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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

(57)摘要

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其特征

在于至少包含下述技术特征之一：技术特征一，

冷热源系统(4)中包含至少两级冷热源分系统；

技术特征二，当进出各级冷热源主机的冷热载体

为水等单相流体时，各级冷热源分系统与整个系

统连接是通过单向流管路连接的；技术特征三，

当冷热源主机是制冷剂液管和气管对外接口的

机组时，液管与气管分别连接到作为外置冷凝器

或蒸发器用的各自对应的换热器(9)；技术特征

四，当系统的末端为冷热水空调系统时，空调冷

热水系统中设置高效冷热调蓄容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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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包括：冷热调蓄容器(1)、冷热末端及其输配装

置(2)、单向流阀体、冷热源系统(4)；其特征在于，冷热源系统(4)中包含至少2级冷热源分

系统，冷热源分系统可进行制冷与制热的至少一种，并且各级冷热源分系统制出不同温度

品位冷热载体，各级冷热源分系统表示为冷热源分系统1级(4‑1)～冷热源分系统n级(4‑

n)，n表示大于等于2的数字；冷热源系统指供热、热水、制冷和空调的冷热源侧部分，包含冷

热源主机、冷热源输配装置和连接管道，其中各级冷热源分系统的冷热源主机为地源热泵、

空气源热泵、水冷冷水机组、风冷冷水机组、锅炉和换热机组的一种或多种组合，各级冷热

源分系统中的冷热源主机和冷热源输配装置表示为冷热源主机1级(4‑1A)～冷热源主机n

级(4‑nA)及冷热源输配装置1级(4‑1B)～冷热源输配装置n级(4‑nB)，n表示大于等于2的数

字；冷热源分系统1级(4‑1)～冷热源分系统n级(4‑n)，每级冷热源分系统环路各自独立运

行，或者2级及以上同时运行；多级冷热源分系统环路在同时开启运行的情况下实现逐级提

高单向流管路(3)中流体的冷热温度品位；所述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还包括

以下技术特征中的至少一个：

技术特征一，冷热源系统(4)中当进出各级冷热源主机的冷热载体为单相流体时，各级

冷热源分系统与整个系统连接时，是通过单向流管路连接的；有四种管路连接模式：连接模

式一，单路单向流管路连接，冷热源分系统1级(4‑1)～冷热源分系统n级(4‑n)中，每级冷热

源分系统内的冷热源主机(4‑1A)～(4‑nA)与冷热源输配装置(4‑1B)～(4‑nB)在每级冷热

源分系统内串联，然后通过供回管道依次独立与单向流管路(3)的不同管段并联，并且在与

各级冷热源分系统并联的每个单向流管路(3)管段上设置单向阀体(5‑1)～(5‑n)，形成各

自独立的n个串接冷热源环路，单向流管路(3)的进出水端即是1～n各级冷热源系统进出水

总管；连接模式二，双路单向流管路连接，冷热源分系统1级(4‑1)～冷热源分系统n级(4‑n)

中，每级冷热源分系统内的冷热源主机(4‑1A)～(4‑nA)与冷热源输配装置(4‑1B)～(4‑nB)

在每级冷热源分系统内串联，然后通过供回管道依次独立与单向流管路(3)的不同管段并

联，并且与各级冷热源分系统并联的每个单向流管路(3)管段上设置单向阀体(5‑1)～(5‑

n)，再把1～n各级冷热源分系统的进水管通过带有单向阀(6)的辅助单向流管路(8)相连

接，其中相邻两级冷热源分系统的进水管之间的两个单向流阀体其中之一可取消并且断开

此处管段，单向流管路(3)的出水端即是冷热源系统(4)出水端，辅助单向流管路(8)的进水

端即是冷热源系统(4)进水端；连接模式三，另一种双路单向流管路连接，冷热源分系统1级

(4‑1)～冷热源分系统n级(4‑n)中，每级冷热源分系统内的冷热源主机(4‑1A)～(4‑nA)与

冷热源输配装置(4‑1B)～(4‑nB)在每级冷热源分系统内串联，然后通过供回管道依次独立

与单向流管路(3)的不同管段并联，并且与各级冷热源分系统并联的每个单向流管路(3)管

段上设置单向阀体(5‑1)～(5‑n)，再把1～n各级冷热源分系统的出水管通过带有单向阀

(6)的辅助单向流管路(8)相连接，其中相邻两级冷热源分系统的出水管之间的两个单向流

阀体其中之一可取消并且断开此处管段，辅助单向流管路(8)的出水端即是冷热源系统(4)

