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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n intermediate temperature steam power generation sys
I tem with new energy source, which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comprises a

heating system, a pressure steam tank (4), a steam turbine (6) and a power
generator (7), wherein the heating system i s composed o f a solar interme
diate temperature steam generator ( 1. 1, 1.2), a marsh gas station (2) and a
far infrared heater (3). Steam i s supplied to the pressure steam tank b y the
heating system by heating the tap water (5). The steam i s supplied fromI fe I tt
the pressure steam tank t o the steam turbine, and then the steam turbine
drives the power generator t o generate electricity. The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employs solar energy and biomass energy, achieving the compre
hensive utilization o f straw, so as to generate steam to drive a steam tur
bine and then a power generator t o generate electricity. This not only en
sures that the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 s continuous i n all weather, but also
reuses the residual heat fi"om electricity generation for further generationI
o f electricity and supplying heat t o a residenti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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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种 新能源 屮温水蒸汽发 屯系统 ，所述发 屯系统包括加热系统 、爪力蒸汽罐 （4) 、汽轮机 (6) 及发 屯机 (7) ，其 屮，

加热 系统 由太 阳能 Ψ 水蒸汽发 生 器 （1.1, 1.2) 、沼气站 （2) 及远红外加热器 （3 ) 构成 。由所述加热系统加热

来水 (5) 向所述 力蒸汽罐供给蒸汽 。由所述压力蒸汽罐 向所述汽轮机供给蒸汽 ，并进 而 由汽轮机驱动发 屯机发 屯。

该发 屯系统采用太 阳能与生物质 能 ，实现 了粘秆 的综合利用 ，生产水蒸气推动汽轮机 、发 屯机发 屯，既保证全天候

不 间断发 屯，又将发 屯余热 回收利用 ，以用于再发 屯和 小区住 宅供暖 。



新能源 中温水蒸汽发 电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新能源 中温水蒸汽发电系统 ，具体为一种使用小区住宅太阳能和小区沼

气 以及农作物秸秆生产蒸汽 ，推动汽轮机 、发 电机发 电的新能源发 电系统 。

背景技术

目前的住宅小区用 电系统多以市政供 电为主。要想用新能源供 电取代传统供 电模式 ，多

数采用光伏发 电系统 ；即光 电板采集阳光，经逆变器处理后 ，将产生的电能供应用户 ，或者

储存进 电池备用 。但是上述技术均存在 以下三种根本性设计缺 陷：①夜 间和 阴雨雪天气基本

无 电可发。② 目前的国家 电网由于还没有进行智能化改造 ，新能源发电很难并入 国家 电网，

进行调度使用 。还有薄膜发 电，钠燃料 电池棒发电等 ，也都存在相应的设计缺 陷。③发 电设

备所用材料能耗偏高 ，售价不易为人接受，较难普及 。

发明内容

为克服现有技术 的缺 陷，本发明的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采用太 阳能与生物质 能，秸秆综合

利用 ，生产水蒸汽推动汽轮机 、发 电机发 电的新能源 中温水蒸汽发 电系统 。

本发明解决技术 问题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 1、新能源 中温水蒸汽发 电系统 ，其特征是所述发 电系统包括 ：

