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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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131222.7

(22)申请日 2021.01.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923616 A

(43)申请公布日 2021.06.08

(73)专利权人 清华大学

地址 100084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1号

    专利权人 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

(72)发明人 祝银海　姜培学　李聪慧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清亦华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11201

代理人 罗文群

(51)Int.Cl.

F25B 47/00(2006.01)

F25B 40/06(2006.01)

F24D 15/04(2006.01)

审查员 钱锟

 

(54)发明名称

一种利用回热器热量防止蒸发器结霜的空

气源CO2热泵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热泵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

用回热器热量防止蒸发器结霜的空气源CO2热泵

系统。本发明空气源CO2热泵系统，主要包括空气

源热泵系统、蓄热型换热罐和冷却泵通过一个蓄

热型换热罐，一方面进一步增大系统回热温降，

降低节流损失，提高系统性能，另一方面，将回热

温降的热量用于蓄热除霜和过热温升，避免将热

量都用于过热温升导致过热度偏大，系统性能衰

减，同时为蒸发器防止结霜提供热量。本发明的

空气源CO2热泵系统，将蓄热型换热罐和空气源

二氧化碳热泵相结合，有效提升了变负荷工况下

空气源二氧化碳热泵的性能和解决了蒸发器表

面结霜的问题，实现了机组的稳定高效供热。而

且本发明的蓄热型换热罐结构简单、紧凑，经济

性好，利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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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回热器热量防止蒸发器结霜的空气源CO2热泵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空气源

热泵系统、蓄热型换热罐和冷却泵；所述的空气源热泵系统由压缩机、气体冷却器、膨胀阀、

风冷蒸发器、干燥过滤器和气液分离器组成，所述的蓄热型换热罐的罐体内充满相变蓄热

材料蓄热型换热罐的罐体内设有套管式回热管和单螺旋翅片管冷却液换热管，套管式回热

管和单螺旋翅片管冷却液换热管相互间隔成螺旋形安装，套管式回热管内设有内管；

所述的气体冷却器的进口与蓄热型换热罐中套管式回热管的高压流体进口相连，蓄热

型换热罐中套管式回热管的低压流体出口通过气液分离器和压缩机与气体冷却器的出口

相连；

所述的蓄热型换热罐中单螺旋翅片管冷却液换热管的冷却液进口、风冷蒸发器的高温

冷却液通道和单螺旋翅片管冷却液换热管的冷却液出口构成冷却液循环回路，所述的冷却

泵设置在该回路的靠近冷却液出口处；

所述的蓄热型换热罐中套管式回热管的高压流体出口、风冷蒸发器的制冷剂通道和套

管式回热管的低压流体进口构成低压回热循环回路，所述的干燥过滤器和膨胀阀依次置于

该回路的靠近高压流体出口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源CO2热泵系统，其所述的相变材料为石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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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回热器热量防止蒸发器结霜的空气源CO2热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热泵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回热器热量防止蒸发器结霜的空气

源  CO2热泵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为提高北方地区取暖清洁化水平，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

等  10部门制定了《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规划指出到2021年，电供

暖面积到15亿平方米，其中热泵供暖5亿平方米。2018年3月热泵技术入选发展改革委最新

发布的《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被视为重点推广的节能技术。传统氟利昂工质，

都有较高的全球气候变暖潜能(GWP)，造成强烈的温室效应，采用以CO2为代表的自然工质

是应对越来越严重的气候问题的必然趋势。

[0003] CO2热泵与传统氟利昂热泵相比，属于类显热放热。回水温度的变化对系统性能的

影响较大。在实际工程中利用热泵进行采暖往往使系统选型与热负荷的需求之间存在“大

马拉小车”的问题。对于定频热泵机组会出现频繁起停，能耗增加，启停噪音较大且系统易

损坏；对于变频热泵机组会长时间工作在部分负荷下，负荷变化使系统回水温度逐渐升高，

性能衰减严重，整体耗电较大，节能效果差。

[0004] 另外，空气源热泵在低温高湿工况下的结霜问题制约着它的高效运行。因为风冷

蒸发器表面霜层的不断累积,吸排气压力、制热量不断减小,耗电量则不断增加,从而导致

系统性能下降,制热能力差，甚至使机组出现运行故障。

[0005] 因此，变负荷下系统性能差和结霜问题，是空气源CO2热泵实现稳定高效运行亟待

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目的是提出一种利用回热器热量防止蒸发器结霜的空气源CO2热泵系统，

