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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热电联产系统

及其控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

热电联产系统及其控制方法，系统主要包括余热

锅炉、汽轮机组、凝汽器、凝结水泵、轴封加热器、

给水泵、冷却塔、烟气余热回收装置、汽水换热

器、疏水换热器、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水水冷

却换热器和数据中心机房，烟气余热回收装置与

汽水换热器生产高温热水，用于驱动热水型溴化

锂制冷机组生产冷冻水来为数据中心机房供冷，

同时在室外环境温度降低时还利用地表水源的

自然冷源通过水水冷却换热器来为数据中心机

房补充供冷。本发明通过回收电厂烟气余热并耦

合自然冷源来满足数据中心的供冷需求，既提升

了电厂能效水平，又深度降低了数据中心PUE指

标，有效推进了绿色数据中心建设，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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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热电联产系统，包括余热锅炉（1）、汽轮机组（2）、凝汽器

（3）、凝结水泵（4）、轴封加热器（5）、给水泵（6）、冷却塔（7）、第一循环水泵（8）和工业蒸汽用

户（9），所述余热锅炉（1）沿着烟气流动方向依次设置有高压发生器（01）、低压发生器（02）

和省煤器（03），所述省煤器（03）的高温水出口同时与高压发生器（01）的高温水进口和低压

发生器（02）的高温水进口连接，且在高压发生器（01）的高温水进口安装有第二阀门（12），

在低压发生器（02）的高温水进口安装有第一阀门（11），所述高压发生器（01）的高压蒸汽出

口与汽轮机组（2）的主蒸汽进口连接，所述低压发生器（02）的低压蒸汽出口与汽轮机组（2）

的补汽进口连接，且在汽轮机组（2）的补汽进口安装有第四阀门（14），所述汽轮机组（2）的

工业抽汽出口通过工业蒸汽管道与工业蒸汽用户（9）连接，且在汽轮机组（2）的工业抽汽出

口安装有第三阀门（13），所述汽轮机组（2）的排汽口与凝汽器（3）连接，所述凝汽器（3）的冷

却水出口和冷却水进口分别通过第一循环供水管（51）和第一循环回水管（52）与冷却塔（7）

的冷却水进口和冷却水出口连接，且在第一循环回水管（52）上安装有第一循环水泵（8），所

述凝汽器（3）的凝结水出口与凝结水泵（4）的凝结水进口连接，所述凝结水泵（4）的凝结水

出口与轴封加热器（5）的给水进口连接，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烟气余热回收装置（04）、汽水

换热器（40）、疏水换热器（41）、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第二循环水泵（44）、过滤装置

（45）、水水冷却换热器（46）、数据中心机房（47）、机柜组（48）和第三循环水泵（49），所述烟

气余热回收装置（04）布置在余热锅炉（1）的尾部，所述烟气余热回收装置（04）的给水进口

与给水泵（6）的给水出口连接，所述烟气余热回收装置（04）的给水出口同时与省煤器（03）

的给水进口和汽水换热器（40）的给水进口连接，且在省煤器（03）的给水进口安装有第五阀

门（15），在汽水换热器（40）的给水进口安装有第十二阀门（22），所述省煤器（03）的高温水

出口还与高温水旁路（53）的进水端连接，且在高温水旁路（53）上安装有第十三阀门（23），

所述汽水换热器（40）的给水出口与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高温水进口连接，且在汽

水换热器（40）的给水出口安装有第十四阀门（24），所述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高温

水进口还与高温水旁路（53）的出水端连接，且在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高温水进口

安装有第十五阀门（25），所述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高温水出口与给水泵（6）的给

水进口连接，且在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高温水出口安装有第十六阀门（26），所述

低压发生器（02）的低压蒸汽出口还与汽水换热器（40）的蒸汽进口连接，且在汽水换热器

（40）的蒸汽进口安装有第六阀门（16），所述汽水换热器（40）的疏水出口与疏水换热器（41）

的疏水进口连接，且在疏水换热器（41）的疏水进口安装有第七阀门（17），所述轴封加热器

（5）的给水出口与疏水换热器（41）的给水进口连接，且在疏水换热器（41）的给水进口安装

有第九阀门（19），所述疏水换热器（41）的给水出口与给水泵（6）的给水进口连接，且在疏水

换热器（41）的给水出口安装有第十阀门（20），所述疏水换热器（41）的给水侧设置有给水旁

路（54），且在给水旁路（54）上安装有第十一阀门（21），所述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

冷却水出口和冷却水进口分别通过第二循环供水管（56）和第二循环回水管（57）与地表水

源（43）连接，且在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冷却水出口和冷却水进口分别安装有第十

八阀门（28）和第十七阀门（27），在第二循环回水管（57）上沿着水流动方向依次安装有过滤

装置（45）和第二循环水泵（44），所述水水冷却换热器（46）的冷却水出口和冷却水进口也分

别通过第二循环供水管（56）和第二循环回水管（57）与地表水源（43）连接，且在水水冷却换

热器（46）的冷却水出口和冷却水进口分别安装有第二十五阀门（35）和第二十六阀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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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冷冻水出口通过冷冻水供水管（58）与数据中心机房

