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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系

统及方法，属于余热回收领域。该系统包括解吸

蒸汽出口、换热器，所述解吸蒸汽出口与换热器

相连，还包括溴化锂制冷机，所述溴化锂制冷机

的低温热水出口与换热器入水口相连通，所述溴

化锂制冷机的高温热水入口与换热器出水口相

连通。该系统及方法利用溴化锂制冷机将吸附回

收过程的低温余热转化为深冷水用于自身消耗，

解决了目前吸附回收解吸蒸汽用循环水冷凝造

成大量的低温余热及循环水的浪费；同时进一步

解决了间歇使用的解吸蒸汽不能直接用于溴化

锂制冷机的问题，实现连续运行，适于大规模工

业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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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系统，包括解吸蒸汽出口、换热器，所述解吸蒸汽出口与

换热器相连，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溴化锂制冷机，所述溴化锂制冷机的低温热水出口与换热

器入水口相连通，所述溴化锂制冷机的高温热水入口与换热器出水口相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热

水缓冲装置，所述换热器出水口和换热器入水口分别通过热水缓冲装置与所述溴化锂制冷

机的高温热水入口和低温热水出口相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水缓冲装置

设有低温热水区和高温热水区，低温热水区和高温热水区上部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换热器出水口

和换热器入水口分别与所述热水缓冲装置的高温热水区和所述低温热水区连通，所述溴化

锂制冷机的低温热水出口和高温热水入口分别与所述热水缓冲装置的低温热水区和高温

热水区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

包括深冷水回水罐，所述深冷水回水罐上部设有深冷水回水口，深冷水回水罐出水口与所

述溴化锂制冷机的深冷水入口相连通，所述溴化锂制冷机的深冷水出口与用水设备相连

通。

6.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系统的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换热器通入来自溴化锂制冷机的低温热水，经解吸蒸汽进入换热器换热后形成高温热水

进入溴化锂制冷机。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来自溴化锂制

冷机的低温热水进入所述热水缓冲装置，然后进入换热器换热；所述高温热水从换热器进

入所述热水缓冲装置，然后进入溴化锂制冷机。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来自溴化锂制

冷机的低温热水进入所述热水缓冲装置的低温热水区，所述高温热水从换热器进入所述热

水缓冲装置的高温热水区，然后进入溴化锂制冷机。

9.根据权利要求6-8任一所述的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水缓

冲装置的低温热水区和/或高温热水区液位偏低时，对其进行补水。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水设备的深

冷水回水经深冷水回水罐进入溴化锂制冷机，经制冷后，再由溴化锂制冷机的深冷水出口

进入用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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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系统，属于余热回收领域。

[0002] 本发明还涉及一种基于上述系统的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活性炭颗粒、活性炭纤维等吸附回收设备是能耗大户，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蒸气及

深冷水，每年的运行费用非常巨大。以15000Nm3/h风量，二氯甲烷排放量900kg/h的3箱12芯

60kg活性炭纤维吸附装置为例说明。

[0004] 若按照7min解吸时间，对于3箱12芯60kg的吸附回收装置解吸蒸汽瞬时流量接近

3.0t/h。按照切换时间为8.0min计算，实际平均蒸汽消耗达到2.63t/h，水油比在2.74左右。

以年运行时间7200h，蒸汽价格为200元/t计，年蒸汽费用为355万元。解吸蒸汽分为加热蒸

汽和置换蒸汽，加热蒸汽在加热箱体及纤维过程中冷凝为水，并粘附在纤维上；置换蒸汽将

脱附下来的VOCs置换出箱体，置换蒸汽约占总蒸汽消耗的30％--50％，目前置换蒸汽排出

吸附箱体后一般引至循环水冷凝器冷凝，这不仅导致大量的低温余热浪费，而且需要消耗

大量的循环水，对于3箱12芯60kg的ACF设备需要300m3/h的循环水(按照6℃温差)，能源浪

费严重。

[0005] 由于纤维利用二级风作为干燥风，需在二级风管上设置表冷器降低二级风的湿

度，从而提高纤维干燥效果，按照二级风量为15000Nm3/h，二级表冷器深冷水装机容量高达

77m3/h(按照将二级风降温至25℃，再升高至40℃)，实际平均消耗量约为40m3/h，以年运行

时间7200h计，深冷水价格为1.35元/m3，则二级表冷器年深冷水费用为38.9万元。另外，在

新的环保压力下，为达到环保达标，一般会在ACF后串联转轮工艺，转轮本身对于废气湿度

要求较为严格，同样需要消耗大量的深冷水对废气进行调湿。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系统及方法，针对吸附回收过程

