口端与第二低压发生器15-1溶液进口端相连接，

第二低压发生器15-1蒸汽出口端与冷凝器5-1壳程进口端相连，冷凝器5-1壳程出口与膨胀

阀6一端相连，膨胀阀6另一端与蒸发器7-1壳程进口端相连，蒸发器7-1壳程出口端与吸收

器9相连。

[0017] 烟气余热循环单元包括：烟道1和烟囱12，烟道1烟气出口处与高压发生器2管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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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端相连接，高压发生器2管程出口端与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管程进口端相连接，高温溶液

热交换器13管程出口端与烟囱12相连接。

[0018] 太阳能集热循环单元包括：第二低压发生器15-1、太阳能集热器15-2、热水泵15-

3、蓄热水箱15-4；热水泵15-3出水口与蓄热水箱15-4进水口相连，蓄热水箱15-4出水口与

第二低压发生器15-1管程进口端相连接，第二低压发生器15-1管程出口端与太阳能集热器

15-2进水口相连，太阳能集热器15-2出水口与热水泵15-3进水口相连接。

[0019] 本发明装置在工作时，从吸收器9出来的稀溶液通过吸收器泵10后分为两路，一路

经过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另一路经过第三流量调节阀14到达低温溶液热交换器16；到达

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中的稀溶液吸收来自高压发生器2的烟气的热量和来自第一低压发生

器4的浓溶液放出的热量，最后进入高压发生器2。吸收热量后的稀溶液在高压发生器2中吸

收来自烟道1烟气的热量，溶液中的水分逐渐被蒸发，溶液浓度升高；经过浓缩后的中间浓

度的溴化锂溶液经过平衡阀3进入第一低压发生器4，继续吸收来自高压发生器2的水蒸气

放出的热量，产生更多的水蒸气，中间浓度的溶液继续浓缩成为高浓度溶液；高浓度溶液经

过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与来自吸收器泵10的稀溶液进行热量交换，然后通过第二流量调节

阀11回到吸收器9内，呈雾状喷淋在冷却水管上，放出热量，同时吸收来自蒸发器7-1的水蒸

气，稀释成稀溶液，从而完成了溴化锂溶液的一条支路的循环；经过第三流量调节阀14到达

低温溶液热交换器16的稀溶液，吸收来自第二低压发生器15-1的浓溶液放出的热量，温度

升高，然后到达第二低压发生器15-1，稀溶液在第二低压发生器15-1中吸收来自蓄热水箱

15-4的热水放出的热量，溶液中的水分被蒸发出来，溶液浓度升高，此时高浓度的溶液经过

低温溶液热交换器16，放出热量，最后通过第一流量调节阀8回到吸收器9内，在吸收器9内

呈雾状喷淋在冷却水管上，继续放出热量，同时吸收来自蒸发器7-1的水蒸气；两条支路溶

液混合，吸收水蒸气，稀释成为稀溶液，从而完成了溶液循环。

[0020] 在第一低压发生器4中产生的水蒸气与第二低压发生器15-1中产生的水蒸气一同

进入冷凝器5-1中，在冷凝器5-1中向冷却水管放出热量，凝结成水，经过膨胀阀6，然后进入

蒸发器7-1，溴化锂溶液通过吸收器9的吸收作用在蒸发器7-1里面产生了真空条件，进而创

造了低温、低压环境，进入蒸发器7-1中的水在低压环境下呈雾状喷淋在冷冻水管上，吸收

冷冻水的热量从而汽化，最后进入吸收器9中，被浓溶液吸收，从而浓溶液稀释成稀溶液，完

成制冷剂的循环。这样实现了烟气余热与太阳能耦合驱动的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

[0021] 烟道1中的烟气进入高压发生器2后，向来自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的稀溶液放出热

量，然后进入高温溶液热交换器13中，再次向来自吸收器9的稀溶液放出热量，最后进入烟

囱12排放到大气中，实现了一个烟气余热循环。

[0022] 在热水泵15-3的作用下，蓄热水箱15-4中的热水进入第二低压发生器15-1中，放

出热量给来自低温溶液热交换器16的稀溶液，溶液中的水分被蒸发出来，热水温度降低，低

温水进入太阳能集热器中，吸收太阳辐射中的能量，水的温度升高，在热水泵15-3的作用

下，热水存储在蓄热水箱15-4中，从而实现了太阳能集热循环。

[0023] 在溴化锂溶液循环单元、制冷剂循环单元、烟气余热循环单元以及太阳能集热循

环单元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烟气余热与太阳能耦合驱动的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

[0024] 尽管已经参照其示例性实施例具体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应该理解，在不脱离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其进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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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细节上的各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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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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