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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临界机组改进型热网疏水系统及其

工作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超临界机组改进型热网

疏水系统及其工作方法，属于热电联产技术领

域。现在还没有一种设计合理，在超临界机组切

除低压缸时能够有效降低热网疏水温度、保护凝

结水精处理装置的系统。本发明系统包括热网加

热器、热网疏水母管、疏水换热器、热井、凝结水

泵、凝结水精处理装置和吸收式热泵，热网加热

器的疏水出口通过热网疏水母管与疏水换热器

的疏水进口连接，吸收式热泵的余热水出口与疏

水换热器的冷却水进口连接，疏水换热器的疏水

出口与热井的进口连接，热井的出口与凝结水泵

的进口连接，凝结水泵的出口与凝结水精处理装

置的进口连接。本系统能源利用效率高，能够很

好地解决超临界机组进行新型凝抽背改造后热

网疏水温度过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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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临界机组改进型热网疏水系统，包括热网加热器（1），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采

暖蒸汽母管（2）、热网疏水母管（3）、疏水换热器（4）、热井（5）、凝结水泵（6）、凝结水精处理

装置（7）、凝结水管道（8）、热网回水母管（9）和热网供水母管（10），所述采暖蒸汽母管（2）与

热网加热器（1）的蒸汽进口连接，所述热网加热器（1）的疏水出口通过热网疏水母管（3）与

疏水换热器（4）的疏水进口连接，所述疏水换热器（4）的疏水出口与热井（5）的进口连接，所

述热井（5）的出口与凝结水泵（6）的进口连接，所述凝结水泵（6）的出口与凝结水精处理装

置（7）的进口连接，所述凝结水精处理装置（7）的出口与凝结水管道（8）连接，所述热网回水

母管（9）与热网加热器（1）的水侧进口连接，所述热网加热器（1）的水侧出口与热网供水母

管（10）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临界机组改进型热网疏水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热泵蒸

汽调节阀（11）、吸收式热泵（12）、热泵疏水截止阀（13）、热泵加热水阀门（14）和热泵余热水

阀门（15），所述热泵蒸汽调节阀（11）的进口旁接在采暖蒸汽母管（2）上，所述热泵蒸汽调节

阀（11）的出口与吸收式热泵（12）的蒸汽进口连接，所述吸收式热泵（12）的疏水出口与热泵

疏水截止阀（13）的进口连接，所述热泵疏水截止阀（13）的出口旁接在热网疏水母管（3）上，

所述热泵加热水阀门（14）的进口旁接在热网回水母管（9）上，所述热泵加热水阀门（14）的

出口与吸收式热泵（12）的加热水进口连接，所述吸收式热泵（12）的加热水出口旁接在热网

供水母管（10）上，所述热泵余热水阀门（15）的进口旁接在热网回水母管（9）上，所述热泵余

热水阀门（15）的出口与吸收式热泵（12）的余热水进口连接，所述吸收式热泵（12）的余热水

出口与疏水换热器（4）的冷却水进口连接，所述疏水换热器（4）的冷却水出口旁接在热网供

水母管（10）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超临界机组改进型热网疏水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厂用补

水箱（16）、事故冷却水泵（17）、事故冷却水阀门（18）和事故冷却水回水管道（19），所述厂用

补水箱（16）的出口与事故冷却水泵（17）的进口连接，所述事故冷却水泵（17）的出口与事故

冷却水阀门（18）的进口连接，所述事故冷却水阀门（18）的出口与疏水换热器（4）的事故冷

却水进口连接，所述疏水换热器（4）的事故冷却水出口与事故冷却水回水管道（19）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超临界机组改进型热网疏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凝结

水精处理装置（7）为超临界机组所用的凝结水精处理装置。

5.一种如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超临界机组改进型热网疏水系统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

