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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介绍了地源热泵的类型 ,并对地下埋管的地源热泵的运行工况进行了测试和分析。结果表明 ,对地源热泵机

组不能直接根据压缩机名义工况的制冷量或制热量来选配压缩机。对以冷负荷为主的地区 ,应以夏季运行工况作为设

计工况来选配压缩机 ;对以热负荷为主的地区 ,则应以冬季工况为设计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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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of Compressor for the Ground2coupled Heat Pump
Zhang Linhua 　Fang Zhaohong　Qu Yunxia 　Li Angui

Abstract :　The operating condition of the ground2coupled heat pumps is analyzed1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election of compressor

can not be fully based on standard rating condition , it should be decided by summer operating condition in which the cooling load is dom2
inant . In areas where the heating load is dominant , it can be based on winter operating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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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源热泵的分类

根据ASHRAE的规定地源热泵可分为土壤耦

合式热泵、地下水源热泵和地表水热泵。地表水

热泵是利用地表水作为热源或冷源。它的优点是

初投资成本低 ,而不足则是温度随气候变化而变

化 ,尤其是当室外温度为极端温度时 ,此时负荷增

加 ,而热泵的制热量或制冷量却急剧减少 ,因此这

种情况下热泵无法满足要求 ,而且其应用也受到

了限制。地下水的温度常年比较恒定 ,但是地下

水抽取容易回灌难 ;而且在回灌过程中 ,地下水容

易受到污染。在我国目前严重缺水的情况下 ,地

下水源热泵 ( GWHP) 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

但地源热泵的应用几乎是不受限制。深层土壤在

大约 10m 以下其温度保持恒定 ,接近当地大气年

平均温度。因此 ,地下土壤可作为空调热泵优良

的冷热源。近年来 ,地源热泵 ( GCHP) 在我国已经

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2 　地源热泵的原理

　　以土壤为热源或冷源的地源热泵是由一组水

平或竖直埋于地下的高强度塑料管 (也称地热换

热器) 和热泵机组构成 ,水或防冻剂溶液通过管路

进行循环 (该系统也称为闭式环路) 。夏季循环液

将室内热量释放给地下岩土层 ,同时蓄存热量以

备冬用 ,冬季将岩土层的热量提取出来释放给室

内空气 ,整个大地作为一个蓄热体。在地表一定

深度以下 ,岩土的温度基本恒定 ,它不受大气环境

温度的影响 ,因此这种地源热泵系统的效率比空

气源热泵的效率要高 ,又不受地下水资源的限制 ,

在欧、美等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地源热泵根据其地热换热器埋管方式的不同

可分为水平埋管地源热泵和竖直埋管地源热泵。

水平埋管换热器通常设置在深 110～210m 的地沟

内 ,它的寿命较长 ,初投资也低 ,但需要较大的场

地 ,它的性能也受到地表大气温度的影响。竖直

埋管的地热换热器的埋深大约在 30～150m ,由于

地下土壤的温度比较恒定 ,因此机组的效率也比

水平埋管的高 ,且占地面积小 ,是目前应用最广的

一种地源热泵 ,但它的投资要比水平式高。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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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最为广泛的竖直埋管方式是单 U 型管 ,本文

