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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央空调耗电量大 , 电力浪费也大 , 很有节能潜

力。在中央空调系统中 , 冷水泵和冷却水泵的容量是

按照最大热负载设计的 , 水泵长期在固定的最大水流

量下运行 , 因季节、昼夜的温度变化及用户负荷的变

化 , 空调实际的热负载在大部分时间内远比设计负载

低。水泵系统长期在低温差、大流量下工作, 从而增加

了管路系统的能量损失、浪费了水泵的输送能量。

变频控制特别适合于风机、水泵类负载 , 既可以

节省能量 , 又由于降速运行和软启动 , 从而减少了振

动、噪声和磨损 , 延长了设备维修周期和使用寿命 , 并

减少了对电网的冲击 , 所以中央空调系统普遍采用变

频技术。另外运行时调整冷水机等设备的运行台数也

是常用的控制技术。

1 节能控制策略

1.1 变频控制技术

中央空调系统的能耗由冷水机组电耗及冷水泵、

冷却水泵和冷却塔风机的电耗构成。如果各冷水末端

用户都有良好的自动控制 , 而冷水机组的制冷量必须

满足用户的需要 , 那么节能就要靠调节冷水机组运行

数量, 提高其 COP 值, 降低冷水泵、冷却水泵及冷却塔

风机电耗来获得。有两种方法可以达到最大限度的节

能效果。

( 1) 通常冷水机组根据负荷变化 , 自动调节电机

的输出功率 , 制冷效率有一个最佳的工作条件 , 即有

一个最佳转速, 此时, 压缩机的工作效率最高。在该工

况下 , 加入变频技术 , 改变压缩机的转速 , 就会使压缩

机偏离最佳工作条件, 降低工作效率。以往, 大型中央

空调系统中冷水机组通常不采用变频调速控制。但随

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未来冷水机组压缩机采用变频调

速将可以提高机组部分负荷工作时的性能指标, 同时

变频驱动机组启动电流不会超过机组的满负荷时的工

作电流, 可减少设备投资, 延长设备寿命。目前中央空

调的变频技术主要仅应用于冷水泵、冷却水泵以及冷

却塔风机。风机、水泵负载转速 n 与流量 Q、扬程 h、功

率 N 有如下关系:

( n1 / n2) 3 =( Q1/Q2) 3 = N1/N2

( n1 / n2) 2 = h1 / h2

在理论上, 转速下降到额定转速的 1/2 时, 流量下

降到额定流量的 1/2, 扬程下降到额定扬程的 1/4, 而

消耗的功率却是额定功率的 1/8, 故节能效果显著。若

水泵或风机的特性与管道阻力特性不相匹配, 则节能

效果就差些。

( 2) 由多台冷水机组、冷水泵、冷却水泵、冷却塔风

机的并联系统, 通过冷水机等设备的台数控制来满足

空调冷负荷, 并及时响应空调冷负荷的变化, 实现冷水

机房的供冷量与末端用户的实际需冷量的匹配, 在满

足空调负荷的前提下通过负荷预测和优化控制以提高

系统的运行效率。

1.2 冷水机组群控

目前大中型建筑中广泛采用的离心式、螺杆式压

缩制冷机组及蒸汽或燃气式吸收冷水机组都具有较好

的冷量调节手段, 使机组可以在部分负荷下工作。然

而 , 不论采用哪种调节手段 , 制冷机的 COP 总随冷量

变化, 在最大制冷量附近出现效率最高点。当冷水机

组蒸发器出口温度不变, 并且通过蒸发器的水量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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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时, 不同的冷负荷相当于具有不同的蒸发器进口温