（47）内的机柜组（48）连接，且在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冷冻水出口安装有第二十阀

门（30），在冷冻水供水管（58）上安装有第三循环水泵（49）和第二十一阀门（31），所述水水

冷却换热器（46）的冷冻水进口通过冷冻水回水管（59）与数据中心机房（47）内的机柜组

（48）连接，且在水水冷却换热器（46）的冷冻水进口安装有第二十四阀门（34），在冷冻水回

水管（59）上安装有第二十二阀门（32），所述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冷冻水进口依次

通过第一冷冻水旁路（60）和冷冻水回水管（59）与数据中心机房（47）内的机柜组（48）连接，

且在第一冷冻水旁路（60）上安装有第二十七阀门（37），所述水水冷却换热器（46）的冷冻水

出口依次通过第二冷冻水旁路（61）和冷冻水供水管（58）与数据中心机房（47）内的机柜组

（48）连接，且在第二冷冻水旁路（61）上安装有第二十八阀门（38），所述热水型溴化锂制冷

机组（42）的冷冻水进口还通过第三冷冻水旁路（62）与水水冷却换热器（46）的冷冻水出口

连接，且在第三冷冻水旁路（62）上安装有第二十九阀门（3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热电联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疏水

换热器（41）为直接接触式换热器，来自汽水换热器（40）的蒸汽疏水与来自轴封加热器（5）

的锅炉给水在疏水换热器（41）内进行混合换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热电联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疏水

换热器（41）为间壁式换热器，此时，所述疏水换热器（41）的疏水出口通过疏水旁路（55）与

凝汽器（3）连接，且在疏水旁路（55）上安装有第八阀门（1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热电联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冷冻水旁路（60）设置在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冷冻水进口与水水冷却换热器（46）

的冷冻水进口之间，所述第二冷冻水旁路（61）设置在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冷冻水

出口与水水冷却换热器（46）的冷冻水出口之间，所述第三冷冻水旁路（62）设置在热水型溴

化锂制冷机组（42）的冷冻水进口与水水冷却换热器（46）的冷冻水出口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热电联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地表

水源（43）是江河或湖泊水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热电联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柜

组（48）布置在数据中心机房（47）内，所述机柜组（48）由N个机柜组成，所述机柜均由M层设

备陈列台（481）组成，所述设备陈列台（481）用于存放IT设备，所述设备陈列台（481）内均布

置有冷冻水盘管（482），所述冷冻水盘管（482）的冷冻水进口和冷冻水出口分别与冷冻水供

水管（58）和冷冻水回水管（59）连接，且在冷冻水盘管（482）的冷冻水进口和冷冻水出口均

安装有水力平衡阀（480）。

7.一种如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热电联产系统的控制方

法，其特征在于，过程如下：

当数据中心机房（47）需要供冷时，打开第五阀门（15）和第十一阀门（21），来自轴封加

热器（5）的锅炉给水通过给水泵（6）驱动先进入烟气余热回收装置（04）回收烟气低温余热，

然后进入省煤器（03）进行二次加热后形成高温给水，此时，打开并调节第一阀门（11）、第二

阀门（12）、第四阀门（14）、第十三阀门（23）、第十五阀门（25）和第十六阀门（26），一部分高

温给水进入低压发生器（02）和高压发生器（01），分别产生低压蒸汽和高压蒸汽，用于供汽

轮机组（2）做功发电，另一部分高温给水进入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作为高温驱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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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来生产冷冻水，降温后的给水再通过给水泵（6）驱动进入烟气余热回收装置（04），由此形

成一个循环；

此时，打开第十七阀门（27）和第十八阀门（28），地表水源（43）的冷却水进入过滤装置

（45）去除水中杂质，经过过滤装置（45）净化后的冷却水在第二循环水泵（44）的驱动下通过

第二循环回水管（57）输送至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被加热后，再通过第二循环供水管

（56）返回至地表水源（43）中被混合冷却；

此时，打开并调节第十九阀门（29）、第二十阀门（30）、第二十一阀门（31）、第二十二阀

门（32）、第二十七阀门（37）和水力平衡阀（480），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生产的冷冻水

在第三循环水泵（49）的驱动下进入数据中心机房（47），对数据中心机房（47）进行冷却，来

保证数据中心机房（47）具有满足机柜组（48）存放的IT设备正常工作时所需的环境温度，此

时，通过调节每个水力平衡阀（480）的开度来调节进入每个冷冻水盘管（482）的冷冻水流

量，以实现数据中心机房（47）内供冷系统的水力平衡，由此避免因水力失调引起局部温度

过高而导致部分IT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或遭受损坏。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热电联产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

