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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管回收装置在空调系统中的应用 

张建珍 吴 瑾2 
(1．江西省化学工业设计院 330002；2．江西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0029) 

摘 要：对目前在空调热回收系统中常用装置进行了比较 ，得出热管换热器在空调热回收 

方面更具优势，然后对热管换热器在空调热回收的应用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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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所谓热回收系统即是回收建筑物内外的余热(冷) 

或废热(冷)并把回收的热(冷)量作为供热(冷)或其他 

加热设备的热源而加以利用的系统。据调查，空调工 

程中处理新风 的能耗大致要 占到总能耗的 25％ 一 

30％，对于高级宾馆和办公建筑可高达 40％[2]。可 

见 ，空调处理新风所消耗的能量是十分可观的。而空 

调房间排风中所含的能量更是相当可观，若加以回收 

利用可以取得很好的节能效益和环境效益，尤其是冬 

季采用，效益更为明显。但在实际工程中，业主及业内 

人士往往单纯地从经济效益方面来权衡热回收装置的 

设置与否，而忽略了热回收装置带来的节能效益和环 

境效益。为了真正意义的节能，我国在 2005年 4月发 

布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中，明确提出了设计在 

技术经济分析合理时应优先考虑采用排风能量的热回 

收，并强制规定了一些必须采用热回收装置的系统。 

近年来 ，随着空调的普及空调的耗能已成为人们 

的关注焦点，空调耗能 已经 占到了整个建筑耗能的 

30％ 40％。而且在空调系统中，大部分空调回风经冷 

却和再热后作为送风送到空调房间，而其余的回风则 

排出室外。这部分 回风携带的热(冷)量就白白浪费 

了，同时送风进入空调房间时必须经过加热(冷却)处 

理，需要消耗相当多的能量，因而研究如何将空调系统 

回风热(冷)量回收，再用于空调系统，对空调系统节能 

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各种常 用热 回收设备 

在空调热回收系统中，目前较为常用的有转轮式 

换热器、板式换热器、盘管热环式换热器、热泵和热管 

换热器。 

2．1转轮式换热器 

转轮式换热器是通过排风与新风交替逆向流过转 

轮来传递热量的。转轮中的转芯是用喷涂氯化锂溶液 

的铝箔或浸渍过氯化锂溶液的特殊纸张或合成纤维制 

作而成的。排风由转轮一侧的入 口吸入，将所含的部 

分冷量(或热量)传递给转轮；而新风从的另一侧吸人， 

转轮以 15 20r／min的速度旋转，将积蓄在转轮上的冷 

量(或热量)传递给新风。转轮中间有 清洗扇 ，本身对 

转轮有 自净作用，对转速控制，能适应不同的室外空气 

参数 ，而且能使效率达到 70％ 一80％以上[3]。但是转 

轮式换热器是两种介质交替转换，不能完全避免交叉 

污染 ，因此流过的气体必须是无害物质，另外设备装置 

较大，占有较多面积和空间，接管固定，带传动设备，消 

耗 一定的动能。 

图 1 转轮式换热器工作原理图 

2．2板式换热器 

板式换热器分平板式显热换热和板翅式全热换热 

器两种，是较为理想的排气能量回收装置，其优点为结 

风 

构简单 ，新、排风互不接触，无交叉污染，无转动部件， 

运行可靠，使用寿命长。其缺点是通过气流受到露点 

温度的限制，凝结水、结冰现象使其寿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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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板翅式换热器 工作原理 图 

