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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source heat pump with relatively stable surface water as heat transfer medium is a new type of energy-

saving and temperature-regulating equipment. Its refrigeration and heating coefficients are 3.5-4.5 high. Water source heat 

pump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refrigeration and heating of buildings in many foreign countries as an important energy-saving 

equipment. The number of water source heat pump energy stations has increased by 10% annually. The traditional coal pans 

used in large greenhouses in China often have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w thermal efficiency,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high 

pollution and difficult cooling in summer. It is very helpful to use water source heat pump technology reasonabl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n this paper, the water source heat pump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is used in public places for experimental testing 

and research.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water source heat pump energy station is studied through experimental tests,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in hot summer and warm winter areas. 

The research contents of this subject are as follows: Under the rated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the water source heat pump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heating system is analyzed;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 of water source heat pump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ing the stability and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of the system; The main problem to be solved is that it can not only ensure the operation cost unchanged or 

even reduce, but also improve the heating efficiency of water source heat pump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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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以温度相对稳定的地表水源作为换热介质的水源热泵是一种新型节能调温设备，其制冷、采暖系数有3.5~4.5

之高。国外许多国家早已将水源热泵作为重要节能的设备，广泛用于各建筑的制冷和采暖，水源热泵能源站的数量每

年增长10%，十分迅速。合理运用水源热泵技术，可以很好的解决传统煤锅存在的热效率不高、能耗高、污染大和夏

季难降温等问题。本课题特别对采用了水源热泵空调系统的公共场所进行实验测试研究。通过实验测试，研究其运行

性能，为夏热冬暖地区水源热泵能源站技术的推广应用提供参考借鉴。本课题主要研究了在水源热泵空调系统的额定

工况之下，对它制热系统的采暖工况进行运行性能的分析。并且了解并掌握水源热泵空调系统制热的运行性能，并综

合分析该系统的稳定性、能效比等。解决了既能保证运行成本不变，又能提高水源热泵空调系统的采暖效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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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绪论绪论绪论 

1.1．．．．课题课题课题课题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能源过开发、水资源污染、气温上升、植被的破坏

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提升，人们必

须面对而且急需解决的问题。于是现在人们也开始重视

绿色能源的开发、绿色产品的使用、节能环保的设备，

所以水源热泵系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使用，水源热泵

系统在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重要。 

水源热泵机组工作原理就是在夏季将建筑物中的热

量转移到水源中；在冬季，则从相对恒定温度的水源中

提取能量，通过地表水做载冷剂，利用热泵原理提高温

度后输送到建筑物中。一般来说，水源热泵消耗1kW的

能量，用户可以得到4倍或4倍以上的热量或者冷量。水

源热泵既克服了空气源热泵冬季室外换热器结霜的问题，

又有运行可靠性和制热效率高的特点，近年在国内被广

泛应用。如果能够利用水体做为空调系统的冷热源，相

比传统锅炉供暖，更能有效降低能耗。 

1.2．．．．水源热泵能源站的水源热泵能源站的水源热泵能源站的水源热泵能源站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国内外研究现状国内外研究现状国内外研究现状 

