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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冷 与 空 调 
REFRIGERAT10N AND AIR —CONDITIONING 

废热驱动热管溴化锂制冷机的比较* 

陈立云 金 苏敏 

(南京工业大学) 

摘 要 利用热力学第一定律 的热力平衡方 法和热力学第二定 律 的火用分析方法 ，分别 对单级单 效 、单 级双 

效和两级热管废热 回收双效溴化锂制冷系统的热力系数和火用效率进行 比较 。结果表 明：不管从热 经济 性角 

度，还是从能源利用的完善性(．姗效率)与合理性(能级匹配)角度，两级热管废热回收双效溴化锂制冷系统 

都 更具合理性和实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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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LiBr—H2 O refrigerators driven 

by waste heat with heat pipes 

Chen Liyun Jin Sumin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Compares thermodynamic coefficients and exergy efficiency of three different 

systems(single—effect I iBr—H2 O refrigeration system with one-stage heat pipes，double— 

effect LiBr—H2 O refrigeration system with one—stage heat pipes and double—effect LiBr～H2 O 

refrigeration system with two—stage heat pipes)，by using energy equation of the first law 

of thermodynamics and exergy analysis of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The result 

shows that waste heat recovery of double—effect LiBr—H2 O refrigeration system with two— 

stage heat pipes is more reasonable than the others，regardless of taking thermodynamics 

economy and rationality of using energy into account． 

KEY W ORDS heat pipe；LiBr—H2O refrigeration system ；exergy efficiency；waste heat 

recovery；thermodynamics analysis 

近年来 ，能源 紧 张是全 球 面临 的一大难 题 。 

因此 ，当前能 源的有效利 用和节能越来 越受到 重 

视 。在工业过程 中，大量的废热 、余热(烟气 、化学 

反应等)等低品位热源未被合理地 利用而直接排 

人大气，造成 能源的浪 费。国 内外 的研 究机构 和 

生产厂家在利 用废 热制冷 这方 面作 了大量 的研 

究 ，但所有的工作都是首先将废热 回收，转变为蒸 

汽或热水，然后再用蒸 汽或热水来驱动溴 化锂制 

冷机。这种方法中，废热热量的回收经历了2个传 

热过程 ，较高温度 的废热转变 为蒸汽或热水 形式 

的低温热源 ，再来驱动溴化锂制冷机 ，从而使得溴 

化锂制冷机 的高压发生器 的传热 温差大大减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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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锂制冷机 的外形尺寸增加 。另外 ，由于产生 

蒸汽的废热锅炉是压力容器 ，所 以设 备在管理上 

要求更高，并且具 有一定 的安全 隐患。因此 ，如何 

安全地使用废热来驱动溴化锂制冷机 以及如何有 

效合理利用废热有待于研究 。 

南京工业大 学在安全利用烟气 、化学反应等 

废热驱动废热回收溴化锂制冷机方面作了大量 的 

研究工作 ，并于 2002年成功研制第一台双效热管 

废热 回收溴化锂制冷机(应用于一 台 200 kW 的柴 

油机烟气废热 回收 ，制冷 量大约 为 116 kW)。但 

是，由于受高压发生器温度 的限制 (工作温度大约 

为 140～160℃[1]，为 了保证足够的传热温差 ，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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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管换热器的换热面积不致 过大)，废热源的废热 
一 般控制回收到 200 oC左右 ，废热没有被完全利 

用。若是单效废热溴化锂 制冷机，其发 生器 的工 

作温度大约为 100 oC『1]，废热源的废热可以回收到 

150℃。但是单效废热回收溴化锂制冷机 的热力 

系数较低，废热源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笔者在研究上述问题 的基础上 ，对单级单效 、 

