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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
1
 

太阳照射到地球表面驱动水循环，蒸发海洋、湖泊、河流和大地

的水份，形成了对流层空气中的水蒸气（也称为水汽）。水分子从液

态到气态的蒸发过程吸收了大量太阳和地面辐射的热量，空气中的水

汽因此蕴藏着超大规模而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太阳热能 –水汽

能。能否通过创新的技术，把这个白天黑夜都无处不在、规模巨大的

能源资源开发出来，代替化石能源来制冷取暖，同时克服传统太阳能

的区域性和间歇性问题？ 

在此领域，扬州辛普森中央空调制造有限公司的王志林和湖南秋

克热源塔热泵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的刘秋克以及长沙东尤工程设备有

限公司的黄国和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在湖南的湘西、邵阳和娄底、

江浙沪等地的项目上与各地经销商、安装公司、以及湖南大学合作进

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王志林的开式热源塔技术和刘秋克的闭式热源

塔技术等早期技术研究可总结为第一、二代的开式热源塔热泵技术和

第三、四代的闭式热源塔热泵技术。前四代技术都可以吸收空气温度

变化释放的热量(即“显热”)和水蒸气相变释放的热量(即“潜热”)，

再通过热泵技术将低品位的热能提升为高品位热能，替代化石能源燃

                                                             
1免责申明：本报告是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应湖南东尤水汽能产业集团公司的委托所做的评估与

分析，信息来自于湖南东尤水汽能产业集团公司及网络，俱乐部秘书处无法一一核实。对于任何商业机构

或个人依据本报告的结论性意见所做出的投资或其他商业决定可能导致的任何风险、损失、损害、成本支

出、索赔或其他权利主张，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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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放热，实现夏季制冷，冬季供暖，并常年提供生活热水。然而，早

期技术对水汽冷凝变为液体过程中释放热量的数量、方法与规律缺乏

深刻认识。在积累研发、生产和安装工程技术的经验基础上，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和江苏辛普森新能源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上述三家公司

以及国家空调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湖南大学等单位编制了国家级

的行业协会标准《热源塔热泵系统应用技术规程》，对此技术的应用

进行了初步规范。但在初期实际工程案例中，开式热源塔热泵出现了

很多问题，制热应用效果很不稳定，溶液添加数量过多、溶液浓缩成

本高且浓缩量少，甚至还出现抗冻剂腐蚀管道设备和影响周边环境的

问题；而闭式热源塔热泵面临成本高、操作复杂、低温高湿时结霜等

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热源塔热泵技术的成熟与规模化的推广。 

湖南东尤节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东尤”）的水汽能热泵

对开式和闭式热源塔进行了创造性改良，并利用常温蒸发浓缩溶液的

方式辅以自动化控制，解决了开式热源塔在水蒸气冷凝后稀释防冻液，

因溶液浓度降低导致吸热效果差等运行稳定性问题。此项开式换热、

主机闭式循环，冷凝水冷量回收、防冻液浓度控制简单的热泵空调系

统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标志着该公司水汽能热泵的问世。同时，因其

运行过程可吸附空气中大量的污染物并产生大量伴生的冷凝水，该技

术的全面推广不仅可在取暖和制冷领域代替化石能源，还可改善空气

质量，并且具有治理雾霾并为干旱地区提供淡水的研发潜力，应用前

景非常广阔。 

2017 年 2 月 25 日，作为其“清洁能源技术评估与推广平台（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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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TAD）”系列评估的第四个项目，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组织专

家对湖南东尤的水汽能型热泵技术进行评估与推广。 

本文根据当天研讨会所提供的材料，就水汽能的概念及储能潜力，

水汽能热泵技术的发展过程、技术特点和实际案例作一简单介绍。 

 