文献[1]中介绍了能源站河流水源热泵（RWHP）系统。

RWHP系统被公认是最有发展前景的节能和可持续发展的技

术之一。为了研究RWHP系统的实际运行效果，详细分析了

热泵机组的能耗、各种循环水泵的功率消耗和分配能耗。 

文献[2]中结合污水源热泵能源站，详细讲解了自动

控制技术在污水源热泵供能站中的应用。自动控制技术

十分有效地解决污水流量监测、宽通道换热器设备故障

监测、重力水控制、蓄水控制等监测方面的问题。既能

及时地控制过程设备的运行，又能满足系统的抗干扰性、

适用性、兼容性、可扩展性等各方面的需求。 

文献[3]中为了确定综合能源站水源热泵系统的运行

效果和优化措施，于是对某能源站地源热泵系统进行了

用户侧供能、地热交换量的监测。评价系统的平均运行

效率是从能量的储存和供应两个方面进行。在监测中得

到的结果表明，水源热泵系统在夜间储存能量，白天将

夜间储存好的能量释放出来，以此提供热能。三年以来，

该系统的平均运行效率达到额定COP的91.4%~112.7%。

不但能节约一定的运行成本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还

能保证整个系统的效率。 

综上所述，随着水源热泵技术日益成熟及水源热泵能

源站的广泛应用，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工作，

取得了很多极具参考价值的理论和技术研究成果，主要结

论为：假如在水域条件充足的情况下，运用水源热泵系统

能很好地减少建筑的供冷、采暖时的运行能耗，水源热泵

系统与空气源热泵系统相比，在运行能耗和系统能耗这两

个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相较于别的系统，水源热泵在大

型的区域冬季供暖夏季制冷的工程中，节能减排方面也有

着很大的优势。但是在夏热冬暖地区的水源热泵应用研究

方面还比较少，本文针对夏热冬暖地区的典型地理位置和

应用场所——夏热冬暖地区南区的办公建筑及综合场馆应

用水源热泵能源站开展其运行性能的研究。 

1.3．．．．本文本文本文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的主要内容 

该项目地点位于崇左市，崇左市属于典型的夏热冬

暖地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以下几项： 

（1）根据崇左市水源热泵能源站项目的具体情况、

当地地表水情况、气候情况，具体实施的方案等条件，

提出了两种工况设计方法；冬季采暖工况采用螺杆式水

源热泵空调系统，夏季制冷工况采用螺杆式水源热泵机

组联合水冷螺杆式冷水机组。主要研究在冬季采暖工况

下该水源热泵空调系统的运行性能。 

（2）崇左市办公大楼及综合场馆实施的空调系统是由

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联合水冷螺杆式冷水机组构成的，根

据崇左地理环境和夏热冬暖气候区的特点，实验采用单因

素的方法进行测试，对如下几个影响因子如：环境温度、

湖水温度、机组运行时间等对冬季供暖运行性能的影响。 

2．．．．某水源热泵能源站某水源热泵能源站某水源热泵能源站某水源热泵能源站的的的的工程设计工程设计工程设计工程设计 

2.1．．．．水源热泵空调系统方案水源热泵空调系统方案水源热泵空调系统方案水源热泵空调系统方案 

因为崇左市文化艺术中心与行政中心两个建筑的具

体情况各不相同，所以这两个建筑在冬季供暖需求方面

存在差别。文化艺术中心冬季供暖所需的制热量是

754kW；行政中心冬季供暖所需的制热量是2178.6kW。

在分析本项目的实际工程条件、崇左当地气候环境等其

他因素的影响后，本项目水源热泵能源站的冷热源选择

龙腾湖和龙腾西湖的湖水。本项目文化艺术中心与行政

中心的供暖则通过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提供。 

冬季，螺杆式水源热泵空调系统通过换热器完成与

龙腾湖和龙腾西湖湖水的换热，取出夏季制冷时所排放

的冷凝热，以此作为供暖的热量。既降低对龙腾湖和龙

腾西湖水体环境的影响的同时，又大大提高了能量转换

效率。因地制宜地应用了项目周边的地理环境。 

2.2．．．．水源热泵机组与系统设计水源热泵机组与系统设计水源热泵机组与系统设计水源热泵机组与系统设计 

2.2.1．．．．水源热泵机组选型水源热泵机组选型水源热泵机组选型水源热泵机组选型 

通过分析前文，无论文化艺术中心还是行政中心，

冬季的采暖负荷远远小于夏季的制冷负荷，所以水源热

泵机组要根据夏季制冷负荷来定型选择，按照此方案，

冬季的采暖热负荷也能达到需求和满足。 

根据水源热泵空调系统方案，本项目水源热泵能源

站是由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和水冷螺杆式水冷机组两个

部分构成。水冷螺杆式水冷机组负责制冷，螺杆式水源

热泵机组具备制冷与采暖为一体，符合项目需求。本水

源热泵能源站设计为夏季制冷和冬季采暖两大工况，本

课题只研究冬季采暖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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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热泵能源站含有四台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二

