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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机朗肯循环(organic Rankine cycle，ORC)是利用

了预热器和蒸发器的热量分摊，随着过冷度的增加，最

fluid. The mathematics model of the ORC and the ORC
with internal heat exchanger (IHE) were established, and
then the evaporation pressure was optimized to maximize
the net power output. Moreover, the system exergy analysis
was also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densation
subcooling affects the temperature profile match between
the working fluid and the heat sink. Limited by the pinch
point temperature difference, the condensation pressure
rises with the subcooling increasing. The subcooling also
changes the heat allocation between the preheater and
evaporator, the optimal evaporation pressure also increases

佳蒸发压力亦上升。混合工质异丁烷/异戊烷的质量配比

as the subcooling increases. When the subcooling is 2 ℃,

为 0.40.6 时，净输出功受过冷度的影响最大，当过冷度

the net power output can be reduced by 4.36% for
isobutene/isopentane (0.4꞉0.6) which is the most affected by
the subcooling. The IHE recovers the waste heat of
expander exhaust to preheat the working fluid, as a result,
the net power output of the subcooled ORC system can be
increased by 0.55%. The subcooling cause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condenser exergy destruction that can be
reduced by 24.7% using the recuperative ORC system.

中低温地热能(<150 ℃)发电的主要途径，在实际运行中，
非共沸工质往往会冷凝至过冷状态。分析了冷凝过冷度
对非共沸工质 ORC 热力性能的影响，建立了 ORC、内回
热(internal heat exchanger，IHE) ORC 的热力学模型，以
净输出功最大为目标函数优化了工质的蒸发压力，并开
展了系统的㶲分析。结果表明：过冷度影响了工质与冷
源换热流体间的温度匹配特性，受夹点温差的限制，随
着过冷度的增加，工质的冷凝压力上升；过冷度亦改变

为 2 ℃时，净输出功下降了 4.36%。IHE 回收膨胀机排汽
的余热，提高了预热器入口温度，可提高过冷 ORC 系统
净输出功 0.55%。过冷度增大了冷凝器的㶲损失；采用内
回热冷凝器的㶲损失降低了 24.7%。
关键词：地热发电；有机朗肯循环(ORC)；非共沸工质；
过冷度；内回热器(IHE)；热力性能
ABSTRACT: Organic Rankine cycle (ORC) is the main
way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by using medium-low temperature
(<150 ℃) geothermal heat. In actual operation, zeotropic
mixture tends to condense to the subcooling stat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ffect of subcooling on t hermal
performance of ORCs using zeotropic mixture as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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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有机朗肯循环(organic Rankine cycle，ORC)

是利用低品位热能发电的主要技术之一，具有系
统简单、运行灵活、维护费用少、装机容量范围
大等优点，在中低温地热能、太阳能、余热回收
发电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1-4] 。由于热源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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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ORC 系统发电热效率仍较低，因此提升 ORC

为：工质在预热器和蒸发器中吸收地热水释放的

系统的热力性能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

热量，被加热至饱和蒸汽后进入膨胀机做功，乏

非共沸工质在相变过程中存在温度滑移，有

汽排入冷凝器被循环水冷却，然后经工质泵升压

效减小了工质与冷热源间的换热温差，从而降低

后进入预热器完成循环。ORC 系统对应的 T-s 图

了换热㶲损失，提高了系统的热力性能

[5-13]

。Liu

如图 1(b)所示，其中：TH1、TH2 分别为地热水蒸

等 优化了地热 ORC 系统的热力参数并分析了

发器进、出口温度；TH3 为地热水预热器出口温

系统的性能，与纯工质 R600a 相比，混合工质

度；∆TE 为蒸发器夹点温度；∆TC 为冷凝器夹点

R600a/R601a 可提高净输出功 4%~11%。Chen

温度；Twin、Twout 分别为循环冷却水进、出口温

[8]

等

[10]

研究了采用非共沸工质的超临界 ORC，与纯

工质 R134a 相比，非共沸工质 R134a/R32(0.7/0.3)