当电厂低负荷运行时，余热锅炉（1）产生的低温烟气由于余热不足而难以满足热水型

溴化锂制冷机组（42）所需的高温给水流量，此时，打开并调节第五阀门（15）和第十二阀门

（22），锅炉给水被烟气余热回收装置（04）第一次加热后，一部分锅炉给水进入省煤器（03），

另一部分锅炉给水进入汽水换热器（40），再打开并调节第一阀门（11）、第二阀门（12）、第十

三阀门（23）、第十五阀门（25）和第十六阀门（26），省煤器（03）生产的一部分高温给水进入

低压发生器（02）和高压发生器（01），省煤器（03）生产的另一部分高温给水进入热水型溴化

锂制冷机组（42）作为高温驱动热源来生产冷冻水，且打开并调节第四阀门（14）、第六阀门

（16）、第七阀门（17）、第九阀门（19）、第十阀门（20）和第十四阀门（24），关闭第十一阀门

（21），来自低压发生器（02）的部分低压蒸汽在汽水换热器（40）内对来自烟气余热回收装置

（04）的锅炉给水进行二次加热后也形成高温给水，然后输送至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

来补充高温驱动热源所需要的高温水，由此弥补烟气余热不足而少供的高温给水量；

此时，当疏水换热器（41）为间壁式换热器时，还需打开第八阀门（18），经过疏水换热器

（41）降温后的蒸汽疏水通过疏水旁路（55）进入凝汽器（3）。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热电联产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

当室外环境温度降低时，可以采用部分自然冷却与热水型溴化锂制冷结合的方式来满

足数据中心机房（47）的制冷要求，此时，打开并调节第十九阀门（29）、第二十阀门（30）、第

二十一阀门（31）、第二十二阀门（32）、第二十三阀门（33）、第二十四阀门（34）、第二十五阀

门（35）、第二十六阀门（36）、第二十七阀门（37）、第二十九阀门（39）和水力平衡阀（480），热

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与水水冷却换热器（46）为串联连接方式，利用地表水源（43）提供

的低温冷却水通过水水冷却换热器（46）先对来自数据中心机房（47）的高温冷冻水进行一

级降温，然后再进入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进行二级降温后形成满足要求的冷冻水，

在第三循环水泵（49）的驱动下进入数据中心机房（47），对数据中心机房（47）进行冷却，来

保证数据中心机房（47）具有满足机柜组（48）存放的IT设备正常工作时所需的环境温度，此

权　利　要　求　书 3/4 页

4

CN 113623895 B

5



时，通过调节每个水力平衡阀（480）的开度来调节进入每个冷冻水盘管（482）的冷冻水流

量，以实现数据中心机房（47）内供冷系统的水力平衡，由此避免因水力失调引起局部温度

过高而导致部分IT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或遭受损坏。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热电联产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

当室外环境温度降低时，也可以采用部分自然冷却与热水型溴化锂制冷结合的方式来

满足数据中心机房（47）的制冷要求，此时，打开并调节第十九阀门（29）、第二十阀门（30）、

第二十一阀门（31）、第二十二阀门（32）、第二十三阀门（33）、第二十四阀门（34）、第二十五

阀门（35）、第二十六阀门（36）、第二十七阀门（37）、第二十八阀门（38）和水力平衡阀（480），

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与水水冷却换热器（46）为并联连接方式，利用地表水源（43）提

供的低温冷却水通过水水冷却换热器（46）生产符合要求的冷冻水与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

组（42）生产符合要求的冷冻水进行混合后，再经过第三循环水泵（49）驱动进入数据中心机

房（47），对数据中心机房（47）进行冷却，来保证数据中心机房（47）具有满足机柜组（48）存

放的IT设备正常工作时所需的环境温度，此时，通过调节每个水力平衡阀（480）的开度来调

节进入每个冷冻水盘管（482）的冷冻水流量，以实现数据中心机房（47）内供冷系统的水力

平衡，由此避免因水力失调引起局部温度过高而导致部分IT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或遭受损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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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热电联产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综合能源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热电联产系

统及其控制方法，尤其适用于具有数据中心冷却需求的冷热电联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针对火电厂方面，随着国家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火电厂面临着节能

减碳的巨大压力。火电厂是碳排放大户，特别是随着国内碳市场的不断成熟，急剧增加了火

电厂的运营成本，然而火电厂通过余热资源回收来增加火电厂的能源利用效率，一方面可

以相对地减少火电厂碳排放量，另一方面余热资源回收产生的减碳效果还可以部分抵消火

电厂的碳排放。因此，火电厂亟需开拓新的用能场景，来加大火电厂余热资源的深度回收利

用，提升火电厂的能源利用效率，缓解火电厂面临的减碳压力。另外，我国的数据中心与欧

美国家先进数据中心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平均电能使用效率（PUE）指标，虽然新

建大规模数据中心PUE有所降低，但整体与国际上1.3‑2的平均水平相比具有较大差距。

[0003] 针对上述技术难题，本发明则是基于能量梯级利用原理，将热电厂的余热回收流

程与数据中心机房的供冷流程进行有效集成，以实现同时高效回收余热与满足数据中心机

房供冷需求，同时利用电厂周边地表水源的自然冷量来为数据中心机房补充供冷，以进一

步降低整体系统能耗水平而进行的发明创造。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而提供一种设计合理、性能

