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319087.8

(22)申请日 2016.05.1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78333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7.20

(73)专利权人 李建华

地址 336400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沿江东

路11号

(72)发明人 李建华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昌赣西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6121

代理人 谢年凤

(51)Int.Cl.

F25B 29/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5825490 U,2016.12.21,

审查员 杜赞玲

 

(54)发明名称

实现绿态小区的热泵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实现绿态小区的热泵系统，包

括每户热泵系统、贮热水池、盘管式贮热交换器、

传递热能的液相保温管、汽相保温管、以及通过

液相保温管、汽相保温管与每户热泵系统相连的

电磁阀，其特征是所述每户热泵系统是由套管换

热器、供热交换器、低温压缩机、热泵压缩机、蒸

发器、冷凝器、水膜蒸发器、和旋转式双缸汽泵、

以及电子膨胀阀、热回收蒸发器、智能控制板组

成等设施。该实现绿态小区的热泵系统、具有投

资省、实用性强、对解决城市空气污染、创建低碳

绿态小区、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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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现绿态小区的热泵系统，包括每户热泵系统、贮热水池、盘管式贮热交换器、传递

热能的液相保温管、汽相保温管、以及通过液相保温管、汽相保温管与每户热泵系统相连的

电磁阀，其特征是所述每户热泵系统是由套管换热器、供热交换器、低温压缩机、热泵压缩

机、蒸发器、冷凝器、水膜蒸发器、和旋转式双缸汽泵、以及电子膨胀阀、热回收蒸发器、智能

控制板组成，所述热回收蒸发器由贮液腔内置热交换盘管构成；热交换盘管的一端经一节

流管与电子膨胀阀入口相连、热交换盘管的另一端与热泵压缩机的进汽管相连、热回收蒸

发器的贮液腔的上端与套管换热器的外盘管下端经电磁阀相连，所述热回收蒸发器上端的

另一侧与供热交换器下端出口相连；所述热回收蒸发器的贮液腔下端与电子膨胀阀入口相

连，贮液腔下端的另一侧与套管换热器的外盘管下端相连，所述套管换热器经与毛细管和

电磁阀串联后与贮液腔相连，所述蒸发器、冷凝器均由若干排蛇管铝肋片式换热器构成，且

蒸发器与冷凝器的排数相对应，并分布在所述水膜蒸发器的二侧，所述蒸发器设于进风端，

所述冷凝器设于出风端，制冷液经管分配头均分给每排蒸发器、和冷凝器液相管的下部进

液口；每排换热器的底部管口均与液相管相连、液相管的上部与汽液分离器的底部相连；每

排换热器的上部出口均与汽相管相联、汽相管的上部出口插入汽液分离器的上部、并与汽

液分离器腔体的下部固定连接；所述蒸发器上部的汽液分离器与旋转式双缸汽泵的一压缩

腔入口相连、压缩腔的出口与设于冷凝器上的汽液分离器相连，所述旋转式双缸汽泵的压

缩腔出口和压缩腔入口间并连设有单向阀，设于所述冷凝器上的汽液分离器与所述热泵压

缩机的入口有一电磁阀，所述旋转式双缸汽泵的另一压缩腔入口与设于蒸发器上的汽液分

离器相连，所述旋转式双缸汽泵的另一压缩腔出口与设于其相应的冷凝器上的汽液分离器

相连、所述旋转式双缸汽泵的压缩腔出口和压缩腔入口间并连设有单向阀，且冷凝器上的

汽液分离器与低温压缩机的入口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实现绿态小区的热泵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水膜蒸发器包括若干

根ppR管按垂直错列式分布的低翅片管构成、水从上端每根PPR管的缝隙中溢出、沿着整个

外管壁面流下，由下部的托盘收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实现绿态小区的热泵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智能控制板有户式制

冷、制热、烧热水显示及控制，还包括热贮档案，用户用低谷电开机、贮热，用户取暖用能、

存、欠查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实现绿态小区的热泵系统，其特征是所述低温压缩机由智能控

制板检测其电流、温度，通过电子膨胀阀调整制冷剂供给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实现绿态小区的热泵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套管式换热器包括大

管内套小管、内管空间和外管内壁与内管外壁构成的空间内均为制冷剂、呈相变工作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实现绿态小区的热泵系统，其特征是所述贮热水池是一种将一