于：运行步骤如下：

1）在供暖季初期时，由于外部热负荷需求不高，此时超临界机组尚未切除低压缸运行，

因此采暖蒸汽直接进入热网加热器（1）工作，随后疏水经过疏水换热器（4）流入热井（5），在

热井（5）中与冷却塔过来的凝结水混合降温，再由凝结水泵（6）送往凝结水精处理装置（7）

进行处理，然后凝结水通过凝结水管道（8）送往汽轮机回热系统继续加热，热网回水从热网

回水母管（9）进入热网加热器（1）吸热，随后通过热网供水母管（10）送往热用户；此时热泵

蒸汽调节阀（11）、热泵疏水截止阀（13）、热泵加热水阀门（14）、热泵余热水阀门（15）和事故

冷却水阀门（18）均关闭，吸收式热泵（12）和事故冷却水泵（17）均未工作；

2）在供暖季深寒期时，外部热负荷需求增大，超临界机组切除低压缸运行，此时低压缸

乏汽流量极低，导致热井（5）里只有极少量的经过冷却塔冷却的凝结水；热泵蒸汽调节阀

（11）、热泵疏水截止阀（13）、热泵加热水阀门（14）和热泵余热水阀门（15）均开启，大部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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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蒸汽被送往热网加热器（1）工作，凝结后的疏水送入热网疏水母管（3），另有一小部分采

暖蒸汽通过热泵蒸汽调节阀（11）送往吸收式热泵（12）作为驱动热源，凝结后的热泵疏水通

过热泵疏水截止阀（13）也汇入热网疏水母管（3）；大部分热网回水从热网回水母管（9）进入

热网加热器（1）吸热，随后通过热网供水母管（10）送往热用户，另有一部分热网回水通过热

泵加热水阀门（14）进入吸收式热泵（12）升温，升温后的循环水汇入热网供水母管（10），还

有部分热网循环回水通过热泵余热水阀门（15）进入吸收式热泵（12）降温，降温后的冷却水

送入疏水换热器（4），对热网疏水母管（3）送入疏水换热器（4）的疏水进行冷却，冷却水换热

后汇入热网供水母管（10），疏水降温后流入热井（5），在热井（5）中与冷却塔过来的极少量

凝结水混合降温，再由凝结水泵（6）送往凝结水精处理装置（7）进行处理，然后凝结水通过

凝结水管道（8）送往汽轮机回热系统继续加热，此时事故冷却水阀门（18）关闭，事故冷却水

泵（17）未工作；

3）在供暖季深寒期吸收式热泵（12）发生故障时，开启事故冷却水阀门（18），厂用补水

箱（16）中的低温补水通过事故冷却水泵（17）送往疏水换热器（4）对疏水进行冷却降温，吸

热后的补水通过事故冷却水回水管道（19）返回厂区补水系统，此时热泵蒸汽调节阀（11）、

热泵疏水截止阀（13）、热泵加热水阀门（14）和热泵余热水阀门（15）均可以关闭，冷却降温

后的疏水流入热井（5），在热井（5）中与冷却塔过来的极少量凝结水混合降温，再由凝结水

泵（6）送往凝结水精处理装置（7）进行处理，然后凝结水通过凝结水管道（8）送往汽轮机回

热系统继续加热。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超临界机组改进型热网疏水系统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采

暖蒸汽进入热网加热器（1）加热，随后疏水通过热网疏水母管（3）进入疏水换热器（4），再流

入热井（5）散热，随后由凝结水泵（6）送往凝结水精处理装置（7）处理，最后通过凝结水管道

（8）送往汽轮机回热系统形成热网疏水冷却通道；采暖蒸汽进入吸收式热泵（12）工作，随后

疏水通过热泵疏水截止阀（13）汇入热网疏水母管（3）形成热泵驱动蒸汽输水通道；热网回

水进入热网加热器（1）吸热，随后通过热网供水母管（10）送往热用户形成热网循环水通道；

热网回水通过热泵加热水阀门（14）进入吸收式热泵（12）加热，随后汇入热网供水母管（10）

形成热泵热加水通道；热网回水通过热泵余热水阀门（15）进入吸收式热泵（12）降温，降温

后的冷却水流入疏水换热器（4）对疏水进行冷却，最后汇入热网供水母管（10）形成冷却水

通道；补水从厂用补水箱（16）排出，经过事故冷却水泵（17）和事故冷却水阀门（18）后送入

疏水换热器（4）对疏水进行冷却，最后返回厂区补水系统形成事故工况冷却水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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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临界机组改进型热网疏水系统及其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超临界机组改进型热网疏水系统，是一种能够合理优化热网疏水