台水冷螺杆式水冷机组。因为各机组功能不同、功率大

小不齐，所以机组方案这样选择： 

文化艺术中心夏季制冷时选用二台螺杆式水源热泵

机组（制冷量739kW，制热量782kW），一台水冷螺杆

式水冷机组（制冷量639kW）。冬季制热时选用一台螺

杆式水源热泵机组（制冷量739kW，制热量782kW）。 

行政中心夏季制冷时选用二台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

（制冷量1136kW，制热量1196kW），一台水冷螺杆式

水冷机组（制冷量2132kW）。冬季制热时选用二台螺杆

式水源热泵机组（制冷量1136kW，制热量1196kW）。 

2.2.2．．．．系统运行策略系统运行策略系统运行策略系统运行策略 

文化艺术中心在夏季不用考虑机组采暖工况故不叙述。

在冬季采暖工况下，此时机组与湖水进行换热，将取出来

的热量用以供暖。文化艺术中心开放时间为早上七点到早

上十二点、下午两点到下午六点。下午六点到第二天七点

之间的十三个小时系统管道里的空调水会降温，为了第二

天空调一开机便有暖气，系统需要提前预热一小时。选择

FOCSWATER2001C-HL型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 

行政中心在夏季不用考虑机组采暖工况故 也不叙述。

在冬季采暖工况下，此时机组与湖水进行换热，将取出

来的热量用以供暖。行政中心开放时间为早上八点到早

上十二点、下午两点到下午六点。下午六点到第二天八

点之间的十四个小时系统管道里的空调水会降温，为了

第二天空调一开机便有暖气，系统需要提前预热一小时。

选择两台FOCSWATER3002C-HL型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 

2.2.3．．．．释放热量和吸收热量的分析释放热量和吸收热量的分析释放热量和吸收热量的分析释放热量和吸收热量的分析 

夏季的换热量和冬季的换热量分别指水源热泵机组

夏季向水体中排放的热量和冬季向水体吸取的热量 

换热量的计算公式： 

Q放1=Q冷1×（1+
�

�����
）         (1) 

Q吸1=Q热1×（1−
�

�����
）           (2) 

公式中Q放1—夏季制冷时水源热泵机组向水体释放

的热量，单位kW 

Q冷1—夏季制冷时水源热泵机组设计总冷负荷，单

位kW 

COP11—热泵机组制冷系数（机组型号决定） 

Q吸1—冬季采暖时水源热泵机组向水体吸收的热量，

单位kW 

Q热1—冬季采暖时水源热泵机组设计总热负荷，单

位kW 

COP12—热泵机组采暖系数（机组型号决定） 

崇左市处于夏热冬暖地区，夏季空调开机时间七个

月，冬季采暖时间三个月。夏季空调每天运行八小时，

冬季空调每天运行九小时。所有过渡季节则不开机。 

3．．．．某水源热泵能源站实验研究和某水源热泵能源站实验研究和某水源热泵能源站实验研究和某水源热泵能源站实验研究和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次实验的对象就是崇左市文化艺术中心大楼、行

政中心实施的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和水冷螺杆式冷水机

组这两大机组构成的水源热泵能源站。该复合系统利用

湖水作为冷（热）源，冬能采暖，夏能制冷。本课题只

对冬季采暖这个运行工况进行性能实验测试并且分析，

对测得的数据多次进行处理、运算、分析，了解并掌握

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和水冷螺杆式冷水机组这两大机组

构成的系统的运行规律，探索该空调系统在冬季采暖这

一工况下的最合理工作模式，讨论不同因素、不同条件

下对该复合系统的机组能效比、系统的能效比产生影响

的影响因子，在分析和测试水源热泵系统的运行性能后，

总结出影响其运行性能的影响因子，给予以后的实验和

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3.1．．．．设计设计设计设计实验方案实验方案实验方案实验方案 

