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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余热回收多能互补技术的原油蒸馏装置
热集成系统的优化改造

蒋宁，赵世超，谢小东，范伟，徐新杰，徐英杰

（浙江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针对换热网络（HEN）的优化改造，提出了一种利用公用热量实现多能互补理念的改造思路，通过充分利

用热过程物流中的低温余热，完成热集成系统的优化改造。本文基于参考点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 （NSGA-Ⅲ），

通过综合评估集成废热回收（WHR）系统的换热网络的年度改造费用、年度改造收益、能耗（包含换热网络的

冷/热公用工程和废热系统冷却水和电力消耗）和废热系统的有益产出，从而获得最优解决方案。对原油蒸馏系

统（10H5C）的优化改造研究案例表明，通过权衡集成系统的能源消耗、WHR系统的产出、改造费用和改造收

益 4个目标，采用NSGA-Ⅲ算法求解获得了多维度的改造方案，相较于基础网络不仅有可以为用户最大节省

22.9%能源消耗的改造方案，还有WHR系统最大输出为 4.003×104kW的解决方案，也有最小改造费用为 1.848×
106USD/a的改造方案，还有最大改造收益和最大投资回报率分别为1.173×107USD/a和121%的解决方案；最后通

过比较集成WHR系统与单独HEN优化改造的性能，证明了集成WHR系统的实用性和可行性，以及余热回收多

能互补技术对提高流程工业能量集成系统能量利用效率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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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fit of heat integrated system of crude oil distillation system with
multi-energy complementation by waste heat recovery

JIANG Ning，ZHAO Shichao，XIE Xiaodong，FAN Wei，XU Xinjie，XU Yingjie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retrofit of heat exchange network (HEN), a retrofit idea of using utility heat to
realize the concept of multi-energy complementation is proposed, which means by fully utilizing low
temperature waste heat in the thermal process fluid, the retrofit of heat integration system is completed.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reference point non-dominated sorting genetic algorithm (NSGA-Ⅲ), through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annual retrofit cost, annual retrofit profit, energy consumption (including heat
exchange network cooling / heating utilities and waste heat system cooling water and power consumption)
and beneficial output of waste heat systems of the heat integrated system considering waste heat recovery
(WHR), so as to obtain optimal solution. In the case study, the retrofit of crude oil distillation system
(10H5C) shows that by weighing the four goals of energy consumption, output of the WHR system, retrofit
cost and retrofit profit of the integrated system, NSGA-Ⅲ algorithm is used to solve the multi-dimen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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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fit plan. Compared to basic network, it not only can provide users with a retrofit plan that saves a
maximum of 22.9% of energy consumption, but also can provide a solution with a maximum output of
WHR system of 4.003×104kW, and can also provide a minimum retrofit. It can also develop a retrofit plan
with a minimum retrofit cost of 1.848×106USD/a, as well as a solution with a maximum retrofit profit and a
minimum return on investment of 1.173×107USD/a and 121%, respectively. Finally, by comparing retrofit
performance of the integrated WHR system with HEN alone, the practic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integrated WHR system, and the important role of waste heat recovery multi-energy complementary
technology in improving the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process industry energy integration system are
demonstrated.
Keywords: heat exchange network; waste heat recovery;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multi-energy
complementation; non-dominated sorting genetic algorithm (NSGA-Ⅲ)

随着资源与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

人们持续深入优化改造换热网络，从利用已有的换

热设备最大限度地降低能耗与投资费用[1]，到考虑

换热网络改造的经济与能耗指标对资源节省、环境

影响和工程改造数量等指标对于整体优化改造的影

响[2]。如今，基于过程工业的节能降耗的要求，很

多学者注意到其中未被关注的工业余热，即应用于

公用部分的热量或者其他未被利用的热量，并考虑

对其进行回收利用。通常情况下，在工业过程中产

生的大量低温水平废热 （通常在 30～100℃之

间） [3-5]都被直接排放到环境中。因此，考虑余热

回收系统，提供多角度、多方向的不同换热网络改

造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换热网络的改造问题由 Tjoe和 Linnhoff[6]于
1986年首次提出，并进行相应的研究。之后经过