流程、保护凝结水精处理装置的系统，属于热电联产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超临界火电机组相比传统的亚临界机组而言，具有更高的热效率，因此具有显著

的节能和环保意义，国内新建大中型火电机组基本均为此种类型。超临界机组没有汽包，给

水从加热、蒸发至过热蒸汽是一次性连续完成的，缺少汽包锅炉所拥有的定时排污和连续

排污功能，因此对给水水质要求严格很多，系统通常是在凝结水泵之后装设凝结水精处理

装置。凝结水精处理装置主要用来凝结水的杂质，诸如金属腐蚀产物、补水杂质、凝汽器渗

漏的杂质等均能有效处理，但是该装置要求进水温度在50至60℃以下，温度过高会损坏滤

元，影响设备使用寿命。

[0003] 新型凝抽背技术是一种热电联产改造技术，经过改造的机组能够实现汽轮机低压

缸在极低流量下安全运行，此技术相对于传统的采暖抽汽技术可以提供更多的抽汽量，同

时汽轮机乏汽量也大大减少，导致直接排到热井里的凝结水也大大减少。对于超临界机组，

如果热网疏水直接去往除氧器，则热网疏水中混入的杂质将无法去除；如果热网疏水去往

热井与热井中少量的凝结水混合，则混合后的凝结水存在超温的危险，不利于凝结水精处

理装置工作。

[0004] 第一类热泵又被称为增热型热泵，是一种能够使用高温驱动热源和低温余热来生

产中等品质热量的吸收式热泵，能够回收余热进行有效利用，供应的热水广泛用于民用采

暖行业。

[0005] 现在还没有一种结构设计合理，使用方便，在超临界机组切除低压缸时能够有效

降低热网疏水温度、保护凝结水精处理装置的系统。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整合现有技术，回收热网疏水余热，降低热网疏水温度，保障凝

结水精处理装置安全可靠工作，提升系统经济效益，而提出一种超临界机组改进型热网疏

水系统。本发明第一合理利用热泵回收热网疏水余热，减少了对环境的热污染，提高了系统

的经济效益；第二通过疏水换热器和热井两级冷却的方式，有效降低了热网疏水温度，对凝

结水精处理装置起到保护作用；第三设计了事故工况下的冷却水供应系统，保障系统能够

可靠的运转。本发明的能源利用效率高，经济效益好，能够很好地解决超临界机组进行新型

凝抽背改造后热网疏水温度过高的问题。

[0007]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超临界机组改进型热网疏水系

统，包括热网加热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采暖蒸汽母管、热网疏水母管、疏水换热器、热井、

凝结水泵、凝结水精处理装置、凝结水管道、热网回水母管和热网供水母管，所述采暖蒸汽

母管与热网加热器的蒸汽进口连接，所述热网加热器的疏水出口通过热网疏水母管与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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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热器的疏水进口连接，所述疏水换热器的疏水出口与热井的进口连接，所述热井的出口

