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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

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包括设于地面上的供

能管道、地源热泵机组及蓄水池，设于地面下的

连通管道、热交换管、水管、U型浸泡管、综合管廊

管体；所述连通管道一侧连接于地源热泵机组，

另一侧连接于预制竖向板下端；所述水管一侧连

接于蓄水池，另一侧穿过连通管道并分为若干支

线伸入预制空心排桩桩体内腔；所述热交换管一

侧连接于地源热泵机组，另一侧穿过连通管道并

分为若干支线伸入预制空心排桩桩体内腔与U型

浸泡管连接。本发明充分利用了综合管廊与空心

管桩的内部空间，方便了地热系统管线的管理与

维修，降低了工程的开挖与建设成本，对实现综

合管廊的高效利用以及清洁能源的循环使用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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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地热系统包括设于地面上的供能管道（1）、地源热泵机组（2）及蓄水池（3），设于地

面下的连通管道（4）、热交换管（5）、水管（6）、U型浸泡管（13）、综合管廊管体；

所述综合管廊管体包括预制顶板（14）、预制竖向板（8）、预制底板（7）以及预制空心排

桩（9）；所述供能管道（1）一侧连接于所述地源热泵机组（2），另一侧连接于用户；所述连通

管道（4）一侧连接于所述地源热泵机组（2），另一侧连接于所述预制竖向板（8）下端；所述预

制空心排桩（9）桩顶连接于所述预制底板（7）；所述水管（6）一侧连接于所述蓄水池（3），另

一侧穿过所述连通管道（4）并铺设于所述预制底板（7）并分为若干支线，各支线分别伸入所

述预制空心排桩（9）桩体内腔；所述热交换管（5）一侧连接于所述地源热泵机组（2），所述热

交换管（5）另一侧穿过连通管道（4）并铺设于所述预制底板（7）并分为若干支线，各支线分

别伸入所述预制空心排桩（9）桩体内腔并与U型浸泡管（13）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综合管廊为预制综合叠合管廊，所述预制底板（7）预留圆形孔洞，圆形孔洞沿着综合管

廊走向等距布置；所述预制空心排桩（9）顶端设有凹槽，所述预制空心排桩（9）的外径等于

所述预制底板（7）预留圆形孔洞外径，所述预制空心排桩（9）与所述预制底板（7）预制叠合

使得所述预制空心排桩（9）桩顶与所述预制底板（7）表面齐平；所述预制竖向板（8）下端预

留方形孔洞。

3.如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垫层（10）预留与所述预制底板（7）及所述预制空心排桩同样大小的圆形孔

洞。

4.如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连通管道（4）的截面尺寸略小于所述预制竖向板（8）下端预留方形孔洞截面

尺寸，所述连通管道（4）一端固定于所述预制竖向板（8）下端预留方形孔洞；所述连通管道

（4）的施工于综合管廊土体回填前进行。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预制空心排桩（9）上设有预制空心排桩桩盖（13），所述预制空心排桩桩盖（13）由两块

呈对称结构的构件组成，拼合后整个桩盖为扁平圆柱体型，所述预制空心排桩桩盖（13）直

径与空心排桩（9）凹槽直径相契合；桩盖中间开有三个圆形孔用于热交换管与水管通过，桩

盖边缘开有两个圆形小孔用于提升或放置桩盖。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其特征在于：

铺设于所述预制底板（7）的所述热交换管（5）与所述水管（6）套有管线管套（11），所述管线

管套（11）呈C字型；若干所述管线管套（11）可以进行搭接；所述管线管套（11）前后共两个搭

接面，一侧搭接面呈凸起状，另一侧搭接面呈凹入状，一个所述管线管套（11）的凸起搭接面

与相邻所述管线管套（11）的凹入搭接面连接，两个所述管线管套（11）的凸起部分与凹入部

分相契合。

7.如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预制空心排桩（9）内腔中的水由蓄水池（3）通过水管（6）注入。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其特征在于：

地源热泵机组（2）包括蓄水箱和出水箱，出水箱的一侧接口连接于所述供能管道（1）的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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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另一侧接口连接于所述热交换管（5）的进水口，蓄水箱一侧接口连接于所述供能管道

（1）的进水口，另一侧接口连接于所述热交换管（5）的出水口；所述热交换管（5）的水管（6）

穿过连通管道（4）铺设于所述预制底板（7）上并各自形成分支，通过所述预制空心排桩（9）

中的所述U型浸泡管将所述热交换管（5）的水管（6）进行连接，形成完整的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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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土木工程与能源工程技术领域中，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

