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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武汉蓝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在中国机械

行业百强企业暨中国最大制冷空调企业—大连

冰山集团及西安交通大学国家压缩机工程研究

中心和清华大学车船动力中心共同支持和推动

下，由冰山集团旗下武汉新世界制冷工业有限

公司、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琦通新能源设备有限

公司及战略合作投资方共同出资组建的进行节

能产品研发、制造及技术与工程服务的高新技

术企业。 

COMPANY  

                     PROFILE 蓝宁能源 



公司介绍 

始建于1930年； 

1993年大冷A股在深交所上市同时易名为大连冷冻

机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以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组成

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从此走上了集团化发展道路。 

冰山集团生产经营连续多年高速发展，在工业制冷

行业中多年来一直处于排头兵地位，是中国机械工业

100强和中国国有优秀企业500家及国家重点支持520

家企业之一。 

“冰山”牌商标是中国工业制冷空调行业唯一的驰

名商标，是国家重点支持和发展的出口名牌。  

COMPANY  

                     PROFILE 冰山集团 



公司介绍 

集团资产：124亿元     集团员工：1.2万人 

出资企业：42家 

【其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家；内资公司24家；

中外合资公司17】 

 中国机械行业排名：连续13年排名在40名以内，

2018年第28名 

 88年的历史积淀，中国制冷空调行业第一家上

市公司 

智能制造示范基地            冷热电技术创新中心 

冰山以“引领创新、创造价值”为经营理念，以冷热技

术为核心，构建了以大连、武汉、常州为支撑的冷热产

业基地，建立了完整的冷热产业链，并把精心打造的冷

热产品链主动向冷热价值链升级，不断拓展冷热生态圈。 

冰山依托物联网、云平台，依托绿色智能的冷热产业集

群，依托覆盖全国的市场平台，从线上到线下，为农业、

工业、商业提供安全、绿色、智能的全产业链冷热产品，

服务和综合解决方案，引领我国冷热事业供给侧的结构

性改变。开辟了五大洲、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 

近20年来，冰山持续保持中国制冷工业的领军企业地位。 

是我国唯一掌握主要制冷核心技术的绿色装备制造企业。 



发电及节能事业领域 

 发电  
节能 

水蒸汽 
膨胀发电 

天然气 
膨胀发电 

压缩气 
膨胀发电 

水蒸汽 
压缩机 

低压螺杆 
鼓风机 

透平 
膨胀发电 

高温热泵 

ORC 
膨胀发电 



分温区的工业余热 

20℃ 120℃ 160℃ 200℃ 

低温水、系统冷却余热 
低温蒸汽、热油类余热 

高温蒸汽、烟气类余热 

<100℃热水余热 

 制冷系统冷却水：37℃； 

 生产、生活污水：~35℃； 

 矿井涌水：~30℃； 

 油田污水：~40℃； 

 啤酒厂工艺废水：65~70℃ 

化工废蒸汽：≤100℃ 

100~200℃蒸汽、热油类余热 

 化工废蒸汽：100~200℃； 

工业窑炉排气：110~180℃； 

 工业烘干废气：~120℃； 

石化分离油：~200℃。 

>200℃蒸汽、烟气类余热 

 电厂二次蒸汽：280~320℃； 

内燃机排气：~300℃。 

Temperature Zones of Waste Heat  



20℃ 120℃ 160℃ 200℃ 

低温水、系统冷却余热 
热水、热油类、低压蒸汽余热 

高温蒸汽、烟气类余热 

20~75℃ 
    热泵 

>150℃高温水蒸汽 

烟气-热水/蒸汽 

水蒸汽螺杆膨胀发电 

75~150℃ 
水蒸汽再压缩 

75~200℃ 
ORC螺杆膨胀发电 

分温区的解决方案 
Recycling Solutions of Waste 

Heat 
 in Different Temperature Zone 



石化 

供暖 

采油 

食品 

屠宰 矿井 
化工 

玻璃 低温余热

回收应用

领域 

可广泛应用于几乎所有工业领域和民用供暖 

应用领域 Application Areas 



公司介绍 

浙江能源集团 

    省级能源类大型企业集团，注册资本100亿元，

2016年中国企业百强中排名201位； 

    负责浙江省全省内天然气的开发、买卖，建

设、经营、管理省级天然气输气管网；2014年，

浙能集团实现天然气销售及代输68.5亿Nm3。

根据《浙江省天然气管网专项规划》，浙江省将

建成甬台温线、金丽温线、西二线金衢地区配套