出水端，单向流管路(3)的进水端即是冷热源系统(4)进水端；连接模式四，多路单向流管路

连接，冷热源分系统1级(4‑1)～冷热源分系统n级(4‑n)中，高一级冷热源分系统的进水管

与紧邻的下一级冷热源分系统的出水管均有不少于一个管路连通，每级冷热源分系统的出

水管和进水管均有不少于一个带有单向流阀体的管路连通，不同级冷热源分系统的出水管

和进水管用任意多个带有单向流阀体的管路连通，其中相邻两级冷热源分系统的出水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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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管之间的单向流阀体至少保留一个外其它均可取消并且断开连接管段；四种管路连接

模式中所有单向流阀体流向均为冷热源系统(4)的总进水端流向总出水端；

技术特征二，冷热源系统(4)中，当冷热源主机(4‑1A)～(4‑nA)是制冷剂液管与气管对

外接口的热泵机组或制冷机组时，称作冷剂式冷热源主机，各级冷剂式冷热源主机的制冷

剂液管与气管分别连接到作为外置冷凝器或蒸发器用的各自对应的换热器(9)的制冷剂接

口端，换热器(9)的载冷剂接口端有两种连接方式，一种连接方式是串接入单向流管路(3)

上，单向流管路(3)的进水端与冷热源系统(4)中其它冷热源分系统的出水端或冷热源系统

(4)的总进水端连接，单向流管路(3)的出水端与冷热源系统(4)中其它冷热源分系统的进

水端或冷热源系统(4)的总出水端连接；另一种连接方式是换热器(9)串联连接冷热源输配

装置(4‑1B)～(4‑nB)后与单向流管路(3)的对应管段并联连接，并且把换热器(9)和冷剂式

冷热源主机一起作为单相流冷热源主机，具体连接方式同技术特征二所述四种管路连接模

式；

技术特征三，当冷热源系统(4)的末端为空调水系统时，空调冷、热水系统中设置冷热

调蓄容器(1)，连接方式为：冷热末端及其输配装置(2)中的冷热末端(2‑1)与末端输配装置

(2‑2)串联连接，然后与冷热调蓄容器(1)通过管道并联连接，然后再通过管道与冷热源系

统的进出水总管连接；冷热调蓄容器(1)为具有一定容积的单个容器或者是多个容器通过

管路和阀门相连接的组合体，是冷热载体的容蓄、缓存及调节作用的装置；冷热调蓄容器

(1)是大直径管道、罐体或水箱，或者是容积式换热器；冷热调蓄容器(1)的一种高效蓄能的

构造做法是：容器内充填防止冷热对流的管束和通透的蜂窝状多孔体中的至少一种，冷热

水通过内充填体的孔道流动，充填的管束的管径为1～500mm或多孔体的单孔周长为1～

1500mm，内充填体的材料为热的不良导体，包括：聚氯乙烯、聚乙烯和聚丙烯；冷热调蓄容器

(1)，一种安装位置为地源热泵室外地埋管开挖的地沟内，沿地沟方向埋设大管径的保温直

埋管道，具体为直径300～1600mm的保温直埋管道，并可采用多个大管径保温直埋管段在地

下串联和并联的至少一种，组成工程需要的容量；冷热调蓄容器(1)的容量为0～24小时的

末端空调水循环总流量，当冷热调蓄容器(1)的容量为0时，即不设置冷热调蓄容器(1)，作

为一种空调系统形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其特征还在于：各级冷热

源分系统的单向流管路(3)和辅助单向流管路(8)中的所有单向阀设置流向为冷热源系统

总进水管流向冷热源系统总出水管；在辅助单向流管路(8)与单向流管路(3)之间的每级冷

热源分系统的进水管段连接管设置阀门(7)，并且与对应的冷热源分系统联动启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其特征还在于：冷热源主