度。较低的部分负荷时蒸发器进口水温较低, 这也导

致 COP 降低。因此若两台冷水机组均工作在 50%的负

荷时 , 当改为一台冷水机组运行 , 冷水机组的 COP 就

可提高, 并可停止一台冷水循环泵和冷却水循环泵。

对于二级泵系统, 这种工况下两台冷水机组运行

时, 往往是冷水侧流量大于用户侧流量, 一部分冷水通

过旁通管与用户侧回水混合, 使进入蒸发器的水温降

低, 从而进一步使制冷机的 COP 降低。只运行一台冷

水机组和一台冷水循环泵时, 用户侧流量就会大于冷

水机蒸发器侧流量, 用户侧回水一部分通过旁通管与

冷水机组蒸发器出口的冷水混合后送到用户管网 , 而

进入蒸发器的水温则升高至用户回水温度, 这也使冷

水机组的 COP 进一步提高。从这个角度看, 少开一台

冷水机组, 使各台运行的机组均处于全负荷状态总比

多开一台冷水机组, 使各台机组都处于低负荷要好。

监控系统控制根据冷水机组子系统设备的运行时

间、运行故障状态、是否检修状态、启停失败是否复位

等状态, 决定启动哪套子系统, 并根据以下原则自动选

择子系统的启动台数。

当系统末端负荷增加, 监控系统接收到相应的压

差变化, 首先调节自身的负荷来满足系统负荷增加的

需求。同时由于机组能够锁定出水温度为 7℃( 可按实

况调整) , 当冷水量上升时 , 此时机组根据自身负荷调

节的能力增加制冷负荷, 当该台冷水机组的系统负荷

上升到其电流满表值的百分比 FLA( Full Load Ampere)

达 95%时( 可按实况调整) , 则冷水机组群控系统启动

另外机组加机延时 5min 左右 , 在启动延时后 , 如果

FLA>95%, 且控制系数 K>200 时, 则说明单台机组的满

载运行和水泵的满载运行已不足以满足系统负荷值 ,

且冷水出水温度不会稳定在出水温度设定值上, 这样

第二台机组的电动阀门马上开启, 经过一定的阀门开

启时间之后, 第二台机组迅速开启。K 值按下式计算:

K =( te - ted) / 0.0015 ( 1)

式中 te — 冷水出水温度, ℃;

ted — 冷水出水温度的设定值, 设为 7℃。

即设定冷水出水温度值为 7℃, 当 K≥200( 可按

实况调整) 时, 同时冷水机组的电流百分比 FLA≥95%

时, 第二台机组( 运行时间最短的) 自动开启。

此时冷水出水温度 te = 200×0.0015+7 = 7.3( ℃)

冷水机组的相对制冷量 rc 可用下式来计算:

rc = Δt /Δt0 ( 2)

式中 Δt0 — 机组在全负荷时可产生的温降, ℃;

Δt — 蒸发器的进出口温差, ℃。

自动减机策略: 当满足下式时, 停掉运行时间最长

的那台制冷机。

rc <( 1- 1/N) ( 3)