度；1—6 为状态点。本文采用异丁烷/异戊烷作
为循环工质[18]。

相对提高热效率 10%~30%。Liu 等[11]研究了非共
沸工质异丁烷/异戊烷的冷凝温度滑移对 ORC 系

4
蒸发器

地热水

统性能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冷凝温度滑移和冷却水

H1

温升相同时，系统热力性能最佳。Heberle 等[12]研

回注地热水

究了非共沸工质异丁烷/异戊烷和 R227ea/R245fa

H3

的热力性能，结果表明当地热水温度低于 120 ℃

发电机
膨胀机

3

~

H2
预热器

5
循环水泵

2

冷却塔

冷凝器

时，非共沸工质 ORC 的㶲效率比纯工质高 4.3%~

工质泵

15%。

1

冷凝器出口处的工质通常被设定为饱和液
态[14-15]，这是相对理想的工况。ORC 在实际运行

(a) ORC 系统图

中，很难保证非共沸混合工质在冷凝器出口正好

TH1

处于饱和液状态，尤其是为了防止工质泵内发生
汽蚀，工质在冷凝器出口往往存在一定的过冷度，

TH2
DTE

heat exchanger，IHE)回收膨胀机出口排汽的显

T

导致循环热力性能变差。增加内回热器(internal
TH3

4

3

热，是提高系统性能的一种途径[15-17]，因此，本

5

文亦将探讨回热对 ORC 系统热力性能的影响。
为充分剖析冷凝过冷度对非共沸工质 ORC

DTC

系统热力性能的影响，以及增加 IHE 后过冷 ORC

2

6

1
Twin

Twout
s

系统热力参数及性能的变化规律，以地热水作为

(b) T-s 图

热源，建立了 ORC 和内回热 ORC(IORC)的数学
模型，通过分析非共沸工质冷凝过程温度变化及

图1
Fig. 1

ORC 系统图及 T-s 图

Schematic and T-s diagram of an ORC system

其与冷却水的温升匹配特性，确定了冷凝压力，

纯工质相变是等温过程，工质与冷却水的夹

优化了非共沸工质的蒸发压力，从热力学第一定

点位于工质露点处，工质冷凝露点对应的状态点

律和第二定律分析了冷凝过冷度对 ORC 及 IORC

为 6。即使出现过冷，在过冷度低于循环冷却水

系统热力性能的影响。

温升的情况下，夹点位置也不变，即工质冷凝温

1
1.1

系统模型

度(压力)不变。非共沸混合工质的相变是变温过
程，当工质滑移温度低于循环冷却水温升时，夹

ORC 及 IORC 系统

点位于工质露点处；而当工质滑移温度高于循环

基本 ORC 系统图如图 1(a)所示，其循环过程

冷却水温升时，夹点位于工质泡点处 [11] ，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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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点为 1。工质滑移温度和冷却水温升较为
[8]

接近时，夹点亦可能处于露点和泡点之间 。因

Vol.41 No.2

度 T1 升高，因此工质冷凝压力上升，进而影响系
统的热力性能。

此，工质冷凝至过冷时，夹点位置往往会发生变

为改善过冷 ORC 系统的热力性能，同时减

化。图 2 为异丁烷/异戊烷(0.5/0.5)冷凝过程无过

小冷凝器热负荷，在膨胀机出口处可增加内回热

冷和过冷度 DTSC =2 ℃时对应的 T-s 图。本文中循

器。IORC 系统图及对应的 T-s 图如图 3 所示。内

环冷却水进口温度 Twin 为 20 ℃，为了提高系统性

回热器通过回收膨胀机排汽余热来预热工

能，冷却水温升设定为 5 ℃，由于异丁烷/异戊烷

质，提高了预热器入口工质的温度，预热后工质

(0.5/0.5)的冷凝滑移温度达 12 ℃，因此，无过冷

状态点为 2a。放热后的排汽进入冷凝器，状态点

时，夹点位于工质泡点 1 处，如图 2(a)所示。泡

为 5a。如果非共沸工质冷凝滑移温度大于 IHE 的

点温度为

夹点温差，排汽可被冷却至两相区 [11]，见图 3(b)。
T1 =Twin  DTC

(1)