3.1.1．．．．实验方法实验方法实验方法实验方法 

对于崇左市水源热泵能源站开式地表水源热泵系统，

本实验采取单因素方法。 

在螺杆式水源热泵采暖的工况下，冬季室外环境温度

时刻变化，依据室外环境温度变化情况、机组工作运行时

间长短设计实验测试方案：对水源热泵系统各参数（如机

组电流、电压等数据）进行测试，同时记录下机组运行时

间，湖水温度和蒸发器冷凝器侧进出口介质流量。把测试

得到的数据分析和处理。结合各方面因素，得到该系统的

性能和指标。在实验的过程中温度探头的调试工作至关重

要，在安装好调试过的温度探头以后，还要仔细观察蒸发

器和冷凝器的进出口温度，蒸发器和冷凝器进出口温度是

判断系统运行状态稳定与否的关键，只有达到稳定的状态

后才能进行正常的实验测试和研究分析。 

3.1.2．．．．测量仪器和测量参数测量仪器和测量参数测量仪器和测量参数测量仪器和测量参数 

表表表表1 实验仪器与仪器测试精度。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仪器型号仪器型号仪器型号仪器型号 精度精度精度精度 

室内与室外两者的温/湿度 Testol 75-H1型温湿/度自记仪 0.1°C 1%RH 

蒸发器侧与冷凝器侧 这两者的进出口温度 
XMTJ1620K温度巡检仪 0.1°C 

TP3001型温度计 0.1°C 

水源热泵机组与各种循环泵的电压、电流 
胜利牌DM6266型钳形表 0.1V、0.1A 

CA8335电能质量分析仪 0.1V、0.1A 

蒸发器侧、冷凝器侧 这两者的介质流量 

迪纳声DTFX1020PX1系列超声波流量计 0.01m3/h 

漩涡流量计 0.1m3/h 

TR118型定时器 0.0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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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实验方案实验方案实验方案实验方案 

在冬季，对该水源热泵能源站中的螺杆式水源热泵

空调机组、空调循环泵、水源循环泵的运行数据进行测

试，主要测试的数据是：运行时螺杆式水源热泵空调机

组蒸发器侧、冷凝器侧的进出口介质流量和介质温度，

室内外温度，湖水进出水口温度，螺杆式水源热泵空调

机组、空调循环泵、冷却水源循环泵的电流和电压；选

取实验参数如下表。 

表表表表2 文化艺术中心水源热泵采暖工况实验方案。 

实验项目实验项目实验项目实验项目 实验调节的参数范围实验调节的参数范围实验调节的参数范围实验调节的参数范围 

冷凝器侧介质流量（m3/h） 172.46，176.66，177.79，179.85，181.33 

蒸发器侧介质流量（m3/h） 238.77，240.73，241.92，242.63，244.61 

文化艺术中心室外温度（°C） 8，9，10，11，12，13 

数据采集时刻 
09：20，09：40，10：00，10：20，10：40，11：00，11：20，11：40，12：00，12：20，12：40，13：

00，14：00，14：20，14：40，15：00 

 