机1级(4‑1A)及冷热源输配装置1级(4‑1B)～冷热源主机n级(4‑nA)及冷热源输配装置n级

(4‑nB)，其中冷热主机及冷热源输配装置为单台或多台的组合；1～n各级冷热源的一种形

式为自然冷热源、各种生产生活余热、余冷直接利用或换热后直供的系统，自然冷源的一种

为地下0～300米深度范围的自然冷源，包括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和海水，另外还可用污水、

中水和给水做冷源，自然热源的一种为300～1000米深度乃至更深地层范围的自然热源，包

括土壤、岩石和地下水，通过地埋管换热的方式或地下水体换热的方式获取天然冷热量；各

级冷热源主机和冷热源输配装置的一种形式是冰蓄冷系统和水蓄冷系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其特征还在于：冷热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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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指风机盘管、空调机组、新风机组、地板辐射盘管、毛细管网冷暖末端、空调末端、生活

热水加热装置和生活热水给水设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其特征还在于：末端输配

装置(2‑2)及输配装置(4‑1B)～(4‑nB)，在单相流体管路中是指泵、流体管路，在冷剂式空

调系统的制冷剂气液两相流管路中仅指制冷剂管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其特征还在于：在各级冷

源分系统环路的冷热源主机进水管上增设串联连接缓冲罐，缓冲罐是闭式的压力容器，容

积为所连接的冷热源主机中冷热流体0～0.5小时的流量。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其特征还在于：一种节能

的运行模式是，在空调部分负荷运行时，生产冷热温度品位较低的冷热源分系统优先启动

运行。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其特征还在于：单向阀体

(5‑1)～(5‑n)和单向阀(6)是止回阀、倒流防止器、与水泵等联动的在流体反向流动发生时

自动关闭的电控阀或阀体组合。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其特征还在于：当系统的

末端为冷热水空调系统时，冷热源系统(4)中的各级冷热源分系统的进出水温差为2～8℃

范围，总的进出水温差为2～16℃范围；当系统的末端为生活热水加热系统时，冷热源系统

(4)中的各级冷热源分系统的进出水温差为5～10℃范围，总的进出水温差为10～100℃范

围。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其特征还在于：冷热载

体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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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为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属于能源领域和空调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工程应用中，空调水系统有蓄能式和大温差式，但是没有热泵或制冷机组的

串联梯级利用的实用形式。

[0003] 蓄能利用对于存在峰谷电价的前提下，可以大幅节省运行费用、可以易峰填谷、减

小主机容量和供电设备容量等好处；对于没有峰谷电价的情况，假如使用蓄能罐，事实上也

能起到的是对冷热负荷的削峰填谷的作用，并且使主机可在高效率工况下稳定运行，低负

荷时向蓄能罐蓄能，高负荷时调用蓄能罐的能量，并且调用蓄能罐的能量可以减少主机的

运行时间，因此在没有峰谷电价的情况下使用蓄能式可以起到缓冲、暂存冷热负荷、负荷削

峰填谷，能够实现节能和减小装机容量，主机间歇启动高效运行等作用，而且可以小负荷情

况下靠储能运行，解决值班、加班、部分住宿等负荷很小情况下的运行问题。

[0004] 大温差式能够减小水泵能耗，当前应用的系统中采用大温差热泵机组，多台热泵

机组是并联连接。根据研究资料表明，决定冷热源主机设备的能效比的主要是出水温度高

低，回水温度高低影响小，显然串联连接冷热源主机，能够使得前面的主机生产较低品位的

冷热水，有利于提高主机能效。也有人提出了冷热源主机串联，采用常规的冷热源主机，可

以实现大温差，冷热源实现了梯级使用，但是主机简单串联增加了水路总阻力，增加了水泵

扬程，而且仅一级主机运行时二级主机仍需要过水，检修也困难。因此设计出一种每级冷热

源可以独立运行，既可以相互串联梯级利用，又可以单级停机以后与系统隔离，停机隔离后

不增加阻力、可检修可备用，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串联大温差模式。

[0005] 随着当前环境危机和能源革命的到来，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得到重视，对于空调的