栋房若干户住宅的热泵系统集散式控制、利用晚上低谷电吸收空气能，经盘管式贮  热交换

器将热量传给液相保温管和汽相保温管、经液相保温管和汽相保温管将热能传至地下贮热

水池的盘管式贮热交换器、经螺旋桨电动机搅动、不断把热量传至水中集中存贮；次日再经

盘管式贮热交换器、经螺旋桨电动机搅动、不断把热量经液相保温管和汽相保温管传给每

户、再由每户的热泵系统升温供热。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实现绿态小区的热泵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盘管式贮热交换器

为由若干圈盘管组成的热交换器，所述盘管式贮热交换器设于贮热水池中部，且盘绕于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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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桨外部，汽相保温管与盘管式贮热交换器的上部相连，液相保温管与盘管式贮热交换器

的底部相连，液相保温管上设有贮热供液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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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绿态小区的热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城市节能、低碳绿态、智慧社区的实施应用，包括中水的利用、低谷电

的存贮及应用、特别涉及实现绿态小区的热泵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贫油、贫气、煤碳应用占国内总能源应用70％的发展中国

家，各行各业正处在发展时期，人们对生活的消费追求与日俱增，消费带来的碳排放已严重

威胁着城市的环境。为治理环境、政府提出以电代煤战略、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举措、一方

面城市供电设施、网线配置均要翻二倍，同时输送电能的电力网线和电厂均要翻倍，国家要

花巨资和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一举措，既使实现、碳排放仍然增加、只不过是从国土的东

部、移到了西部。另外我国的电力、经几十年的升级改造是相对富裕的清洁能源、但低谷电

没被很好利用、这一资源的浪费很可惜。还有、我国是一个贫油、贫气的国家、政府为改善我

国城乡居民的生活能源方式，花大量外汇购入天然气、这是一种清洁能源、将它用于汽車以

气代油改造、可净化汽车尾气排放。将它用于小区先发电后供暖、可提高能效好几倍、可我

国天然气有近一半是用来城乡居民烧热水的简单应用。

[0003] 利用低谷电吸收空气能、转化成低温水存贮，第二天将其热量经热泵取出再升温

供热的方案，和利用空气经过比表面较大的水膜产生蒸发、使空气和水同时降温、利用这降

低了温度的风、加速对冷凝器中制冷剂的冷凝、从而加大了蒸发效果，使进风温度下降，降

低了温度的风和比表面积较大的水膜接触、使水的温度进一步下降，但制冷功耗很大。

[0004] 经本发明人反复的实验，本发明进行了实质性改进，低谷电贮能用水泵传递热量、

（贮能和用能都要开水泵）、能耗大，尤其是6层以上的房屋、用水来传递热量、其功耗都是非

常大的。

[0005] 制冷部分的蒸发器每一排都经上部的汽液分离器连在一起、冷凝器的每一排也连

在一起、每排之间没有温度梯度，因此不能造成第一排蒸发器降低空气中水份、以增加水膜

蒸发器更好蒸发降温的正能量。蒸发器、冷凝器均由蛇型肋片管式组成、但各蒸发器中制冷

剂供给的均匀性，和热交换效率都存在实质性问题。

[0006] 北方的冬天、室外温度低至零下近10度、吸收的蒸汽、经压缩机升温再经冷凝器冷

凝成液体后，其冷凝温度就是供热温度，如40℃、其冷凝液经节流阀回到蒸发器、其显热全

部散失在冷风中，如冷风为零下10℃。这种低温工况下，系统有25％到30％的热能被浪费。

[0007] 制冷部分的强冷辅助泵、采用的刮片泵、其机械效率低，不耐用。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实现绿态小区的热泵系统，为城乡居

民提供一种显著降低制冷、取暖、烧热水耗能的热泵系统。该产品节电显著、一度电能取得

几度电的能效、既能显著降低南方城乡夏天空调制冷的负荷（在保证舒适供冷的前提下），

又能解决北方城乡以电代煤取暖、供电能力不够的缺陷。该设备利用低谷电吸收低温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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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转为低温水贮热、制热效率既使在零下10度也能达到3以上，第二天取出经热泵系统