几十年的不断深化研究，此问题已经被研究得相当

透彻和深入，并且得到了非常多的研究成果。大多

数研究局限于换热网络本身的改造问题[7]，对于进

入公用换热器的余热回收的研究还相对比较薄

弱[8]。经过换热网络优化集成之后，基本上中高品

位的热量都可以得到有效利用，剩余的进入公用换

热器的热量基本以低温热量为主。

低温废热的回收利用，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技

术包括有机朗肯循环 （ORC）、吸收式制冷系统

（ARS）、机械式热泵（MHP） [9]。ORC是将从低温

和中温废气或任何废热源获得的能量转换为电能以

提高系统效率的技术[10]。ARS是利用低级热量来产

生用于冷却和加热应用的冷冻水或热水的技术[11]。

MHP是通过输入电能将低温废热提升到更高温度

的技术[12]。Huppmann[13]于 1983年就提出了利用有

机朗肯循环（ORC）回收工业废热的想法，Hung
等[14]在 1997年的时候提出在低等级废热回收中利

用ORC系统，并对不同工质开展了研究。Wei等[15]

提出了以HFC-245fa（1,1,1,3,3-五氟丙烷）为工质

的有机朗肯循环（ORC）系统，并分析了其性能。

Bulgan[16]于1997年提出在氨水吸收式制冷系统中利

用 85～110℃的低温热量，并对其吸收式制冷系统

（ARS） 进行了热力学分析。Abou-Ziyan等[17]于

1997年提出了基于太阳能辅助的R22和R134a热泵

系统用于低温余热的回收，并进行了研究与对比分

析。有机朗肯循环 （ORC）、吸收式制冷系统

（ARS）、机械式热泵（MHP）也是目前发展较为成

熟的废热回收系统，将废热回收（WHR）与换热

网络（HEN）的集成相结合，可进一步扩大系统集

成的空间、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到目前为止，这

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很少。将废热回收与换热网络集

成相结合，是一种多能互补的理念。多能互补是指

具有多种能源资源输入、多种能源产出特征的能源

利用系统[18]，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冷热电联产系

统[19]。近年来，为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多能

互补概念[20]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本文在换热网络的优化改造中，结合废热回收

系统，组成新的多能互补综合系统。基于NSGA-Ⅲ
算法，以综合系统的年度改造费用、年度改造收

益、能耗（包含换热网络的冷/热公用工程和废热

系统的冷却水和电力消耗）和废热系统的有益产出

为目标函数，建立了系统优化改造模型；并用于原

油蒸馏装置的热集成系统的优化改造，通过案例研

究，验证了集成废热回收系统的换热网络优化改造

的实用性和有益效果。

1 数学模型

本文基于 Yee等[21]提出的HEN分流分级超结

构模型，取消了模型中的等温混合假设，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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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热回收模块，建立如图1所示的考虑废热回收的