主要以竖直埋管的地源热泵作为研究对象。

3 　热泵机组设计存在的问题

地源热泵在我国的应用刚刚起步 ,大多数地

源热泵机组采用水2水热泵机组。目前国家也没

有统一的地源热泵制造标准 ,也没有相应的检测

制度 ,因此产品规格型号多种多样 ,而且各个厂家

标定的名义工况的性能参数也各不相同 ,因而难

以评价。近几年水2水热泵的生产厂家正在迅速

增加 ,大概近百家 ,但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却令人担

忧。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厂家技术力量薄弱 ,只根据购买的压缩机

和换热器的铭牌参数进行简单的组装 ,也没有机

组性能检测实验台 ,结果导致实际性能达不到样

本参数。另外由于选购的压缩机的产地不同 (来

自不同的国家) ,各个国家规定的名义工况也不相

同 ,因此即使标明的制冷量完全相同 ,其在实际运

行工况时的制冷量往往相差很大。

(2) 有些厂家将用于地下水源热泵的热泵机

组同用于地下埋管的热泵机组混淆 ,样本上标注

的性能均是以地下水的参数为标准计算的 ,因此

导致产品的实际性能与样本标注的性能相差较

大。通过实验测试发现 ,有些产品的实际性能还

达不到样本的 50 %。

(3) 有的热泵机组只根据夏季名义工况来配

置压缩机和换热器 ,结果在冬季制热时 ,制热性能

参数达不到要求。

(4) 有些产品只有名义工况的性能参数 ,而无

其它工况的性能参数图或参数表 ,这给设计人员

的选型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4 　地源热泵机组压缩机的选配

地源热泵机组设计的主要内容是压缩机的选

择和换热器及膨胀阀的匹配 ,其中压缩机的选择

是关键。用于热泵机组的压缩机的原理与普通的

制冷压缩机基本相同 ,只是它们各自的工作温度

的范围不同。

热泵系统主要是从低温热源吸热并向高温热

源放热 ,因此热泵用压缩机的蒸发温度必定要低

于低温热源的温度 ;冷凝温度必定要高于高温热

源的温度。从原理上看各类压缩机都可用于制冷

系统和热泵中 ,但必须根据各自的运行工况进行

设计 ,若压缩机的工作条件不超过制冷压缩机规

定的工作条件 ,则可以直接采用一般的制冷压缩

机。对于地源热泵用的压缩机 ,当工作在寒冷地

区时 ,地下土壤的温度较低 ,蒸发温度也较低 ;而

冬季供热时要求其供水温度至少在 45～50 ℃,因

此其至少要能在蒸发温度 - 15 ℃,冷凝温度 55 ℃

的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由此可见 ,地源热泵用

压缩机的工作范围远大于单纯用于制冷的压缩

机。另一方面 ,热泵用压缩机往往严冬酷暑都要

用 ,每年累计的运行时间长 ,工况变化范围大 ,因

此对它的可靠性要求高 ,使用寿命要长。

411 　热泵用压缩机的名义工况

压缩机的实际性能与它的运行工况有关 ,即

与实际的蒸发温度和冷凝温度有关。对地源热泵

机组 ,由于机组的实际运行工况与名义工况相差

较大 ,而且热泵机组冬、夏季运行工况也相差较

大 ,如何选配压缩机才能保证冬、夏季均满足设计

要求 ,这正是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我

们编制了计算机模拟软件 ,对地源热泵机组的性

能进行动态仿真 ,针对不同的运行工况 ,合理的选

配压缩机。

目前热泵机组所用的压缩机多为容积式 ,其

中全封闭活塞式和半封闭螺杆式应用最广。美国

空调制冷协会 (ARI) 规定的用于热泵压缩机的标

准额定工况见表 1[7 ] 。我国机械行业标准 JB/ T

7666 - 1995 规定了用于制冷和制热的水源类热泵

型压缩机及机组的名义工况如表 2。
　表 1 　用于热泵压缩机的 ARI标准额定工况 ( ℃) 　

类别 蒸发温度冷凝温度吸气温度液体温度

空气源 (制冷) 7. 2 54. 4 18. 3 46. 1

空气源 (高温制热) - 1. 1 43. 3 4. 4 35

空气源 (低温制热) - 15 35 - 3. 9 26. 7

水源 (制冷与制热) 7. 2 48. 9 18. 3 40. 6
　　注 :环境温度为 35 ℃。

表 2 　我国热泵压缩机的名义工况 ( ℃) 　

类别 蒸发温度冷凝温度吸气温度液体温度

空气源 (制冷) 7 55 18 50

空气源 (高温制热) - 1 43 10 38

空气源 (低温制热) - 15 35 - 4 26. 7

水源 (制冷与制热) 7 49 18 40. 6
　　注 :环境温度为 35 ℃。

我国标准与美国标准比较接近 ,国标水源类

热泵名义工况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地下水源热泵而

制定的 ,而对地下埋管的地源热泵机组 ,由于它的

运行工况与水源热泵机组相差较大 ,因此针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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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设计以及系统设计等都缺乏相应的标准与规