既有低温余热浪费，又需要消耗大量的深冷水的问题，利用溴化锂制冷机将低温余热转化

为深冷水用于自身消耗，解决了目前吸附回收解吸蒸汽用循环水冷凝造成大量的低温余热

及循环水的浪费；同时进一步解决了间歇使用的解吸蒸汽不能直接用于溴化锂制冷机的问

题，实现连续运行，适于大规模工业化推广。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系统，包括解吸蒸汽出口和换热器，所述解吸蒸汽出

口与换热器相连，还包括溴化锂制冷机，所述溴化锂制冷机的低温热水出口与换热器入水

口相连通，所述溴化锂制冷机的高温热水入口与换热器出水口相连通。所述换热器还可以

连接冷凝器，以便于换热后的解吸蒸汽继续进行冷凝。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系统还包括热水缓冲装置，所述换热器出水口和入水口分别通过

热水缓冲装置与所述溴化锂制冷机的高温热水入口和低温热水出口相连通。通过设置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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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装置，可以将间歇的解吸蒸汽余热转化为连续的热媒水进入溴化锂制冷机进行利用，

并形成循环。所述热水缓冲装置的体积为连续热水流量*吸附回收设备切换时间*k，其中k

为系数，取值为1～3之间。

[0010] 更进一步地，所述热水缓冲装置还可以包括低温热水区和高温热水区，低温热水

区和高温热水区上部连通。通过两区上部连通的溢流作用，进一步提高了整个系统连续运

行的稳定性。所述的低温热水区和高温热水区可以是在所述热水缓冲装置中底部向上设置

分隔板以形成，也可以是两个上部连通的储罐一起构成热水缓冲装置。

[0011] 所述换热器出水口和入水口分别与所述热水缓冲装置的高温热水区和所述低温

热水区连通，所述溴化锂制冷机的低温热水出口和高温热水入口分别与所述热水缓冲装置

的低温热水区和高温热水区连通。

[0012] 所述系统还包括深冷水回水罐，所述深冷水回水罐上部设有深冷水回水口，深冷

水回水罐出水口与所述溴化锂制冷机的深冷水入口相连通，所述溴化锂制冷机的深冷水出

口与用水设备相连通。

[0013] 一种基于以上系统的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方法：

[0014] 所述换热器通入来自溴化锂制冷机的低温热水，经解吸蒸汽进入换热器换热后形

成高温热水进入溴化锂制冷机。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来自溴化锂制冷机的低温热水进入所述热水缓冲装置，然后进入

换热器换热；所述高温热水从换热器进入所述热水缓冲装置，然后进入溴化锂制冷机。

[0016] 更进一步地，所述来自溴化锂制冷机的低温热水进入所述热水缓冲装置的低温热

水区，所述高温热水从换热器进入所述热水缓冲装置的高温热水区，然后进入溴化锂制冷

机。

[0017] 当低温热水区液位低或者解吸结束后，停止输送低温热水至换热器。

[0018] 所述热水缓冲装置的低温热水区和/或高温热水区液位偏低时，对其进行补水。

[0019] 进一步地，当低温热水区和高温热水区两区液位之和低于液位报警值下限时，开

启补水阀，对低温热水区进行补水。

[0020] 所述用水设备的深冷水回水经深冷水回水罐进入溴化锂制冷机，经制冷后，再由

溴化锂制冷机的深冷水出口进入用水设备。当检测到深冷水回水罐中液位偏低时，进行补

水，设置深冷水回水罐，还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使进入制冷机的冷水温度稳定，从而减少

波动。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22] (1)将溴化锂制冷机应用于吸附回收装置，不仅回收了大量余热，而且产生的深冷

水可以用于自身消耗。

[0023] (2)通过设置热水缓冲装置并分为低温热水区和高温热水区，以及设置深冷水回

水罐，实现连续且稳定运行，解决了间歇使用的解吸蒸汽不能直接用于溴化锂制冷机的问

题。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标记说明：解吸蒸汽出口1、换热器2、换热器入水口201、换热器出水口202、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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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锂制冷机3、高温热水入口301、低温热水出口302、发生器303、冷凝器304、蒸发器305、吸