HEN非等温混合分流分级超结构模型。采用充分

利用现有换热设备，并从冷却水（冷公用工程）中

回收低品位废热的优化改造方法。该方法通过有机

朗肯循环（ORC）、吸收式制冷系统（ARS）、机械

式热泵（MHP）回收换热网络冷却水中的低温废

热，建立了考虑废热回收的换热网络的优化改造混

合整数非线性规划（MINLP）数学模型，为后续考

虑废热回收的换热网络优化改造方法的研究提供理

论基础。

1.1 目标函数

考虑废热回收的热集成系统优化改造，是依托

现有网络拓扑结构和换热设备，通过调整网络结

构、增减换热设备面积等措施实施改造，获得更加

节能和经济的换热网络，再使用废热回收系统回收

HEN中剩余的废热以产生有益的收益。该系统除

了应该考虑改造费用和经济效益外，还应考虑废热

系统的有益输出。因此，本文模型中的目标函数设

定为年度改造费用、年度改造收益、能耗（包含

HEN的冷/热公用工程和废热系统的冷却水和电力

消耗）和废热系统的有益产出。

1.1.1 最大废热产出

人类在活动中因某种需要而生产制造的热能在

利用结束后所排放的不再利用的热能叫废热。现代

人类活动产生着大量的废热，特别是工业生产活

动，它是制造大量废热的主要原因。正是这些大量

废热的排放，恶化着人类的生存环境。怎样减少和

利用好这些废热是当前人类面对的生存环境的重要

问题之一。充分利用工业过程中产生的废热是减少

能源消耗、改善环境的重要举措。衡量废热系统的

废热转化率，有效的废热产出（waste heat output，
WHO）是重要的指标，以废热产出作为目标可以

直观反映废热系统的益处，其包含ORC系统的发

电量、ARS系统的制冷量和MHP系统的制热量，

如式(1)所示。

WHO = W电 + Q冷 + Q热 (1)
式中，W电、Q冷、Q热分别为ORC系统的净发

电量、ARS系统的制冷量和MHP系统的制热量。

1.1.2 最小能源消耗

能耗消耗 （energy consumption，EC） 是指换

热网络满足工艺要求需要消耗的外部能量，包含使

冷物流升高温度的热公用工程和使热物流降低温度

的冷公用工程。而考虑废热回收的改造可能还需涉

及废热系统所消耗的冷却水或电能，其具体模型如

式(2)所示。
EC = QCU + QHU + Qcw,ORC + Qcw,ARS + Wcomp (2)

式中，Qcw,ORC、Qcw,ARS、Wcomp分别为ORC系统的

冷却水用量、ARS系统冷却水用量和MHP系统压

缩机功率（耗电量）；QCU、QHU分别为HEN的总

冷公用消耗［式(3)］和热公用消耗［式(4)］。
QCU =∑

i = 1

I

( )qcui - qORCevap,i - qARSgen,i - qMHPevap,i (3)

QHU =∑
j = 1

J qhu j (4)
式中，qORCevap、qMHPevap 和 qARSgen 分别为废热回收系统

ORC、MHP和ARS的热回收量。

图1 考虑废热回收的换热网络的超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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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最小年度改造费用

本文选取年度改造费用 （annual retrofit cost，
ARC）作为换热网络优化改造的目标。其中，年度

改造费用包括现有换热器增加面积的费用、增加新

换热器的费用、增加分流带来的重新布管费用和变

动现有换热器位置的费用，以及增加废热回收系统

的费用[22-23]，如式(5)所示。

ARC = AF × é

ë
êê∑
e = 1

Ne
( )FC + CCe × ABe +∑

a = 1

Na
( )CCa × ABa + CrNr +

CmNm + UCORC × W电 + UCARS × Q冷 + UCMHP × Q热

ù

û
úú

(5)
式中，Ne、Na、Nr和Nm分别为新增换热器数

目、现有换热器增加面积的数目、重新布管的新增

物流数目和需要变动位置的现有换热器数目；FC、
CCe、Be分别为新增换热器的固定费用、面积费用

系数和面积费用指数；CCa、Ba分别为现有换热器

增加面积的费用系数和费用指数；Cr、Cm分别为重

新布管（增加一个分流）和移动一个现有换热器的

费用；UCORC、UCARS、UCMHP分别为 ORC系统单位

发电量的投资成本、ARS系统单位制冷量的投资成

本、MHP系统的单位制热量的投资费用；AF为改

造投资费用的年度化因子，如式(6)。
AF = r ( )1 + r a

( )1 + r a - 1 (6)
式中，r、a分别为年利率和使用年限。

1.1.4 最大年度改造收益

年度改造收益（annual retrofit profit，ARP）指

投入改造资金在整个设备生命周期内所得利润的年

均值，包括经过改造后每年节省的公用工程费用和

废热系统所产生的冷、热、电销售所带来的利润。

合适的改造收益不仅有益于考核改造收益与改造投

资的分配是否合理，而且有利于统一地管理和全面

了解改造投资的使用状况，从而进一步改善改造投

资的管理工作，为节省企业资金提供经验和数据。

其计算函数如式(7)所示[24]。
ARP = UCS + PORC + PARS + PMHP (7)

式中，UCS为节省的能耗费用，其等于原有网

络能耗费用与现有网络能耗费用的差值，即通过改

造每年节约的能源消耗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其计算

如式(8)、式(9)所示。
UCS = Cu,or - Cu,ex (8)
Cu = UCcu × QCU + UChu × QHU (9)

