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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风电热泵系统
(57)摘要
一种风电热泵系统属于风电资源利用技术
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风电热泵系统。本实用新型
提供一种使用效果好的风电热泵系统。本实用新
型包括风力发电机1 ,其特征在于风力发电机1的
电能输出端口与电子整流器2的电能输入端口相
连 ,电子整流器2的电能输出端口分别与第二电
子开关阀22一端、第一电子开关阀21一端相连，
第二电子开关阀22另一端与蓄电池组3相连，
第
一电子开关阀21另一端与电力逆变器4输入端相
连，
蓄电池组3通过电力逆变器4接电动机5的电
能输入端口，
电动机5的动力输出端口与压缩机6
的动力输入端口相连，
压缩机6的低压气阀一端
与四通转向阀7的第一端口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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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风电热泵系统，
包括风力发电机（1）,其特征在于风力发电机（1）的电能输出端
口与电子整流器（2）的电能输入端口相连 ,电子整流器（2）的电能输出端口分别与第二电子
开关阀（22）一端、第一电子开关阀（21）一端相连，
第二电子开关阀（22）另一端与蓄电池组
（3）相连，
第一电子开关阀（21）另一端与电力逆变器（4）输入端相连，
蓄电池组（3）通过电力
逆变器（4）接电动机（5）的电能输入端口，
电动机（5）的动力输出端口与压缩机（6）的动力输
入端口相连，
压缩机（6）的低压气阀一端与四通转向阀（7）的第一端口相连，
四通转向阀（7）
的第二端口接第二制冷剂-水换热器（10）的第一端口相连，
第二制冷剂-水换热器（10）的第
二端口接第一制冷剂-水换热器（9）第一端口，
第一制冷剂-水换热器（9）第二端口通过节流
单元（8）接四通转向阀（7）的第三端口，
四通转向阀（7）的第四端口接压缩机（6）的高压气阀
一端；
第一制冷剂-水换热器（9）第三端口通过第一开关阀（23）接回灌井（15），
第一制冷剂水换热器（9）第四端口依次通过第二开关阀（24）、第二水泵（17）接抽水井（14）内的第一水
泵（16）；
第二制冷剂-水换热器（10）的第三端口依次通过第三开关阀（25）、第六水泵接蓄能换
热器（13）的内循环水输入端口，
第二制冷剂-水换热器（10）的第四端口依次通过第四开关
阀（26）、
第十开关阀（32）接蓄能换热器（13）的内循环水输出端口；
蓄能换热器（13）的外循环水输出端口通过第三水泵（18）接水-水换热器（12）第一端
口，
蓄能换热器（13）的外循环水输入端口通过第九开关阀（31）接水-水换热器（12）第二端
口，
水-水换热器（12）第三端口依次通过第八开关阀（30）、第四水泵（19）接蓄热/蓄冷水箱
（11）的进水口，
水-水换热器（12）第四端口接蓄热/蓄冷水箱（11）的出水口；
蓄热/蓄冷水箱
（11）的供水口通过第五开关阀（27）接供水管，
蓄热/蓄冷水箱（11）的回水口依次通过第六
开关阀（28）、
第五水泵（20）接供水管。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风电热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电池组（3）上连接有电池
电量监测表（33）。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风电 热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水泵（17）与抽水井
（14）之间的管路上设置有除砂过滤器（35）。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风电热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电池组为锂蓄电池组。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风电热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除砂过滤器（35）与抽水井
（14）之间的管路上设置有水流量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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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电热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风电资源利用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风电热泵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由于风电的快速发展，
现在出现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
风电利用形式
[0003] 单一，
缺乏有效的风电消纳。第二，
风能和地能用于采暖、
空调符合现在的“温度对
口、
梯级利用”的科学用能原则，
属于低品位可再生清洁能源，
拥有巨大的应用市场和前景，
其开发和有效利用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