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综合管廊，全称为地下城市管道综合走廊，本质是指在城市道路下方建造一个市

政共用隧道，将电力、通信、供水、燃气等多种市政管线集中在一体，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

设、统一管理”，以做到地下空间的综合利用和资源的共享。同时，综合管廊设置了检修通

道，监测系统等，可以节约大笔的后续检修维护费用，长期来看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0003] 地源换热系统作为一套清洁的能源利用系统，能够有效的利用浅层地热能制热和

制冷，从而达到降低能耗和保护环境的目的，目前正被广泛推广应用。目前，我国地源换热

的利用形式主要有土壤源热泵、地下水水源热泵、地表水水源热泵、复合系统等多种利用形

式。随着近年来中国水资源和环境政策的限制，同时鉴于土壤源热泵的闭式环路特点，其对

环境基本不造成影响，土壤源热泵呈快速发展的趋势。

[0004] 土壤源热泵多通过钻孔埋管形成地下闭合环路进行换热，但是埋置在土体内部的

管线在管理与维修方面存在很大难度。同时，土壤源热泵管线与其他城市管道线的埋置与

管理往往独立进行，缺乏秩序，道路的反复开挖不仅对原有管线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也提高

了工程的成本。相应地，本领域存在着发展一种易于管理与维修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

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的技术需求。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

系统，将布设于地下预制底板下的空心排桩与地源热泵相结合，以满足地面用户供暖供冷

的要求，避免了土体的二次开挖，有效减少了空心排桩的必要长度，同时方便了热交换管的

检修，具有较好的应用条件，对充分利用地下综合管廊空间及提高清洁能源使用率具有重

要意义。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包括设于地面上的供能管道、

地源热泵机组及蓄水池，设于地面下的连通管道、热交换管、水管、U型浸泡管、综合管廊管

体。

[0007] 所述预制综合管廊包括预制顶板、预制竖向板、预制底板以及预制空心排桩；所述

供能管道一侧连接于所述地源热泵机组，另一侧连接于用户；所述连通管道一侧连接于所

述地源热泵机组，另一侧连接于所述预制竖向板下端；所述预制空心排桩桩顶连接于所述

预制底板；所述水管一侧连接所述蓄水池，另一侧穿过所述连通管道并铺设于所述预制底

板并分为若干支线，各支线分别伸入所述预制空心排桩桩体内腔；所述热交换管一侧连接

于所述地源热泵机组，所述热交换管另一侧穿过连通管道并铺设于所述预制底板并分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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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支线，各支线分别伸入所述预制空心排桩桩体内腔并与U型浸泡管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综合管廊为综合预制叠合管廊，所述预制底板预留圆形孔洞，圆形

孔洞沿着综合管廊走向等距布置；所述预制空心排桩顶端设有凹槽，所述预制空心排桩的

外径等于所述预制底板预留圆形孔洞外径，所述预制空心排桩与所述预制底板预制叠合使

得所述预制空心排桩桩顶与所述预制底板表面齐平；所述预制竖向板下端预留方形孔洞。

[0009] 进一步地，施工时所述预制底板下铺设有垫层，所述垫层预留与所述预制底板及

所述预制空心排桩同样大小的圆形孔洞。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连通管道的截面尺寸略小于所述预制竖向板下端预留方形孔洞截

面尺寸，所述连通管道一端固定于所述预制竖向板下端预留方形孔洞；所述连通管道的施

工于综合管廊土体回填前进行。

[0011] 进一步地，所述连通管道的施工于综合管廊土体回填前进行。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预制空心排桩内腔中的水由蓄水池通过水管注入。