冷热源来说，自然界的天然冷热源，比如我国地下浅层(地表下200米以内)的岩土、地下水

温度通常在5‑‑20℃，可认为是天然的空调冷源，只是存在一个地下温度场的地域分布与空

调冷负荷的地域需求相反的问题。地下按照平均每百米温度升3℃的话，那么地下300～400

米以下的温度超过30℃即可能成为空调天然热源。其它的如海水、污水等也是存在成为空

调天然冷源可能的。再如太阳能的跨季节蓄能，也可蓄出天然热源。在天然冷热源品味较

低、不能完全满足空调冷热源的情况下，就存在梯级冷热源在大温差模式利用的需求。常规

的风机盘管完全利用地下水制冷，在大多地区不能满足，但是在大温差模式下利用为初级

冷源，在很多地区是可行的，再配合上制冷机组做二级冷源，就能够满足。而且冷负荷很大

部分处于50％以下，绝大部分处于70％以下，因此节能效果会很好。当前在新建建筑中，有

采用辐射冷热末端、冷梁及干式风机盘管等的情况，增大末端投入，就减小了对冷热源温度

品味的要求，地下天然冷源基本可以完全满足，但是经济上需要合理比较初投资与回收期，

适当配备冷水机组作为二级冷源，以大幅减少末端投入、并大幅减少对地下冷源的需求，甚

至在天然冷源不足的情况下，可能是更合理的方案。事实上地下水出水量只有在地下水文

条件很好的情况下才是能大量抽灌，很多地点下地下水并不丰富，因此减少对天然冷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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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对工程来说更有可行性、更安全。

[0006] 也有人提出双冷源空调系统，即较高温度的空调冷水来满足显热负荷，采用低温

空调冷水仅作为除湿用。相对于本发明的梯级冷热源系统的区别是，双冷源空调系统是两

套独立使用的2种冷源，实质上就是温湿度独立控制系统的一个方案，不是逐级提升的梯级

冷热源生产方式，这是与本发明的不同。本发明并没有温湿度独立控制的意图，不是温湿度

独立控制系统，但是由于湿度的高低往往与气候温度的高低同步，比如冬季气温低气候干

燥，春秋季气温适中湿度适中，夏季也通常是温度最高的天数里湿度最大，因此，本系统由

于是梯级冷热源，可以通过控制冷水供水温度高低来实现除湿量的高低，制冷能力与除湿

能力同步，与室外环境湿负荷同步，可以达到独立温湿度独立控制的节能效果，而又不额外

增加一套系统，空调的舒适度可能会更高。相对来说系统简单、投资少，总体效果未必比独

立温湿度控制差。独立温湿度控制系统，通常不是大温差系统，而是小温差水循环(比如供

回水温度16‑‑19℃)，增加了循环泵的功耗、末端风机功耗。

[0007] 另外一个技术关键点就是蓄能装置本身，其结构的合理性决定着蓄能能量的利用

率。对于水蓄冷、蓄热来说，减小蓄能罐的冷热交换，减少进出水的冷热量共混，就越能保证

蓄能的利用率。减小蓄能水体的冷热对流率、减小冷热水间传热率、散热率，是蓄能装置的

结构构造目标。通常的做法是采用圆柱形罐体，减小对外散热面积，但是增加对流和热传

导，即使内置隔板，减小对流能力有限，而且较难减少热传导。采用水平长距离大直径管道

作为蓄能罐体，会增大对外界散热面积，但是对流和内部热传导较小。综合来看，再加上工

程上的实现难易程度，蓄能体形状为长距离大直径管道更为有利。长距离大直径管道作为

蓄能罐体可以地埋、可以沿地下室及车库周边设，相对比较隐蔽且不占建筑面积，应该更为

实用。

发明内容

[0008] 1 .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包括：冷热调蓄容器(1)、冷热末端及其输