支线，预计2016年初步形成全省“大环网”格

局，天然气管网总长将达到1900公里，年输送

能力190亿Nm3以上。 

COMPANY  

                            PROFILE 战略合作方 



石油化工技术装备委员会技术中心 

公司介绍 



企业特点 

整合股东各方在研发设计、产品制造、
工程实践、产业配套等方面的优势资源 

发挥企业主体和产业化平台的积极作用 

坚持以节能环保高新技术产业化应用为己
任，为实现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发挥更
大作用为使命 

2 

4 

5 

利用产、学、研、销结合的一体化优势 3 

1 

公司介绍—企业特点 

国企控股（冰山集团） 



装备能力 
EQUIPMENT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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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能力 

数控火焰等离子切割机 

数控排版 

等离子水下切割 

容器孔洞一次成型 

 

保证容器/换热器内部洁净度 

 

核心技术：数控、计算机仿真 



装备能力 

数控卷筒机 

数控排版 

一次成型 

核心技术 

数控、计算机仿真 



中国的螺杆机工业历史 

中国第一台自主设计、加工的
螺杆机组由冰山集团完成 



我国能源现状 
ENERGY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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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变化 

2015年煤炭、石油、天然气共占88.2%，相比2010年下降3.2个百分点； 

化石能源消费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消费占绝大部分（与我国资源禀赋有 

    关，我国化石能源储量中煤炭占比超94%）； 

化石能源中相对清洁的天然气消费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10
8.50

1.30

5.90

63.70

18.60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核能 水力发电 其它可再生能源



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环境污染 



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化石能源仍将长期占据能源消费主要部分； 

我国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维持高位； 

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环境压力接近临界点； 

经济 

环境 能源 



能源战略解决方案 

开发新能源 

拓宽能源 
进口渠道 

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 

能源战略 

1、拓宽能源进口渠道（俄罗斯、

中亚、中东、非 洲、南美洲）； 

 

2、开发新能源（核能、太阳能、

风能、生物质能）； 

 

3、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开源节流： 



能源战略解决方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化石能源仍将长期占据能源消费主要部分 

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环境压力接近临界点 

能源利用效率有很大提升空间。 

如何提高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的利用效率，是解决当前能源消费结

构与环境污染之间、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之间的矛盾，促进能源需

求与环境改善以及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最重要最可行的途径。 



如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核心是提高一次能源
和二次能源的转换效率，尤其是余热/余压/
余冷的回收利用！ 



工业领域能源 
综合利用解决方案 

 
ENERGY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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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 