与凝结水泵的进口连接，所述凝结水泵的出口与凝结水精处理装置的进口连接，所述凝结

水精处理装置的出口与凝结水管道连接，所述热网回水母管与热网加热器的水侧进口连

接，所述热网加热器的水侧出口与热网供水母管连接。

[0008] 进一步的，本发明还包括热泵蒸汽调节阀、吸收式热泵、热泵疏水截止阀、热泵加

热水阀门和热泵余热水阀门，所述热泵蒸汽调节阀的进口旁接在采暖蒸汽母管上，所述热

泵蒸汽调节阀的出口与吸收式热泵的蒸汽进口连接，所述吸收式热泵的疏水出口与热泵疏

水截止阀的进口连接，所述热泵疏水截止阀的出口旁接在热网疏水母管上，所述热泵加热

水阀门的进口旁接在热网回水母管上，所述热泵加热水阀门的出口与吸收式热泵的加热水

进口连接，所述吸收式热泵的加热水出口旁接在热网供水母管上，所述热泵余热水阀门的

进口旁接在热网回水母管上，所述热泵余热水阀门的出口与吸收式热泵的余热水进口连

接，所述吸收式热泵的余热水出口与疏水换热器的冷却水进口连接，所述疏水换热器的冷

却水出口旁接在热网供水母管上。

[0009] 进一步的，本发明还包括厂用补水箱、事故冷却水泵、事故冷却水阀门和事故冷却

水回水管道，所述厂用补水箱的出口与事故冷却水泵的进口连接，所述事故冷却水泵的出

口与事故冷却水阀门的进口连接，所述事故冷却水阀门的出口与疏水换热器的事故冷却水

进口连接，所述疏水换热器的事故冷却水出口与事故冷却水回水管道连接。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凝结水精处理装置为超临界机组所用的凝结水精处理装置。

[0011] 一种超临界机组改进型热网疏水系统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上述的系统，

运行步骤如下：

1）在供暖季初期时，由于外部热负荷需求不高，此时超临界机组尚未切除低压缸运行，

因此采暖蒸汽直接进入热网加热器工作，随后疏水经过疏水换热器流入热井，在热井中与

冷却塔过来的凝结水混合降温，再由凝结水泵送往凝结水精处理装置进行处理，然后凝结

水通过凝结水管道送往汽轮机回热系统继续加热，热网回水从热网回水母管进入热网加热

器吸热，随后通过热网供水母管送往热用户；此时热泵蒸汽调节阀、热泵疏水截止阀、热泵

加热水阀门、热泵余热水阀门和事故冷却水阀门均关闭，吸收式热泵和事故冷却水泵均未

工作；

2）在供暖季深寒期时，外部热负荷需求增大，超临界机组需切除低压缸运行，此时低压

缸乏汽流量极低，导致热井里只有极少量的经过冷却塔冷却的凝结水；热泵蒸汽调节阀、热

泵疏水截止阀、热泵加热水阀门和热泵余热水阀门均开启，大部分采暖蒸汽被送往热网加

热器工作，凝结后的疏水送入热网疏水母管，另有一小部分采暖蒸汽通过热泵蒸汽调节阀

送往吸收式热泵作为驱动热源，凝结后的热泵疏水通过热泵疏水截止阀也汇入热网疏水母

管；大部分热网回水从热网回水母管进入热网加热器吸热，随后通过热网供水母管送往热

用户，另有一部分热网回水通过热泵加热水阀门进入吸收式热泵升温，升温后的循环水汇

入热网供水母管，还有部分热网循环回水通过热泵余热水阀门进入吸收式热泵降温，降温

后的冷却水送入疏水换热器，对热网疏水母管送入疏水换热器的疏水进行冷却，冷却水换

热后汇入热网供水母管，疏水降温后流入热井，在热井中与冷却塔过来的极少量凝结水混

合降温，再由凝结水泵送往凝结水精处理装置进行处理，然后凝结水通过凝结水管道送往

汽轮机回热系统继续加热，此时事故冷却水阀门关闭，事故冷却水泵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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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供暖季深寒期吸收式热泵发生故障时，开启事故冷却水阀门，厂用补水箱中的低