升温、以少量的电制得几倍的热能用以供暖。既能适应我国城市现有供电能力，又极大的净

化了城市的空气质量、同时大大降低了整个国家的碳排放。该设备烧热水较天然气烧热水

要省几倍的能耗费。

[0009] 实现绿态小区的热泵系统、包括每户热泵系统、贮热水池、盘管式贮热交换器、传

递热能的液相保温管、汽相保温管、以及通过液相保温管、汽相保温管与每户热泵系统相连

的电磁阀，其特征是所述每户热泵系统是由套管换热器、供热交换器、低温压缩机、热泵压

缩机、蒸发器、冷凝器、水膜蒸发器、和旋转式双缸汽泵、以及电子膨胀阀、热回收蒸发器、智

能控制板组成。

[0010] 所述热回收蒸发器由贮液腔内置热交换盘管构成，热交换盘管的一端经一节流管

与电子膨胀阀入口相连、热交换盘管的另一端与热泵压缩机的进汽管相连、热回收蒸发器

的贮液腔的上端与套管换热器的外盘管下端经电磁阀相连，所述热回收蒸发器上端的另一

侧与供热交换器下端出口相连；所述热回收蒸发器的贮液腔下端与电子膨胀阀入口相连，

贮液腔下端的另一侧与套管换热器的外盘管下端相连，所述贮液腔与所述套管换热器之间

设有毛细管和电磁阀串联后相连。

[0011] 所述蒸发器，冷凝器均由若干排蛇管铝肋片式换热器构成，且蒸发器与冷凝器的

排数相对应，并分布在所述水膜蒸发器的二侧，所述蒸发器设于进风端，所述冷凝器设于出

风端，制冷液经管分配头均分给每排蒸发器、和冷凝器液相管的下部进液口；每组换热器的

底部管口均与液相管相连、液相管的上部与汽液分离器的底部相连；每组换热器的上部出

口均与汽相管相联、汽相管的上部出口插入汽液分离器的上部、并与汽液分离器腔体的下

部固定连接。

[0012] 所述蒸发器上部的汽液分离器与旋转式双缸汽泵的一压缩腔入口相连，压缩腔的

出口与设于冷凝器上的汽液分离器相连，所述旋转式双缸汽泵的压缩腔出口和压缩腔入口

间并连设有单向阀，设于所述冷凝器上的汽液分离器与所述热泵压缩机的入口有一电磁

阀，所述旋转式双缸泵的另一压缩腔入口与设于蒸发器上的汽液分离器相连，所述旋转式

双缸泵的另一压缩腔出口与设于其相应的冷凝器上的汽液分离器相连、所述旋转式双缸泵

的压缩腔出口和压缩腔入口间并连设有单向阀，且冷凝器上的汽液分离器与低温压缩机的

入口相连。

[0013] 所述水膜蒸发器包括若干根ppR管按垂直错列式分布的低翅片管构成，水从上端

每根PPR管的缝隙中溢出、沿着整个外管壁面流下，由下部的托盘收集。

[0014] 所述智能控制板有户式制冷、制热、烧热水显示及控制，还包括热贮档案，用户低

谷电开机、贮热，用户取暖用能、存、欠查询

[0015] 所述低温压缩机由控制板检测其电流，温度，通过电子膨胀阀调整制冷剂供给量。

[0016] 所述套管式换热器包括大管内套小管，内管空间和外管内壁与内管外壁构成的空

间内均为制冷剂、呈相变工作态。

[0017] 所述贮热池，是一种将一栋房若干户住宅的热泵系统集散式控制、利用晚上低谷

电吸收空气能，经套管式热交换器将热量传给液相保温管和汽相保温管、经液相保温管和

汽相保温管将热能传至地下贮热池的盘管式贮热交换器、经螺旋桨电动机搅动、不断把热

量传至水中集中存贮；次日再经盘管式贮热交换器、经螺旋桨电动机搅动、不断把热量经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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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保温管和汽相保温管传给每户、再由每户的热泵系统升温供热。