1) 太阳能中温水蒸气发生器 、沼气站及远红外加热器构成的加热系统 ；

2 ) 压力蒸汽罐 ，由所述加热系统加热 自来水 向所述压力蒸汽罐供气 ；

3 ) 汽轮机及发 电机 ，由所述压力蒸汽罐 向所述汽轮机供气 ，汽轮机驱动发 电机发 电。

所述发 电机与市政 电网联网，发 电机产生多余的电能输入市政 电网备用 ，不够时使用市

政 电网的电能。

所述加热系统与市政燃气管网联网，在所述远红外加热器 的加热源不足 时由市政燃气管

网供气。

本发明专利采用太阳能与生物质能，秸秆综合利用 ，生产水蒸气推动汽轮机 ，发 电机发

电的先进技术，既保证全天候不间断发 电，又将发 电余热回收利用 ，再发 电和用于小区住宅

供暖，同时由于设置的小区沼气站，将小区的污水和农作物秸秆氨化后加工成沼气 ，既改变

了污水排放和处理方式，还将沼渣 、沼液用于生产复合肥 ，必将进一步改变现代农业大量施

用化肥 ，以及造成的饮食和水污染现状 。由于改化肥为生物复合肥 ，秸秆回收生产沼气 ，又

将引发传统农业耕作方式 ，施肥方式变革，实现生态农业 ，绿色农业 ，进一步减少饮食 中重

金属和化学污染物含量，提高人类抵御疾病的能力和健康水平 。

确 认 本



1、小区内住宅每家阳台外安装太阳能中温水蒸气发生器 ，有太阳照射 的情况下 ，用太

阳能生产中温水蒸气 。

2、小区内沼气站 ，使用每家每户排放的污水和农作物秸秆 ，集中生产沼气 ，和沼渣、

沼液 。沼气用于 " 中温水蒸气发电系统 " 在晚间和阴雨雪天气时发 电。沼渣 、沼液用于生产

复合肥 ，以改变现代农业的施肥方式。

3、远红外加热器主要是使用沼气进行远红外加热技术生产水蒸气 ，以解决晚上和 阴雨

雪天气时生产水蒸气 的热源不足 问题 ，确保全天候不间断发 电的辅助加热 问题 。

4、压力蒸汽罐负责储存蒸汽 ，调温调压 ，确保 向汽轮机输入额定的温度和压力的水蒸

气，推动汽轮机和发 电机主常发 电。

5、发电时汽轮机排 出的多余蒸气 ，由回收利用系统回收，用于再发 电和小区住户供暖

系统。与小区太 阳能供暖系统共 同工作，解决每家每户的冬季供暖 问题 。

6、压力传感器和压力控制器保证整个 " 中温水蒸气发 电系统 " 按额定压力 、温度生产

水蒸气 ，通过发电机安全 、正常全天候不间断发电。

与 已有技术相 比，本发 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 ：

一、本发 明推 出了一种新 旧生活能源 的替代方案，可 以从根本上解决新 旧能源替代过程

中太阳能大面积采集障碍和易受季节、气候 、温度 、材料 、技术影响以及多种 自然、技术、

材料因素局限。为人类提供一种原生态的、环保的、绿色 的生活用能获取方式和新 旧生活用

能替代方案 。还人类一片蓝天、一汪绿水、一生安宁、一世健康 。使我们 的生活用能获取方

式更加绿色环保 ，更加廉价安全 ，使我们的现代农业走 向生态、绿色 良性循环 的本原形态 。

二、本发 明完全采用太阳能、生物质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的方式 ，解决人类生活用

能的新旧替代 。其整个系统的生产原料 、工作原料全部采用传统 的工农业生产原料 ，决不涉

及 国家稀缺 、昂贵的矿产资源 。易于生产 ，便于大面积推广普及 ，成本低廉 ，节能环保 。所

采用的汽轮机发 电工艺，热利用率高，发 电效果好 ；发 电余热还加 以综合 回收利用 ，补充发

电，以及为小区供暖，基本上没有能源浪费，从根本上杜绝 了二次污染 。

三、本发明提供 的 " 中温水蒸气发电系统 " ，所生产的¾ 能可 以直接提供给终端用户使用 ，

也可 以直接并入 国家、市政 电网，无需进行大规模的市政 电网智能化改造 。如果大面积推广 ，

可以大大减少 国家 、市政 电网的建设投资，以及长途输送造成 的电力损失和 日常 电网维修管

护费用 。在市政 电网因故停 电时，还可 以不受停 电影响，正常使用 。

附图说明

图 1 为本发明新能源 中温水蒸汽发 电系统的系统构成 图。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实施例：结合附图，本发明的新能源中温水蒸气发电系统，所述发电系统包括：