3.2．．．．实验研究目的实验研究目的实验研究目的实验研究目的 

本实验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水源热泵能源站实

施的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联合水冷螺杆式冷水机组构成的

空调系统来进行采暖工况的测试，探讨各方面不同影响因

子对水源热泵空调系统运行性能的影响，并分析水源热泵

空调系统冬季采暖工况的性能特点得出有关结论。 

（1）进一步分析对比实验，得出螺杆式水源热泵机

组联合水冷螺杆式冷水机组构成的空调系统运行特征和

规律，总结对该系统运行性能产生影响的各个影响因子。 

（2）进一步分析对比实验，整理出螺杆式水源热泵

空调机组联合水冷式螺杆式水冷机组构成的空调系统在

采暖工况下的最优运行模式，为以后该空调系统的设计、

安装、运行等各方面提供参考。 

（3）进一步分析对比实验，“夏热冬暖地区地表水

水质达标处采用螺杆式水源热泵空调机组联合水冷螺杆

式冷水机组构成的空调系统是可行的，也是绿色环保

的。”这一观点得到证明。为该空调系统在崇左市的推广

应用提供参考。 

3.3．．．．处理数据处理数据处理数据处理数据 

数据处理的前期就是数据的采集，数据采集更是实

验目的之一。通过对该空调系统进行长时间段的测试和

记录，采集到数量巨大的数据，但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是

完全正确的，很多数据存在着各种误差，如人为操作的

误差、仪器自带的误差。所以需要科学地处理数据，从

而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并掌握该空调系统在冬季

采暖工况下运行的性能。实验数据的处理包含了两个部

分工作，前期主要是将仪器直接采集得到的数据整理，

后期主要是将整理好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实验结果。 

3.3.1．．．．实验前期数据整理与分析应用实验前期数据整理与分析应用实验前期数据整理与分析应用实验前期数据整理与分析应用 

在实验过程中，温度、湿度、流量、电流、电压、

功率等数据，都是通过人工和各种实验仪器记录下来的。

这个过程难免存在人为的误差，再加上测量仪器本身的

精度误差等，实验中采集到的数据并不完全准确的，我

们要对其进行一定的修正，方法如下： 

冬季采暖工况，针对同一个参数的n个采样值，采样

值的算术平均值
x

公式如下： 

x
x

n
= ∑                 (3) 

各个采样值的均方差公式如下： 

2( )x x

n
σ

−
= ∑                (4) 

实验中测试出的异常值本文采用3σ
准则剔除方法，

如下： 

（ x x− ）>3σ                 (5) 

3.3.2．．．．后期后期后期后期计算计算计算计算 

后期计算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能源比进行计算。设备

能效转换率的硬指标就是能效比。能量转换成热量的转

换比值叫做能效比。能效比数值越大，设备的转换效率

越大，反之设备转换效率越差。 

水源热泵主机采暖量Q主机（kW） 

Q主机=
�⋅ρ⋅��⋅（��	�
）

����×����
              (6) 

其中，Q主机—主机采暖量（kW） 

C—水的比热容，取4.1868（kJ/kg⋅°C） 

ρ—水的平均密度（kg/m3） 

t0—主机冷凝器出水温度（°C） 

ti—主机冷凝器进水温度（°C） 

v1—主机冷凝侧循环水流量（m3/h） 

实际功率Q实（kW）： 

Q实=
�总⋅�总⋅���ϕ⋅√�

�×����
               (7) 

其中，I总—三相电流之和（A） 

U总—电压之和（V） 

cosϕ—功率因素，取0.76 

湖水采暖能效比： 

COP空调主机制热=
�主机

�实�
               (8) 

COP空调系统制热=
�主机

�实���实���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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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主机—空调热泵主机的采暖量（kW） 

Q实1—采暖时空调热泵主机输入功率（kW） 

Q实2—采暖时水源循环泵功率（kW） 

Q实3—采暖时空调循环泵功率（kW） 

4．．．．某水源热泵能源站运行性能分析某水源热泵能源站运行性能分析某水源热泵能源站运行性能分析某水源热泵能源站运行性能分析 

4.1．．．．行政行政行政行政中心冬季采暖工况运行性能分析中心冬季采暖工况运行性能分析中心冬季采暖工况运行性能分析中心冬季采暖工况运行性能分析（（（（螺杆式水源螺杆式水源螺杆式水源螺杆式水源