一、 水汽能概念及潜力 

空气中的水蒸气蕴含了大量的低品位热能，在低温高湿的气候环

境下，湿空气中“潜热”含量较高。水分子相当于一个蓄热载体，蒸

发过程会吸收热量，而凝结过程则会释放热量。水汽能热泵技术主要

是获取水蒸气的潜热，同时通过多次热交换取得空气里的显热，但

以潜热为主。 

在当天的会议上，清华大学化工系谢新佑教授进行了估算： 

1、在理想状况并不考虑其它能源消耗的情况下，在 10度的温

度条件下，1 公斤水蒸气凝结成 1 公斤液体，可释放 593 千卡的热

量，相当于 85 克标准煤所包含的热值。其低温情况的潜热比高温

情况的潜热还要大：1 公斤 100 度的水蒸气变成 100 度的水只能获

得 540千卡热量，而 1 公斤 0 度的水蒸气变成 0 度的水就可以放出

596 千卡。因此，大气层空气里面的水蒸气是一个规模巨大的能源

储库。 

2、生产淡水方面，假设在大气压下，在温度为 36℃、相对湿

度是 20%的条件下，冷凝 1 立方米的空气到 6 度能够获得 5.3 克

水。一台每分钟输气量为 400 立方米的冷凝泵，每天可生产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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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3 公斤的冷凝水。而在温度为 40 度，相对湿度 20%的沙漠进行

冷却制水，这台泵每天就可以得到 4.15 吨淡水。 

因此，水汽能热泵既可以从空中提取热量，又能够取水。 

 

二、 水汽能热泵的由来 

2.1、热源塔热泵原理 

在长江以南冬天低温高湿的气候条件下，传统的空气源热泵因窄

翅片结构和设计的蒸发器传热温差大，会出现结霜低效率的现象，甚

至造成压缩机损坏；同时需辅以高品位电热能及矿物燃料为辅助能源，

使得能耗提高，效率降低。 

针对上述问题，2002 年，曾为南京家电研究所所长的王志林等人

研究出了热源塔热泵系统（开式），原理是将冷却塔改造，利用抗冻

剂溶液的不结冰的特性吸收水蒸气的热量。王志林于 2007 年获得了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热源塔的实用专利，是开式热源塔换热技术。 2008

年，刘秋克申请并获得授权热源塔热泵发明专利，该技术的特点是利

用闭式热源塔进行换热。刘秋克一共获得了《一种热源塔热泵》、《闭

式热源塔》和《一种太阳能次生源热源塔热泵集成装置》三项发明专

利，均为闭式热源塔技术。 

技术原理上，热源塔热泵是低品位热源提升设备，利用低于冰点

载体介质，通过输入少量高品位能源，实现小温差传热系统，有效的

吸收空气中的潜热（水蒸气相变变化）和显热（温度变化），无需锅

炉或电热等辅助热源，对建筑物进行供热、制冷，以及提供热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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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皆可用。在冬季，热源塔直接采集室外低品位能，利用低焓值循环

溶液在换热层表面与焓值较高的湿冷空气充分接触，冷凝空气中的水

分并获取所释放的热量，为水循环热泵空调提供热源。该热泵系统比

传统空气源热泵结霜温度低，大大减少了结霜机率。在夏季，热源塔

为冷源塔，是直接蒸发冷却设备。冷源塔利用高焓值循环水与低焓值

空气充分接触，水的蒸发使得循环水温度降低，为水循环制冷空调提

供了温度较低的冷源。 

热源塔热泵系统主要由热源塔、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溶液

膨胀罐、负荷泵、热源泵等设备组成，分为开式热源塔热泵和闭式热

源塔热泵两类。开式热源塔热泵技术将低于湿球温度的防冻液，夏季

为水，均匀喷洒在凹凸型波板换热填料层上，防冻溶液膜直接与空气

接触换热。该应用存在冬季有溶液飘失、塔体易结露，水量风量无法

调节、防冻液浓度控制困难等问题，需应用溶液浓度监测及浓缩装置，

加药装置和补水装置，以及高效压缩系统设备等以提高运行效率。闭

式热源塔热泵在开式塔的基础上，采用低温宽带换热器，空气经过多

层宽带换热翅片在换热器表面逆向流通，形成热交换。防冻液或水在

换热器管内循环流动，不与空气直接接触，冬季采用蓄热传热介质内

循环间歇性融霜，夏季采用水外喷淋蒸发冷却强化换热。但该技术需

要增加水量及风量，提高换热效果。 

 

