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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解决纸机干燥部冷凝水系统末段存在冷凝水排出温度较高、吨纸蒸汽消耗大等问题，本

课题提出应用升温型吸收式热泵 （adsorption heat transformer, AHT） 作为冷凝水系统余热回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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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备可利用中间品位的余热与低温热源的热势差作为驱动，制取品位高于中间余热的热量，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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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余热的利用率。本文在分析纸机干燥部蒸汽冷凝水系统热力系统现状及升温型吸收式热泵工作
原理的基础上，给出了一种基于升温型吸收式热泵的多段供汽热力系统流程。通过 LabVIEW 仿真计

程自动化、工业过程高

算结果表明，应用升温型吸收式热泵的纸机干燥部蒸汽冷凝水系统具有更好的节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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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high condensate discharge temperature and high specific steam consumption in the final stage of

the condensate system of the paper machine drying section，this paper proposed to use the adsorption heat transformer（AHT）as the waste

heat recovery equipment of the condensate system. The device could use the heat pot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termediate grade residu⁃
al heat and the low-temperature heat source as drives to produce the heat with the higher grade than the intermediate grade waste heat，there⁃

by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waste hea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hermal system of the steam conden⁃
sate system in the dryer section of the paper machine and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absorption heat transformer，a multi-stage steam supply

system based on the temperature-increasing absorption heat transformer was presented. The results of LabVIEW simulation showed that the
steam condensate system of the paper machine drying section using the absorption heat transformer had higher energy saving efficiency.
Key words：paper machine drying section；adsorption heat transformer；waste heat recovery；simulation calculation

造 纸 工 业 中 ， 超 过 65％ 的 能 量 在 干 燥 部 被 消

收特性来实现将能量从低温热源向高温热源泵送的热

耗 ，因此干燥部余热回收、节能降耗是降低造纸生

泵机组[4]。工业生产中，该设备作为回收利用低品位

产成本的重要手段。当前，在纸机的低温、中温段烘

热能的有效装置，可用于余热热能总量较大、热能需

缸供汽中，多用蒸汽热泵 （蒸汽喷射式热泵，以下简

求品位较高的场合[5]，具有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双

称传统热泵） 来提高二次蒸汽品位，提高能源利用

重作用。本文分析纸机干燥部目前能耗形式和升温型

[1]

率。由于传统热泵利用高压蒸汽 （一般 1 MPa 以上）
为动力源来引射二次蒸汽

[2-3]

，从而达到能量二次利

吸收式热泵工作原理，设计了一种用升温型吸收式热
泵回收纸机干燥部较高温冷凝水热量的节能系统。

用的目的。因此传统热泵要求蒸汽源的压力品位较
高，对于热电联产的功能园区，这一点难以满足 （一

般进造纸车间的蒸汽压力都在 1 MPa 以下），致使二
次蒸汽的余热、余能不能充分利用。

吸收式热泵是一种以热能为动力，利用溶液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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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纸机干燥部蒸汽冷凝水系统
当前的中高速纸机一般采用热泵供汽和多段供汽

相结合的混合供汽系统 。该系统在低温段采用 1 台
[6]

降，排出冷凝水的温度也无法任意下降。在实际生产
中，中高速纸机流出低温段闪蒸罐的冷凝水温度甚至
达 100℃以上。

随着纸机车速的不断提高，冷凝水流量较大，因

传统热泵，在中温和高温段采用多段供汽方式。原因

此其携带的能量较多[8]。为提高能源利用率，多数造

是传统热泵对二次蒸汽品位的提升是一个不可逆过

纸厂将较高温的冷凝水送去制浆段和熬胶加以利用。

[7]

程，该过程造成不必要的㶲损失 ，故在中温段和高

但是，由于造纸工段与制浆工段距离较远、冷凝水温

温段仍采用传统的多段式供汽，热力流程示意图如图

度较高，热冷凝水运输过程中热能损失较大。假若加

1 所示。

入保温手段，同样由于距离过长，保温管道成本太
高。此外前述里现有应用传统热泵的烘缸蒸汽冷凝水
系统中，整个系统多余的能源通过较大流量的冷凝水
流出、多余的二次蒸汽送去加热新风、甚至排空多余
二次蒸汽以达到系统稳定。
为降低烘缸冷凝水系统中冷凝水排出温度、提高
能源利用率，通过应用新的设备与技术，对蒸汽冷凝
水系统末端热力流程进行改造，实现蒸汽冷凝水更深
度的余热回收，是解决上述当前纸机干燥部能源利用
存在问题的思路之一。