可靠的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热电联产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热电联产

系统，包括余热锅炉、汽轮机组、凝汽器、凝结水泵、轴封加热器、给水泵、冷却塔、第一循环

水泵和工业蒸汽用户，所述余热锅炉沿着烟气流动方向依次设置有高压发生器、低压发生

器和省煤器，所述省煤器的高温水出口同时与高压发生器的高温水进口和低压发生器的高

温水进口连接，且在高压发生器的高温水进口安装有第二阀门，在低压发生器的高温水进

口安装有第一阀门，所述高压发生器的高压蒸汽出口与汽轮机组的主蒸汽进口连接，所述

低压发生器的低压蒸汽出口与汽轮机组的补汽进口连接，且在汽轮机组的补汽进口安装有

第四阀门，所述汽轮机组的工业抽汽出口通过工业蒸汽管道与工业蒸汽用户连接，且在汽

轮机组的工业抽汽出口安装有第三阀门，所述汽轮机组的排汽口与凝汽器连接，所述凝汽

器的冷却水出口和冷却水进口分别通过第一循环供水管和第一循环回水管与冷却塔的冷

却水进口和冷却水出口连接，且在第一循环回水管上安装有第一循环水泵，所述凝汽器的

凝结水出口与凝结水泵的凝结水进口连接，所述凝结水泵的凝结水出口与轴封加热器的给

水进口连接，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烟气余热回收装置、汽水换热器、疏水换热器、热水型溴化

锂制冷机组、第二循环水泵、过滤装置、水水冷却换热器、数据中心机房、机柜组和第三循环

水泵，所述烟气余热回收装置布置在余热锅炉的尾部，所述烟气余热回收装置的给水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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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给水泵的给水出口连接，所述烟气余热回收装置的给水出口同时与省煤器的给水进口和

汽水换热器的给水进口连接，且在省煤器的给水进口安装有第五阀门，在汽水换热器的给

水进口安装有第十二阀门，所述省煤器的高温水出口还与高温水旁路的进水端连接，且在

高温水旁路上安装有第十三阀门，所述汽水换热器的给水出口与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的

高温水进口连接，且在汽水换热器的给水出口安装有第十四阀门，所述热水型溴化锂制冷

机组的高温水进口还与高温水旁路的出水端连接，且在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的高温水进

口安装有第十五阀门，所述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的高温水出口与给水泵的给水进口连

接，且在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的高温水出口安装有第十六阀门，所述低压发生器的低压

蒸汽出口还与汽水换热器的蒸汽进口连接，且在汽水换热器的蒸汽进口安装有第六阀门，

所述汽水换热器的疏水出口与疏水换热器的疏水进口连接，且在疏水换热器的疏水进口安

装有第七阀门，所述轴封加热器的给水出口与疏水换热器的给水进口连接，且在疏水换热

器的给水进口安装有第九阀门，所述疏水换热器的给水出口与给水泵的给水进口连接，且

在疏水换热器的给水出口安装有第十阀门，所述疏水换热器的给水侧设置有给水旁路，且

在给水旁路上安装有第十一阀门，所述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的冷却水出口和冷却水进口

分别通过第二循环供水管和第二循环回水管与地表水源连接，且在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

的冷却水出口和冷却水进口分别安装有第十八阀门和第十七阀门，在第二循环回水管上沿

着水流动方向依次安装有过滤装置和第二循环水泵，所述水水冷却换热器的冷却水出口和

冷却水进口也分别通过第二循环供水管和第二循环回水管与地表水源连接，且在水水冷却

换热器的冷却水出口和冷却水进口分别安装有第二十五阀门和第二十六阀门，所述热水型

溴化锂制冷机组的冷冻水出口通过冷冻水供水管与数据中心机房内的机柜组连接，且在热

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的冷冻水出口安装有第二十阀门，在冷冻水供水管上安装有第三循环

水泵和第二十一阀门，所述水水冷却换热器的冷冻水进口通过冷冻水回水管与数据中心机

房内的机柜组连接，且在水水冷却换热器的冷冻水进口安装有第二十四阀门，在冷冻水回

水管上安装有第二十二阀门，所述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的冷冻水进口依次通过第一冷冻

水旁路和冷冻水回水管与数据中心机房内的机柜组连接，且在第一冷冻水旁路上安装有第

二十七阀门，所述水水冷却换热器的冷冻水出口依次通过第二冷冻水旁路和冷冻水供水管

与数据中心机房内的机柜组连接，且在第二冷冻水旁路上安装有第二十八阀门，所述热水

型溴化锂制冷机组的冷冻水进口还通过第三冷冻水旁路与水水冷却换热器的冷冻水出口

连接，且在第三冷冻水旁路上安装有第二十九阀门。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疏水换热器为直接接触式换热器，来自汽水换热器的蒸汽疏水与