2.2. 热源塔热泵技术所能解决的问题 

解决结霜问题：传统空气源热泵霜堵源于湿空气与蒸发器存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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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传热温差，开式热源塔热泵利用特定防冻液与空气直接接触进行热

交换，闭式热源塔热泵内置溶液利用小温差传热，相变过程中形成松

散的雪花发热过程，雪花会随循环空气排除，减少结霜几率。 

节约能源和资源：相比于普通中央空调（单冷机+锅炉），热源塔

热泵能耗更低；避免了传统空气源热泵频繁化霜的问题，无需电辅助

加热设施；克服了地源热泵、水源热泵中央空调打井、管道铺设、城

市中心地带没地方埋管以及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缺乏的地域限制，与传

统锅炉系统比占地面积小。 

环保低碳：在制热过程中本身无任何直接燃烧化学反应，消耗电

量间接有较低的碳排放；在运行过程中，环境空气所携带的灰尘、粉

尘颗粒被吸附在液滴表面，沉积在设备内部，一定程度上对空气起到

了净化作用；不会对水质、地下水压、地表水环境等造成影响，不需

要勘探、采掘、运输过程。 

安全：没有锅炉，没有煤气泄露或爆炸的危险。 

经济方便：单位面积投资成本比地源热泵和水源热泵低，运行费

用低，安装快捷。 

高效、一机三用、全天候工作：COP 可达到 3.5~4.0（随室外气温

变化和采用的不同冷凝温度而变化），可利用一套设备同时供热、供

冷和热水供应。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冬季采暖夏季制冷效果达到设

计要求。雨雪天气以及夜晚都可以工作。 

运行维护简便，节省人力：如果结合自动化控制，每班只需一个

人值班即可，而 10 万平方米以上小区燃煤锅炉房每班则需 4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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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水汽能热泵概念的诞生 

2007 年成立的“湖南东尤”（www.dongyougroup.com）前身是长

沙东尤工程设备有限公司。该公司在 2012 年安装和调试冷水江政府

行政大楼热源塔热泵系统的过程中，成功解决了防冻液吸收水蒸气冷

凝水后稀释的问题，并为此专门申请并获得了《一种基于湿蒸发的冷

浓缩系统》的发明专利。此外，该公司在已有开式热源塔热泵技术基

础上做了许多改进，申请并获得了《一种全天候太阳能热泵空调系统》、

《一种全天候太阳能水源热泵空调系统》、《一种应用全天候太阳能供

热的空调系统改造方法及设备的》发明专利。 

 

在此基础上，该公司董事长黄国和先生于 2015 年首次提出"水汽

能"的概念，将空气中水蒸气所含的热量定义为“水汽能”，并在湖南

省版权局申请获得了国家版权局的“水汽能”文字作品登记证书，并

将其全天候太阳能热源塔热泵命名为水汽能型热源塔热泵，简称“水

汽能热泵”。该公司之后又将热源塔命名为“水汽能提纯平台”，并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获得了国家版权局的作品登记证书。 

 

2017 年公司再次更名为“湖南东尤水汽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并准备东尤集团公司的组建工作。 

 

三、水汽能热泵空调技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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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汽能热泵空调系统主要由水汽能收集器（水汽能提纯平台）、

水汽能热泵机组、水汽能运输系统、水汽能利用系统构成，见下图。

水汽能收集器放置于建筑的室外（屋顶或者裙房楼顶），水汽能热泵

机组放置在建筑地下机房内。 

Figure 1 水汽能热泵空调系统 

 
来源：湖南东尤节能有限公司宣讲材料， 2017-02-25 

 

水汽能提纯平台外观与冷却塔相似，顶部安装风机，室外空气从

外向内流过。在冬季供热工况下，防冻液从水汽能提纯平台上方通入，

一方面使空气的温度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低温空气中的水蒸气遇

冷凝结，释放出潜热，防冻液既吸收了空气温度下降的显热，也吸收

了潜热，实现全热换热。 

水汽能收集器 水汽能热泵 

水汽能运输系统 水汽能利用系统 

空气中的水汽 

最终室内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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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水汽能提纯平台原理 