配装置(2)、单向流阀体、冷热源系统(4)；其特征在于至少包含下述技术特征的一个：

[0009] 技术特征一，冷热源系统(4)中包含至少2级冷热源分系统，冷热源分系统可进行

制冷、制热的至少一种，并且各级冷热源分系统可以制出不同温度品位冷热水或其它冷热

载体，各级冷热源分系统可以表示为冷热源分系统1级(4‑1)～冷热源分系统n级(4‑n)，n表

示大于等于2的数字；冷热源系统指供热、热水、制冷、空调等的冷热源侧部分，通常包含冷

热源主机、冷热源输配装置、连接管道及其它配套设施，其中各级冷热源分系统的冷热源主

机可以为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水冷冷水机组、风冷冷水机组、锅炉、换热机组和其它形式

的冷热源主机的一种或多种组合，各级冷热源分系统中的冷热源主机和冷热源输配装置可

以表示为冷热源主机1级(4‑1A)～冷热源主机n级(4‑nA)及冷热源输配装置1级(4‑1B)～冷

热源输配装置n级(4‑nB)，n表示大于等于2的数字；

[0010] 技术特征二，冷热源系统(4)中当进出各级冷热源主机的冷热载体为水等单相流

体时，各级冷热源分系统与整个系统连接时，是通过单向流管路连接的，有四种管路连接模

式：连接模式一，单路单向流管路连接，冷热源分系统1级(4‑1)～冷热源分系统n级(4‑n)

中，每级冷热源分系统内的冷热源主机(4‑1A)～(4‑nA)与冷热源输配装置(4‑1B)～(4‑nB)

在每级冷热源分系统内串联，然后通过供回管道依次独立与单向流管路(3)的不同管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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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并且在与各级冷热源分系统并联的每个单向流管路(3)管段上设置单向阀体(5‑1)～