图1

多段供汽与热泵混合供汽系统示意图

采用传统热泵的纸机干燥部改变以往被动式蒸汽
串联供热的方式，能较大程度上克服多段供汽系统带
来的能耗大、烘缸内积水等问题[5]。原因是在供汽系
统中增加了传统热泵之后，不仅能提高二次蒸汽的品

2

吸收式热泵
吸收式热泵是热泵的重要分支之一，它是一种利

用两种不同沸点的溶液 （通常称为工质对） 的气液平
衡特性来实现将热量从低温热源泵送到高温热源的装
置或组合机组[9]。吸收式热泵根据其功能可划分为两
类，第一类吸收式热泵也称为增热型吸收式热泵

闪蒸罐内的蒸汽压力，为烘缸排水提供足够的压差。

（absorption heat pump，AHP），该类热泵可通过高品

通过传统热泵与闪蒸罐的共同作用实现现有的干

间品位；第二类吸收式热泵也称为升温型吸收式热泵

位，以满足下一段烘缸使用的工艺要求，而且降低了

燥部冷凝水余热回收，通过闪蒸罐对高温冷凝水梯级
降压闪蒸，通过传统热泵对二次蒸汽提高品位再利
用。在闪蒸罐的工作效率满足工作条件的情况下，最
后一个闪蒸罐 （低温段闪蒸罐） 的闪蒸压力也决定了

位的驱动热，把低温热源品位提升到驱动热以下的中

（absorption heat transformer，AHT），该类热泵可通过

工业产生的余热与低温热源的热势差，把中间品位的
热源提升到自身品位以上的高品位状态[10]。

升温型吸收式热泵工作原理如图 2（a）所示。发

流出烘缸冷凝水系统的饱和冷凝水温度。如果低温段

生器中，因为溴化锂的沸点远高于水，溴化锂-水溶

闪蒸罐有较低的闪蒸压力，那么就有较高的能源利用

液 （常用工质对） 在中温热源的加热作用下，溶液中

率。但是，低温段闪蒸罐的闪蒸压力并不能任意下

沸点较低的水被部分汽化出来，稀溶液成为浓溶液。

降，原因有两点：一是为了符合适合纸张的干燥曲

汽化出的冷剂水蒸气分别进入冷凝器与蒸发器中进行

线，低温段烘缸内蒸汽压力是一定的。通常设计其对

冷凝与蒸发，最后两次相变为蒸汽进入吸收器。在吸

应的饱和蒸汽温度比烘缸温度高约 10℃，烘缸温度比
纸幅温度高约 20℃，而且纸机车速提高，低温段烘缸

内蒸汽压力也相应提高；二是低温段闪蒸罐的闪蒸压
力提供给低温段烘缸排水压差，为提高蒸汽利用率，

收器中，加压泵送来的浓溶液吸收水蒸气变成稀溶
液，吸收过程温度升高，与外界热交换放出热量。产
生的稀溶液经换热后回到发生器再次进行循环[11]。
由于蒸发器和冷凝器的压力低于发生器和吸收器

低温段进出口压差一般设计较小 （10~40 kPa）。因为

的压力，且蒸发器与吸收器的压力差较大，导致在低

低温段烘缸内蒸汽压力一定、低温段烘缸进出口压差

压蒸发器中蒸发温度较低，在吸收器吸收作用过程中

设计较小，所以低温段闪蒸罐的闪蒸压力无法任意下

温度较高。中间余热的部分能量通过工质对的物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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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升温型吸收式热泵示意图

浓度变化传递至高温水中，从而达到余热回收的
[12]

目的 。

吸收式热泵的性能系数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COP） 定义为吸收式热泵系统有用输出热量与系统输
入能量的比值，该参数能一定程度上定量表示节能程

度 。如图 2（b）所示，系统的输入能量包括吸收式热
[13]