[0018] 所述盘管式贮热交换器为由若干圈盘管组成的热交换器，所述盘管式贮热交换器

设于贮热池中部，且盘绕于螺旋桨外部，汽相保温管与盘管式贮热交换器的上部相连，液相

保温管与盘管热交换器的底部相连，液相保温管上设有贮热供液泵。

[0019] 本发明与当前所用电取暖设备相比，节能显著、利用我国富裕的夜间低谷电、吸收

空气能、以获得几倍的低温热能存贮、第二天经热泵升温供暖，以一度电提供几倍的热能供

暖、大大降低对电网峰谷电的压力。

[0020] 实施简单，利用城市现有供电网络便可实现以电代煤、可节约—大笔城市电网增

容费。

[0021] 在建或已建的小区、只要在每幢房的一个角落挖一个池、按每户2－3立方计，挖

完、砌好池后，池面仍盖以50公分的土、种值树木花草、只需很小的投入、便可实现低谷电贮

能，非取暖季，利用贮热水池作贮雨水和中水用，将回收的水用作喷灌树木或洗车用。

[0022] 创新驱动、拉动内需、本发明与现有空调制冷相比、节能显著、不仅电耗大大下降、

而且恒温、恒湿、恒氧（引入室外自然风循行），尤其备有生活热水功能、具有贮热供暖功能，

整机简单（沒采用变频系统）、耐用（制冷系统全封闭、永不漏氟）、价廉物美、省能耗费。既是

搬进新居的城乡百姓急需的产品，也是政府及公共建筑节能减排的必须产品。

[0023]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实施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盘管式贮热交换器；2.贮热供液泵；3.螺旋桨电动机；4.液相保温管；5.汽

相保温管；6.贮热液相阀；7.贮热汽相阀；8.套管换热器；9.供热交换器；10.低温压缩机；

11.液相阀；12.热回收蒸发器；13.电子膨胀阀；14.热回收毛细管；15.微型管道泵；16.贮热

电磁阀；17.托盘；18.电磁阀；19.贮液腔；20.毛细管；21.热泵压缩机；22.压缩腔入口；23.

单向阀；24.压缩腔出口；25.旋转式双缸汽泵；26.汽液分离器；27.换热器；28.空调室内机；

29.蒸发器；3O.智能控制板；31.冷凝器；32.取暖阀；33.室外机风扇；34.水膜蒸发器；35.化

霜阀；36.制冷循环泵；37.三通电磁阀；38.贮热水池；39.循环泵；40.热水桶；41.地暖；42.

管分配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能进一步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由以下实施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

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低谷电贮能应用

[0029] 考虑到楼房高度的因素，采用水泵循环传递热量很费电，本系统采用先进的相变

式传热，利用蒸汽传输压差甚小的优势、使热量传递几乎不耗能。

[0030] 每当晚上十点钟后，电控板程序进入低谷电贮能、此时、贮热水池38中的螺旋桨电

动机3转动，带动液体由下往上翻动、同时贮热供液泵2开动，盘管式贮热交换器1中的制冷

剂输入各家热泵的套管换热器8中，同时各家的热泵也自动设为贮能模式，将贮热液相阀6、

贮热汽相阀7打开，将电磁阀18、液相阀11、电子膨胀阀13打开，将室外机风扇33、低温压缩

机10、热泵压缩机21启动，此时冷凝器也当蒸发器使用，压缩机吸收蒸发器的汽体、经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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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升温后输入套管换热器8的外层套管、将内层管的制冷液汽化、产生的汽体经汽相保温管