DTC 设定为 5 ℃，由式(1)可得泡点温度为 25 ℃。

当过冷度为 2 ℃时，夹点为图 2(b)中的 1 点，

4

地热水

蒸发器
3

回注地热水

工质冷凝过程泡点温度为

H3

T1 =Twin  DTC  DTSC

发电机
膨胀机

H1

~

H2
5

预热器
2a

回热器

(2)
2

工质被冷凝至过冷液状态，冷凝过程泡点温

5a
循环水泵

工质泵

冷却塔

冷凝器
1
6

(a) IORC 系统图
T

TH1
1
DTw

DTC

TH2

T

Twin

4

DTE

3

TH3

s

5

(a) 无过冷

2a
DTC

1

5a
Twout 6

2

DTw

Twin

6

s

(b) T-s 图

T

图3
1

DTSC

Fig. 3

1'

1.2

DTC

DTw
Twin

Fig. 2

热力学模型
工质在预热器和蒸发器中的总吸热量 Qe 为
Qe =mH (hH1  hH3 )  mo (h4  h2 )

s
(b) DTSC=2 ℃

图2

IORC 系统图及 T-s 图

Schematic and T-s diagram of IORC system

冷凝过程温度匹配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emperature match for
condensation process

(3)

式中： mH 为地热水流量； hH1 为蒸发器入口地热
水的比焓；hH3 为预热器出口地热水的比焓；mo 为
工质流量； h2 为预热器进口工质的比焓； h4 为蒸
发器出口工质的比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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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5 为冷凝器进口工质的比熵； s1 为冷凝器

膨胀机的输出功率 Wt 为
Wt =mo (h4  h5 )me  mo (h4  h5s )
i me

技

(4)

式中：i 、 m 分别为膨胀机的相对内效率、机械

出口工质的比熵； swin 为冷凝器进口冷却水的比
熵； swout 为冷凝器出口冷却水的比熵。

效率； e 为发电效率； h5 为膨胀机实际的排汽比

膨胀机㶲损失 I t 为

焓； h5s 为膨胀机定熵膨胀后的排汽比焓。

I t =moT0 (s5  s4 )

工质在冷凝器中的放热量 Qc 为
Qc =mw (hwout  hwin )  mo (h5  h1 )

(12)

工质泵㶲损失 I p 为
(5)

式中： mw 为冷却水流量； hwout 为冷凝器出口冷

I p =moT0 (s2  s1 )

(13)

边界条件

1.3

却水的比焓；hwin 为冷凝器进口冷却水的比焓；h1

ORC 系统的边界条件如表 1 所示，忽略热力

为冷凝器出口工质的比焓。

设备、管道、阀门的散热损失和压力损失。为保

工质泵耗功 Wfp 为

证地热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地热水经 ORC 系

Wfp =mo (h2  h1 )  mo (h2s  h1 ) / p

(6)

式中：  p 为工质泵等熵效率； h2s 为工质经定熵
压缩后的比焓。

统利用后回注。地热水回注温度越低，能量的利
用程度越高。但是，地热水中富含硅酸盐类矿物
质，回注温度较低时硅酸盐会在换热器、阀门、
管道及回注井等位置沉积结垢，影响系统的运行，

循环水泵耗功 Wcp 为
Wcp =mw gH / cp

甚至会影响系统的安全性。Franco 等 [19]指出，地
(7)

式中：cp 为冷却水泵效率； g 为重力加速度； H

热水回注温度应不低于 70~80 ℃，本文设定回注
温度不低于 70 ℃。
表1

为循环冷却水泵的扬程。

Tab. 1

IORC 系统具有内回热器，其换热量 QIHE 为
QIHE =mo (h5  h5a )  mo (h2a  h2 )

热力参数名称

(8)

式中： h5a 为内回热器出口排汽的比焓； h2a 为内
回热器出口冷流体的比焓。
系统的净输出功率 Wnet 为
Wnet =Wt  Wfp  Wcp

(9)

50

过冷度 DTSC /℃

0~2

蒸发器夹点温差 DTE /℃

10

冷凝器夹点温差 DTC /℃

5

20

的比熵； s2 为预热器进口工质的比熵； s4 为蒸发

mw [(hwout  hwin )  T0 ( swout  swin )]  Wcp (11)

地热水流量 mw /(kg  s1)