范。

412 　地源热泵压缩机的实际运行工况

地源热泵机组的制冷量和制热量主要与系统

的实际运行工况有关 ,而机组的运行工况是由空

调所需的冷、热源温度及地热换热器出口温度所

决定的。地热换热器出口水温主要与地热换热器

的长度、土壤的热物性、地下土壤温度、建筑物负

荷及运行时间等多种因素有关。地下深层未受干

扰的土壤温度近似为当地年平均气温。在土壤热

物性和建筑物负荷一定的条件下 ,地热换热器的

出口水温主要与地热换热器的长度和连续运行时

间有关。在相同负荷的条件下 ,地热换热器的长

度越长 ,夏季地热换热器的出口水温就越低 (冬季

地热换热器的出水温度就越高) ,机组的制冷量

(或制热量) 就越大 ,机组的性能系数也越高。但

夏季出口水温越低 (冬季越高) ,所需地热换热器

的长度就越长 ,初投资就越高。因此在设计地热

换热器的长度时 ,应从经济角度综合考虑多方面

的因素 ,选取合理的长度。通过我们自己编制的

地热换热器的设计计算软件对山东建筑工程学院

报告厅地源热泵空调系统进行了模拟计算 ,结果

见表 3。

表 3 　地热换热器出口水温与换热器长度的关系
模式 制冷 制热

地热换热器设计
出口水温 ( ℃)

30 35 40 45 10 8 5 2

所需地热换热器
相对长度 ( %)

100 85 68 65 100 89 61 60

　　注 :当地土壤温度为 15 ℃,土壤导热系数为 1. 53W/ (m2·℃) 。

由表 3 可见 ,在夏季制冷时 ,随着出口水温的

降低 ,所需地热换热器的长度增加 ,而且地热换热

器的长度对冬季出口水温影响较大。因此在设计

地源热泵机组时 ,究竟应该如何确定机组的入口

水温 ,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 ,这涉及到地源

热泵系统最佳经济性分析。由于地源热泵在中国

的应用刚刚起步 ,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根据文

献[2 ]建议 ,夏季地热换热器的设计出口温度一般

为土壤温度加上 11～14 ℃,冬季的设计出口温度

为土壤温度减去 8～11 ℃。

41211 　机组夏季运行工况

确定机组的设计工况即确定制冷剂的蒸发温

度和冷凝温度。夏季蒸发温度主要与空调冷冻水

的进、出水温度有关 ;冷凝温度主要与地热换热器

的出口温度及运行时间有关。目前空调工程中 ,

夏季冷冻水设计供水温度一般为 7 ℃,因此可确

定蒸发温度为 0 ℃。以济南地区土壤温度 15 ℃为

例 ,根据文献 [ 2 ] ,夏季冷凝温度可设定为 40 ℃,

计算实际运行工况冷凝温度。

2000 年 ,为了研究垂直埋管的地源热泵系统

的实际性能 ,我们建立了一套地下埋管的地源热

泵空调系统为学院的图书馆和学生自习室供冷供

热。由于国内无合适的地源热泵机组 ,由企业赠

送了一台水2水热泵机组。该机组采用两台全封

闭活塞式压缩机 ,冷凝器和蒸发器均采用套管式

换热器 ,机组名义工况制冷量为 130kW ,制热量为

137kW。地热换热器的总埋深为 1550m ,机组冷热

工况转换采用外转换方式 (即水侧转换方式) ,机

组夏季为图书馆提供冷冻水 ,冬季提供 40 ℃左右

的温水采用地板辐射供热方式为学生自习室供

暖。对机组夏季运行工况的测试表明 :随着运行

时间的增加 ,机组冷却水进口温度不断升高 ,最高

可达 45 ℃,机组所提供的冷冻水的最低温度为

10 ℃。分析表明 ,机组夏季最不利运行工况的蒸

发温度为 5 ℃、冷凝温度为 55 ℃, 实际制冷量为

100kW左右。冷凝温度较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原因 :一是由于图书馆夏季的冷负荷太大 ,冷冻