式中 N — 仍在运行的冷水机组的台数。

假设 2 台机组正在运行, 当系统负荷变小时, 末端

的压差传感减小, 即反应到机组的负荷相应减小, 当两

台机组的负荷总量仅等于甚至小于一台机组的负荷总

量时( 设两台机组的 FLA < 50%) , 冷水机组群控系统

马上关掉其中一台机组, 以使得另一台机组运行在高

负荷效率状况下, 同时满足负荷的要求。

根据冷水机组的综合效率曲线, 将冷水机组控制

在最佳能效范围内运行, 是冷水机组群控的目的。

1.3 冷水泵变频控制

冷水机一般都可以根据负载功率来自动调节电流

( 功率) 。如果负载消耗的功率不大, 在水温达到设定值

时会自动停机。但如果减少冷水的流量必然会延长主

机的开机时间, 主机的功率是水泵的几倍, 而且冷却

泵、冷却塔也需运行。多消耗的电量是节省的电量的

几倍甚至是几十倍! 得不偿失。因此冷水泵必须是冷水

机工作在高效率区( 通常为 60%～100%负载) 的情况进

行变频调速, 即冷水流量不得低于冷水机高效率工作

所需的流量。

在确保冷水机冷水流量的前提下, 根据空调负荷

变化, 控制冷水泵变频, 采用分集水器压差作为变频控

制参数 , 空调负荷变化时 , 压差随即变化 , 冷水泵频率

相应变化, 在满足空调负荷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减小

水泵频率, 水泵可以最大限度地节能运行。

常规的运行方式是固定冷水机组的供水温度设定

值( 如 7℃) , 同时按照设计工况要求的用户压头确定

末端用户供回水干管压差的设定值 Δpset, 根据实测出

的该点压差与 Δpset 之关系调整冷水泵的转速 , 使该处

压差一直维持于 Δpset。

冷水泵应能够随负荷的变化以及冷水机运行台数

的变化自行加减。冷水泵均为同步变频。冷水泵的自动

控制提供以下三个变频控制条件:

( 1) 为确保冷水机正常运行, 冷水流量必须满足冷

水机组高效率区( 通常为 60%～100%负载) 运行时所需

的最低流量要求, 通过各分水管流量检测, 计算冷水总

流量, 该流量值与运行的冷水机组最低冷水流量值比

较, 前者大于后者是冷水泵变频控制的前提条件。

( 2) 根据负荷预测或长期的负荷跟踪, 得出的逐时

负荷分布情况, 确定各时段的分集水器压差最小控制

值, 冷水泵变频运行时, 分集水器的实际压差必须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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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或等于该控制值。

( 3) 在满足上述条件后 , 水泵运行频率越低越节

能。节能监控系统对变频水泵的控制方法: 控制器不

断接收冷水供回水温度的信号, 计算温差, 并将温差与

设定值 5℃( 可调整) 进行比较 , 通过 PID 调节控制水

泵转速, 同时监控系统软件根据并联运行冷水泵的综

合效率 ( 水泵效率与电动机效率的总和) 选出最佳能

耗模式 , 并将运行指令传输给水泵的变频器、电动机 ,

使电动机在最佳能耗模式下运行, 并保证水泵不过载。

1.4 冷却水泵变频控制

在确保冷水机高效率区( 通常为 60%～100%负载)

运行时需有最低冷却水流量的前提下, 根据冷水机组

负荷变化 , 冷却水温度变化情况 , 控制冷却水泵变频。

采用冷却水总管供回水温差作为变频控制参数, 空调

负荷变化时, 冷水机组加载或减载, 冷却水供回水温差

变化, 冷却水泵频率相应变化, 按照冷水机组技术要

求 , 冷却水温差一般为 5℃, 因此按照 5℃温差与冷却

水供回水温差的比较来控制冷却水泵变频, 可以最大

限度地节能运行。

冷却水泵随冷水机组运行台数的变化自行加减。

冷却水泵均为同步变频。自动控制提供以下三个变频

控制条件:

( 1) 为确保冷水机正常运行, 冷却水流量必须满足

冷水机组高效率区( 通常为 60%～100%负载) 运行时所

需的最低流量要求。在满足上述条件后, 水泵运行频

率越低越节能。

( 2) 节能监控系统对变频水泵的控制方法为控制

器不断接收冷却水供回水温度的信号, 计算温差, 并将

温差与设定值 5℃( 可调整) 进行比较 , 通过 PID 调节

控制水泵转速, 同时监控系统软件会根据并联运行冷

却水泵的综合效率( 水泵效率与电动机效率的总和) 选

出最佳能耗模式, 并将运行指令传输给水泵的变频器、

电动机, 使电动机在最佳能耗模式下运行, 并保证水泵

不过载。

( 3) 为防止水泵运行时出现“喘振”现象, 同时确保

冷水机正常运行的最小流量, 冷却水泵变频时必须有

最低频率限制, 暂定为 30Hz( 可调整) 。

1.5 冷却塔风机变频群控

在冷却塔水进、出口总管安装 2 个水温测点, 可以

确定冷却塔的工作状况。

由于湿式冷却塔的工作性能主要取决于室外温湿

度, 因此在室外安装温湿度测点, 再由计算机计算出湿

球温度。冷却塔风机启停台数根据冷水机开启台数、

室外温湿度、冷却水温度、冷却水泵开启台数来确定 ,

具体开启哪台冷却风机主要由风机的运行时间长短决

定。冷却塔出口温度( 制冷主机冷凝器进口温度) 是冷

却塔风机台数和转速控制的关键参数, 其设定值参考

当日的平均湿球温度, 以免多开冷却塔造成能量浪费。

冷却塔风机控制方法:

( 1) 根据冷却塔出口总管温度和当日的平均湿球

温度进行 PID 计算 , 调节冷却塔风机变频频率 , 控制

风机转速, 从而控制冷却塔出口总管温度。如冷却塔出

口总管温度等于当日的平均湿球温度加偏差值 ( 通常

为 1℃, 可调整) , 节能控制系统尽量减少冷却风机的

运行频率。

( 2) 在保证冷却水温度的情况下, 风机变频的台数

多一些更节能, 即在输出相同的风量下, 多台风机以更

低的频率运行要比较少数量风机以较高频率运行更加

节能, 如 5 台风机运行 35Hz 比 4 台风机运行 45Hz 更

加节能。按照此原则, 只要并联多台的风机能够满足其

控制目标参数并且风机运行频率在限制的最低频率

30Hz( 可 调 整) 以 上 , 风 机 全 部 运 行 且 不 减 少 运 行 台

数。只有在风机运行频率下降到限制的最低频率 30Hz

( 可调整) 并维持下降趋势超过 2min 则发出控制指令

停掉一台风机。当风机运行在 50Hz, 且维持下降趋势

2min, 开启运行时间最短的风机。

2 结语

通过稳定、灵活、可靠的自动控制技术 , 实现系统

节能运行。经分析计算系统节能如下: 1) 冷水机组节

能率为 40%; 2) 水泵的节能率达 72%; 3) 工频与变频

能耗比为 2.0; 4) 整套系统的节能率为 35%。

合理的设计方案、精心的施工和科学的运行管理

对空调节能都是至关重要的。业主宜在建设初期就进

行管理人员的选择和培训,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家加强

建设过程各个环节甚至全过程 ( 从设计方案的确定到

系统的运行) 的监督管理, 以确保建成的中央空调系统

能够正常运行, 进而追求实现一定程度的节能, 在此基

础上再实现运行的全面优化, 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节

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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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ed the equipment group control, vary frequency and other control strategy in the big 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achieveing the goal of the biggest energy- saving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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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Introduction and Scheme Compar ison of Air - condiitoning System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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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ed the design scheme of air- condiitoning system bury pipe ground- coupled heat pump. As

the comparison of first and the operating cost of the two proposal, it can concluded that the ground- coupled heat pump

air - condiitoning system was the energy source of energy effici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engineering

design, there must ensure except enough bury pipe region, but also suitable soil characteristic. The design of the heat

exchanger is the key and difficulty point in the design process and the factors of the material and type of bury pipe

and etc could affect the heat chang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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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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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埋管水系统采用一次原定流量系统, 共采用 3

套水平同程环路与机房集水器及分水器相连。因场地

宽阔, 为更好满足换热需要, 我们确定井间距为 6m×

6m, 井深为 100m。经计算, 井径为 !110 时, 需打井 80

口, 总埋管长度 8000m。钻孔回填材料为原土回填。

6 结语

对一品星海二期游泳馆项目地埋管地源热泵空调

系统与常规空调风冷机组加电锅炉供热方案的初投资

与运行费用的比较, 可看出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虽然

总投资高, 但全年空调运行费用要低, 3.2a 以后可回收

成本, 是一种节能、环保的空调能源。在地埋管换热系

统设计中, 地埋管换热器系统的设计是关键。在设计之

前, 应按工程勘察结果评估地埋管换热系统的可行性

和经济性 , 合理确定埋管位置、形式、管材以及钻井间

距、井深等参数。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是一种节能、环保、可再生的

能源, 在欧美发达国家已有很多应用实例。在我国, 虽

对这种能源形式的认识较早, 但实际工程的应用还较

少, 时间也不长, 有些内容只能引用国外文献。随着地

源热泵技术的发展, 实践经验会不断丰富, 应用技术会

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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