冷却水进口温度 Twin /℃

发器进口地热水的比熵；sH3 为预热器出口地热水

I c =mo [(h5  h1 )  T0 (s5  s1 )] 

4 000

5

式中：T0 为环境温度，其值为 293.15 K；sH1 为蒸

冷凝器㶲损失 I c 为

150

地热水压力 Pw /kPa

300

(10)

2

地热水进口温度 TH1 /℃

冷却水压力 Pw /kPa

I e =mH [(hH1  hH3 )  T0 (sH1  sH3 )] 

器出口工质的比熵。

数值

内回热器夹点温差 DTIHE /℃

预热器和蒸发器㶲损失 I e 为
mo [(h4  h2 )  T0 ( s4  s2 )]

ORC 系统的边界条件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ORC system

冷却水温升 DTw /℃

5

膨胀机相对内效率 i

0.85

膨胀机机械效率  m

0.98

发电效率 e

0.98

工质泵内效率  p

0.65

循环水泵效率 cp

0.80

结果分析

2.1
2.1.1

循环参数
蒸发泡点温度
不同过冷度下最佳蒸发泡点温度的变化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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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示。可以看出，当混合工质中异丁烷质量分

凝压力略有上升，蒸发泡点温度变化原因同纯工

数在 0.1~0.4 时，最佳蒸发泡点温度随过冷度的

质异丁烷。

增加而上升。随着过冷度的增大，冷凝过程工质

与基本 ORC 系统相比，采用 IHE 提高了工

与冷却水的夹点温差的位置发生改变(见图 2)，导

质预热器入口温度，影响了预热段和蒸发段工质

致冷凝压力升高，而且过冷度越大，冷凝压力越

吸热量，进而影响了蒸发泡点温度 T3。当冷凝温

高。因此，通过提高工质的蒸发压力来提高系统

度滑移较大时，膨胀机排汽被冷却至汽液两相状

的净输出功，在最佳工况下，蒸发过程的泡点温

态[11,15]，在冷凝器内的放热量减小而导致冷却水

度 T3 随过冷度的增加而增大。与纯工质异戊烷相

流量减少，循环冷却水泵耗功随之减少，进而影

比，当异丁烷质量分数在 0.5~0.8 时，混合工质

响系统净输出功。

临界温度较低，最佳蒸发压力高

[20]

，工质流量大，

采用 IHE 前后 ORC 系统最佳工况下工质蒸

吸热量上升，回注温度限制为 70 ℃，各个工况下

发泡点温度的变化如图 5 所示。可以看出，当工

蒸发泡点温度升高以满足回注温度的要求。随着

质为纯异戊烷时，冷凝相变为等温过程，无温度

过冷度的增大，冷凝压力上升，冷凝器出口工质

滑移，增加 IHE 后，冷却水流量不变，不影响净

比焓变化较小，预热段吸热量稍有增加，为保证

输出功，蒸发泡点温度不变。当异丁烷质量分数

回注温度为 70 ℃，蒸发泡点温度略有上升。

在 0.1~0.5 时，工质的回注温度高于 70 ℃，冷凝
滑移温度较大，采用 IHE 后，回注温度提高，膨

98

胀机排汽在冷凝器入口为两相状态，放热量减少，
蒸发泡点温度T3/℃

96

冷却水流量和循环冷却水泵耗功随之减少，因此

无过冷
DTSC=1 ℃

94

蒸发泡点温度稍有降低，工质流量略有增加，可

DTSC=2 ℃

以同时满足膨胀机做功增加、工质泵耗功减少、

92

循环冷却水泵耗功减少，使净输出功达到最大。
当异丁烷质量分数在 0.5~1.0 时，基本 ORC 回注

90

温度限制为 70 ℃，因此为满足回注温度的要求，
88
0.0

最佳工况下蒸发泡点温度提高，而采用 IHE 后，
0.2

0.4
0.6
异丁烷质量分数

0.8

1.0

最佳工况均不受回注温度的限制。
98

Fig. 4 Change of optimal evaporation bubble
temperature under different subcooling

96

当工质为纯异戊烷，无过冷时，冷端夹点温
差位于冷凝露点处；过冷度即使为 2 ℃，也不会
改变冷凝过程夹点温差的位置，所以工质冷凝压
力不变。在最佳工况下，纯工质异戊烷的回注温