1) 装在小区每家住宅阳台外侧的太阳能中温水蒸气发生器、小区沼气站及新能源远红

外加热器构成的加热系统；

2 ) 压力蒸汽罐，由所述加热系统加热 自来水向所述压力蒸汽罐供气；

3 ) 汽轮机及发电机，由所述压力蒸汽罐向所述汽轮机供气，汽轮机驱动发电机发电。

以上几大构件共同运作，有太阳时，由太阳能中温水蒸气发生器先工作，生产蒸汽；无

太阳时，由沼气站生产的沼气通过远红外加热器生产蒸汽，保证汽轮机 24 小时不间断工作，

通过发电机最终实现发电功能。生产的电能首先供应本小区终端用户使用，多余的电能输入

市政电网备用，不够时再使用市政电网的电能。

具体设置中：

1、小区内住户每家阳台外安装太阳能中温水蒸器发生器，并用管道将蒸汽输送到楼顶。

2、楼顶上建设备间，架设：压力蒸汽罐、汽轮机、发电机、余气回收装置，以及温度，

压力传感器、控制器，燃气管道，发出的电可并市政电网。所产电能直供小区用户或输入市

政电网。

3、小区内化粪池上方建沼气站，其管道与小区市政燃气管道连通，并加设沼气表，方

便与市政燃气计量核算。在小区沼气不足时由市政燃气管网供气，多余沼气输入市政燃气管

网。

4、向农民派发秸秆颗粒机，定期收购，作为沼气站的纤维质填料。既减少了双抢季节

农民焚烧秸秆的问题，又解决了沼气生产的所需原料，同时也为复合肥中的钾含量提供了来

源。

5、小区各住户内架设冷热水管道和供暖管道，以解决小区各家各户的热水供应和冬季

供暖。

6、生产的电能可用作新旧生活能源的替代用能，室内空调工作时，方能作到真正的冬

暖夏凉，四季如春。所有的家用电器均可以用上小区 自发电，又称 " 自来电"。不出小区即

可实现节能环保的理想境界。

实际应用中，太阳能中温水蒸气发生器，必须装在小区每家住户的阳台或朝阳墙壁外侧。

a、发生器 中以化学介质为加热液 ，以防结水垢和低温气候下防止结冰 。b、以刘建光

200810123162. 9 发明专利 " 太阳能热水器集热栅中 U 型管的排列组合及叠加结构 " 和椭圆



形聚焦加热棒组成太阳能中温水蒸气发生器。c、以刘建光 200620125743. 2 实用新型专利

" 家庭再生能源合成恒温系统 " 中的阳台集热装置和小区沼气站组成第二加热源。以秸秆

氨化，沼化后产生的热能为第二沼气源，在晚间或者阴雨雪天气时进行辅助加热并生产蒸汽。

d、以压力蒸气罐、汽轮机、发电机等组件组成发电系统进行全天候发电。e、以背压式、压

差式汽转机、温度传感器为构件，形成发电余热回收利用系统，使余热供应再次发电或小区

供暖。f 、楼宇或小区内新能源电力并入巿政电网，采用以电易电模式，循环利用，电表计

量。供小区终端用户使用，多余电力输入市政电网，不够时再回用市政电力。这样一来，既

解决了新旧能源的替代问题，又大幅度降低了市政电网建设投资和市政电网日常维修管护费

用。改变了小区污水排放和处理方式，节约了大量污水处理费用，减少了水污染，增加了污

水回收利用率，同时又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电能供应和污水处理，现代农业施肥方式描画出一

幅 " 田原 " 般的现代化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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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能源 中温水蒸气发 电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发电系统包括 ：

1) 太 阳能中温水蒸气发生器 、沼气站及远红外加热器构成 的加热系统 ；

2 ) 压力蒸汽罐 ，由所述加热系统加热 自来水 向所述压力蒸汽罐供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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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管网联网，在所述远红外加热器的加热源不足时由市政燃气管 网供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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