 核心   
 技术 

水蒸汽 
膨胀发电 ORC 

膨胀发电 
天然气 
膨胀发电 

压缩气 
膨胀发电 

水蒸汽 
压缩机 

高效换热器 
及换热技术 

透平 
膨胀发电 

高温热泵 



余热余压膨胀发电系列产品
和应用案例 

CUSTOMER CASE 

一 



水蒸汽/气体螺杆膨胀发电机组 

水蒸汽(带压力)、各种带压
气体 

余压类型 

利用水蒸汽压力直接膨胀，
推动膨胀机做功发电 

水蒸汽螺杆膨胀机 

利用气体压力(如管道天然
气)直接膨胀，推动膨胀机
做功发电 

气体螺杆膨胀机 



ORC螺杆膨胀发电机组 

有机工质朗肯循环，以有机工质替
代水蒸汽，将中、低品位热能通过
螺杆膨胀机转化为机械能，进而发
电利用。 

ORC（Organic Rankine Cycle） 

水蒸汽、热水、热液、烟气及
发动机尾气 

余热类型 

利用热源加热制冷剂产生压力，
推动膨胀机做功发电 

ORC螺杆膨胀机 



余压利用解决方案— 
       水蒸汽余压发电项目案例 

原工艺中产生的大量高压水蒸汽，
直接排放。 

广西某化工有限公司 

4t/h，0.6MPa(G)水蒸汽 

余热/余压类型 

选型ZPF200/Q4水蒸汽螺杆膨胀机，
利用水蒸汽压力直接膨胀，推动螺杆膨
胀机做功发电，每小时可产生190kW
电能。 

水蒸汽螺杆膨胀机 



余压利用解决方案— 
       水蒸汽余压发电项目案例 

原生产工艺中将流量18t/h、压力为
3.2MPa（A）/温度420 ℃高压蒸
汽通过减压阀减压到1.6MPa（A）
/温度340 ℃  

杭州某化工集团 

18t/h，3.2MPa(A)过热水蒸
汽 

高背压类型 

选型一台背压式透平膨胀发电机组，
型号B0.56-3.2/1.6//420 ，每小时
可产生560kW电能。 

高效背压式透平膨胀机 



解决方案 

天然气压力能综合利用解决方案 

余压利用解决方案— 
       天然气余压发电项目案例 



目前天然气调压现状 
 
1、城市管网天然气一般由上游省级、市级管线接入，经调压后送入下游用户
供气管线。 
 
2、省级、市级天然气管线压力一般为3.0～6.0MPa，下游用户天然气管线压
力有1.5～1.6MPa和0.3～0.4MPa两种类型。 
 
3、天然气城市管网目前多采用节流阀(等焓节流)降压方式，损失压力能，且
释放冷能降温影响管道安全。 
 
4、传统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燃烧锅炉热水换热器或电伴热带提前对高压气体加
热，这不仅需要消耗燃气或电能，同时造成压力能的严重浪费。 

余压利用解决方案— 
       天然气余压发电项目案例 



解决方案1：高压→中压天然压力能利用——解决方案原理图 

4.0~ 

MPa 省级、市级管线 

~0.4 

MPa 下游用户供气管线 

膨
胀
机 

电
能 

冷
能 

余压利用解决方案— 
       天然气余压发电项目案例 



余压利用解决方案— 
       天然气余压发电项目案例 



解决方案：采用1台TP1-355天然气膨胀发电机组，利用天然气压力能发电，
年发电量～50万度，同时将降压过程中产生的冷能用于制冰，年制冰量～1.5

万吨。投资回收期～2年，节能减排及经济效益明显！ 

3.0~

6.0 

MPa 

压力3.5MPa， 
温度2℃ 

 
经膨胀机降压后 

 
压力0.345MPa， 
温度5℃，同时产生

300kW电能和425kW冷能 

省级、市级管线 

0.3~

0.4 

MPa 
城市用户供气管线 

膨
胀
机 

电
能 
冷
能 

余压利用解决方案— 
       天然气余压发电项目案例 

浙能集团**站项目案例 



门站天然气入口压力3.5MPa，温度
2℃，采用节流降压方式，节流后出
口压力0.345MPa，温度 
-15℃，通过燃烧天然气水浴来升温
至5℃以上。 

浙江某天然气门站 

10000Nm3/h ，3.5MPa管道
天然气 

余热/余压类型 

选型TP1-355天然气螺杆膨胀机，利用
天然气压力能发电，每小时可产生
300kW电能，同时将降压过程中产生
的冷能用于制冰，年制冰量1.5万吨，
机组出口天然气压力0.38MPa，温度
7℃，满足工艺要求。 

天然气螺杆膨胀机 

余压利用解决方案— 
       天然气余压发电项目案例 



冷却后溶液 

热化工流体溶液 

冷却后溶液 

一号吸收塔 

ORC螺杆膨胀发
电机组 

板换 

冷却水 

冷却水 

一号吸收塔底热溶液，通过阀门转换到ORC螺杆膨胀发电机组，提取热量发电。另外，冷却
水系统也通过阀门切换到ORC螺杆膨胀机组。 
发电机组与原有冷却系统并联，当发电机组停机时甲醛通过原板换冷却，不影响原生产工艺。 