蒸发泡点温度T3/℃

不同过冷度下最佳蒸发泡点温度的变化

图4

注温度，而异戊烷的蒸发泡点温度和流量不变，

质量分数为 0.9 时，随着冷凝过冷度的增大，冷

0.2

0.4

0.6

0.8

1.0

异丁烷质量分数

图5

ORC 和 IORC 系统最佳蒸发泡点温度的变化

Fig. 5

升，影响了蒸发段和预热段热量分摊，为了保证
回注温度为 70 ℃，蒸发泡点温度上升。当异丁烷

92

88
0.0

所以最大膨胀机功率也保持不变。纯工质异丁烷
过冷度的增加，冷凝压力不变，预热段吸热量上

94

90

度高于 70 ℃，过冷度增大，仅降低了地热水的回

的蒸发压力高，最佳工况回注温度为 70 ℃。随着

DTSC=2 ℃
DTSC=2 ℃+IHE

2.1.2

Change of optimal evaporation bubble
temperature for ORC and IORC

回注温度
最佳工况下地热水的回注温度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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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基本 ORC 系统采用异戊烷质量分数

下非共沸工质的净输出功均降低。受冷凝过程夹

高于 0.6 的非共沸工质时，由于工质的临界温度

点温差的限制，过冷度变化导致非共沸工质冷凝

较高，蒸发压力较低

[20]