[0013] 进一步地，地源热泵机组包括蓄水箱和出水箱，出水箱的一侧接口连接于所述供

能管道的出水口，另一侧接口连接于所述热交换管的进水口，蓄水箱一侧接口连接于所述

供能管道的进水口，另一侧接口连接于所述热交换管的出水口。所述热交换管的进水管与

出水管同时穿过连通管道铺设于所述预制底板上并各自形成分支，通过所述预制空心排桩

中的所述U型浸泡管将所述热交换管的进水管与出水管进行连接，形成完整的回路。

[0014] 进一步地，所述预制空心排桩上设有空心排桩桩盖，桩盖由两块呈对称结构的构

件组成，拼合后整个桩盖为扁平圆柱体型，所述预制空心排桩桩盖直径与空心排桩凹槽直

径相契合；桩盖中间开有三个圆形孔用于热交换管与水管通过，桩盖边缘开有两个圆形小

孔用于提升或放置桩盖。

[0015] 进一步地，铺设于所述预制底板的所述热交换管与所述水管套有管线管套，所述

管线管套呈C字型；若干所述管线管套可以进行搭接；所述管线管套前后共两个搭接面，一

侧搭接面呈凸起状，另一侧搭接面呈凹入状，一个所述管线管套的凸起搭接面与相邻所述

管线管套的凹入搭接面连接，两个所述管线管套的凸起部分与凹入部分相契合。

[0016] 进一步地，所述预制竖向板下端圆形孔洞与所述连通管道连接处空隙可选用橡胶

材料、止水带等进行防水处理。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热交换管通过空心排桩内腔中的水体进行热量交换，与在实心排桩中埋置热交换管

相比，相比节约了排桩的材料费用。

[0018] 2.热交换管贯穿连通管道、综合管廊管体及空心排桩内腔中，不直接与土体接触，

方便了热交换管的管理与维修，避免了土体的开挖。

[0019] 3.地源热泵在使用时要求热交换管埋置在地面以下一定深度，单独使用空心排桩

需提高空心排桩的长度以达到深度的要求，通过使用装配有预制空心排桩的预制综合管

廊，有效地利用了综合管廊自身已处于地面以下一定深度的特点，降低了空心排桩的长度，

节约了空心排桩的建设成本。

[0020] 4.所述地热系统在工程建设中操作简单，机动性好，实用性高，借助综合管廊的发

展可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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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的使用状态

示意图；

图2为图1中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的热交换管与水管的

布置示意图；

图3为图1中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的预制底板与预制空

心排桩装配的示意图；

图4为图1中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的预制竖向板与连通

管道装配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的空心排桩及空

心排桩桩盖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的热交换管、水

管与管线管套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的管线管套示意

图。

[0022] 附图标记列表：

1-供能管道，2-地源热泵机组，3-蓄水池，4-连通管道，5-热交换管，6-水管、7-预制底

板，8-预制竖向板，9-空心排桩，10-垫层，11-管线管套，12-空心排桩桩盖，13-U型浸泡管，

14-预制顶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明本发明，应理解下述具体实施方式仅

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描述中使用的词语“前”、

“后”、“左”、“右”、“上”和“下”指的是附图中的方向，词语“内”和“外”分别指的是朝向或远

离特定部件几何中心的方向。

[0024] 如图1-图4所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

包括设于地面上的供能管道1、地源热泵机组2及蓄水池3，设于地面下的连通管道4、热交换

管5、水管6、预制综合管廊。所述预制综合管廊包括预制顶板14、预制竖向板8、预制底板7以

及预制空心排桩9；所述供能管道1一侧连接于所述地源热泵机组2，另一侧连接于用户；所

述连通管道4一侧连接于所述地源热泵机组2，另一侧连接于所述预制竖向板8下端；所述预

制空心排桩9桩顶连接于所述预制底板7；所述水管6一侧连接于所述蓄水池3，穿过所述连

通管道4并铺设于所述综合管廊管体预制底板7并分为若干支线，各支线分别伸入所述预制

空心排桩9桩体内腔；所述热交换管5一侧连接于所述地源热泵机组2，所述热交换管5穿过

连通管道4并铺设于所述预制底板7并分为若干支线，各支线分别伸入所述预制空心排桩9

桩体内腔并与所述U型浸泡管13连接。

[0025] 本发明中，所述地源热泵机组2包括蓄水箱和出水箱，将出水箱的一侧接口与所述

供能管道1的出水口连接，另一侧接口与所述热交换管5的进水口连接，将蓄水箱一侧接口

与所述供能管道1的进水口连接，另一侧接口与所述热交换管5的出水口连接。所述热交换

管5的水管6（包括进水管与出水管）同时穿过连通管道4铺设于所述预制底板7上并各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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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支，通过所述预制空心排桩9中的所述U型浸泡管将所述热交换管5的水管6（包括进水