式中，Cu,or、Cu,ex分别为原始网络公用工程费用

和改造后公用工程费用；UCcu、UChu分别为单位冷

公用工程费用和单位热公用工程费用。

式(7)中，PORC、PARS、PMHP分别为ORC、ARS、
MHP废热系统所得年度利润，其计算如式(10)～
式(12)所示。

PORC = UEP × W电 × RT - Qcw,ORC × UCcu (10)
PARS = UCP × Q冷 × RT - Qcw,ARS × UCcu (11)
PMHP = UHP × Q热 × RT - Wcomp × UEP × RT (12)

式中，UEP、UCP、UHP分别为单位电力价

格、单位冷量价格和单位热量价格；RT为系统的

年运行时间；Qcw,ORC、Qcw,ARS分别为ORC系统、ARS
系统的冷却消耗；Wcomp为MHP系统通过压缩机做

功产生热量所需要消耗的电能。

1.2 约束条件

考虑废热回收的换热网络在优化改造过程中需

要满足的约束条件包括：物流的热平衡约束、质量

守恒约束、传热方程、过程物流非等温混合能量平

衡、流股的入口温度约束、可行性温差约束、最小

传热温差约束、废热回收系统的性能方程。物流的

热平衡约束、质量守恒约束、传热方程、过程物流

非等温混合能量平衡、流股的入口温度约束、可行

性温差约束、最小传热温差约束参见文献[2]，此

处不再赘述。本文拟采用的ORC系统以苯为系统

运行工质，可回收废热源温度范围取 100～
290℃[25]；ARS系统的工质采用H2O-LiBr工质对，

可回收废热源温度范围取 70～190℃[26]；MHP系统

选择正丁烷作为制冷剂，可回收废热源温度范围取

25～70℃[27]。

通过Aspen软件模拟了所选的 3种废热回收系

统的实际运行性能，然后通过拟合回归废热回收系

统的理想性能与实际性能的偏差或理想状态与非理

想状态的关系，进而建立了废热回收量与废热回收

系统输出之间的关系。

1.2.1 WHR系统的性能方程

（1） ORC的性能计算 若 ti,K+2的温度在 100~
290℃，则ORC系统的进口温度等于该温度，否则

如式(13)所示。

tORCi,in = {ti,K + 2 100℃ ≤ ti,K + 2 ≤ 290℃0 ti,K + 2 < 100℃ , i ∈ HP (13)
式中，ti,K+2为换热网络中第 i股热流体的K+2级

温度，即出口温度，℃。

若 Tout,i出口温度大于 100℃，则ORC系统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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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温度等于该温度，否则ORC出口温度为所回收

温度的下限温度100℃，如式(14)所示。

tORCi,out = {Tout,i Tout,i > 100℃0 Tout,i ≤ 100℃ , i ∈ HP (14)
结合式(13)和式(14)可得，ORC系统在第 i股热

物流的废热回收量qORCevap,i如式(15)所示。

qORCevap,i = Fi (tORCi,in - tORCi,out ) , i ∈ HP (15)
式中，Fi为第 i股热流体的热容流率；tORCi,in 与

tORCi,out 分别为ORC系统的进出口温度。

ORC系统的发电量W电,i计算如式(16)所示。

W电,i = qORCevap,i (Aη3理想,ORC + Bη2理想,ORC + Cη理想,ORC) , i ∈ HP
(16)

式中，回归常数 A、B和 C的值是通过Aspen
对ORC的实际运行状态进行模拟得到的，其中工

质物理性质计算使用的是Peng-Robinson状态方程，

分别为 − 0.49828、 − 0.20313 和 0.72326； ηORC理想,i 是

ORC的理想效率，计算如式(17)所示。

ηORC理想,i = 1 - tORCcond,i + 273.15
( )tORCi,out - ΔtORCmin + 273.15 , i ∈ HP (17)