泵发生器热源热能输入 Q g、吸收式热泵蒸发器热源

剩，需要其他系统的辅助利用。而升温型吸收式热泵
的热量回收只是能量的转移，把中间品位的部分热量
转移到更高品位上去。这个过程不需要高品位的驱
动，也就不会增大高品位能源 （新鲜蒸汽） 的输入，
只需要牺牲掉部分中间品位的热量，而且升温型吸收
式热泵能够把冷凝水温度降低至 60℃以下。

应用升温型吸收式热泵的供汽系统热力流程图如

热能输入 Q o 与溶液泵电能输入 Q p；系统的输出能量

图 3 所示。中、低温段的冷凝水混合之后作为中品位

冷源水带走热量 Q c。输出能量有用部分是吸收式热

水，中品位余热与散热槽冷源水的热势差作为驱动

升能源品位。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稳定系统输入能量

转移到吸收器热媒水中，制得 0. 15~0. 3 MPa 的高压

包括吸收式热泵吸收器热媒水吸收热能 Qa 和冷凝器

泵中热媒水吸收带走的热能 Q a，这部分能量用作提

余热，高温段闪蒸罐抽出适量冷凝水作为吸收器热媒
能。利用该升温型吸收式热泵把中品位余热部分热量

大小等于系统输出能量大小，见公式（1）。
Qg + Qo + Qp = Qa + Qc

（1）

根据公式 （1），可得 COP 的表达式见公式（2）。
Qa
Qa
COP =
× 100% =
×100%（2）
Qg + Qo + Qp
Qa + Qc
由公式（2）得出升温型吸收式热泵的性能系数<

1，表示中间品位的余热只有部分能够转移到更高的
品位，在实际工业现场应用中，根据升温型吸收式热
泵系统结构、热源品质和温升需求的不同，COP 的值
一般在 31%~64% 之间[14-16]。
3

基于升温型吸收式热泵的蒸汽冷凝水热力流程
设计

3. 1

热力流程设计
为提高纸机干燥部新鲜蒸汽利用效率，引进升温

型吸收式热泵替代传统热泵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传统
热泵的热量回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质量的回收，
回收的代价是需要加入更多的高品位能源 （新鲜蒸
汽），于是也容易导致整个烘缸冷凝水系统能量的过
《中国造纸》2019 年第 38 卷 第 10 期

图3

升温型吸收式热泵与多段供汽混合供汽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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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余热放热之后，冷凝水温度可降至 60℃以下，
并排出烘缸冷凝水系统进行回收。升温型吸收式热泵
系统产生的高压蒸汽流向中温段的烘缸使用，中温段
烘缸蒸汽量不够再补充新鲜蒸汽。低温段的蒸汽基本
全部来源于中温段闪蒸罐，取消了低温段闪蒸罐与可
调热泵。
3. 2

可行性论证
为定量计算出升温型吸收式热泵应用于纸机干燥

部的节能效果，笔者利用 LabVIEW 软件对瓦楞纸机
干燥部的冷凝水热力系统 （不加入施胶部） 进行仿真

计算。仿真计算是在分别应用升温型吸收式热泵与传
统热泵两种节能设备情况下，根据纸机确定的运行参
数、设备工作机理和干燥过程能量守恒计算出供汽系
统中的能耗流量。

烘缸内蒸汽的耗汽量一般通过纸张干燥过程能量
守恒进行计算，而纸张在干燥过程中吸收的能量主要
有 3 个流向，作用分别为使液态水汽化、使纸张温度

升高和使未汽化水温度升高。因此，纸机干燥部第 n
段烘缸理论耗热量 （kJ/kg 成纸） 计算见公式（3）[18]。
(C″ - C′ )C 2
C2
Qn =
hn +
C c (t″ - t′) +
C″C′
100
C2
é ( 100 - C″ ) t″ ( 100 - C′) t′ ù
CW ê
ú （3）
C″
100
C′
ë
û
式 中 ， C′、 C″ 为 进 、 出 第 n 段 烘 缸 纸 张 的 干

