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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高倍聚光密排电池散热领域，具

体涉及一种太阳能电池排布方式的相变液冷系

统；包括底部设有进液口、顶部有出液口的相变

液冷接收器，所述相变液冷接收器的出液口和进

液口之间通过管路顺次串接有换热器、冷却工质

储罐、第一抽液泵；所述换热器的内部缠绕有设

有进液口和出液口的盘管，盘管的进液口与出液

口之间通过管路顺次连接有第二抽液泵和换热

工质储罐；所述相变液冷接收器倾斜设置，相变

液冷接收器的内部相对的一组内侧壁上连接有

若干个彼此平行且呈阶梯式排列的太阳能电池;

密排电池阶梯式排布，减少了气泡对电池正面入

射光线的影响；使得相变液冷接收器内部流体的

密度差异也呈现阶梯式分布，增加了流体自运转

推动力，降低冷却系统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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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太阳能电池排布方式的相变液冷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底部设有进液口、顶部

有出液口的相变液冷接收器（1），所述相变液冷接收器（1）的出液口和进液口之间通过管路

顺次串接有换热器（2）、冷却工质储罐（3）、第一抽液泵（4）；所述换热器（2）内部缠绕有盘

管，所述盘管设有进液口和出液口，盘管的进液口与出液口之间通过管路顺次连接有第二

抽液泵（5）和换热工质储罐（6）；所述相变液冷接收器（1）呈箱体形且倾斜设置，相变液冷接

收器（1）的内部相对的一组内侧壁上连接有若干个彼此平行且呈阶梯式排列的太阳能电池

（7），太阳能电池（7）的两个端部分别与相变液冷接收器（1）的一组内侧壁连接固定连接；呈

阶梯式排列的太阳能电池（7）的倾斜方向与相变液冷接收器（1）的倾斜方向一致；所述第一

抽液泵（4）和第二抽液泵（5）共同连接有调节器（8）；所述太阳能电池（7）连接有蓄电池（9），

所述蓄电池（9）连接调节器（8）为第一抽液泵（4）和第二抽液泵（5）供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太阳能电池排布方式的相变液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每个太阳能电池（7）的表面均设置有温度测量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太阳能电池排布方式的相变液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相变液冷接收器（1）的入口设置有流量测量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太阳能电池排布方式的相变液冷系统，其特

征在于，  任意两个相邻的太阳能电池（7）在竖直方向的间距一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太阳能电池排布方式的相变液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相变液冷接收器（1）内连接的太阳能电池（7）的数量为四排，每一排为4个太阳能电池串联。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太阳能电池排布方式的相变液冷系统，其特征在于，冷却

工质储罐（3）内装有乙醇，换热工质储罐（6）内装有冷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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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太阳能电池排布方式的相变液冷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倍聚光密排电池散热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太阳能电池排布方式的相

变液冷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石能源短缺，作为清洁可再生的太阳能资源备受瞩

目。在众多太阳能利用的技术中，聚光光伏发电技术以其低成本而迅速成为研究热点和前

沿。随着太阳能电池的快速发展和电池材料的提高，采用多结聚光太阳能电池的高倍聚光

光伏系统被认为是前景较好的利用太阳能的发电系统。主要优势是具有较高的发电效率和

相对较低的发电成本。然而，虽然目前高倍聚光光伏系统中应用的多结电池发电效率高达

46%，但是仍有大于50%的太阳能转化为热量，电池的发电效率会随着太阳能电池温度的升

高而降低，尤其是在高倍聚光条件下，热量的累积会使电池效率急剧下降；同时电池组件各

部位的热膨胀系数不同，长期热应力的作用可能破坏电池组件，降低光伏系统的运行寿命。

因此，在高倍聚光条件下多结电池的有效散热问题亟待解决。

[0003] 目前，高倍聚光太阳能电池散热技术主要有喷射流冷却、微通道冷却、两相流冷

却、纳米流体冷却以及上述冷却方式的结合应用等。但上述冷却方式都是间壁式冷却，这只

能利用电池的背面来散热，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冷却过程中的间壁热阻，降低传热效果；且