冷却塔 

余热利用解决方案——化工溶液
余热发电项目案例 

http://www.shbanshihuanreqi.com/product/68_366.html


余热利用解决方案（1）——低温
热液余热发电项目案例 

原工艺中通过冷却水将热化工流体
从80℃降温至65℃循环使用。 

辽宁某化工有限公司 

热源及流量： 
 
100m3/h ，80℃热化工流体 

   热液型ORC螺杆膨胀 



余热利用解决方案——化工溶液
余热发电项目案例 

原工艺中通过冷却水将热化工流体
从85℃降温至60℃循环使用。 

山东某化工有限公司 

150m3/h ，85℃热化工流体 

余热/余压类型 

选型PD185/S85热液型螺杆膨胀机，
利用热液加热有机工质产生压力，推动
螺杆膨胀机做功发电，每小时可产生
151kW电能，机组出口热液温度60℃，
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热液型ORC螺杆膨胀机 



余热利用解决方案——化工溶液
余热发电项目案例 

原工艺中通过冷却水将蒸汽冷凝水
（含少量杂质）从145℃降温至
90℃循环使用。 

江苏某化工集团公司 

140m3/h ，145℃蒸汽冷凝液（联碱
工艺） 

余热/余压类型 

选型PJ900/S145热液型螺杆膨胀机，
利用热液加热有机工质产生压力，推动
螺杆膨胀机做功发电，每小时可产生
700kW电能，机组出口热液温度90℃，
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热液型ORC螺杆膨胀机 