[0004] 地源热泵利用的能源大都储存于地表，
地表包含丰富的地热水源和土壤地
[0005] 热资源，
属于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地源热泵本身具有高效节能、低运行成本和良
好的社会环保效益等优点。地源热泵利用的水资源和地热资源储量丰富，
能源能够回收，
但
是单一的利用地能资源会因地域差异带来的冬夏负荷差异造成地热资源的不平衡，
对生态
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对于风能的等可再生能源的加入能更极大的改善这种状况，
对于风能
热泵系统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
[0006] 蓄电储能系统能够平滑风电场的功率波动，
用储能系统提高风电并网电能质量，
储能系统用来优化风电经济性。
并且由于电网的高负担性，
根据新的电网规则要求，
风电系
统已经可以脱离电网。
发明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就是针对上述问题，
提供一种使用效果好的风电热泵系统。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本实用新型包括风力发电机1 ,
其特征在于风力发电机1的电能输出端口与电子整流器2的电能输入端口相连 ,电子整流器
2的电能输出端口分别与第二电子开关阀22一端、第一电子开关阀21一端相连，
第二电子开
关阀22另一端与蓄电池组3相连，
第一电子开关阀21另一端与电力逆变器4输入端相连，
蓄
电池组3通过电力逆变器4接电动机5的电能输入端口，
电动机5的动力输出端口与压缩机6
的动力输入端口相连，
压缩机6的低压气阀一端与四通转向阀7的第一端口相连，
四通转向
阀7的第二端口接第二制冷剂-水换热器10的第一端口相连，
第二制冷剂-水换热器10的第
二端口接第一制冷剂-水换热器9第一端口，
第一制冷剂-水换热器9第二端口通过节流单元
8接四通转向阀7的第三端口，
四通转向阀7的第四端口接压缩机6的高压气阀一端；
[0009]
第一制冷剂-水换热器9第三端口通过第一开关阀23接回灌井15，
第一制冷剂-水
换热器9第四端口依次通过第二开关阀24、
第二水泵17接抽水井14内的第一水泵16；
[0010] 第二制冷剂-水换热器10的第三端口依次通过第三开关阀25、
第六水泵接蓄能换
热器13的内循环水输入端口，
第二制冷剂-水换热器10的第四端口依次通过第四开关阀26、
第十开关阀32接蓄能换热器13的内循环水输出端口；
[0011] 蓄能换热器13的外循环水输出端口通过第三水泵18接水-水换热器12第一端口，
蓄能换热器13的外循环水输入端口通过第九开关阀31接水-水换热器12第二端口，
水-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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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器12第三端口依次通过第八开关阀30、第四水泵19接蓄热/蓄冷水箱11的进水口，
水-水
换热器12第四端口接蓄热/蓄冷水箱11的出水口；
蓄热/蓄冷水箱11的供水口通过第五开关
阀27接供水管，
蓄热/蓄冷水箱11的回水口依次通过第六开关阀28、
第五水泵20接供水管。
[0012]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
本实用新型所述蓄电池组3上连接有电池电量监测表33。
[0013] 作为另一种优选方案，
本实用新型所述第二水泵17与抽水井14之间的管路上设置
有除砂过滤器35。
[0014] 作为另一种优选方案，
本实用新型所述蓄电池组为锂蓄电池组。
[0015]
另外，
本实用新型所述除砂过滤器35与抽水井14之间的管路上设置有水流量计
34。
[0016] 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
[0017] 本实用新型蓄电池组能够将不稳定的风能转换为驱动电源，
能够有效解决风电的
消纳利用问题；
实现风电的全季节利用，
减少消费和环境污染，
提高了系统能效比和运行可
靠性。
[0018] 本实用新型以地下水源作为低温热源，
通过蓄能换热器进行储存。释放时通过水
泵，
开关阀通过水-水换热器进入蓄热/蓄冷水箱进行暂时储存。
[0019] 本实用新型四通转换阀7便于供热供冷工况的转变。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
不仅局限于以下内容的表述。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如图所示，
本实用新型包括风力发电机1 ,风力发电机1的电能输出端口与电子整
流器2的电能输入端口相连 ,电子整流器2的电能输出端口分别与第二电子开关阀22一端、
第一电子开关阀21一端相连，
第二电子开关阀22另一端与蓄电池组3相连，
第一电子开关阀
21另一端与电力逆变器4输入端相连，
蓄电池组3通过电力逆变器4接电动机5的电能输入端
口，
电动机5的动力输出端口与压缩机6的动力输入端口相连，
压缩机6的低压气阀一端与四
通转向阀7的第一端口相连，
四通转向阀7的第二端口接第二制冷剂-水换热器10的第一端
口相连，
第二制冷剂-水换热器10的第二端口接第一制冷剂-水换热器9第一端口，
第一制冷
剂-水换热器9第二端口通过节流单元（可采用电子膨胀阀）8接四通转向阀7的第三端口，
四
通转向阀7的第四端口接压缩机6的高压气阀一端；
[0023]
第一制冷剂-水换热器9第三端口通过第一开关阀23接回灌井15，
第一制冷剂-水
换热器9第四端口依次通过第二开关阀24、
第二水泵17接抽水井14内的第一水泵16；