很难进一步降低电池和冷却剂间热阻以满足更高聚光比和电池散热均匀性的要求，开发并

研究非间壁散热方式是未来研究重点。研究发现，低沸点液体直接接触浸没冷却方法，实现

高倍聚光光伏系统中聚光太阳能电池的有效散热。这一方法使得电池与冷却液体直接接

触，将传统的间壁热阻转换为流体与电池表面的边界层热阻，大大降低传热阻力；电池的正

反面同时与冷却液体接触，增加电池的散热面积；同时，在低沸点工质受热相变过程中产生

气泡的汽提作用推动流体的自运转，降低冷却系统能耗。但是研究发现，低沸点工质冷却电

池时，受热后流体相变产生的气泡会对电池正面的入射光线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解决低沸点液体直接接触浸没冷却电池时，低沸点流体受热后流体相变

产生的气泡会对电池正面的入射光线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提供一种太阳能电池排布方式

的相变液冷系统。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太阳能电池排布方式的

相变液冷系统，包括底部设有进液口、顶部有出液口的相变液冷接收器，所述相变液冷接收

器的出液口和进液口之间通过管路顺次串接有换热器、冷却工质储罐、第一抽液泵；所述换

热器的内部缠绕有盘管，所述盘管设有进液口和出液口，盘管的进液口与出液口之间通过

管路顺次连接有第二抽液泵和换热工质储罐；所述相变液冷接收器呈箱体形且倾斜设置，

相变液冷接收器的内部相对的一组内侧壁上连接有若干个彼此平行且呈阶梯式排列的太

阳能电池，太阳能电池的两个端部分别与相变液冷接收器的一组内侧壁连接固定连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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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式排列的太阳能电池的倾斜方向与相变液冷接收器的倾斜方向一致；所述第一抽液泵

和第二抽液泵共同连接有调节器；所述太阳能电池连接有蓄电池，所述蓄电池连接调节器

为第一抽液泵和第二抽液泵供电。

[0006] 上述系统的工作过称为：首先冷却工质储罐装入低沸点冷却液，换热工质储罐装

入水，调节器调节第一抽液泵工作，冷却工质储罐的低沸点冷却液由于相变液冷接收器的

进液口进入至相变液冷接收器与太阳能电池接触，电池的正反面同时与冷却液体接触，增

加电池的散热面积；同时，在低沸点工质受热相变过程中产生气泡的汽提作用推动流体的

自运转，降低冷却系统能耗。当电池接收太阳光照射后，电池表面产生大量的热，在冷却接

收器内部电池周围的冷却液液吸收电池表面产生的热量进而发生相变，产生气泡向上流

动，形成气液两相，导致接收器内及其上部管路中流体之间产生了密度差，进而产生了液体

向上流动的推动力，当气液两相到达冷却系统顶部进入换热器，换热器通过第二抽液泵和

换热工质储罐内的水不断流经换热器的盘管对换热器进行冷却换热，气相被冷却回流后与

液相一起进入下降管路，回流到冷冷却工质储罐内部。在汽提作用与重力作用的共同作用

下，实现冷却流体在系统内部的自动循环流动，降低系统的寄生能耗。

[0007] 上述工作过程中，在相变液冷接收器内的电池呈现阶梯式排列，下方电池表面产

生的气泡会依靠气泡本身的浮力从上方电池的背板后流道通过，不会影响上方电池表面的

光线。阶梯式分布的密排电池表面流体的厚度不同如图2所示，对光线的吸收程度不同，在

一定的聚光比条件下，下方电池相比于上方电池接收到的光照强度呈现递减趋势，这会使

得接收器内热量分布从下至上依次递增，这会使得上方液体的气泡产生情况相比于下方液

体加剧，这样在相变液冷接收器内从下至上流体密度差更大，更有利于流体在汽提作用下

自运转流动，降低了冷却系统的能耗。

[000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09] 本发明中密排电池阶梯式排布，减少了气泡对电池正面入射光线的影响；电池排

布方式使得相变液冷接收器内部流体的密度差异也呈现阶梯式分布，增加了流体自运转推

动力，降低冷却系统能耗。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太阳能电池排布方式的相变液冷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相变液冷接收器的侧视图。

[0012] 图中标记如下：

[0013] 1-相变液冷接收器，2-换热器，3-冷却工质储罐，4-第一抽液泵，5-第二抽液泵，6-

换热工质储罐，7-太阳能电池，8-调节器，9-蓄电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5] 如图1所示，一种太阳能电池排布方式的相变液冷系统，包括底部设有进液口、顶