来自轴封加热器的锅炉给水在疏水换热器内进行混合换热。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疏水换热器也可以为间壁式换热器，此时，所述疏水换热器的疏水

出口通过疏水旁路与凝汽器连接，且在疏水旁路上安装有第八阀门。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冷冻水旁路设置在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的冷冻水进口与水

水冷却换热器的冷冻水进口之间，所述第二冷冻水旁路设置在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的冷

冻水出口与水水冷却换热器的冷冻水出口之间，所述第三冷冻水旁路设置在热水型溴化锂

制冷机组的冷冻水进口与水水冷却换热器的冷冻水出口之间。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地表水源可以是江河、湖泊等水源。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机柜组布置在数据中心机房内，所述机柜组由N个机柜组成，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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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柜均由M层设备陈列台组成，所述设备陈列台用于存放计算机、服务器、控制器等IT设备，

所述设备陈列台内均布置有冷冻水盘管，所述冷冻水盘管的冷冻水进口和冷冻水出口分别

与冷冻水供水管和冷冻水回水管连接，且在冷冻水盘管的冷冻水进口和冷冻水出口均安装

有水力平衡阀。

[0011] 上述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热电联产系统的控制方法如下：

[0012] 当数据中心机房需要供冷时，打开第五阀门和第十一阀门，来自轴封加热器的锅

炉给水通过给水泵驱动先进入烟气余热回收装置回收烟气低温余热，然后进入省煤器进行

二次加热后形成高温给水，此时，打开并调节第一阀门、第二阀门、第四阀门、第十三阀门、

第十五阀门和第十六阀门，一部分高温给水进入低压发生器和高压发生器，分别产生低压

蒸汽和高压蒸汽，用于供汽轮机组做功发电，另一部分高温给水进入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

组作为高温驱动热源来生产冷冻水，降温后的给水再通过给水泵驱动进入烟气余热回收装

置，由此形成一个循环；

[0013] 此时，打开第十七阀门和第十八阀门，地表水源的冷却水进入过滤装置去除水中

杂质，经过过滤装置净化后的冷却水在第二循环水泵的驱动下通过第二循环回水管输送至

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被加热后，再通过第二循环供水管返回至地表水源中被混合冷却；

[0014] 此时，打开并调节第十九阀门、第二十阀门、第二十一阀门、第二十二阀门、第二十

七阀门和水力平衡阀，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生产的冷冻水在第三循环水泵的驱动下进入

数据中心机房，对数据中心机房进行冷却，来保证数据中心机房具有满足机柜组存放的IT

设备正常工作时所需的环境温度，此时，通过调节每个水力平衡阀的开度来调节进入每个

冷冻水盘管的冷冻水流量，以实现数据中心机房内供冷系统的水力平衡，由此避免因水力

失调引起局部温度过高而导致部分IT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或遭受损坏。

[0015] 当电厂低负荷运行时，余热锅炉产生的低温烟气由于余热不足而难以满足热水型

溴化锂制冷机组所需的高温给水流量，此时，打开并调节第五阀门和第十二阀门，锅炉给水

被烟气余热回收装置第一次加热后，一部分锅炉给水进入省煤器，另一部分锅炉给水进入

汽水换热器，再打开并调节第一阀门、第二阀门、第十三阀门、第十五阀门和第十六阀门，省

煤器生产的一部分高温给水进入低压发生器和高压发生器，省煤器生产的另一部分高温给

水进入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作为高温驱动热源来生产冷冻水，且打开并调节第四阀门、

第六阀门、第七阀门、第九阀门、第十阀门和第十四阀门，关闭第十一阀门，来自低压发生器

的部分低压蒸汽在汽水换热器内对来自烟气余热回收装置的锅炉给水进行二次加热后也

形成高温给水，然后输送至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来补充高温驱动热源所需要的高温水，

由此弥补烟气余热不足而少供的高温给水量；

[0016] 此时，当疏水换热器为间壁式换热器时，还需打开第八阀门，经过疏水换热器降温

后的蒸汽疏水通过疏水旁路进入凝汽器。

[0017] 当室外环境温度降低时，可以采用部分自然冷却与热水型溴化锂制冷结合的方式

来满足数据中心机房的制冷要求，此时，打开并调节第十九阀门、第二十阀门、第二十一阀

门、第二十二阀门、第二十三阀门、第二十四阀门、第二十五阀门、第二十六阀门、第二十七

阀门、第二十九阀门和水力平衡阀，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与水水冷却换热器为串联连接

方式，利用地表水源提供的低温冷却水通过水水冷却换热器先对来自数据中心机房的高温

冷冻水进行一级降温，然后再进入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进行二级降温后形成满足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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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水，在第三循环水泵的驱动下进入数据中心机房，对数据中心机房进行冷却，来保证数