(5‑n)，形成各自独立的n个串接冷热源环路，单向流管路(3)的进出水端即是1～n各级冷热

源系统进出水总管；连接模式二，双路单向流管路连接，冷热源分系统1级(4‑1)～冷热源分

系统n级(4‑n)中，每级冷热源分系统内的冷热源主机(4‑1A)～(4‑nA)与冷热源输配装置

(4‑1B)～(4‑nB)在每级冷热源分系统内串联，然后通过供回管道依次独立与单向流管路

(3)的不同管段并联，并且与各级冷热源分系统并联的每个单向流管路(3)管段上设置单向

阀体(5‑1)～(5‑n)，再把1～n各级冷热源分系统的进水管通过带有单向阀(6)的辅助单向

流管路(8)相连接，其中相邻两级冷热源分系统的进水管之间的两个单向流阀体其中之一

可取消并且断开此处管段，单向流管路(3)的出水端即是冷热源系统(4)出水端，辅助单向

流管路(8)的进水端即是冷热源系统(4)进水端；连接模式三，另一种双路单向流管路连接，

冷热源分系统1级(4‑1)～冷热源分系统n级(4‑n)中，每级冷热源分系统内的冷热源主机

(4‑1A)～(4‑nA)与冷热源输配装置(4‑1B)～(4‑nB)在每级冷热源分系统内串联，然后通过

供回管道依次独立与单向流管路(3)的不同管段并联，并且与各级冷热源分系统并联的每

个单向流管路(3)管段上设置单向阀体(5‑1)～(5‑n)，再把1～n各级冷热源分系统的出水

管通过带有单向阀(6)的辅助单向流管路(8)相连接，其中相邻两级冷热源分系统的出水管

之间的两个单向流阀体其中之一可取消并且断开此处管段，辅助单向流管路(8)的出水端

即是冷热源系统(4)出水端，单向流管路(3)的进水端即是冷热源系统(4)进水端；连接模式

四，多路单向流管路连接，冷热源分系统1级(4‑1)～冷热源分系统n级(4‑n)中，高一级冷热

源分系统的进水管与紧邻的下一级冷热源分系统的出水管均有不少于一个管路连通，每级

冷热源分系统的出水管和进水管均有不少于一个带有单向流阀体的管路连通，不同级冷热

源分系统的出水管、进水管可以用任意多个带有单向流阀体的管路连通，其中相邻两级冷

热源分系统的出水管或进水管之间的单向流阀体至少保留一个外其它均可取消并且断开

连接管段；四种管路连接模式中所有单向流阀体流向均为冷热源系统(4)的总进水端流向

总出水端；

[0011] 技术特征三，冷热源系统(4)中，当冷热源主机(4‑1A)～(4‑nA)的部分或者全部是

制冷剂液管与气管对外接口的热泵机组或制冷机组时，称作冷剂式冷热源主机，各级冷剂

式冷热源主机的制冷剂液管与气管分别连接到作为外置冷凝器或蒸发器用的各自对应的

换热器(9)的制冷剂接口端，换热器(9)的水等载冷剂接口端有两种连接方式，一种连接方

式是串接入单向流管路(3)上，单向流管路(3)的进水端与冷热源系统(4)中其它冷热源分

系统的出水端或冷热源系统(4)的总进水端连接，单向流管路(3)的出水端与冷热源系统

(4)中其它冷热源分系统的进水端或冷热源系统(4)的总出水端连接；另一种连接方式是换

热器(9)串联连接水泵等冷热源输配装置(4‑1B)～(4‑nB)后与单向流管路(3)等的对应管

段并联连接，并且把换热器(9)和冷剂式冷热源主机一起作为水等单相流冷热源主机，具体

连接方式同技术特征二所述四种管路连接模式；

[0012] 技术特征四，当空调系统的末端为空调水系统时，空调冷、热水系统中设置冷热调

蓄容器(1)，连接方式为：冷热末端及其输配装置(2)中的冷热末端(2‑1)与末端输配装置

(2‑2)串联连接，然后与冷热调蓄容器(1)通过管道并联连接，然后再通过管道与冷热源系

统的进出水总管连接；冷热调蓄容器(1)为具有一定容积的单个容器或者是多个容器通过

管路、阀门等相连接的组合体，是水等冷热载体的容蓄、缓存及调节作用的装置，冷热调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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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1)可以是大直径管道、罐体或水箱，也可以是容积式换热器；冷热调蓄容器(1)的一种