 
来源：湖南东尤节能有限公司宣讲材料， 2017-02-25 

 

水汽能运输系统中的外循环水泵将外循环液在水汽能收集器与

水汽能热泵之间来回循环（室外循环液在冬季为防冻液，在低温下不

结冰，不板结，具有较好的流动性与热交换率，在夏季为普通的自来

水）。同时，利用水汽能运输系统中的内循环水泵将内循环液在水汽

能热泵与水汽能利用系统中的室内设备之间来回循环。 

水汽能热泵在冬季，低温防冻液在水汽能收集器中吸收空气中水

汽的显热与潜热，温度升高；温度升高后的防冻液在外循环水泵的作

用下进入水汽能热泵，水汽能热泵工作后将热量品质提升、温度提高，

将热量传递给内循环液，内循环液在内循环水泵的作用下流入水汽能

利用系统设备，从而将热量传递到水汽能利用系统到用户。在夏季，

内循环液在水汽能利用系统设备中将最终室内用户的热量提取出来，

通过内循环水泵传递给水汽能热泵，水汽能热泵将这部分热量传递给

外循环液，外循环液在外循环水泵的作用下进入水汽能提纯平台内，

通过水汽能提纯平台将热量传递给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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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冬季工况详细工作原理，如下图： 

1、在初级能量交换器中，低沸点的液态提升工质吸收水汽能中

的热量后直接蒸发为气态，热量由一级水汽能运输系统从初级能量交

换器中转移到了提升工质内，气态提升工质在膨胀压力下流动。 

2、有部分液态提升工质未能完全汽化，故在初级能量交换器的

末端设置有气液分离装置，将此部分未液化的提升工质储存起来，一

方面防止液态提升工质进入压缩机造成压缩机的损伤，另一方面为系

统容纳部分提升工质，稳定系统工作状态。 

3、在流动压力下，气态提升工质进入高效低温初级压缩机内，

提升工质进一步被压缩，压缩后的提升工质呈现为高温高压气态，在

此状态下，提升工质不仅具有从初级能量交换器内吸收来的能量，同

样也吸收了压缩机压缩过程中转变的能量，从而具有了高焓值、高能

量，水汽能品质由此得到了提升。 

4、气态提升工质被压缩后在压力作用下流入中级能量交换器，

将其在初级能量交换器内和压缩机内所获得的能量传递给二级水汽

能运输系统，自身冷凝为液态。二级水汽能运输系统内的运输介质在

中级能量交换器中吸收了提升工质中的能量，介质温度上升从而提供

给水汽能利用系统。 

5、液态提升工质离开中级能量交换器后进入绝热膨胀节流装置，

在此装置内液态提升工质进行等焓绝热膨胀，压力与温度下降后再次

进入初级能量交换器中从而进行下一个能量提升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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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水汽能热泵原理图  

 
来源：湖南东尤节能有限公司宣讲材料， 2017-02-25 

 

三、 水汽能热泵技术特点 

据湖南东尤介绍，水汽能热泵基于热源塔热泵技术，采用开式换

热，闭式循环，具有以下技术特性： 

1、热源塔内工艺改进，采用水汽能收集器、消噪汽雾分离器，降

低飘水率，并采用无缝拼接防渗漏办法。 

2、采用基于湿蒸发的冷浓缩系统专利技术，应对开式热源塔防

冻液浓度被稀释的问题，在规定条件下启动冷浓缩系统，将浓缩后的

高浓度的溶液储存起来，按自动控制系统的检测适时将高浓度溶液注

入热量输送系统。 

3、防冻液溶质做了改进，从最初氯盐溶液、到添加了防腐阻垢

增光剂的盐溶液、单纯的醇类物质，过渡到目前混合使用混合类醇类

物质和添加了部分无机盐和碱类物质的水溶液，另外防冻液的喷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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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多种形式。 

4、预防和减少热泵主机蒸发器的内铜管结垢，热泵空调系统冬

天将蒸发器（夏天为冷凝器）内换热铜管连接加长到外面，以满液式

换热方式换热。 

5、运维简单，使用热泵节能自动控制和监控系统。 

6、节约投资和运维成本，根据湖南东尤的数据估算，以四万平

米公共建筑空调系统为例，水汽能热泵在投资和运维成本上明显优于

电制冷主机+燃气锅炉的方案；与一体化燃气直燃机组相比，投资成

本基本相当或略高，设计寿命稍短，但在运维费用上有优势，且仅靠

电能驱动。 

 