热泵系统热泵系统热泵系统热泵系统）））） 

崇左市一月中旬室外温度变化范围在6°C~12°C，符

合利用水源热泵采暖供暖的气候条件，开启系统对采暖

工况进行测试。该系统采暖是利用龙腾湖湖水作为采暖

的能源。行政中心采暖热负荷为2178.6kW，有二台制热

制热量为1196kW的FOCSWATER3002C-HL型螺杆式水

源热泵机组，二台GOD100-32型空调循环泵、二台

GOD125-32型水源循环泵。此时关闭V3、V4、V5、V6

四个阀门，开启V1、V2、V7、V8四个阀门，基本工作

原理为采用单因素法分析采暖工况，记录不同的螺杆式

水源热泵空调机组蒸发侧湖水流量、水源热泵空调机组

冷凝侧空调水流量，测试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运行时刻

在这两种影响因子影响的情况下，螺杆式水源热泵系统

在湖水源热采暖工况运行性能的分析，制定运行时较为

理想的方案。 

4.1.1．．．．蒸发器侧循环介质流量对螺杆式水源热泵系统的影响蒸发器侧循环介质流量对螺杆式水源热泵系统的影响蒸发器侧循环介质流量对螺杆式水源热泵系统的影响蒸发器侧循环介质流量对螺杆式水源热泵系统的影响 

 

图图图图1 蒸发器侧介质流量对温差的影响。 

 

图图图图2 蒸发器侧介质流量对系统能效比的影响。 

由图4-2可发现，在系统采暖工况下，蒸发器侧进口介

质温度波动范围很小，蒸发器侧出口介质温度随着流量的

增大而增大，在介质流量为240.73~244.61m3/h时，蒸发器

侧出口介质温度趋于平稳。螺杆式水源热泵空调机组蒸发

器侧进出口介质温差随着蒸发器侧介质流量的增大而减小。 

当蒸发器侧介质流量为238.77m3/h时，蒸发器侧进

出口介质温差是1.6°C， 

而当蒸发器侧介质流量为240.73~244.61m3/h的范围

时，蒸发器侧进出口介质温差在1.5°C左右，趋于较低且

稳定的状态。 

由图4-3可发现，与此同时空调机组能效比随着蒸发

器侧流量的增大而增大。当蒸发器侧介质流量为

238.77m3/h时，机组能效比为3.85，系统能效比2.39； 

而当蒸发器侧介质流量为240.73~244.61m3/h的范围

时，机组能效比为4.16，系统能效比为2.76，机组能效比

同样也处于较高并且较稳定的状态。 

经分析得出的结论如下：采暖工况下，空调机组蒸

发器侧介质流量比较合适的范围在240.73~244.61m3/h内，

此时蒸发器侧进出口介质温差为1.5°C，机组能效比为

4.16，系统能效比为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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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冷凝器侧介质流量对水源热泵系统的影响冷凝器侧介质流量对水源热泵系统的影响冷凝器侧介质流量对水源热泵系统的影响冷凝器侧介质流量对水源热泵系统的影响 

 

图图图图3 冷凝器侧介质流量对温差的影响。 

 