部有出液口的相变液冷接收器1，所述相变液冷接收器1的出液口和进液口之间通过管路顺

次串接有换热器2、冷却工质储罐3、第一抽液泵4；所述换热器2的内部缠绕有盘管，所述盘

管设有进液口和出液口，盘管的进液口与出液口之间通过管路顺次连接有第二抽液泵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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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热工质储罐6；所述相变液冷接收器1呈箱体形且倾斜设置，相变液冷接收器1的内部相对

的一组内侧壁上连接有若干个彼此平行且呈阶梯式排列的太阳能电池7，太阳能电池7的两

个端部分别与相变液冷接收器1的一组内侧壁连接固定连接；呈阶梯式排列的太阳能电池7

的倾斜方向与相变液冷接收器1的倾斜方向一致；所述第一抽液泵4和第二抽液泵5共同连

接有调节器8；所述太阳能电池7连接有蓄电池9，所述蓄电池9连接调节器8为第一抽液泵4

和第二抽液泵5供电。太阳能电池发电后输送给蓄电池9，蓄电池9从而可以为第一抽液泵4

和第二抽液泵5供电。

[0016] 如图2所示，入射光线从相变液冷接收器1与地面的夹角为锐角的一侧照射，从图

中可以看出太阳能电池7呈阶梯式排列，太阳能电池7的与相变液冷接收器1固定连接的同

一端的端部不在一条直线上。与下方电池相比于上方电池接收到的光照强度呈现递减趋

势，这会使得接收器内热量分布从下至上依次递增，这会使得上方液体的气泡产生情况相

比于下方液体加剧，这样在相变液冷接收器1内从下至上流体密度差更大，更有利于流体在

汽提作用下自运转流动，降低了冷却系统的能耗。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每个太阳能电池7的表面均设置有温度测量装置。

[0018] 进一步的，任意两个相邻的太阳能电池7在竖直方向的间距一致。

[0019] 进一步的，所述相变液冷接收器1内连接的太阳能电池7的数量为四排，每一排为4

个。

[0020] 进一步的，冷却工质储罐3内装有乙醇，换热工质储罐6内装有水。

[0021] 对设有四个太阳能电池7的如图1所示的，且冷却工质储罐3内装有乙醇，换热工质

储罐6内装有水的相变液冷系统进行以下试验，测试结果如下：

[0022] 实施例1：

[0023] 在聚光比为150x时，模拟太阳能电池7表面流体流动速度在0.2m/s，此时雷诺数为

9387，说明流体处于湍流状态。太阳能电池7表面温度从下至上依次为87℃，88.5℃，88.9

℃，89.5℃，远远低于多结电池限制的最高温度120℃，电池表面最大温差为2.5℃，表面对

流传热系数为1.5 ╳ 105kW/(m2·K)，相比于泵主动驱动间壁式水冷方式能量利用的最大效

率，乙醇直接接触相变冷却的最大效率提高了5%。

[0024] 实施例2：

[0025] 在聚光比为200x时，模拟电池表面流体流动速度在0.22m/s，此时雷诺数为9867，

说明流体处于湍流状态。电池表面温度为88.2℃，88.7℃，89.2℃，90℃，，远远低于多结电

池限制的最高温度120℃，电池表面最大温差为1.8℃，表面对流传热系数为1.9 ╳ 105kW/

(m2·K)，相比于泵主动驱动间壁式水冷方式能量利用的最大效率，乙醇直接接触相变冷却

的最大效率提高了6.1%。

[0026] 实施例3：

[0027] 在聚光比为350x时，模拟电池表面流体流动速度在0 .245m/s，此时雷诺数为

10565，说明流体处于湍流状态。电池表面温度为88.7℃，89.2℃，89.9℃，90.9℃，远远低于

多结电池限制的最高温度120℃，电池表面最大温差为2.2℃，表面对流传热系数为2.2 ╳

105kW/(m2·K)，相比于泵主动驱动间壁式水冷方式能量利用的最大效率，乙醇直接接触相

变冷却的最大效率提高了6.5%。

[0028] 实施例4：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8768292 B

5



[0029] 在聚光比为400x时，模拟电池表面流体流动速度在0.26m/s，此时雷诺数为10697，

说明流体处于湍流状态。电池表面温度为89℃，89.3℃，90.2℃，91.1℃，远远低于多结电池

限制的最高温度120℃，电池表面最大温差为2.1℃，表面对流传热系数为2.6 ╳ 105kW/(m2·

K)，相比于泵主动驱动间壁式水冷方式能量利用的最大效率，乙醇直接接触相变冷却的最

大效率提高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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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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