通过一个蓄热型换热罐，进一步增大系统回热温降，同时将回热温降的热量用于蓄热除霜

和过热温升，以解决系统结霜和变负荷性能波动带来的性能下降问题。

[0007] 本发明提出的利用回热器热量防止蒸发器结霜的空气源CO2热泵系统，包括空气

源热泵系统、蓄热型换热罐和冷却泵；所述的空气源热泵系统由压缩机、气体冷却器、膨胀

阀、风冷蒸发器、干燥过滤器和气液分离器组成，所述的蓄热型换热罐的罐体内充满相变蓄

热材料，蓄热型换热罐的罐体内设有套管式回热管和单螺旋翅片管冷却液换热管，套管式

回热管和单螺旋翅片管冷却液换热管相互间隔成螺旋形安装，套管式回热管内设有内管；

[0008] 所述的气体冷却器的进口与蓄热型换热罐中套管式回热管的高压流体进口相连，

蓄热型换热罐中套管式回热管的低压流体出口通过气液分离器和压缩机与气体冷却器的

出口相连；

[0009] 所述的蓄热型换热罐中单螺旋翅片管冷却液换热管的冷却液进口、风冷蒸发器的

高温冷却液通道和单螺旋翅片管冷却液换热管的冷却液出口构成冷却液循环回路，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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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泵设置在该回路的靠近冷却液出口处；

[0010] 所述的蓄热型换热罐中套管式回热管的高压流体出口、风冷蒸发器的制冷剂通道

和套管式回热管的低压流体进口构成低压回热循环回路，所述的干燥过滤器和膨胀阀依次

置于该回路的靠近高压流体出口处。

[0011] 本发明提出的利用回热器热量防止蒸发器结霜的空气源CO2热泵系统，其优点是：

[0012] 本发明的利用回热器热量防止蒸发器结霜的空气源CO2热泵系统，通过一个蓄热

型换热罐，一方面进一步增大系统回热温降，降低节流损失，提高系统性能，另一方面，将回

热温降的热量用于蓄热除霜和过热温升，避免将热量都用于过热温升导致过热度偏大，系

统性能衰减，同时为蒸发器防止结霜提供热量。本发明的空气源CO2热泵系统，将蓄热型换

热罐和空气源二氧化碳热泵相结合，有效提升了变负荷工况下空气源二氧化碳热泵的性能

和解决了蒸发器表面结霜的问题，实现了机组的稳定高效供热。而且本发明的蓄热型换热

罐结构简单、紧凑，经济性好，利于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提出的利用回热器热量防止蒸发器结霜的空气源CO2热泵系统的示

意图。

[0014] 图2是图1所示的空气源CO2热泵系统中蓄热型换热罐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是图2的蓄热型换热罐中套管式回热管的剖视简图。

[0016] 图4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1‑图3中，1是压缩机，2是气体冷却器，3是蓄热型换热罐，4是干燥过滤器，5  是

膨胀阀，6是风冷蒸发器，7是气液分离器，8是冷却泵，9是换热管外翅片，10是套管式回热

管，11是高压流体进口，12是低压流体出口，13是冷却液进口，14是低压流体进口，15是冷却

液出口，16是封头，17是高压流体出口，18是单螺旋翅片管冷却液换热管，  19是筒体，20是

低温低压制冷剂，21是超临界流体，22是高温冷却液通道，23是高温冷却液进口，24是高温

冷却液出口，25是制冷剂通道，26是制冷剂出口，27是制冷剂入口，  28是风冷蒸发器翅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本发明提出的利用回热器热量防止蒸发器结霜的空气源CO2热泵系统，其结构如

图1  所示，其特征在于包括空气源热泵系统、蓄热型换热罐3和冷却泵8；所述的空气源热泵

系统由压缩机1、气体冷却器2、膨胀阀5、风冷蒸发器6、干燥过滤器4和气液分离器7  组成，

所述的蓄热型换热罐3的结构如图2所示，所述的蓄热型换热罐3的罐体19内充满相变蓄热

材料，蓄热型换热罐3的罐体19内设有套管式回热管10和单螺旋翅片管冷却液换热管18，套

管式回热管10和单螺旋翅片管冷却液换热管18相互间隔成螺旋形安装，套管式回热管10的

结构如图3所示，套管式回热管10内设有内管；

[0019] 所述的气体冷却器2的进口与蓄热型换热罐3中套管式回热管10的高压流体进口

11  相连，蓄热型换热罐3中套管式回热管10的低压流体出口12通过气液分离器7和压缩机 

1与气体冷却器2的出口相连；

[0020] 所述的蓄热型换热罐3中单螺旋翅片管冷却液换热管18的冷却液进口13、风冷蒸

发器6的高温冷却液通道22和单螺旋翅片管冷却液换热管18的冷却液出口15构成冷却液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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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回路，所述的冷却泵8设置在该回路的靠近冷却液出口15处；