据中心机房具有满足机柜组存放的IT设备正常工作时所需的环境温度，此时，通过调节每

个水力平衡阀的开度来调节进入每个冷冻水盘管的冷冻水流量，以实现数据中心机房内供

冷系统的水力平衡，由此避免因水力失调引起局部温度过高而导致部分IT设备不能正常工

作或遭受损坏。

[0018] 当室外环境温度降低时，也可以采用部分自然冷却与热水型溴化锂制冷结合的方

式来满足数据中心机房的制冷要求，此时，打开并调节第十九阀门、第二十阀门、第二十一

阀门、第二十二阀门、第二十三阀门、第二十四阀门、第二十五阀门、第二十六阀门、第二十

七阀门、第二十八阀门和水力平衡阀，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与水水冷却换热器为并联连

接方式，利用地表水源提供的低温冷却水通过水水冷却换热器生产符合要求的冷冻水与热

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生产符合要求的冷冻水进行混合后，再经过第三循环水泵驱动进入数

据中心机房，对数据中心机房进行冷却，来保证数据中心机房具有满足机柜组存放的IT设

备正常工作时所需的环境温度，此时，通过调节每个水力平衡阀的开度来调节进入每个冷

冻水盘管的冷冻水流量，以实现数据中心机房内供冷系统的水力平衡，由此避免因水力失

调引起局部温度过高而导致部分IT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或遭受损坏。

[001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1）本发明是基于能量梯级利用原

理而进行的发明创造，实现了回收余热与满足供冷需求的同步，既有效提升了热电厂的能

源利用效率，又有效降低了数据中心机房的PUE指标，推进建设绿色数据中心；（2）在春、秋、

冬季节，以周边地表水源的自然冷量来为数据中心补充供冷，实现整体系统能耗水平的进

一步降低；（3）以某案例应用分析，可以使得数据中心PUE指标降低至约1.2，处于国际先进

水平，十分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及未来碳中和的战略发展，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系统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疏水换热器为间壁式换热器的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数据中心机房内供冷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余热锅炉1、汽轮机组2、凝汽器3、凝结水泵4、轴封加热器5、给水泵6、冷却塔

7、第一循环水泵8、工业蒸汽用户9、第一阀门11、第二阀门12、第三阀门13、第四阀门14、第

五阀门15、第六阀门16、第七阀门17、第八阀门18、第九阀门19、第十阀门20、第十一阀门21、

第十二阀门22、第十三阀门23、第十四阀门24、第十五阀门25、第十六阀门26、第十七阀门

27、第十八阀门28、第十九阀门29、第二十阀门30、第二十一阀门31、第二十二阀门32、第二

十三阀门33、第二十四阀门34、第二十五阀门35、第二十六阀门36、第二十七阀门37、第二十

八阀门38、第二十九阀门39、汽水换热器40、疏水换热器41、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地表

水源43、第二循环水泵44、过滤装置45、水水冷却换热器46、数据中心机房47、机柜组48、第

三循环水泵49、第一循环供水管51、第一循环回水管52、高温水旁路53、给水旁路54、疏水旁

路55、第二循环供水管56、第二循环回水管57、冷冻水供水管58、冷冻水回水管59、第一冷冻

水旁路60、第二冷冻水旁路61、第三冷冻水旁路62、高压发生器01、低压发生器02、省煤器

03、烟气余热回收装置04、水力平衡阀480、设备陈列台481、冷冻水盘管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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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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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 实施例。

[0026] 参见图1，本实施例中，一种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热电联产系统，包括余热锅炉

1、汽轮机组2、凝汽器3、凝结水泵4、轴封加热器5、给水泵6、冷却塔7、第一循环水泵8和工业

蒸汽用户9，余热锅炉1沿着烟气流动方向依次设置有高压发生器01、低压发生器02和省煤

器03，省煤器03的高温水出口同时与高压发生器01的高温水进口和低压发生器02的高温水

进口连接，且在高压发生器01的高温水进口安装有第二阀门12，在低压发生器02的高温水

进口安装有第一阀门11，高压发生器01的高压蒸汽出口与汽轮机组2的主蒸汽进口连接，低

压发生器02的低压蒸汽出口与汽轮机组2的补汽进口连接，且在汽轮机组2的补汽进口安装

有第四阀门14，汽轮机组2的工业抽汽出口通过工业蒸汽管道与工业蒸汽用户9连接，且在

汽轮机组2的工业抽汽出口安装有第三阀门13，汽轮机组2的排汽口与凝汽器3连接，凝汽器

3的冷却水出口和冷却水进口分别通过第一循环供水管51和第一循环回水管52与冷却塔7

的冷却水进口和冷却水出口连接，且在第一循环回水管52上安装有第一循环水泵8，凝汽器

3的凝结水出口与凝结水泵4的凝结水进口连接，凝结水泵4的凝结水出口与轴封加热器5的

给水进口连接；系统还包括烟气余热回收装置04、汽水换热器40、疏水换热器41、热水型溴

化锂制冷机组42、第二循环水泵44、过滤装置45、水水冷却换热器46、数据中心机房47、机柜

组48和第三循环水泵49，烟气余热回收装置04布置在余热锅炉1的尾部，烟气余热回收装置

04的给水进口与给水泵6的给水出口连接，烟气余热回收装置04的给水出口同时与省煤器

03的给水进口和汽水换热器40的给水进口连接，且在省煤器03的给水进口安装有第五阀门

15，在汽水换热器40的给水进口安装有第十二阀门22，省煤器03的高温水出口还与高温水

旁路53的进水端连接，且在高温水旁路53上安装有第十三阀门23，汽水换热器40的给水出

口与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高温水进口连接，且在汽水换热器40的给水出口安装有第