收器306、深冷水入口307、深冷水出口308、一级冷凝器4、热水缓冲装置5、低温热水槽501、

高温热水槽502、深冷水回水罐6、深冷水回水口601、深冷水回水罐出水口602、热水换热泵

7、热水泵8、补水阀9。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但不限于

本实施例的内容。

[0027] 一种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系统，如图1所示，包括解吸蒸汽出口1和换热器2，解

吸蒸汽出口1与换热器2相连，还包括溴化锂制冷机3，溴化锂制冷机3的低温热水出口302与

换热器入水口201相连通，溴化锂制冷机的高温热水入口301与换热器出水口202相连通。换

热器2还可以连接一级冷凝器4，以便于换热后的解吸蒸汽继续进行冷凝。

[0028] 溴化锂制冷机3的制冷剂为水，吸收剂为溴化锂浓溶液，在溴化锂制冷机运行过程

中，当溴化锂水溶液在发生器303内受到来自高温热水入口301的高温热水加热后，溶液中

的水汽化为水蒸汽进入冷凝器304，被冷凝器304内的冷却水降温后凝结，成为高压低温的

液态水；该液态水通过节流阀进入蒸发器305时，急速膨胀而汽化，并在汽化过程中大量吸

收蒸发器305内冷媒水的热量，从而达到降温制冷的目的；在此过程中，低温水蒸汽进入吸

收器306，被来自发生器303的浓溴化锂溶液吸收，溶液浓度逐步降低，再由循环泵送回发生

器303，完成整个循环。

[0029] 本实施例中的系统还包括热水缓冲装置5，换热器出水口202和换热器入水口201

分别通过热水缓冲装置5与溴化锂制冷机3的高温热水入口301和低温热水出口302相连通。

[0030] 更进一步地，本实施例中的热水缓冲装置5还包括低温热水槽501和高温热水槽

502，低温热水槽501和高温热水槽502上部连通。低温热水槽501和高温热水槽502是在热水

缓冲装置5底部向上设置分隔板而形成的。

[0031] 所述换热器出水口202和换热器入水口201分别与所述热水缓冲装置5的高温热水

槽502和低温热水槽501连通，所述溴化锂制冷机3的低温热水出口302和高温热水入口301

分别与热水缓冲装置的低温热水槽501和高温热水槽502连通。

[0032] 本实施例中的系统还包括深冷水回水罐6，其上部设有深冷水回水口601，深冷水

回水罐出水口602与溴化锂制冷机3的深冷水入口307相连通，由深冷水入口307提供冷媒

水；溴化锂制冷机3的深冷水出口308与用水设备相连通。

[0033] 一种基于本实施例所述系统的吸附回收余热综合利用方法：

[0034] 所述换热器2通入来自溴化锂制冷机3的低温热水，经解吸蒸汽进入换热器2换热

后形成高温热水进入溴化锂制冷机3。

[0035] 进一步地，本实施例中，来自溴化锂制冷机3的低温热水进入热水缓冲装置5，然后

进入换热器2换热；高温热水从换热器2进入热水缓冲装置5，然后进入溴化锂制冷机3。

[0036] 更进一步地，本实施例中，来自溴化锂制冷机3的低温热水以连续的低流量储存至

热水缓冲装置5的低温热水槽501，当检测到解吸排汽管线有蒸汽时，开启热水换热泵7，将

低温热水槽501内的低温热水以大流量的送至换热器2换热，热水换热泵7变频调节，换热后

的高温热水返回至高温热水槽502储存。同时，热水泵8连续地抽出高温热水槽502的高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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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将高温热水输送至溴化锂制冷机3使用。

[0037] 当低温热水槽501液位低或者解吸结束后，关闭热水换热泵7，停止输送低温热水

至换热器2。

[0038] 所述热水缓冲装置5的低温热水槽501和/或高温热水槽502液位偏低时，对其进行

补水。

[0039] 进一步地，当低温热水槽501和高温热水槽502两槽液位之和低于液位报警值下限

时，开启补水阀9，对低温热水槽501进行补水。

[0040] 用水设备的深冷水回水经深冷水回水罐6进入溴化锂制冷机3，经制冷后，再由溴

化锂制冷机3的深冷水出口308进入用水设备。当检测到深冷水回水罐6中液位偏低时，可进

行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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