高效蓄能的构造做法是：容器内充填防止冷热对流的管束、通透的蜂窝状多孔体等的至少

一种，充填的管束的管径为1～500mm或多孔体的单孔周长为1～1500mm，内充填体的材料为

热的不良导体，包括：聚氯乙烯、聚乙烯、聚丙烯及其它高分子材料；冷热调蓄容器(1)，一种

安装位置为地源热泵室外地埋管开挖的地沟内，沿地沟方向埋设大管径的保温直埋管道，

比如直径300～1600mm的保温直埋管道，并可采用多个大管径保温直埋管段在地下串联、并

联的至少一种，组成工程需要的容量；冷热调蓄容器(1)的容量可以为0～24小时的末端空

调水循环总流量，当冷热调蓄容器(1)的容量为0时，即不设置冷热调蓄容器(1)，亦可以作

为一种空调系统形式。

[0013] 2.冷热源分系统1级(4‑1)～冷热源分系统n级(4‑n)，每级冷热源分系统环路可以

各自独立运行，也可以2级及以上同时运行，多级冷热源分系统环路在同时开启运行的情况

下可以实现逐级提高单向流管路(3)中流体的冷热温度品位；各级冷热源分系统的单向流

管路(3)、辅助单向流管路(8)中的所有单向阀设置流向为冷热源系统总进水管流向冷热源

系统总出水管；在辅助单向流管路(8)与单向流管路(3)之间的每级冷热源分系统的进水管

段连接管可以设置阀门(7)，并且与对应的冷热源分系统联动启闭。

[0014] 3.冷热源主机1级(4‑1A)及其输配装置1级(4‑1B)～冷热源主机n级(4‑nA)及其输

配装置n级(4‑nB)，其中冷热主机及输配装置可以为单台也可以为多台的组合；1～n各级冷

热源的部分或者全部，也可以为自然冷热源、各种生产生活余热、余冷直接利用或换热后直

供的系统，自然冷源的一种为地下0～300米深度范围的自然冷源，包括土壤、地下水、地表

水、海水等，另外还可用污水、中水、给水等做冷源，自然热源的一种为300～1000米深度乃

至更深地层范围的自然热源，包括土壤、岩石、地下水等，通过地埋管换热的方式或地下水

体换热的方式获取天然冷热量；各级冷热源主机和其输配装置，部分或者全部可以包含冰

蓄冷系统、水蓄冷系统。

[0015] 4.冷热末端(2‑1)指风机盘管、空调机组、新风机组、地板辐射盘管、毛细管网冷暖

末端、散热器等空调末端、生活热水加热装置、生活热水给水设施及其它冷热需求端装置。

[0016] 5.末端输配装置(2‑2)及输配装置(4‑1B)～(4‑nB)，在水等单相流体管路中是指

泵、流体管路，在冷剂式空调系统的制冷剂气液两相流管路中仅指制冷剂管路。

[0017] 6.在各级冷源分系统环路的冷热源主机进水管上可以增设串联连接缓冲罐，缓冲

罐是闭式的压力容器，容积为所连接的冷热源主机中冷热流体0～0.5小时的流量。

[0018] 7.一种节能的运行模式是，在空调部分负荷运行时，生产冷热温度品位较低的冷

热源分系统优先启动运行。

[0019] 8.本系统的管路根据工程需要可以增加必要的阀门、仪器仪表、定压装置以及其

它设施；冷热末端及其输配装置(2)也可以根据工程需要进行多环路并联等；单向流管路

(3)及辅助单向流管路(8)可以根据工程需要设置备用管路、备用阀门；单向阀体(5‑1)～

(5‑n)和单向阀(6)可以为止回阀、倒流防止器、与水泵等联动的在流体反向流动发生时自

动关闭的电控阀以及其他能够保证流体单向流动的阀体、阀体组合或其它设备等。

[0020] 9.当系统的末端为冷热水空调系统时，冷热源系统(4)中的各级冷热源分系统的

进出水温差可以为2～8℃范围，总的进出水温差可以为2～16℃范围；当系统的末端为生活

热水加热系统时，冷热源系统(4)中的各级冷热源分系统的进出水温差可以为5～10℃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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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总的进出水温差可以为10～100℃范围。

[0021] 10.权利要求1和权利要求3所述的的全部或部分冷热源设备及管路可以集成组装

成梯级冷热源成套设备，制造成产品。

[0022] 实现形式

[0023] 1、第一种典型的实用实现形式为：存在峰谷电价的公共建筑的中央空调，冷热源

侧可采用大温差梯级冷热源+水蓄能，会明显节能、节省运行费。

[0024] 2、第二种典型的实用实现形式为：没有峰谷电价的公共建筑的中央空调，冷热源

侧可采用大温差梯级冷热源，会明显节能、节省一定量的运行费。

[0025] 3、第三种典型的实用实现形式为：采用热泵生产生活热水时，多台热泵机组可采

用梯级热源连接形式，会明显节能、节省一定量电费。

[0026] 4、第四种典型的实用实现形式为：存在地下水且可以作为空调冷热源时，地下水

可作为第一级冷源直接冷却空调冷水回水，冷水机组或者热泵机组作为第二级冷源，会明

显节能、节省运行费。

[0027] 5、低温度品味级的冷热源主机，可以是高温冷水机组或者或者低温热泵机组，高

能效比有利于节能。

附图说明

[0028] 附图1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图示一

[0029] 附图2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图示二

[0030] 附图3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图示三

[0031] 附图4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图示四

[0032] 附图5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图示五

[0033] 附图6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图示六

[0034] 附图7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图示七

[0035] 附图8可蓄能可大温差的梯级冷热源系统图示八

[0036] 附图标记：1.冷热调蓄容器；2.冷热末端及其输配装置；3.单向流管路；4.冷热源

系统；5.单向阀体(5‑1)～(5‑n)；6.单向阀；7.阀门；8.单向流管路；9.换热器；2‑1.冷热末

端；2‑2.末端输配装置；4‑1～4‑n：冷热源分系统1级～冷热源分系统n级；4‑1A～4‑nA：冷热

源主机1级～冷热源主机n级；4‑1B～4‑nB：输配装置1级～输配装置n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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