单级双效和两级热管废热 回收双效溴化锂制冷系 

统的热力系数和炯效率进行比较 。 

1 系统流程和工作原理 

分别对单级热管废热 回收单效溴化锂制冷 系 

统、单级热管废热 回收双效溴化锂 制冷系统 和两 

级热管废热 回收双效溴化锂制冷系统的流程 和工 

作原理作简要介绍。 

1．1 单级热管废热回收单效溴化锂制冷系统 

利用单级热管回收废 热驱动单效溴化锂制冷 

系统的流程 ，如图 1所示 。驱动热源利用分离式热 

管将废热导入发生器。机 组工 作时 ，从 吸收器流 

出的稀溶液 ，经溶 液泵 升压 后，流经溶 液热交 换 

器 ，再进入发生器。稀溶 液在溶液热交换 器中被 

来 自发生器 的浓溶 液加 热，而分离式热管将 废烟 

气的热量导入发生器 中，此时稀溶液 又被其加热， 

浓缩成浓溶液 。从发生器流 出的浓溶液 ，在 压差 

和位差的作用下 ，经溶液热交换器 ，向来 自吸收器 

的稀溶液放热，再 在吸收器内吸收来 自蒸发器 的 

蒸汽，稀释成稀溶液，同时向冷却水放出溶液的吸 

收热 。在发生器中产生的蒸汽 ，流入冷凝器，在其 

中向冷却水放热，凝结成溶液，经节流装置进 入蒸 

发器。溶液在蒸发器中蒸发 ，同时从冷媒水吸热 ， 

使之降温而产生制冷效果 。 

图 1 单级热 管废热 回收单效澳化锂 制冷 系统流程图 

1．发生器；2．吸收器；3．冷凝器；4．蒸发器； 

5．分离式 热管 ；6．节流机构 ；7．冷剂泵 ；8．溶液泵 ； 

9．溶液热交换 器；10．废热源装置 

1．2 单级热管废热 回收双效溴化锂制冷系统 

利用单级热管 回收废热驱动双效溴化锂制冷 

系统的流程，如图 2所示 。其驱动热源与单级单效 

系统类似 ，也是利用 分离式热管将废热 导入高压 

发生器。在高压发生器中，稀溶液被驱动热源加 

热 ，在较高的发生压力下产 生蒸汽 ，因为蒸汽具有 

较高的饱和温度 ，又被导入低压发生器作为热源 ， 

加热低压发生器中的溶液 ，使之在 冷凝压力下产 

生蒸汽 ，在蒸发器 内蒸发从而实现 制冷。此 系统 

采用并联循 环流程，从 吸收器 流出的稀溶液经溶 

液泵一部分进入 高压 发生器，另一部 分进入低压 

发生器 。分别从高低压发生器流 出的浓溶液与 吸 

收器内稀溶液混合喷淋吸收来 自蒸发器的蒸汽稀 

释成稀溶液。 

图 2 单级热管废 热回收双效溴化锂制冷系统流程图 

1．高压发生器；2．低压发生器；3．冷凝器；4．吸收器； 

5．分离式热管 ；6．蒸发器；7．冷剂 泵；8．溶液泵 ； 

9．低温溶液热交换器；10．高温溶液热交换器； 

11．废热源装置 ；12．节流机构 

1．3 两级热管回收废热双效溴化锂制冷系统 

利用两级热管回收废热驱动双效溴化锂制冷 

系统 的流程 ，如图 3所示 。此系统工作流程及原理 

基本与单级双效系统相 同，不 同的是驱动热源 ：它 

是利用第一级分离式热管将废烟气的热量导入高 

压发生器，然后利用第二级分离 式热管将从第一 

级热管流出的较低温的废烟气的热量导入低压发 

生器 。此时 ，对 于两 级热管废热 回收双效溴化锂 

制冷系统 ，低压发生器的热源 ，除了原来 的高压发 

生器产生 的蒸汽 冷凝 热量外，还 增加 了低温段烟 

气废热的热量 。 

2 热力平衡和火用分析 

以200 kW 柴油机产生的烟气废热驱动热管 

废热 (单 、双效)溴 化锂制冷系统 为例。其具体 参 

数为：烟气进出口温度为 460／150℃，烟气流量为 

47 m ／min，环境温度为 33℃，冷媒水进出 口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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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两级热管废热回收双效 溴化锂制冷 系统流程图 

1．高压发 生器 ：2．低压发生器 ；3．冷凝器 ；4．吸收器 ；5．蒸发器 ； 

6．节流机构 ：7．冷剂泵 ；8．溶液泵 ；9．低温溶液热交换器 ； 

10．高温溶液热 交换器 ；11．废热源装置 ； 

12．第一级分离式热管 ；13．第二级分离式热管 

为 12／7℃ 。其 中在单 级热管废热双效 溴化锂 制 

冷系统中，由于受高压发生器温度 的限制(工作温 

度大约在 l40～160℃Ⅲ ，为 了保证足够的传热温 

差，以使热管换热器的换热面积不致过大)，因此废 

热源的废热一般控制回收到 200℃左右 ，即回收烟 

气的出口温度控制为 200℃ 。而单级单效系统和两 

级双效系统受分离式热管烟气侧 的低温腐蚀的影 

响，希望烟气出口温度不低于 150℃，以避免管壁温 

度过低，烟气结露形成灰堵 ，设 定尾气排放温度 为 

150℃。各系统的状态参数计算参考文献[2—3]。 

2．1 热力计算 

1)热力系数 

热力 系数指机组运 行时 ，所 获得 的冷量与消 

耗的热量之 比，它是衡量 和 比较 机组热经 济性 的 

主要指标l_4]： 

Q

Q0 (1) 

式中：Q 为发生 器的热 负荷 (kW)；Q。为制 冷量 

(kW )。 

2)制冷量 

Q．．= Q (2) 

2．2 炯效率的计算 

1)系统收益炯 

系统收益炯 ，即系统冷量炯 ： 

Ex ( _1) (3) 
式中：T 为环境温度(K)；Tf 为冷媒水温度 ，取冷 

媒水进 出口温度 的算术平均值(K)。 

2)系统支付炯 

系统支付炯 ，即从废烟气获得热量炯 。热源 

放出热量 Q，温度从 T降至 T。时的热量炯为 ： 

ExQ=J (1一等) 