四、 水汽能热泵技术优势 

除继承了热源塔热泵技术的优点外，水汽能技术具有以下优势： 

一、替代化石能源：释放空气中的水汽所储存的太阳能热量来代

替化石能源燃烧，淘汰锅炉，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提高能源安全。 

二、产生淡水：利用人工温差，具备制取水蒸汽转化而成的空中

泉水的潜力。 

三、缓解气候变化：通过利用水汽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有

助于应对气候变化。 

四、治理雾霾：运营过程不仅不直接燃烧化石燃料，还可以液化

水蒸气来减少雾霾形成条件，同时过滤和净化空气中的污染物。水汽

能提纯平台在与空气中的水蒸汽进行热量交换的同时，将空气中的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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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和颗粒都进行了过滤和净化，过滤 PM2.5。 

五、节能高效：根据湖南东尤的数据，水汽能热泵比普通的中央

空调节能 35%--60%，比常规油气锅炉或油气直燃机供空调和生活热

水方式节能效果明显。比普通空气能热泵的效率更高，在低温工况结

霜和低效方面有技术突破。 

  六、 经济： “水汽能”热泵避免了地源热泵、水源热泵中央空调

打井、管道铺设。根据湖南东尤的数据，该技术投资成本比地源热泵

和水源热泵低 30%，且设备集中占地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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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水汽能热泵的应用领域及案例 

水汽能热泵目前已在湖南省试点，主要应用于暖通领域的公共建

筑中央空调供热制冷，试点效果能够达到设计要求，完成冬季低温制

热、夏季高温制冷、供应生活热水的任务。且该系统设备对土地和水

源要求相比与水源和地源热泵小，安装方便，比较适合在城市使用。

尤其以目前的技术，在低温高湿地区有一定的优势。现有和潜在的应

用领域包括： 

 凡是需要取暖和制冷或供热水的公共建筑物：商城、酒店、学

校、机场、车站、宾馆、医院、写字楼、集中取暖和空调的居

民小区、博物馆、展览馆等； 

 分布式工业园区和独栋别墅空调系统； 

 海岛建筑物和大型船舶的空调和淡水供应等。 

 

湖南省冷水江市行政大楼项目 

建筑面积：总建筑面积 35819.5 平方米，建筑高度 60.60 米，为

一类高层建筑。分为一栋主楼，两栋辅楼，地下 1 层为地下车库、设

备用房，地上 16 层为办公、会议室及多媒体放映室等。夏季总制冷

负荷 3740kW，冬季空调热负荷 3000kW，安装使用系数 0.8 来计算，

系统所需总冷负荷 3000kW，总热负荷 2400kW。 

中央空调：改造升级后现为水汽能热泵3台，额定制冷量1021kW/

台，额定制热量 827kW/台，水汽能提纯平台 3 台。 2012 年建成投

用，主机运行情况良好，驱动电源约 500kW，年制冷制热总耗电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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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度。冬季出水 45 度左右、夏季 7 度左右，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投运头三天的第三方检测数据显示，冬季下午室外温度 4℃，

湿度 93%左右的气候条件下，系统的 COP 在 2.8 到 4.47 之间，冷温

水出水温度为 44℃-45℃（见下表），平均制热 COP 值为 3.5，达到规

范要求和设计要求，在 2014 年雨雪天气正常供暖。经过湖南东尤对

防冻液的溶质的调整，以及浓缩装置的加装和改良，2015 年底将第二

代的热源塔热泵地改装为第六代水汽能热泵系统，截至目前运行稳定。 

 

 
来源：湖南东尤节能有限公司材料， 2017-02-25 

Figure 5 冷水江政府热泵空调机组 2012 年投运后 COP 测试结果 

来源：湖南东尤节能有限公司材料， 2017-02-25 

Figure 4 湖南省冷水江市行政大楼应用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