度，%； t′、 t″ 为进、出第 n 段烘缸纸张的温度，℃；
C2 为出纸机干燥部纸张的干度，%； h n 为第 n 段烘缸

平均干燥压力下的饱和蒸汽热焓值，kJ/kg； C c、 C W
为纤维、水的比热容，kJ/(kg•℃)。

第 n 段烘缸理论耗汽量 （kg/h） 计算见公式（4）。
Q nY
Dn =
× (1 + k)
（4）
( h″ - h′) η

纸机运行参数提供了纸机干燥部热力流程计算的

数据基础，表 1 为瓦楞纸机主要运行参数。
表1

式中， h″、 h′ 为进、出烘缸饱和蒸汽和水的焓

瓦楞纸机主要运行参数

项目

值，kJ/kg； Y 为纸机抄造量，kg/h； η 为干燥部效率，

参数

90%；k 为不凝气体量，10%。

110

定量/g·m-2

3. 3

600

设计车速/m·min-1
产能/万 t·a-1

参照干燥曲线[19]，确定各段纸幅的干度和温度、

12~15

各段烘缸内蒸汽平均压力和各段烘缸耗汽量见表 3。

95

成纸率/%
抄造率/%

在分别应用升温型吸收式热泵与传统热泵两种节

98

能设备情况下，计算出供汽系统中主要管道的能耗流

1800

收式热泵回收低温段烘缸余热之后，系统遵循蒸汽量

量见图 4、图 5。图 4、图 5 结果表明，应用升温型吸

6500

幅宽/mm
烘缸直径/mm

25

压榨温度/℃

不够再补充新鲜蒸汽的原则，降低了新鲜蒸汽的输

42

压榨干度/%

入。多段供汽与传统热泵混合供汽系统的热力流程中
新鲜蒸汽总输入流量为 44229. 85 kg/h，而多段供汽

92

成纸干度/%

计算结果对比分析

与升温型吸收式热泵混合供汽系统的热力流程中新鲜

设备工作机理主要包括闪蒸罐闪蒸机理、传统热
[17]

泵和升温型吸收式热泵热源品位提升机理 ，具体内
容见表 2。

蒸汽输入流量为 41709. 91 kg/h，节约 5. 7% 的新鲜蒸

汽。冷凝水排出温度降至 60℃，整个烘缸冷凝水系统
剩余能量相对传统热泵烘缸冷凝水系统较少。

表2
项目

设备工作机理

闪蒸罐

传统热泵

升温型吸收式热泵

品位提升对象

部分入口冷凝水

引射蒸汽

吸收器入口热媒水

品位提升方式

降压闪蒸

工作蒸汽减压前后的能量差驱动

中品位热源与低温热源的热势差驱动

计算公式
公式参数确定方式
注

F=V+L
HF·η=VhV+LhL

经验法（闪蒸效率 η）

GC=GP+GH

（1+u）hC=hP+uhH

参考经验图表（喷射系数 u）

Qa=COP·(Qg+Qo)
参考相仿应用案例（性能系数 COP）

F 为闪蒸罐入口流体的总流量，kg/h；V 为闪蒸罐出口蒸汽的流量，kg/h；L 为闪蒸罐出口水的流量，kg/h；HF 为闪蒸罐入口流体的总焓，kJ；hV

为闪蒸罐出口蒸汽的比焓，kJ/kg；hL 为闪蒸罐出口水的比焓，kJ/kg；GC 为热泵混合流体的流量，kg/h；GP 为热泵工作流体的流量，kg/h；GH 为热泵引射流
体的流量，kg/h；hC 为热泵混合流体的比焓，kJ/kg；hP 为热泵工作流体的比焓，kJ/kg；hH 为热泵引射流体的比焓，k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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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多段供汽与传统热泵混合供汽系统热力流程流量图

多段供汽与升温型吸收式热泵混合供汽系统热力流程流量图
表3

各段烘缸参数表

烘缸

纸幅干度/%

纸幅温度/℃

蒸汽平均压力/MPa

耗汽量/kg·h-1

III（低温）段烘缸

42

25～51

0.05

2624.49

50～92

88～103

0.30

II（中温）段烘缸
（
I 高温）段烘缸

42～50

《中国造纸》2019 年第 38 卷 第 10 期

51～88

0.15

15561.49
3134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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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paper machine drying department［D］. Dalian ：Dalian University of

语

本课题设计出一种基于升温型吸收式热泵的多段
供汽系统，并通过仿真计算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降低
了现有烘缸冷凝水系统冷凝水排出温度 （降至 60℃以

下），并节省 5. 7% 的热能输入，达到纸机干燥部节

能的目的；热力流程中将升温型吸收式热泵代替传统
热泵进行余热回收，摆脱了传统热泵对驱动能品位要
求过高的依赖。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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