[0024]
第二制冷剂-水换热器10的第三端口依次通过第三开关阀25、第六水泵接蓄能换
热器13的内循环水输入端口，
第二制冷剂-水换热器10的第四端口依次通过第四开关阀26、
第十开关阀32接蓄能换热器13的内循环水输出端口；
[0025] 蓄能换热器13的外循环水输出端口通过第三水泵18接水-水换热器12第一端口，
蓄能换热器13的外循环水输出端口通过第九开关阀31接水-水换热器12第二端口，
水-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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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器12第三端口依次通过第八开关阀30、第四水泵19接蓄热/蓄冷水箱11的进水口，
水-水
换热器12第四端口通过阀门29接蓄热/蓄冷水箱11内的出水口；
蓄热/蓄冷水箱11的供水口
通过第五开关阀27接供水管，
蓄热/蓄冷水箱11的回水口依次通过第六开关阀28、第五水泵
20接供水管。
[0026] 所述蓄电池组3上连接有电池电量监测表33。
电池电量检测表检测到满电状态，
可
控制第一电子开关阀21；
第二电子开关阀22，
使压缩机6直接由风力发电机驱动。
[0027] 所述第二水泵17与抽水井14之间的管路上设置有除砂过滤器35。
[0028] 所述除砂过滤器35与抽水井14之间的管路上设置有水流量计34。
[0029] 所述风力发电机可采用水平轴式风力发电机或垂直轴式风力机。
电机形式可采用
双馈感应型发电机，
传动方式可采用齿轮传动方式或无齿轮箱直驱方式；
塔架结构可采用
衍架式塔架或是锥筒式塔架。
[0030] 所述蓄电池组为锂蓄电池组。
[0031] 所述蓄能换热器可采用上海邦典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型号为 UAK 300-51-31储能
器。
[0032] 所述蓄热/蓄冷水箱11蓄热时，
热水由水-水换热器12换热，
从蓄热/蓄冷水箱底部
流入，
通过内置管路进入水箱上部。蓄冷时，
冷水由水-水换热器12换热，
从蓄热/蓄冷水箱
水箱下部进入，
并从下部流出，
对用户进行制冷水循环。
[0033] 所述蓄热/蓄冷水箱可采用上海柯耐弗电气有限公司的HWT-400SPY-2B型缓冲储
能水箱。
[0034] 当在冬季需要供暖时，
风力发电机1运行，
风力发电机产生的电能通过电子整流器
2输出，
并经过电子开关阀22进入锂电池蓄电池组储存；
电动机5通过风力发电机1或者蓄电
池组的电源驱动压缩机6，
在制热工况产生的热水从第二制冷剂-水换热器10输出，
并在第
六水泵的驱动下进入蓄能换热器13储存。地下水资源作为低温热源，
从抽水井14由第一水
泵16驱动与第一制冷剂-水换热器9交换热量；
在供热工况下，
蓄能换热器13内储存的热量
经第三水泵18驱动、
开关阀31与水-水换热器12交换热量，
供暖热水通过水-水换热器12，
开
关阀30进入蓄热/蓄冷水箱11，
并经开关阀27，
供水管道进入热用户。
[0035] 蓄能换热器13储存的热能可以保证了在无风时段或风力变化时段热水的稳定输
出。蓄热/蓄冷水箱11满足系统的补水和定压。
冬季供水温度为70℃，
回水温度为50℃，
夏季
供水温度为7℃，
回水温度为12℃。
[0036] 当锂蓄电池组3处于满电状态时，
此时风力发电机持续运行，
风力发电机发电直接
经由电子开关阀21、
逆变器4驱动电动机5，
第一制冷剂-水换热器9在第一水泵16、第二水泵
17的驱动下，
经抽水井14、
除砂过滤器35、第二开关阀24、第一开关阀23进入回灌井15，
组成
回路将地下水资源的热量进行输送。制取的供暖热水在第六水泵的驱动下经开关阀25、第
十开关阀32、第四开关阀26组成的回路进入到蓄能换热器13储存。热水回路经蓄能换热器
13、第三水泵18、第九开关阀、
水-水换热器、
经第四水泵、第八开关阀、与蓄热/蓄冷水箱组
成回路进行循环。
[0037] 当锂蓄电池组3处于未处于满电状态时，
此时风力发电机持续运行或者波动间歇
运行，
驱动电源为锂蓄电池组储存的化学能。风力发电机发电经由整流器2、
电子开关阀22、
锂蓄电池组3，
锂蓄电池组经逆变器4驱动电动机5，
第一制冷剂-水换热器9在第一水泵16、
5

CN 212619457 U

说

明

书

4/4 页

第二水泵17的驱动下，
经抽水井14、
除砂过滤器35、第二开关阀24、第一开关阀23进入回灌
井15，
将地下水资源的低温热水进行输送，
与第一制冷剂-水换热器9进行换热。制取的制冷
冷水在第六水泵17的驱动下经开关阀25、第十开关阀32、第四开关阀26组成回路，
进入到蓄
能换热器13储存。冷水回路经蓄能换热器13、第三水泵18、第九开关阀、
水-水换热器，
经第
四水泵、
第八开关阀与蓄热/蓄冷水箱组成回路进行循环。
[0038] 可以理解的是，
以上关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描述，
仅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而并非
受限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描述的技术方案，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仍然可以
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修改或等同替换，
以达到相同的技术效果；
只要满足使用需要，
都在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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