，工质流量小，吸热量少，

压力上升，工质的比焓降下降，因此膨胀机输出

因此地热水回注温度高于 70 ℃，随着过冷度的增

功下降；蒸发泡点温度升高，导致蒸发过程吸热

大，由于蒸发泡点温度的升高，工质流量减小，

量减少，工质流量减少，从而降低系统的净输出

吸热量减少，回注温度上升；而采用异丁烷纯工

功。因此，工质冷凝过冷度降低了系统的净输出

质或异丁烷质量分数高于 0.5 的非共沸工质，回

功。当异丁烷质量分数为 0.4 时，冷凝滑移温度

注温度保持在 70 ℃，过冷度在 2 ℃内，对回注温

大，冷凝压力随过冷度增大而上升幅度大，因此

度亦无影响。采用 IHE 后，显著提高了预热器入

其净输出功受过冷度的影响大。当过冷度为 1 ℃

口工质的温度，预热段工质的吸热量下降，所以

时，ORC 系统净输出功的降幅可达 2.19%；当过

地热水的回注温度升高。

冷度为 2 ℃时，降幅可达 4.36%。
纯工质的冷凝视为等温过程，即使过冷度为

82

2 ℃，夹点温差仍处于工质冷凝露点处，即过冷

80

度并不影响纯工质的冷凝压力，纯工质异戊烷蒸
回注温度/℃

78

发温度不变，膨胀机做功量不变；纯工质异丁烷

无过冷
DTSC=1 ℃
DTSC=2 ℃
DTSC=1 ℃+IHE
DTSC=2 ℃+IHE

76
74

蒸发温度升高，工质比焓降上升，工质流量减少，
膨胀机做功量变化较小。另外，冷凝过冷度对工
质泵耗功、循环水泵耗功影响较小。因此，纯工

72

质 ORC 系统净输出功受过冷度的影响较小。

70
0.0

图6
Fig. 6

0.2

0.4
0.6
异丁烷质量分数

0.8

增加 IHE 后，最佳蒸发温度降低，导致膨胀

1.0

机比焓降减小，但是由于工质流量增加，所以提
高了系统的净输出功。当过冷度为 1 ℃时，IORC

回注温度随异丁烷质量分数的变化

Change of reinjection temperature with mass
fraction of isobutane

的净输出功比 ORC 相对提高了 0.06%~0.48%；当
过冷度为 2 ℃时，IORC 的净输出功比 ORC 相对

净输出功

提高了 0.12%~0.55%。因此，过冷度越大，IHE

系统最大净输出功随工质组分的变化如图 7

对提高 ORC 系统净输出功的作用越显著。由于

所示。可以看出，随着过冷度的增大，最佳工况

IHE 没有改变纯工质异戊烷的蒸发温度，且不改

2.2

变循环冷却水泵耗功，因此 IHE 不影响纯工质异
无过冷
DTSC=1 ℃
DTSC=2 ℃

1 800

净输出功/kW

1 750

戊烷的净输出功。
2.3

DTSC=1 ℃+IHE

系统关键部件的㶲损失变化如图 8 所示。可

DTSC=2 ℃+IHE

1 700

㶲分析

以看出，随着过冷度的增加，非共沸工质的冷凝
压力提高，导致释放给环境的能量品位上升，因

1 650

此冷凝器的㶲损失增加。当过冷度为 1 ℃时，冷
1 600
1 550
0.0

凝器㶲损失最多增加 45.4 kW；当过冷度为 2 ℃
0.2

0.4

0.6

0.8

1.0

异丁烷质量分数

图7
Fig. 7

最大净输出功随异丁烷质量分数的变化

Change of optimal net power output with mass
fraction of isobutane

时，冷凝器㶲损失最多增加 90.5 kW。当工质为
纯异戊烷时，随着过冷度的增大，冷凝压力不变，
工质的放热量增加，导致冷凝器㶲损失增加；当
工质为纯异丁烷时，随着过冷度的增大，冷凝压
力不变，蒸发温度升高，工质流量略减小，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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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冷凝器㶲损失变化较小。对于预热器和蒸发器

热量，降低了换热器的㶲损失。对于异丁烷/异戊

㶲损失，当工质为纯异戊烷时，蒸发泡点温度不

烷(0.4/0.6)混合工质，当过冷度为 1 ℃时，采用

变，过冷度的增大仅降低了地热水回注温度，因

IHE 后预热器和蒸发器㶲损失可相对减少 20.1%；

此蒸发器换热量增加，导致㶲损失增加；当异丁

当过冷度为 2 ℃时，㶲损失减少 20.9%。对于冷

烷质量分数在 0.1~0.5 时，随着过冷度增大，蒸

凝器，当过冷度为 1 ℃时，㶲损失可相对减少

发泡点温度升高，提高了工质的平均吸热温度，

25%；当过冷度为 2 ℃时，㶲损失减少 24.7%。

与地热水的温度匹配性能较好，因此降低了蒸发

当非共沸工质的温度滑移较大时，工质与地

器的㶲损失；当异丁烷质量分数大于 0.5 时，蒸

热水的温度匹配较好，蒸发器的㶲损失较小，而

发泡点温度随过冷度增大而升高，工质流量减少，

由于冷却水温升设定为 5 ℃，当工质的冷凝温度

工质的㶲减小，而回注温度限制为 70 ℃，地热水

滑移远大于冷却水温升时，工质与冷却水的温度

的㶲不变，因此蒸发器㶲损失增加。

匹配较差，所以此时冷凝器的㶲损失较大。

3

结论

1 100

㶲损失/kW

1）过冷度增加，由于夹点温差的限制，非共
沸工质的冷凝压力提高，冷凝器的㶲损失增加，

无过冷
DTSC=1 ℃

1 000

DTSC=2 ℃

系统净输出功降低；与混合工质相比，纯工质冷

DTSC=1 ℃+IHE

凝压力(温度)受过冷度的影响较小，当冷凝过冷

DTSC=2 ℃+IHE

900

度为 0~2 ℃时，纯工质循环净输出功基本不变。
2）非共沸工质异丁烷/异戊烷(0.4/0.6)冷凝滑

800
0.0

0.2

0.4

0.6

0.8

1.0

异丁烷质量分数

移温度最大，过冷度增加，其净输出功的降低幅
度最大；异丁烷/异戊烷(0.9/0.1)冷凝滑移温度小，
其净输出功受冷凝过冷度的影响较小。

(a) 蒸发器和预热器

3）采用 IHE 后，非共沸工质的蒸发泡点温
度降低，工质流量增加，系统净输出功提高；当

㶲损失/kW

700

过冷度为 2 ℃时，IHE 对系统净输出功的增幅可
达 0.55%；IHE 亦减少了冷凝器和预热器的㶲损
失，可改善 ORC 系统的热力性能。

600

4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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