水的回水温度太高 ,因此导致了机组冷凝温度提

高 ;二是地下环路的流量太小 ,地热换热器的传热

量减少 ,使得进入机组的冷却水温度升高 ,因此冷

凝温度也随之升高 ;三是配置的压缩机排气量较

小 ,即使在冷凝温度较低的时候 ,机组的制冷量也

远低于名义工况的制冷量。由实测结果可见 ,当

机组长时间连续运行时 ,地源热泵机组夏季的实

际运行工况比较接近于空气源热泵的夏季名义工

况 ,但与文献[2 ]建议的工况相差较大。

41212 　机组冬季运行工况

国标中规定水源热泵冬季制热时热水的设计

供水温度为 45 ℃,因此要求机组的冷凝温度应在

50 ℃左右。根据文献[2 ]中建议 ,济南地区冬季地

热换热器的出口温度为 5 ℃。假定蒸发器的最小

传热温差及地下环路流体温差均为 5 ℃,则蒸发

温度约为 - 5 ℃。根据分析得出冬季运行工况参

数见表 4。

冬季制热时 ,通过热泵机组提供温水 ,采用地

板辐射供暖的形式为学生自习室供暖。初期在地

热换热器中全部采用水作为循环介质 ,因此压缩

机设定的保护温度为介质出口温度 (2 ℃) 。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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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出口水温低于 2 ℃时 ,其中一台压缩机停止工