： 一 』 To(1一下To)-i o CpdT =一J (卜下) 

=mCp(T—T())一T(JmCpIn 

⋯  一驯 卜  1n ) 

烟气从进 口温度 T 降到出 口温度 T 时放 出 

热量 Q，系统的支付炯为 ： 

一  (卜薯1(5) 
式中：T 为烟气进 口温度(K)； 为烟气质量流量 

(kg)；C 为烟气定压 比热容(kJ／(kg·K))。 

3)炯效率 

炯效率指收益部分 的冷量炯 与系统所消耗 的 

热量炯 的 比值。它是衡量 过程、设备或 系统热力 

完善性的指标 。计算炯 效率 以柴油机的排 气炯 

为基准 ： 

77= i
~-,'X

— gain (6) 7一 

2．3 3种系统的比较 

表 1给出了 3种 系统 的热力系数、制冷量、热 

源单耗以及炯效率的值。 

表 1 3种 系统计算结果 

从表 1可以看出：单级双效系统的热力系数最 

高 ，其热经济性最好 ；两级 双效 系统获得的制冷量 

最大 ；两级双效系统的炯 效率最高 ，即两级双效系 

统的热力完善性最好；从量的角度出发，单 级单效 

系统和两级双效系统 的废热 利用量相 同，且大于 

单级双效系统。 

从 以上分析 中可以得知 ，两级 双效 系统的热 

力系数比单级 双效系统 的略低 (但 比单级单 效系 

统要高得多)，主要原因是在双效溴化锂 制冷 系统 

中输入相同量的驱动热源 的情况 下，高压 发生器 

可以比低压发生器产生更多蒸汽。尽管两级双效 

系统能获得更 多的驱动热源 (导入低压 发生器)， 

但是 由于低压发生器产生蒸 汽的能力低于高压发 

生器，因此其热力系数略低。但如果从废热利用 

(下转第 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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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特有的保护功能 ]： 

1)高回风温度保护 

对于普通空调系统，一般不需要对 高回风温 

度进行报警 。但 由于服务对象是舰船上的电子机 

柜 ，为了确保电子机柜内部的运行环境温湿度 ，专 

用空调系统不仅要有高送风温湿度报警，还必须 

要有高回风温度报警，以提示电子机柜的内部运 

行环境温度过高，系统停机检修。 

2)空气过滤器压差保护 

为确保 电子 机柜 内部 电路板 等设备 保持 清 

洁，专用空调 系统设有 空气过滤器。长时间使用 

空气过滤器灰尘积累甚多，阻力大大增加 ，导致循 

环风量大大减小 ，这样很可能给专用 空调 系统的 

运行造成故障，恶化电子机柜的内部运行环境。 

所以专 用 空 调 系 统 一 般设 有 空 气 过 滤 器 压差 

保护。 

3)接水盘高凝结水液位保护 

在舰船上 ，专用空 调系统 的凝结 水排放 管路 

比较长，而且走向比较复杂，易出现堵塞现象。一 

旦凝结水排放管路 出现堵塞 ，就会导致接水盘凝 

结水溢出。由于舰船上在 同一舱室或上下舱室可 

能有许多电子元器件、电缆接头、电源接口等，凝 

结水溢出可能会导致不可估量的后果 。所 以专用 

空调机设有高凝结水液位保护，确保凝结水不 

溢 出 。 

5 结束语 

笔者根据专用空调系统特性 ，从 以下几方 面 

探讨专用空调系统的设计特点。 

1)探讨专用系统的分析计算方法，优化系统 

部件匹配，以满足电子机柜在部分负荷或无负荷 

状态下专用空调 系统 能够稳定 运行，提 高系统运 

行 的可靠性。 

2)分析了专用空调系统的使用环 境特点 ，提 

出提高专用空调系统防腐蚀性的具体措施 。 

3)分析了专用空调系统应具有严谨的控制保 

护功能 ，以尽可能提 高专用 空调 系统的安全性 和 

可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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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看 ，两级双效 系统可以将废热 回收 到与环 

境更接近的温度 ，因此其炯效率更高。 

3 结论 

1)对于单级热管废热回收单效溴化锂制冷系 

统而言，由于系统可以将烟气降到较低的温度，因 

此系统的烟 效率较 高。但是其热力系数低 ，即热 

经济性较差 。 

2)对于单级热管废热 回收双效溴化锂制冷系 

统而言，其热力系数较高，由于受高压发生器工作温 

度范围的限制，废热源的废热只能回收到较高的温 

度，致使废热得不到完全利用，因此其炯效率较低。 

3)对于两级热管废热回收双效溴化锂制冷系 

统而言，其 与普通双 效系统一样拥有较高 的热力 

系数，且相对于单级双效系统，其炯效率较高。 

4)不管从热经济性的角度，还是从能源利用 

的完善性(火吊效率)和合理性(能级匹配)的角度， 

两级热管废热回收双效溴化锂制冷 系统更具有合 

理性 、实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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