图图图图4 冷凝器侧介质流量对系统能效比的影响。 

由图4-4可发现，在螺杆式水源热泵空调系统采暖工

况，螺杆式水源热泵冷凝器侧介质流量与螺杆式水源热

泵空调机组冷凝器侧进出口介质温差的关系，冷凝器侧

出口介质（空调水）温度波动较小，冷凝器侧进出口介

质温度随着冷凝器侧介质流量的增大而增大，在介质流

量为177.79~181.33m3/h时，冷凝器侧出口介质温度趋于

平稳。螺杆式水源热泵空调机组冷凝器侧进出口介质温

度差随着冷凝器侧介质流量的增大而减小。 

当冷凝器侧介质流量为174.46m3/h时，冷凝器侧进

出口介质温度差是2°C； 

当冷凝器侧介质流量增大176.66m3/h时，冷凝器侧

进出口介质温度差是2.3°C； 

而当冷凝器侧介质流量为177.97~181.33m3/h的范围

时，冷凝器侧进出口介质温度差在2.6°C左右，趋于较稳

定的状态。 

由图4-5可发现，冷凝器侧介质流量为174.46m3/h时

机组能效比为3.85，系统能效比为2.39； 

当冷凝器侧介质流量增大到176.66m3/h时，机组能

效比为4.19，系统能效比为2.79； 

而当冷凝器侧介质流量为177.97~181.33m3/h的范围

时，机组能效比处于较高并且较稳定的状态，此时螺杆

式水源热泵机组能效比为4.16，系统能效比为2.76。 

经分析得出的结论如下：采暖工况下，空调机组冷

凝器侧介质流量比较适合的范围在177.97~181.33m3/h内，

此时空调机组冷凝器侧进出口介质温度差为2.6°C，机组

能效比为4.16，系统能效比为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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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开放式水源热泵空调系统采暖工况时刻对系统运行的影响开放式水源热泵空调系统采暖工况时刻对系统运行的影响开放式水源热泵空调系统采暖工况时刻对系统运行的影响开放式水源热泵空调系统采暖工况时刻对系统运行的影响 

 

图图图图5 系统运行时间与蒸发器侧、冷凝器侧进出口介质温度关系。 

 

图图图图6系统运行时间对系统能效比的影响。 

图4-6为采暖工况下，行政中心每日正常运行的八小

时内空调冷凝器侧和蒸发器侧介质进出口温度变化图。

结合 4.1.1 和 4.1.2 可知，蒸发器侧最佳介质流量为

240.73~244.61m3/h ， 冷 凝 器 侧 最 佳 介 质 流 量 为

177.97~181.33m3/h，此时将蒸发器侧介质流量调到

240m3/h，把冷凝器调到180m3/h，（此时流量的数据依

旧在最佳流量范围内）。当蒸发器侧介质进出口温度曲

线随时间变化的情况看出，螺杆式水源热泵系统在运行

期间，蒸发器侧进口介质温度基本都在16.3°C上下小幅

度波动，这证明湖水温度的变化范围不大，湖水源温度

的稳定是系统稳定得到能量的前提和保障。在这八个小

时内，蒸发器侧出口介质温度同样也是在14.7°C上下小

幅度波动，随着时间的变化，刚开机的前3小时，冷凝器

侧进出口介质温度基本都会小幅度上升，虽然进出口介

质温度有小幅度的上升，但是都保证不超出机组正常运

行介质温度的范围，整个运行期间，介质温度波动范围

不大，介质进出口温差保持在2.6°C左右，图一可看出，

在采暖工况下，由湖水源提供的热量完全满足行政中心

的热负荷要求，运行状态达到了稳定状态。 

由图4-7可知，采暖工况下，在运行的八个小时内，

系统机组能效比和系统能效比均无较大的波动，这里证

实了系统的稳定。从机组能效比和系统能效比的计算结

果数值可以看出，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满足文化艺术中

心的冬季采暖要求。 

5．．．．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本文根据课题组团队自主设计的崇左市水源热泵能

源站水源热泵空调系统进行运行策略、运行特性的研究

与分析，为开放式水源热泵空调系统在办公大楼及综合

场馆的运用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经过一系列的研究与

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根据崇左市文化艺术中心和行政中心相关资料，提

出采用螺杆式地表水源热泵机组、水冷螺杆式冷水机组

联合制冷、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采暖的系统设计方案

（主要研究采暖工况）。 

采用单因素法对采暖工况下的系统进行研究，研究

对系统产生影响的因素（环境温度、机组运行时间、机

组冷凝器侧和蒸发器侧介质流量等），通过对比得出采

暖工况下最佳的运行方式。从实验结果来看，水源热泵

系统一直处于稳定高效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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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暖工况下，实验测试了行政中心在冬季螺杆式水

源热泵系统采暖工况的运行相关参数，通过运行特性和数

据处理分析得到了螺杆式水源热泵系统较为合适的运行方

案：空调机组蒸发器侧介质流量比较合适的范围在

240.73~244.61m3/h内，此时蒸发器侧进出口介质温差比较

小和稳定，温度差为1.5°C。空调机组冷凝器侧介质流量比

较适合的范围在177.97~181.33m3/h内，此时组冷凝器侧进

出口介质温度差比较小和稳定，温度差为2.6°C。满足以上

两个条件后，机组能效比和系统能效比都能达到最高最稳

定的状态，机组能效比为4.16，系统能效比为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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