温补水通过事故冷却水泵送往疏水换热器对疏水进行冷却降温，吸热后的补水通过事故冷

却水回水管道返回厂区补水系统，此时热泵蒸汽调节阀、热泵疏水截止阀、热泵加热水阀门

和热泵余热水阀门均可以关闭，冷却降温后的疏水流入热井，在热井中与冷却塔过来的极

少量凝结水混合降温，再由凝结水泵送往凝结水精处理装置进行处理，然后凝结水通过凝

结水管道送往汽轮机回热系统继续加热。

[0012] 进一步的，采暖蒸汽进入热网加热器加热，随后疏水通过热网疏水母管进入疏水

换热器，再流入热井散热，随后由凝结水泵送往凝结水精处理装置处理，最后通过凝结水管

道送往汽轮机回热系统形成热网疏水冷却通道；采暖蒸汽进入吸收式热泵工作，随后疏水

通过热泵疏水截止阀汇入热网疏水母管形成热泵驱动蒸汽输水通道；热网回水进入热网加

热器吸热，随后通过热网供水母管送往热用户形成热网循环水通道；热网回水通过热泵加

热水阀门进入吸收式热泵加热，随后汇入热网供水母管形成热泵热加水通道；热网回水通

过热泵余热水阀门进入吸收式热泵降温，降温后的冷却水流入疏水换热器对疏水进行冷

却，最后汇入热网供水母管形成冷却水通道；补水从厂用补水箱排出，经过事故冷却水泵和

事故冷却水阀门后送入疏水换热器对疏水进行冷却，最后返回厂区补水系统形成事故工况

冷却水通道。

[001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1）合理利用热泵回收热网疏水余

热，减少了对环境的热污染，提高了系统的经济效益；（2）通过疏水换热器和热井两级冷却

的方式，能有效降低热网疏水温度，对凝结水精处理装置起到保护作用；（3）疏水温度比传

统方式更低，能提高水质处理效果；（4）设计了事故工况下的冷却水供应系统，保障系统能

够可靠的运转；（5）结构设计合理，构思独特，运行平稳，可靠性好；（6）能源利用效率高，经

济效益好，能够很好地解决超临界机组进行新型凝抽背改造后热网疏水温度过高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超临界机组改进型热网疏水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中：热网加热器1、采暖蒸汽母管2、热网疏水母管3、疏水换热器4、热井5、凝结水

泵6、凝结水精处理装置7、凝结水管道8、热网回水母管9、热网供水母管10、热泵蒸汽调节阀

11、吸收式热泵12、热泵疏水截止阀13、热泵加热水阀门14、热泵余热水阀门15、厂用补水箱

16、事故冷却水泵17、事故冷却水阀门18、事故冷却水回水管道19。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发

明的解释而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17] 实施例。

[0018] 参见图1，本实施例中，一种超临界机组改进型热网疏水系统，包括热网加热器1、

采暖蒸汽母管2、热网疏水母管3、疏水换热器4、热井5、凝结水泵6、凝结水精处理装置7、凝

结水管道8、热网回水母管9、热网供水母管10、热泵蒸汽调节阀11、吸收式热泵12、热泵疏水

截止阀13、热泵加热水阀门14、热泵余热水阀门15、厂用补水箱16、事故冷却水泵17、事故冷

却水阀门18和事故冷却水回水管道19，其中，凝结水精处理装置7为超临界机组所用的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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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精处理装置。