管与出水管）进行连接，形成完整的回路。

[0026] 如图5所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所述

预制空心排桩9顶端开有高度为H的凹槽，开有凹槽部分的桩体外半径为R3，内半径为R1，凹

槽以下桩体的外半径为R2，内半径为R1，所述预制空心排桩9配有所述预制空心排桩桩盖

12，桩盖由两块呈对称结构的构件组成，拼合后整个桩盖为扁平圆柱体型，圆柱体直径为

R2，与空心排桩9凹槽相契合，同时，桩盖中间开有三个圆形孔用于热交换管5与水管6通过，

桩盖边缘开有两个圆形小孔用于提升或放置桩盖。

[0027] 如图6与图7所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

统，铺设于所述预制底板7的所述热交换管5与所述水管6套有管线管套11，所述管线管套11

呈C字型；若干所述管线管套11可以进行搭接；所述管线管套11前后共两个搭接面，一侧搭

接面呈凸起状，另一侧搭接面呈凹入状，一个所述管线管套11的凸起搭接面与相邻所述管

线管套11的凹入搭接面连接，两个所述管线管套11的凸起部分与凹入部分相契合。

[0028] 工程实施时，在场地内首先铺设垫层10并在所述预制底板7及预制空心排桩9位置

预留孔洞，孔洞大小与所述预制底板7预留孔洞及预制空心排桩9大小一致。同时在预留孔

洞位置处进行开挖，开挖深度与预制空心排桩9高度一致。对所述预制底板7与预制空心排

桩9进行预制装配，装配完毕后吊装至所述垫层10之上，确保预制空心排桩穿过所述垫层10

预留孔洞并进入开挖孔中。所述预制底板7施工结束后对所述预制竖向板8进行安装，并将

连通管道4的一端与所述预制竖向板8下端预留孔洞进行连接，采用橡胶材料与止水带进行

防水处理。所述预制竖向板安装完毕后对所述预制顶板14进行安装。待所述综合管廊与所

述连通管道4施工完毕后，采用土将施工场地填平以完成整个施工。施工结束后可打开所述

蓄水池3的阀门，通过所述水管6进行排水，将所述预制空心排桩9的内腔中充满水。为防止

管线维修人员踩空掉入所述预制空心排桩9内，所述热交换管5与水管6布置完毕后需盖上

所述预制空心排桩桩盖12。为放置铺设于所述预制底板7上的所述热交换管5遭破坏，在所

述热交换管5铺设完毕后需盖上所述管线管套11

所述地热系统主要在夏季与冬季运行。在夏季，所述供能管道1中的水从用户室内环境

吸收热量并进入所述地源热泵系统中的出水箱，然后通过所述热交换管5的进水口穿过连

通管道4进入铺设于所述预制底板7下的所述预制空心排桩9内的U型浸泡管的进水口中，U

型浸泡管中水的热量传输给所述预制空心排桩9中的水，然后通过所述预制空心排桩9桩体

传导到周围的土壤中实现热量的消散，从U型浸泡管出水口出来的水经所述地源热泵系统

提升后进入所述地源热泵系统的蓄水箱，然后通过所述供能管道1的进水口进入所述供能

管道1，如此实现循环。在冬季，所述预制空心排桩9内腔中的水从桩体周围的土壤中吸收高

热量，所述U型浸泡管内的水再从所述预制空心排桩9内腔中的水中吸收热量，从U型浸泡管

出水口出来的具有高热量的水经所述地源热泵系统提升后进入所述地源热泵系统的蓄水

箱，然后通过所述供能管道1的进水口进入所述供能管道1，于用户的室内环境中释放热量，

释放热量后低热量的水再通过所述供能管道1的出水口进入所述地源热泵系统中的出水

箱，然后通过所述热交换管5的进水口穿过连通管道4进入铺设于所述预制底板7下的所述

预制空心排桩9内的U型浸泡管的进水口中，如此实现循环。

[0029] 本发明提供的基于地下预制综合管廊的空心排桩地源换热系统，其将预制底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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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预制空心排桩9进行装配，结合预制竖向板8及预制顶板14共同装配为预制综合管廊。在

预制竖向板8下端开口并连接连通管道4，使得地下综合管廊与地面地源热泵机组2及蓄水

池3连接形成完整的地上-地下通路，将热交换管5穿过连通管道4并铺设于预制底板7后浸

泡于空心排桩9内腔的水体中，由此利用土壤作为热源或冷源为用户提供可持续的清洁能

源，减小了热交换管5的管理与维修难度，降低了桩体的建设成本，对综合管廊空间的充分

利用以及清洁能源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0030] 本发明方案所公开的技术手段不仅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所公开的技术手段，还包括

由以上技术特征任意组合所组成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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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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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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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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