十四阀门24，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高温水进口还与高温水旁路53的出水端连接，且

在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高温水进口安装有第十五阀门25，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

的高温水出口与给水泵6的给水进口连接，且在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高温水出口安

装有第十六阀门26，低压发生器02的低压蒸汽出口还与汽水换热器40的蒸汽进口连接，且

在汽水换热器40的蒸汽进口安装有第六阀门16，汽水换热器40的疏水出口与疏水换热器41

的疏水进口连接，且在疏水换热器41的疏水进口安装有第七阀门17，轴封加热器5的给水出

口与疏水换热器41的给水进口连接，且在疏水换热器41的给水进口安装有第九阀门19，疏

水换热器41的给水出口与给水泵6的给水进口连接，且在疏水换热器41的给水出口安装有

第十阀门20，疏水换热器41的给水侧设置有给水旁路54，且在给水旁路54上安装有第十一

阀门21，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冷却水出口和冷却水进口分别通过第二循环供水管56

和第二循环回水管57与地表水源43连接，且在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冷却水出口和冷

却水进口分别安装有第十八阀门28和第十七阀门27，在第二循环回水管57上沿着水流动方

向依次安装有过滤装置45和第二循环水泵44，水水冷却换热器46的冷却水出口和冷却水进

口也分别通过第二循环供水管56和第二循环回水管57与地表水源43连接，且在水水冷却换

热器46的冷却水出口和冷却水进口分别安装有第二十五阀门35和第二十六阀门36，热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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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冷冻水出口通过冷冻水供水管58与数据中心机房47内的机柜组48连

接，且在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冷冻水出口安装有第二十阀门30，在冷冻水供水管58

上安装有第三循环水泵49和第二十一阀门31，水水冷却换热器46的冷冻水进口通过冷冻水

回水管59与数据中心机房47内的机柜组48连接，且在水水冷却换热器46的冷冻水进口安装

有第二十四阀门34，在冷冻水回水管59上安装有第二十二阀门32，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

42的冷冻水进口依次通过第一冷冻水旁路60和冷冻水回水管59与数据中心机房47内的机

柜组48连接，且在第一冷冻水旁路60上安装有第二十七阀门37，水水冷却换热器46的冷冻

水出口依次通过第二冷冻水旁路61和冷冻水供水管58与数据中心机房47内的机柜组48连

接，且在第二冷冻水旁路61上安装有第二十八阀门38，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冷冻水

进口还通过第三冷冻水旁路62与水水冷却换热器46的冷冻水出口连接，且在第三冷冻水旁

路62上安装有第二十九阀门39。

[0027] 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冷冻水旁路60设置在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冷冻水进口

与水水冷却换热器46的冷冻水进口之间，第二冷冻水旁路61设置在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

42的冷冻水出口与水水冷却换热器46的冷冻水出口之间，第三冷冻水旁路62设置在热水型

溴化锂制冷机组42的冷冻水进口与水水冷却换热器46的冷冻水出口之间。

[0028] 在本实施例中，疏水换热器41为直接接触式换热器，来自汽水换热器40的蒸汽疏

水与来自轴封加热器5的锅炉给水在疏水换热器41内进行混合换热。

[0029] 在本实施例中，参见图2，疏水换热器41也可以为间壁式换热器，此时，疏水换热器

41的疏水出口通过疏水旁路55与凝汽器3连接，且在疏水旁路55上安装有第八阀门18。

[0030] 在本实施例中，地表水源43可以是江河、湖泊等水源。

[0031] 在本实施例中，参见图3，机柜组48布置在数据中心机房47内，机柜组48由N个机柜

组成，机柜均由M层设备陈列台481组成，设备陈列台481用于存放计算机、服务器、控制器等

IT设备，设备陈列台481内均布置有冷冻水盘管482，冷冻水盘管482的冷冻水进口和冷冻水

出口分别与冷冻水供水管58和冷冻水回水管59连接，且在冷冻水盘管482的冷冻水进口和

冷冻水出口均安装有水力平衡阀480。

[0032] 上述用于数据中心冷却的冷热电联产系统的控制方法如下：

[0033] 当数据中心机房47需要供冷时，打开第五阀门15和第十一阀门21，来自轴封加热

器5的锅炉给水通过给水泵6驱动先进入烟气余热回收装置04回收烟气低温余热，然后进入

省煤器03进行二次加热后形成高温给水，此时，打开并调节第一阀门11、第二阀门12、第四

阀门14、第十三阀门23、第十五阀门25和第十六阀门26，一部分高温给水进入低压发生器02

和高压发生器01，分别产生低压蒸汽和高压蒸汽，用于供汽轮机组2做功发电，另一部分高

温给水进入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作为高温驱动热源来生产冷冻水，降温后的给水再通