[0019] 本实施例中，采暖蒸汽母管2与热网加热器1的蒸汽进口连接，热网加热器1的疏水

出口通过热网疏水母管3与疏水换热器4的疏水进口连接，疏水换热器4的疏水出口与热井5

的进口连接，热井5的出口与凝结水泵6的进口连接，凝结水泵6的出口与凝结水精处理装置

7的进口连接，凝结水精处理装置7的出口与凝结水管道8连接，热网回水母管9与热网加热

器1的水侧进口连接，热网加热器1的水侧出口与热网供水母管10连接。

[0020] 本实施例中，热泵蒸汽调节阀11的进口旁接在采暖蒸汽母管2上，热泵蒸汽调节阀

11的出口与吸收式热泵12的蒸汽进口连接，吸收式热泵12的疏水出口与热泵疏水截止阀13

的进口连接，热泵疏水截止阀13的出口旁接在热网疏水母管3上，热泵加热水阀门14的进口

旁接在热网回水母管9上，热泵加热水阀门14的出口与吸收式热泵12的加热水进口连接，吸

收式热泵12的加热水出口旁接在热网供水母管10上，热泵余热水阀门15的进口旁接在热网

回水母管9上，热泵余热水阀门15的出口与吸收式热泵12的余热水进口连接，吸收式热泵12

的余热水出口与疏水换热器4的冷却水进口连接，疏水换热器4的冷却水出口旁接在热网供

水母管10上。

[0021] 本实施例中，厂用补水箱16的出口与事故冷却水泵17的进口连接，事故冷却水泵

17的出口与事故冷却水阀门18的进口连接，事故冷却水阀门18的出口与疏水换热器4的事

故冷却水进口连接，疏水换热器4的事故冷却水出口与事故冷却水回水管道19连接。

[0022] 本实施例中的超临界机组改进型热网疏水系统包括以下通道：采暖蒸汽进入热网

加热器1加热，随后疏水通过热网疏水母管3进入疏水换热器4，再流入热井5散热，随后由凝

结水泵6送往凝结水精处理装置7处理，最后通过凝结水管道8送往汽轮机回热系统形成热

网疏水冷却通道；采暖蒸汽进入吸收式热泵12工作，随后疏水通过热泵疏水截止阀13汇入

热网疏水母管3形成热泵驱动蒸汽输水通道；热网回水进入热网加热器1吸热，随后通过热

网供水母管10送往热用户形成热网循环水通道；热网回水通过热泵加热水阀门14进入吸收

式热泵12加热，随后汇入热网供水母管10形成热泵热加水通道；热网回水通过热泵余热水

阀门15进入吸收式热泵12降温，降温后的冷却水流入疏水换热器4对疏水进行冷却，最后汇

入热网供水母管10形成冷却水通道；补水从厂用补水箱16排出，经过事故冷却水泵17和事

故冷却水阀门18后送入疏水换热器4对疏水进行冷却，最后返回厂区补水系统形成事故工

况冷却水通道。

[0023] 本实施例中，超临界机组改进型热网疏水系统的运行步骤如下：

1、在供暖季初期时，由于外部热负荷需求不高，此时超临界机组尚未切除低压缸运行，

因此采暖蒸汽直接进入热网加热器1工作，随后疏水经过疏水换热器4流入热井5，在热井5

中与冷却塔过来的凝结水混合降温，再由凝结水泵6送往凝结水精处理装置7进行处理，然

后凝结水通过凝结水管道8送往汽轮机回热系统继续加热，热网回水从热网回水母管9进入

热网加热器1吸热，随后通过热网供水母管10送往热用户；此时热泵蒸汽调节阀11、热泵疏

水截止阀13、热泵加热水阀门14、热泵余热水阀门15和事故冷却水阀门18均关闭，吸收式热

泵12和事故冷却水泵17均未工作；

2、在供暖季深寒期时，外部热负荷需求增大，超临界机组需切除低压缸运行，此时低压

缸乏汽流量极低，导致热井5里只有极少量的经过冷却塔冷却的凝结水；热泵蒸汽调节阀

11、热泵疏水截止阀13、热泵加热水阀门14和热泵余热水阀门15均开启，大部分采暖蒸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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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往热网加热器1工作，凝结后的疏水送入热网疏水母管3，另有一小部分采暖蒸汽通过热

泵蒸汽调节阀11送往吸收式热泵12作为驱动热源，凝结后的热泵疏水通过热泵疏水截止阀

13也汇入热网疏水母管3；大部分热网回水从热网回水母管9进入热网加热器1吸热，随后通

过热网供水母管10送往热用户，另有一部分热网回水通过热泵加热水阀门14进入吸收式热

泵12升温，升温后的循环水汇入热网供水母管10，还有部分热网循环回水通过热泵余热水

阀门15进入吸收式热泵12降温，降温后的冷却水送入疏水换热器4，对热网疏水母管3送入

疏水换热器4的疏水进行冷却，冷却水换热后汇入热网供水母管10，疏水降温后流入热井5，

在热井5中与冷却塔过来的极少量凝结水混合降温，再由凝结水泵6送往凝结水精处理装置

7进行处理，然后凝结水通过凝结水管道8送往汽轮机回热系统继续加热，此时事故冷却水

阀门18关闭，事故冷却水泵17未工作；

3、在供暖季深寒期吸收式热泵12发生故障时，开启事故冷却水阀门18，厂用补水箱16

中的低温补水通过事故冷却水泵17送往疏水换热器4对疏水进行冷却降温，吸热后的补水

通过事故冷却水回水管道19返回厂区补水系统，此时热泵蒸汽调节阀11、热泵疏水截止阀

13、热泵加热水阀门14和热泵余热水阀门15均可以关闭，冷却降温后的疏水流入热井5，在

热井5中与冷却塔过来的极少量凝结水混合降温，再由凝结水泵6送往凝结水精处理装置7

进行处理，然后凝结水通过凝结水管道8送往汽轮机回热系统继续加热。

[0024] 本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均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0025] 虽然本发明已以实施例公开如上，但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任何熟

悉该项技术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构思和范围内所作的更动与润饰，均应属于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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