5输至贮热水池38中的盘管式贮热交换器1中、将热量传给贮热水池38中，汽体冷凝成液体，

周而复始。低温压缩机10内腔空间比国家标准大，通过智能控制板30检测其电流、温度，通

过电子膨胀阀调整制冷剂供给量、从而增大压缩机在低吸入压，低排出压工况的产热能力。

[0031] 在套管换热器8的外层管中冷凝的液体、经液相阀11流入热回收蒸发器12的贮液

腔19，将制冷剂的显热传递给腔内热回收蒸发器12，使其管内制冷剂汽化、管外制冷液被冷

却后，流经电子膨胀阀13、将制冷液经管分配器42均分到各蒸发器，周而复始；贮液腔19可

以是腔、也可以是套在交换盘管外的套管。

[0032] 实施例2

[0033] 集散式供暖

[0034] 白天系统进入供热取暖、贮热池中的螺旋桨转动，制冷剂蒸汽充满汽相保温管5

中，有取暖需求的用户、按取暖键后、系统将该户的贮热液相阀6和贮热汽相阀7打开、套管

换热器8的内层管充满着蒸汽、此时系统将贮热电磁阀16打开，开动热泵压缩机21，此时套

管换热器8外层管中的蒸汽被吸入热泵压缩机21，经压缩升温产生高温气体送至供热交换

器9的盘管中，对循环水加热，升温后的水经循环泵39．经三通电磁阀37．经取暖阀32对室内

的地暖41循环供暖、回水流入供热交换器9的上部入口，周而复始。供热交换器9的热交换盘

管内的蒸汽冷凝后、从底部管口流入热回收蒸发器的贮液腔19，释放显热后、由贮液腔19底

部经电磁阀18和毛细管20流至盘管换热器8的外盘管的底部进液口吸热蒸发，周而复始。

[0035] 当有寒潮来临，室外温度特低，智能控制板30检测到贮热温度欠佳时、会自动启动

低温压缩机10、打开电磁阀18、适度打开电子膨胀阀13．开动空调室内机28．为室内增加供

热。

[0036] 实施例3

[0037] 低能耗的制冷

[0038] 这是一种水循环制冷、电控板根据环境温度、或人的指令将制冷分成，32度以上为

强冷，32度以下为一般制冷。

[0039] 一般制冷段不需开旋转式双缸汽泵25、只须开室外机风扇33、制冷循环泵36、开微

型管道泵15．制冷液经管分配器42均分、进入第一排蒸发器27和第二排蒸发器27的底部进

液口。由于每排蒸发器都是若干组并连、在热风的作用下、产汽量特别大、汽体上升至相应

的汽液分离器26．经单向阀23进入第一排冷凝器31和汽液分离器26，由于第一排冷凝器31

受到水膜蒸发器34产生的冷风作用，其冷凝温度低于蒸发温度、促使蒸发加剧、使蒸发器铝

肋片上温度进一步下降，使空气中水份析出，降低了温度和湿度的空气进入第二排蒸发器

29和第二排冷凝器31构成的降温循环圈后，空气的温度又得到进一步下降。然后进入水膜

蒸发器34，使水的温度进一步下降。这低温的水循环进入室内的空调室内机28中．可得到恒

温恒湿的舒适凉风。

[0040] 当环境温度高于32度、系统开动旋转双缸汽泵25．仍开微型管道泵15和室外机风

扇33．同理由于冷凝器31受到水膜蒸发器34冷风的作用、冷凝器31和蒸发器29之间的气体

压差非常小、因此旋转式双缸汽泵25的功率也非常小、一般不超过同等制冷功率空调耗能

的五分之一。

[0041] 实施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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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四季热水

[0043] 提供生活热水有几种模式，由用户自选，但系统提供一种基本模式、此模式工作

时，系统将电磁阀18得电打开，开动循环泵39，室外机风扇33，热泵压缩机21，热泵压缩机21

不停的通过蒸发器29及冷凝器31，吸收空气中的热量、压缩升温再经供热交换器9把热量传

给循环水，蒸汽冷凝后、制冷液自供热交换器9的盘管底部、流入热回收蒸发器12的贮液腔

19，释放显热后经电子膨胀阀13流入蒸发器29、周而复始。随着循环水温的不断升高、循环

泵39把热量不断转移到热水桶40中、直至给定温度停机。

[0044] 实施例5

[0045] 智能管家

[0046] 一个好的节能产品、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控制系统。该智能控制板30除完成设备运

行全程监控、显示外，还可以对家庭的用电、能月、周、日查询，可对该用户每天向贮热水池

38提供了多少热量，每天又从贮热水池38取走了多少热量有累计，警示用户要有节余，超支

月底结算会罚款。使人们养成一种节能意识。本系统是采用89C51来完成这智能管家任务

的。

[0047] 实施例6

[0048] 绿态小区

[0049] 一个节能低碳的小区并不一定是绿态小区，将每幢房的贮热池在非取暖季当贮水

池用（因取暖季也正是植物的休眠期、不需要水）。开春后将雨水和中水（因地域而异）收集，

用于对树木花草植被的滴灌或喷灌、将小区的路边角落种满各式树木、郁郁丛丛、有水树木

生长旺盛，充满着生机、空气也因此滋润、充满着树木清香。这样的小区多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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