作。实际运行结果表明 ,在机组开机 3～4h 后 ,机

组循环介质出口温度即达 0. 5 ℃左右 ,其中一台

压缩机即停止工作。在工况稳定后 ,机组的供水

温度一般在 45～47 ℃,地热换热器的进出口温度

在 2～5 ℃,单台压缩机运行时的制热量为 55kW。

另外由于自习室的负荷较小 ,而且地板的蓄热能

力大。因此在测试的大部分时间内 ,一直是一台

压缩机在运行 ,而且制热量比较稳定。当增加系

统的热负荷时 ,地热换热器的循环介质 (乙二醇溶

液) 的进、出口温度迅速降低 ,两台压缩机同时运

行 ,工况稳定后 ,机组循环介质的出口温度在 0 ℃

左右 ,热水的供水温度在 43 ℃左右 ,机组的实际

制热量为 70kW 左右。所以冬季运行时 ,实际的

蒸发温度在 - 5 ℃左右 ,冷凝温度在 50 ℃左右。

实测结果与我们分析的结果比较吻合。针对这个

工程的实际运行工况见表 4。
表 4 　地源热泵机组实际运行工况

与国标名义工况
温度 ( ℃) 夏季制冷工况冬季制热工况 国标名义工况

蒸发 5 - 5 7

吸气 10 0 18

冷凝 55 50 49

液体 52 47 44

413 　不同工况压缩机的性能比较

下面以名义制冷量为 60kW 的活塞式压缩机

为例 ,进行压缩机的校核计算。首先根据国标中

规定的热泵压缩机的名义工况参数进行热力计

算 ,求出实际所需压缩机的理论排气量 ,然后采用

同一压缩机对表 4 中的工况进行热力校核计算 ,

结果见表 5。
表 5 　同一压缩机不同工况时的性能比较

工况
制冷量

(kW)
制热量

(kW)
放热量

(kW)
吸热量

(kW)
输入功率

(kW)
制冷性
能系数

夏季制冷 4818 6310 2212 212

冬季制热 3712 2717 1419 215

国际名义 60 7312 2017 219

　　从表 5 可以看出 ,若仅仅根据压缩机的名义

工况标定的制冷量选配压缩机用于地源热泵系统

时 ,压缩机所能提供的制冷量最大只能达到名义

工况的 80 % , ; 制热量仅为名义工况制冷量的

50 %左右。这与我们的现场测试结果比较吻合。

当然 ,上述计算结果只是针对济南地区的土壤条

件来计算的。当地下土壤的温度变化时 ,压缩机

的运行工况也会发生变化。例如我国的南方和北

方地区 ,地下土壤或地下水的温度就相差较大。

因此在为热泵机组匹配压缩机时 ,应该根据不同

的温度条件进行热力计算 ,而且压缩机的配置应

能满足最不利工况。另外 ,由于冬、夏季压缩机的

运行工况也不同 ,应首先确定机组的使用条件 ,即

是在以冷负荷为主还是热负荷为主 ,然后确定压

缩机的设计工况。

414 　热泵压缩机的设计工况

对地源热泵机组 ,由于它的运行工况与热泵

机组的使用地点、使用条件 (即是单冷、冷热两用

还是制热) 等有关 ,因此在不同地方 ,机组的运行

工况相差较大 ,所以对热泵机组的压缩机的选配

应根据不同的使用地区 ,即不同的土壤温度来确

定不同的设计工况。例如在我国的南方地区 ,地

下水或土壤的温度较高 ,一般在 15～20 ℃,而且

是以冷负荷为主 ,因此热泵机组的压缩机可以夏

季运行工况作为设计工况。在我国的东北地区 ,

地下土壤温度很低 ,一般低于 10 ℃,而且是以热

负荷为主 ,因此应以冬季制热工况为设计工况 ,然

后对夏季工况进行校核。而在山东地区 ,热泵机

组既需制冷又需制热 ,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不

同 ,冷热负荷所占的比例不同 ,所以压缩机的设计

工况应以冬、夏季的最不利运行工况作为设计工

况。

下面我们以土壤温度分别为 10 ℃和 20 ℃为

例 ,对同一压缩机在不同工况下的性能参数进行

热力计算。计算条件为 :活塞式压缩机 ,理论排气

量为 60m3/ h ,制冷剂为 R22 ,所有工况的吸气过热

度均为 5 ℃,制冷剂液体过冷度均为 3 ℃,所需冷

冻水的供回水温度分别为 7～12 ℃,冬季热水的

供回水温度分别为 40～45 ℃,由此确定的计算工

况见表 6。

从表 6 中我们可以看出 ,对采用同一压缩机

的热泵机组在不同的土壤温度时 ,压缩机制冷量

和制热量变化较大。在夏季制冷工况时 ,土壤温

度为 10 ℃时的制冷量比 20 ℃的制冷量要大 15 % ,

而在冬季时制热量却减少了 32 %。这说明地下

土壤的温度对制热量影响较大。由此可见 ,压缩

机的配置应根据具体的使用条件来设计 ,尤其是

对于我国比较寒冷的北方地区 ,若按国标名义工

况来选配压缩机 ,实际制热量只能达到名义工况

的 5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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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土壤温度 GCHP的运行工况及性能参数
参数名称 夏季制冷工况冬季制热工况

地层深处土壤温度 ( ℃) 10 20 10 20

地热换热器进口温度 ( ℃) 30 40 - 5 5

地热换热器出口温度 ( ℃) 25 35 0 10

冷冻水 (热水)进口温度 ( ℃) 7 7 40 40

冷冻水 (热水)出口温度 ( ℃) 12 12 45 45

蒸发温度 ( ℃) 0 0 - 10 0

吸气过热度 ( ℃) 5 5 5 5

冷凝温度 ( ℃) 35 45 50 50

液体温度 ( ℃) 32 42 47 47

制冷量或吸热量 (kW) 43. 1 37. 3 21. 8 34. 6

放热量或制热量 (kW) 50. 8 46. 8 30. 5 44. 7

电机输入功率 (kW) 12 14. 7 13. 7 16. 8

机组性能系数 3. 6 2. 5 2. 2 3. 2

5 　结论

对地源热泵机组 ,若仅仅以国标名义工况标

定的容量来选配压缩机 ,无论是冬季或夏季均达

不到设计要求。在实际计算时 ,应以热泵系统实

际的运行工况作为设计工况来选配压缩机。在我

国的南方地区 ,一般以冷负荷为主 ,在选配压缩机

时 ,应以夏季运行工况作为设计工况。在冷、热负

荷相差不大的地区 ,应以冬、夏季的最不利工况作

为设计工况来匹配压缩机 ,在热负荷较大 ,且热负

荷为主的地区 (如我国的东北地区) ,压缩机的选

择应以冬季工况作为设计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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