过给水泵6驱动进入烟气余热回收装置04，由此形成一个循环；

[0034] 此时，打开第十七阀门27和第十八阀门28，地表水源43的冷却水进入过滤装置45

去除水中杂质，经过过滤装置45净化后的冷却水在第二循环水泵44的驱动下通过第二循环

回水管57输送至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被加热后，再通过第二循环供水管56返回至地表

水源43中被混合冷却；

[0035] 此时，打开并调节第十九阀门29、第二十阀门30、第二十一阀门31、第二十二阀门

32、第二十七阀门37和水力平衡阀480，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生产的冷冻水在第三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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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49的驱动下进入数据中心机房47，对数据中心机房47进行冷却，来保证数据中心机房

47具有满足机柜组48存放的IT设备正常工作时所需的环境温度，此时，通过调节每个水力

平衡阀480的开度来调节进入每个冷冻水盘管482的冷冻水流量，以实现数据中心机房47内

供冷系统的水力平衡，由此避免因水力失调引起局部温度过高而导致部分IT设备不能正常

工作或遭受损坏。

[0036] 当电厂低负荷运行时，余热锅炉1产生的低温烟气由于余热不足而难以满足热水

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所需的高温给水流量，此时，打开并调节第五阀门15和第十二阀门22，

锅炉给水被烟气余热回收装置04第一次加热后，一部分锅炉给水进入省煤器03，另一部分

锅炉给水进入汽水换热器40，再打开并调节第一阀门11、第二阀门12、第十三阀门23、第十

五阀门25和第十六阀门26，省煤器03生产的一部分高温给水进入低压发生器02和高压发生

器01，省煤器03生产的另一部分高温给水进入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作为高温驱动热源

来生产冷冻水，且打开并调节第四阀门14、第六阀门16、第七阀门17、第九阀门19、第十阀门

20和第十四阀门24，关闭第十一阀门21，来自低压发生器02的部分低压蒸汽在汽水换热器

40内对来自烟气余热回收装置04的锅炉给水进行二次加热后也形成高温给水，然后输送至

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来补充高温驱动热源所需要的高温水，由此弥补烟气余热不足而

少供的高温给水量；

[0037] 此时，当疏水换热器41为间壁式换热器时，还需打开第八阀门18，经过疏水换热器

41降温后的蒸汽疏水通过疏水旁路55进入凝汽器3。

[0038] 当室外环境温度降低时，可以采用部分自然冷却与热水型溴化锂制冷结合的方式

来满足数据中心机房47的制冷要求，此时，打开并调节第十九阀门29、第二十阀门30、第二

十一阀门31、第二十二阀门32、第二十三阀门33、第二十四阀门34、第二十五阀门35、第二十

六阀门36、第二十七阀门37、第二十九阀门39和水力平衡阀480，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

与水水冷却换热器46为串联连接方式，利用地表水源43提供的低温冷却水通过水水冷却换

热器46先对来自数据中心机房47的高温冷冻水进行一级降温，然后再进入热水型溴化锂制

冷机组42进行二级降温后形成满足要求的冷冻水，在第三循环水泵49的驱动下进入数据中

心机房47，对数据中心机房47进行冷却，来保证数据中心机房47具有满足机柜组48存放的

IT设备正常工作时所需的环境温度，此时，通过调节每个水力平衡阀480的开度来调节进入

每个冷冻水盘管482的冷冻水流量，以实现数据中心机房47内供冷系统的水力平衡，由此避

免因水力失调引起局部温度过高而导致部分IT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或遭受损坏。

[0039] 当室外环境温度降低时，也可以采用部分自然冷却与热水型溴化锂制冷结合的方

式来满足数据中心机房47的制冷要求，此时，打开并调节第十九阀门29、第二十阀门30、第

二十一阀门31、第二十二阀门32、第二十三阀门33、第二十四阀门34、第二十五阀门35、第二

十六阀门36、第二十七阀门37、第二十八阀门38和水力平衡阀480，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

42与水水冷却换热器46为并联连接方式，利用地表水源43提供的低温冷却水通过水水冷却

换热器46生产符合要求的冷冻水与热水型溴化锂制冷机组42生产符合要求的冷冻水进行

混合后，再经过第三循环水泵49驱动进入数据中心机房47，对数据中心机房47进行冷却，来

保证数据中心机房47具有满足机柜组48存放的IT设备正常工作时所需的环境温度，此时，

通过调节每个水力平衡阀480的开度来调节进入每个冷冻水盘管482的冷冻水流量，以实现

数据中心机房47内供冷系统的水力平衡，由此避免因水力失调引起局部温度过高而导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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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IT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或遭受损坏。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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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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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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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