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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及井筒保温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包括水

池、热源水泵、板式换热器、至少一个水源热泵机

组、定压补水装置、多个新风空调机组，水池用于

贮存深井地下水，水池出水口与热源水泵输入端

连接，热源水泵输出端与板式换热器加热侧的输

入端连接，定压补水装置输入端与板式换热器被

加热侧的输出端连接，定压补水装置输出端与蒸

发器输入端连接，蒸发器输出端与板式换热器被

加热侧的输入端连接，冷凝器的输出端与多个新

风空调机组的输入端连接，多个新风空调机组的

输出端与冷凝器的输入端连接，新风空调机组供

给井筒冬季保温所需的热负荷。本发明提取地下

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及井筒保温方法能充分利用

深井地下水的热量、降低井筒保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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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水池(7)、热源水泵(1)、板式换

热器(2)、至少一个水源热泵机组(8)、定压补水装置(5)、多个新风空调机组(6)，所述水源

热泵机组(8)包括蒸发器(3)和冷凝器(4)，所述水池(7)用于贮存深井地下水，所述水池(7)

的出水口通过管路与所述热源水泵(1)的输入端连接，所述热源水泵(1)的输出端与所述板

式换热器(2)的加热侧的输入端连接，所述定压补水装置(5)的输入端与板式换热器(2)的

被加热侧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定压补水装置(5)的输出端与所述蒸发器(3)的输入端连接，

所述蒸发器(3)的输出端与所述板式换热器(2)的被加热侧的输入端连接，所述冷凝器(4)

的输出端与多个新风空调机组(6)的输入端连接，多个新风空调机组(6)的输出端与所述冷

凝器(4)的输入端连接，所述新风空调机组(6)供给井筒冬季保温所需的热负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定压补水装置

(5)为热水水泵。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补水箱(9)，

所述补水箱(9)的出水口与所述定压补水装置(5)连接，所述补水箱(9)的体积为6立方米。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井口

房门口的热风幕机组(10)，所述热风幕机组(10)用于对井口房门口及门口缝隙进来的低温

风进行预热。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配电箱

(11)，所述配电箱分别与系统中的各部件电连接。

6.一种使用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的保温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1)、设备选型：

1a)根据矿井进风井口冬季保温所需的热负荷，选择热源水泵；

1b)根据热源水泵的技术参数，选择板式换热器；

1c)根据热源水泵和板式换热器的技术参数，选择热水水泵；

1d)新风空调机组选型；

1e)热风幕机选型；

1f)选择6立方米的补水箱；

2)、安装连接设备，形成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

2a)将选型后的设备设置在制冷机房内，并用管路将上述设备连接；

2b)用管道和深井地下水用水泵将水池出水口与热源水泵连接；

2c)在井口房内设置风机，利用风机将高温热风输送到井筒附近，高温热风与低温风混

合后送入井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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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及井筒保温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保温系统，特别是涉及一种利用提取的地下水热对井筒进行保温

的系统；本发明还涉及一种保温方法，特别是涉及一种利用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对

井筒进行保温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井筒冬季结冰情况严重，每年冬季井筒保温主要采取燃煤锅炉加热井口房的暖气

片，通过暖气片加热送入井筒的空气来防止井筒结冰，由于锅炉热效率低、井筒进风量大，

进入井筒空气的实际温度很难达到计算温度，保温不理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其能充分利用

深井地下水的热量、降低井筒保温成本。

[0004] 本发明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包括水池、热源水泵、板式换热器、至少一个

水源热泵机组、定压补水装置、多个新风空调机组，所述水源热泵机组包括蒸发器和冷凝

器，所述水池用于贮存深井地下水，所述水池的出水口通过管路与所述热源水泵的输入端

连接，所述热源水泵的输出端与所述板式换热器的加热侧的输入端连接，所述定压补水装

置的输入端与板式换热器的被加热侧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定压补水装置的输出端与所述蒸

发器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蒸发器的输出端与所述板式换热器的被加热侧的输入端连接，所

述冷凝器的输出端与多个新风空调机组的输入端连接，多个新风空调机组的输出端与所述

冷凝器的输入端连接，所述新风空调机组供给井筒冬季保温所需的热负荷。

[0005] 本发明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其中所述定压补水装置为热水水泵。

[0006] 本发明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其中还包括补水箱，所述补水箱的出水口与

所述定压补水装置连接，所述补水箱的体积为6立方米。

[0007] 本发明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其中还包括设置在井口房门口的热风幕机

组，所述热风幕机组用于对井口房门口及门口缝隙进来的低温风进行预热。

[0008] 本发明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其中还包括配电箱，所述配电箱分别与系统

中的各部件电连接。

[000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包括

水池、热源水泵、板式换热器、至少一个水源热泵机组、定压补水装置、多个新风空调机组，

所述水源热泵机组包括蒸发器和冷凝器，冬季，水池里的深井地下水作为深井高温水热提

取的热源水被输送到板式换热器内，板式换热器对热量进行提取，板式换热器被加热侧的

水进入蒸发器，蒸发器中的水通过压缩机压缩和蒸发过程后，热量传递给冷凝器中的水，泠

凝器的输出端产生45℃左右的高温热水，高温热水被输送到新风空调机组，供给井筒所需

的热负荷，而被提取完热量的水的水温降低到7℃-10℃，低温水不再返回水池，直接排放，

利用本发明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能提取矿井地下水的热量并充分利用于保温井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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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用燃煤锅炉保温井筒相比，降低了井筒的保温成本。