[0021] 所述的蓄热型换热罐3中套管式回热管10的高压流体出口17、风冷蒸发器6的制冷

剂通道25和套管式回热管10的低压流体进口14构成低压回热循环回路，所述的干燥过滤器

4和膨胀阀5依次置于该回路的靠近高压流体出口17处。

[0022] 以下结合附图，详细介绍本发明利用回热器热量防止蒸发器结霜的空气源CO2热

泵系统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

[0023] 本发明空气源CO2热泵系统，主要由蓄热型换热罐、冷却液循环系统、空气源热泵

系统组成。其中空气源热泵系统主要由压缩机1、气体冷却器2、膨胀阀5、风冷蒸发器6、干燥

过滤器4、气液分离器7及连接管件等组成；蓄热型换热罐3主要由套管式回热器10、单螺旋

翅片管冷却液换热器18、筒体19、封头16、换热管外翅片9等组成。冷却液循环系统是通过冷

却泵8驱动冷却液在风冷蒸发器6和蓄热型换热罐3内的单螺旋翅片管冷却液换热器18形成

循环回路。空气源CO2热泵系统在制热模式下运行时，制冷剂在气体冷却器2中被冷却介质

(空气、水等)冷却后的超临界流体21，经过蓄热型换热罐3进一步过冷，实现较大的回热温

降，并将一部分热量用于低温低压制冷剂20的过热温升，另一部分热量通过相变蓄热材料

实现蓄热，用于风冷蒸发器6的防止结霜。风冷蒸发器6结构为铜管铝翅片，多排管布置，最

外侧高温冷却液通道22内高温冷却液(其中的冷却液种类不限，优先选择水、导热油和氟利

昂等)的进出口分别为23、24，其余排管为制冷剂通道  25，制冷剂经制冷剂进口27进入风冷

蒸发器6与外界环境换热变为饱和蒸汽。

[0024] 本发明的空气源二氧化碳热泵系统，其运行方式为，二氧化碳工质经过压缩机1后

被压缩为高温高压的状态，之后进入气体冷却器2与冷却介质进行换热，被冷却后的超临界

流体21经蓄热型换热罐3的高压流体进口11进入套管式回热器10与相变蓄热材料和低温低

压的二氧化碳工质20进行换热，实现回热降温，再由高压流体出口17流出，再经过干燥过滤

器4后被膨胀阀5节流为低温低压的两相态流体，随后进入风冷蒸发器6中的制冷剂通道25

吸收环境中的热量变为低温低压的二氧化碳工质20，并从风冷蒸发器6的制冷剂出口26流

出，经蓄热型换热罐3的低压流体进口14进入套管式回热器10进行加热变为过热蒸汽后从

低压流体出口12流出，最后经气液分离器7进入压缩机1压缩成高温高压的超临界流体，如

此反复循环不断制取热量；与此同时，通过控制程序判断机组是否运行在结霜工况，若是，

则通过冷却泵8驱动冷却液经冷却液进口13进入蓄热型换热罐3 内与相变蓄热材料进行换

热，被加热后的冷却液经冷却液出口15进入风冷蒸发器6的最外侧高温冷却液通道22内，将

蓄热热量提供给蒸发器表面，使表面温度高于液滴的结晶温度，以达到风冷蒸发器6不结霜

的目的。

[0025] 本发明系统中，蓄热型换热罐3中的相变蓄热材料为具有合适相变温度和相对较

大相变焓的相变材料，例如：相变石蜡。

[0026] 本系统的一个实施例中，使用的气体冷却器2，由杭州沈氏换热器有限公司生产，

产品型号为SS‑0225GN‑U/SS‑0050GN‑U；使用的干燥过滤器4由派尔克公司生产，产品型号

为PKHE‑084S‑CDH；使用的膨胀阀5由日本鹭宫公司生产，产品型号为JKV‑24D，使用的风冷

蒸发器6由江苏福缘达热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产品型号为φ9.52‑4*36*1450，使用的气液

分离器7由派尔克公司生产，产品型号为PKHQ‑22‑CDH；使用的冷却泵8由台州藤原工具有限

公司生产，额定流量为10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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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本发明的空气源二氧化碳热泵系统的一个实施例的参数如图4中所示，已知参数：

环境温湿度：7℃/6℃；冷却水参数：体积流量G＝0.54m3/h；进口温度Tw,in＝30℃；水的比热

容：CP＝4.2kJ/(kg .℃)；热泵系统参数：吸排气压力4MPa/10MPa ,制冷剂流量m＝0.1kg/s, 

过热度△＝10k。

[0028] 制热模式：不考虑压力损失，通过matlab仿真计算，可得出各点的焓值；

[0029]

[0030] 热泵制热量Q1＝m(h2‑h3)＝20.86kW。

[0031] 压缩机耗功：W＝m(h2‑h1’)＝5.32kW。

[0032] 热泵系统性能COP＝Q1/W＝20.86/5.32＝3.92。

[0033] 相变储能热量：Q2＝m(h3‑h3”)‑m(h1’‑h1)＝1.84kW。

[0034] 除霜模式：(结霜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如图5)运行1小时后，结霜厚度达到0.18mm，

防止结霜所需热量：Q＝mc_P△t+m×r＝2664kJ。

[0035] 蓄热提供热量Q蓄热量＝3600×Q2＝6624kJ，其相变蓄热量可以满足防止结霜所需要

的热量。

[0036] 本实施例的技术效果如图5所示，从图5中可以看出，风冷蒸发器6表面正常结霜的

结霜量与结霜厚度随时间变化表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利用本发明中回热器的热量来改善

蒸发器表面的温度，使其达不到结霜条件，进而产生防止结霜的效果，使系统能够在结霜工

况下也能稳定高效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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