余热利用解决方案——低压蒸汽
余热发电项目案例 

生产工艺中产生的大量低压水蒸汽，
直接排放。 

山西某化工集团 

16.8t/h ，115℃ 、168kPa(A) 低
压水蒸汽 

余热/余压类型 

选型2台PF710/Q8.4蒸汽型ORC螺杆
膨胀机，利用蒸汽加热有机工质产生
压力，推动螺杆膨胀机做功发电，每
小时可产生900kW电能。 

蒸汽型ORC螺杆膨胀机 



余热利用解决方案— 
    窑炉烟气余热利用项目案例 

温度300度 



柴油机余热利用现状 

柴油机余热的主要表现型式为缸套水和排烟，缸套水通过风冷(小型)或
水冷(大中型)，烟气一般直接排放，轮船用大型柴油机的排烟一般部分
利用。 

缸套 
出水 

风冷冷
凝器或
水冷冷
凝器 

常温
水 

回缸
套 

烟气 

直接排放至
环境大气 

余热利用解决方案——柴油机余
热发电项目案例 



柴油机余热利用解决方案 

采用螺杆ORC膨胀发电机组，有机工质先吸收缸套水热量，再进烟气换
热器吸收排烟热量，然后进入膨胀机，推动发电机对外发电。 

缸套
水 

烟气 
换热
器 

烟气 

膨
胀
机 

中温水 高温水 

排放 

常温水回
缸套 

发
电 

余热利用解决方案——柴油机余
热发电项目案例 



水蒸汽压缩机 
CUSTOMER CASE 

二 



低压蒸汽再利用：目前现状 

水蒸汽冷凝成水，再回锅炉加热产生6~10bar蒸汽，循环利用。 

凝汽器 

冷却塔释放潜热 

凝结水 

水泵 

锅炉 

高压蒸汽 低
压 

乏
汽 



低压蒸汽再利用：解决方案 

水蒸汽螺杆压缩机 

高压
蒸汽 

低压
乏汽 

电
机 

驱
动 

采用水蒸汽压缩机，将低压水蒸汽压缩到6~10bar蒸汽直接利用。 



吸收式热泵 
CUSTOMER CASE 

三 



吸收式热泵 

一、什么是吸收式热泵？吸收式热泵是一种什么设备？ 

        吸收式热泵是以热能（燃料、蒸汽、温水）为驱动实现热量由低温向
高温输送的设备，是一种回收余热制热的节能设备。 

吸收式热泵 

    第一类热泵 

   第二类热泵 

单效热泵 

双效热泵 

目前市场份
额最大 

二、吸收式热泵产品分类 

吸收式热泵可分为： 

1）增热型：输出热的温度低于驱动热源的第一类热泵 

2）升温型：输出热的温度高于驱动热源的第二类热泵 

：温水出口温度50℃以下，直燃              

或蒸汽热泵产品 



吸收式热泵 



第一类吸收式热泵 



第二类吸收式热泵 

低温冷却水 

0.55 ～0.5 

高温热水 

0.45～0.5 
第Ⅱ类热泵 

驱动热源  

     1.0 

五、第二类吸收式热泵 

        2、热平衡图 



第二类吸收式热泵 



低温冷却水 

0.6 ～0.5 

高温热水 

0.4～0.5 
第Ⅱ类热泵 

驱动热源  

     1.0 

第二类吸收式热泵 

        热平衡图 

中压蒸汽 
0.3～0.4 

闪蒸系统 

二类吸收式热泵热平衡图 



电热泵 
CUSTOMER CASE 

四 



热泵(Heat Pump)是一种将低品位热源，如空气、水、土壤或工业余热中的热

能，经电力做功，转移到高位热源的装置。 

初级热泵(Primary heat pump)，利用天然能源和室外空气、水、土壤等为热

源，多用于空调制热。 

次级热泵(Secondary heat pump)，以废水、废气、废热等为热源，多用于工

业余热回收。余热品味高于天热热源，故热泵效率高于初级热泵。 

热泵介绍 



热泵的性能用制热系数（COP性能系数）来评价。 

   制热系数=制热量/输入功率。 

热泵的制热系数约为3~4。 

4份高温热能 1份电能 3份工业余热能 

热泵介绍 



1、典型的初级热泵-地源热泵  

冬季，1kW的电力，将土壤或水源中4~5kW的热量送入室内，同时还可提供生活热水； 

夏季，室内的热量被热泵转移到土壤或水中。 

热泵-初级热泵 



2、同时制冷/制热的热泵-水环热泵  

蒸发器供冷，同时冷凝器供热的热泵 

 

单级或双级压缩 

宾馆、办公楼宇、工艺等 

热泵-次级热泵 



2.1、冷冻水及工艺热水联供项目应用典型案例： 
热泵制冷机组（冷热双供） 

 

 

 

 

◎福建项目要求： 

1、冷冻水进出水温度：11℃/7℃，
工艺热水进出水温度：85℃/80℃。 

2、85℃工艺热水进入用户过钠

反应釜加热盘管，为反应物料提
供热量。 

 

◎应用效果： 

按照平均电价0.65元/度，年运行
6000小时计算，每年最多可节约
运行费用140多万元， 

投资回收期＜1.5年。 

热泵-次级热泵应用案列 



3、典型的次级热泵-三工况热泵  

义桥煤矿有限公司： 

夏季蒸发器侧盐水制冰，冷凝器侧提供

50℃生活热水； 

冬季蒸发器侧提取15℃矿井回风换热循

环水热量，冷凝器侧提供50℃生活热水。  



生产蒸汽的热泵 
CUSTOMER CASE 

六 

生产蒸汽的热泵机组 



蒸汽的优势（对比热水） 

应用范围更广，是工业领域标准的热源、动力源 

可以利用其潜热来加热介质，热容量大 

蒸汽有压力，无需采用泵强制循环，需要时开阀即来，使用便捷 



系统原理 

利用60℃以下低温热源，采用单级或双级压缩，生产105~120℃/1.2~2barA热水，然
后在闪蒸罐内闪蒸出蒸汽 

 

工质：纯工质中，R245FA最合适，135℃/25bar 

 

制热效率：2~4 



LNG冷能综合利用 

CUSTOMER CASE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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