[0010] 本发明要解决的另一个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井筒保温方法，其利用提取地下水热

保温井筒系统对井筒进行保温，能充分利用深井高温水的热量、降低井筒保温成本。

[0011] 本发明井筒保温方法，利用上述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设备选型：

[0013] 1a)根据矿井进风井口冬季保温所需的热负荷，选择热源水泵；

[0014] 1b)根据热源水泵的技术参数，选择板式换热器；

[0015] 1c)根据热源水泵和板式换热器的技术参数，选择热水水泵；

[0016] 1d)新风空调机组选型；

[0017] 1e)热风幕机选型；

[0018] 1f)选择6立方米的补水箱。

[0019] 2)、安装连接设备，形成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

[0020] 2a)将选型后的设备设置在制冷机房内，并用管路将上述设备连接；

[0021] 2b)用管道和深井地下水用水泵将水池出水口与热源水泵连接；

[0022] 2c)在井口房内设置风机，利用风机将高温热风输送到井筒附近，高温热风与低温

风混合后送入井筒内。

[0023] 本发明井筒保温方法与现有技术不同之处在于本发明井筒保温方法，利用上述提

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从深井地下水提取热量用于井筒冬季保温，充分利用深井高温水

的热量、降低井筒保温成本。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及井筒保温方法作进一步

说明。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包括水池7、热源水泵1、板式换

热器2、至少一个水源热泵机组8、定压补水装置5、多个新风空调机组6、补水箱9、热风幕机

组10，水源热泵机组8包括蒸发器3、冷凝器4和压缩机12。

[0027]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设置了两个新风空调机组6，一个水源热泵机组8，当然二

者的数量不局限于此，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新风空调机组6和水源热泵机组8的个数。

[0028] 如图1所示，水池7用于贮存深井地下水，水池7的出水口通过管路与热源水泵1的

输入端连接，热源水泵1的输出端与板式换热器2的加热侧的输入端连接，定压补水装置5的

输入端与板式换热器2的被加热侧的输出端连接，定压补水装置5的输出端与蒸发器3的输

入端连接，蒸发器3的输出端与板式换热器2的被加热侧的输入端连接，冷凝器4的输出端与

多个新风空调机组6的输入端连接，多个新风空调机组6的输出端与冷凝器4的输入端连接，

新风空调机组6供给井筒冬季保温所需的热负荷，热风幕机组10设置在井口房门口，热风幕

机组10用于对井口房门口及门口缝隙进来的低温风进行预热。

[0029] 定压补水装置5为热水水泵，板式换热器2为污水型板式换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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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定压补水装置上设置入口，补水箱9的出水口与定压补水装置5的入口连接，补水

箱9的体积为6立方米。

[0031] 本实施例中还包括配电箱11，配电箱11分别与系统中需要用电的各部件电连接，

图中未示出配电箱与各部件的电连接关系。

[0032] 使用时，将山上高位水池7里的深井地下水用热源水泵1和两根DN200的管道引入

机房内，作为深井高温水提取的热源水，在矿井水进入深井高温水热提取之前，增加一套污

水型板式换热器2，经过板式换热器2对热量进行提取，板式换热器2被加热侧的水进入蒸发

器3，蒸发器3中的水通过压缩机12做功和蒸发过程后，热量传递给冷凝器4中的水，冷凝器4

的输出端产生45℃左右的高温热水，高温热水被输送到新风空调机组，供给井筒所需的热

负荷，被机组提取完热量后水温降低到7℃-10℃，低温水不再返回到蓄水池，直接排放到泄

水沟排出厂区；高温热水经过水泵输送到井口房设置的新风空调机组6，供给井筒冬季保温

所需的热负荷。

[0033] 本发明井筒保温方法，利用上述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包括以下步骤：

[0034] 1)、设备选型：

[0035] 1a)根据矿井进风井口冬季保温所需的热负荷，选择热源水泵；

[0036] 1b)根据热源水泵的技术参数，选择板式换热器；

[0037] 1c)根据热源水泵和板式换热器的技术参数，选择热水水泵；

[0038] 1d)新风空调机组选型；

[0039] 1e)热风幕机选型；

[0040] 1f)选择6立方米的补水箱。

[0041] 2)、安装连接设备，形成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

[0042] 2a)将选型后的设备设置在制冷机房内，并用管路将上述设备连接；

[0043] 2b)用管道和深井地下水用水泵将水池出水口与热源水泵连接；

[0044] 2c)在井口房内设置风机，利用风机将高温热风输送到井筒附近，高温热风与低温

风混合后送入井筒内。

[0045] 以上井筒保温方法利用上述提取地下水热保温井筒系统，在使用时，可在井口房

北侧和西侧靠近三个窗户的位置搭建一座防雨用的小房子，小房子的墙壁上要设置进风

口，在小房子内安装多台大型的低电耗的新风空调机组，深井高温水提取的高温热水通过

水泵输送到井口房内的新风机组，通过风机将高温热风输送到井筒附近，同室外渗透进来

的低温风混合，产生低于2℃的风进入井筒，保证冬季井筒不会结冰，同时还降低了保温成

本。当管路中的水不足时，利用定压补水装置为管路补水。

[0046] 实践证明，采用本发明对阜山金矿主竖井的井筒进行保温，与采用锅炉供热对井

筒保温相比，整个冬季能节省各项费用累计近47万元，同时发明不产生燃煤污染，不会污染

环境。

[0047]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

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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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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