2．3盘管热环式换热器 

盘管热环 式换 热器 是一 种空气 +液 体热 交换 器 ， 

由布置在新 风 、排 风 管道上 的 两个热 交换 器 、泵 、膨 胀 

箱、排空阀和管道组成，使用一台小功率泵作为系统的 

循环动力，管道内的传热液体采用稀乙烯，乙二醇溶液 

或水，传热液体将排风中的热量再传递给新风，该装置 

优点是新风、排风管道布置灵活。缺点是需增加泵的 

配置和控制，对管道的密封要求极高。 

2．4热泵 

热泵是一种可有效利用低温热能的节能设备 ，它 

能回收大量潜能，热效率高，但其本身能耗大，设备投 

资造价较高。 

2．5热管换热器 

热管是依靠 自身内部工作液体相变来实现传热的 

高效传热元件，它可以将大量热量通过其很小的截面 

积长距离地传输而无需外加动力。热管以其构思巧 

妙 ，传输温差小适用温度范围广，可调控管内热流密度 

等众多优良特性，在能量回收和余热利用方面已显示 

出其独特的作用，在暖通空调实际应用过程中，通常采 

用不锈钢或铜作为热管壳体，甲醇、丙酮、水等作为工 

作介质，而毛细管芯则通过计算来选取。热管换热器 

属于冷热流体互不接触的表面式换热，它具有的占地 

小、无转动部件、运行安全可靠、换热效率高等优良特 

性，为工程选用创造了便利条件。 

图 3 热管换 热器 工作原理 图 

2．6热回收装置的比较 

选择合适的热回收装置需要结合当地气候条件、 

经济状况、工程的实际情况、排风中有害气体的情况等 

多种因素，进行技术经济方面的综合比较。 

从表中可看出，通过各项指标的比较，热管换热器 

具有优 良的特性，这为在实际工程应用带来了方便。 

3 热管技术 

典型的热管构成要先将管密闭，抽成 1．3×10—1 

～ 1．3 X 10—4Pa的负压 ，在此状态下充人适量的工作 

液体(即工质)，将紧贴管内壁的吸液芯毛细多孑L材料 

中充人液体后加以密封。当热管的一端受热后，吸液 

芯中的液体吸收外界热量迅速汽化，在微小压差下流 

向热管的另一端，向外界放出热量后冷凝成为液体，液 

体借助于贴壁金属网的毛细抽吸力返 回到加热段 ，并 

再次受热汽化。如此不断循环，热量就从管的一端传 

向另一端。由于是相变传热，且热管内部热阻很小 ．所 

以能以较小的温差获得较大的传热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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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热管结构 示意 图 

与常规换热技术相比，热管技术具有如下重要特 

点： 

3．1传热效率高。热管具有很强的导热性，与银 、 

铜、铝等金属相比，单位质量的热管可以多传递几个数 

量级的热量。因此热管换热器的效率往往可达到 80％ 

以上，而且可以有效地利用工业废热、太阳能、地热能 

等低品位能源和回收空调系统 的新、排风之间的小温 

差能 。 

3．2热管管壁温度具有可调性。调整管壁温度，使 

冷端温度低于冷流体露点温度 ，达到回收显热和增强 

去湿、降低潜热负荷的 目的，从而改善空调系统的效 

果。 

3．3恒温特性。可变导热管的开发可以实现变工 

况情况下冷、热源的恒温特性，既可以在热负荷或热源 

温度发生很大变化时，保持冷凝段或热汇的温度不变， 

又可成功地用于保持热管或热源温度不随热负荷或热 

汇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热管的这种特性使其在空调工 

程中显示出其他换热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 

3．4适应性强。由热管组成的换热设备的受热部 

分和放热部分结构设计和位置非常灵活，汇源分离的 

距离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及所采用的热管性能来定，可 

以从几十厘米到 100米．可以实现冷热流体之间不接 

触。在空调工程中特别适用于有毒环境下的废热、余 

热回收。 

4 热管换热器在空调热回收中的应 用 

4．1热管在直流系统中的应用 

直流系统主要是指那些产生有害物质不能采用循 

环风的空调系统，该空调系统将随排风排掉大量的能 

量。而采用热管换热器既能使进风和排风之间不会产 

生交叉感染，不使用循环风，也能回收能量。图 5是有 

再热的直流式空调系统中使用热管回收能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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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热管用于直流 系统 

4．2分离式热管在空调系统中的应用 

由于分离式热管蒸发段、冷凝段分开，冷、热侧布 

置灵活，可根据工作范围选用合适的工质，考虑在空调 

系统冷、热回收中采用分离式热管。以下送上 回式空 

分离式热管换热器 与N混合 

调系统夏季运行为例，采用分离式热管回收排风余冷 

预冷新风．原理如图6所示。 

空气处理流程为： 

冷却盘管 再热 送风e 

W’ 一 ～-一 C 一__ ——- L 一 一 0 一— —-一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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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经预冷除湿后，冷、湿负荷大大减小，从而减轻了冷却盘管的制冷量和除湿量，并解决了集中换热带来的管路 

设 计问题 。 

挎 

崭又 

图 6 分 离式热管热 回收空调系统 

5 结论 

由于热管具有很高的导热性、优良的等温性 、热流 

密度的可变性、方向的可逆性等特点。所以热管换热 

器相对其他换热器而言 ，具有节能、高效、紧凑、投资少 

的优点，决定了其在空调热回收方面将具有巨大的应 

用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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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eat recovery apparatus of heat pipe in air conditioning 

Zhang Jian—zhen Wu Jin2 

(1．Jiangxi Provincial Research&Design lnsitude ofChemistry Industry ，330002； 

2．Tellhow Sci—tech Co．，Ltd，330029) 

Abstrac：The paper firstly compares different system now used in air—conditioning heat recovery，and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heat pipe heat exchanger has more advantages than others in air—conditioning heat recovery ．Then the pape r summarizes the ap— 

plication of heat pipe heat exchanger in air—conditioning heat recove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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