式中，tORCcond,i为ORC系统的冷凝温度，取 30℃；

tORCi,out 为ORC系统的出口温度，℃；ΔtORCmin 为ORC系统

的最小传热温差，取10℃。

（2） ARS的性能计算 虽然ARS系统的可回

收废热源温度范围与ORC系统存在重叠部分，但

可以先假设ARS系统废热回收范围如1.2节所述范

围。最后，再通过与ORC系统进行比较，选择合

适的系统。

若 ti,k+1的温度在 70～190℃，则ARS系统的进

口温度与该温度一致，否则，可如式(18)表示。

tARSi,in = { 190
ti,K + 2

ti,K + 2 > 190℃70℃ ≤ ti,K + 2 ≤ 190℃0 ti,K + 2 < 70℃
, i ∈ HP (18)

若Tout,i出口温度大于70℃，则ARS系统的出口

温度等于该温度，否则系统温度为70℃，如式(19)
所示。

tARSi,out = {Tout,i Tout,i > 70℃
70 Tout,i ≤ 70℃ , i ∈ HP (19)

结合式(18)和式(19)可得，ARS系统发生器的

废热回收量如式(20)所示。

qARSgen,i = Fi (tARSi,in - tARSi,out ) , i ∈ HP (20)
式中，tARSi,in 与 tARSi,out分别为第 i股热物流进出ARS

系统的温度，℃。

第 i股热物流的 ARS系统的制冷量如式 (21)

所示。

Q冷,i = qARSgen,i éëa×COP理想 ×exp (b×COP理想)+ c×COP理想
ù
û , i∈HP

(21)
式中，非理想状态的回归系数a、b和 c的值是

通过Aspen进行模拟回归得到的，其中工质的物理

性质使用 Electrolyte NRTL 状态方程，分别为

0.99949、−0.81513和0.19499；COPARS理想,i为ARS的理

想COP，计算如式(22)所示。

COPARS理想,i =
é

ë

ê
êê
ê1- T ARSabs,i

( )tARSi,out - ΔtARSmin,i + 273.15
ù

û

ú
úú
ú ( T ARSevap,i
T ARScond,i - T ARSevap,i ) , i ∈ HP

(22)
式中，ΔtARSmin,i为ARS系统的最小传热温差，取

10℃；T ARSabs,i 为ARS系统的吸收温度；T ARScond,i和T ARSevap,i分
别为 ARS系统的冷凝温度和蒸发温度，分别取

303.15K和276.15K。
（3）MHP的性能计算 MHP系统的进口温度

如式(23)所示。

tMHPi,in = {ti,K + 2 25℃ ≤ ti,K + 2 ≤ 70℃70 ti,K + 2 > 70℃, 25℃ < Tout,i < 100℃ , i ∈ HP
(23)

MHP系统的出口温度如式(24)所示。

tMHPi,out = {Tout,i 25℃ ≤ Tout,i ≤ 70℃inf Tout,i > 70℃ , i ∈ HP (24)
结合式(23)和式(24)可得，MHP系统在第 i股热

物流的废热回收量qMHPevap,i如式(25)所示。

qMHPevap,i = Fi (tMHPi,in - tMHPi,out ) , i ∈ HP (25)
式中，tMHPi,in 与 tMHPi,out 分别是第 i股热物流进出MHP

系统的温度。

MHP系统的热升级量如式(26)所示。

Q热,i = qMHPevap,i
é

ë
ê
ê1 +

T MHPcond,i - T MHPevap,i
( )α + β T MHPcond,i - βT MHPevap,i

ù

û
ú
ú , i ∈ HP (26)

式中，MHP系统非理想状态的回归系数α和β
的值通过Aspen模拟回归得到，其中工质的物理性

质使用 Peng-Robinson状态方程，分别为 0.70355
和−0.62413；T MHPcond,i 为 MHP系统的冷凝温度，取

353.15K；T MHPevap,i 为MHP系统的蒸发温度，计算如

式(27)所示。

T MHPevap,i = (tMHPi,out - ΔtMHPmin,i) + 273.15 (27)
式中，ΔtMHPmin,i为MHP系统的最小传热温差，取

10℃。

上述WHR系统的性能拟合公式(16)、式(21)和
式(26)的拟合优度R2均高于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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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模型中采用的二元变量

模型中采用的二元变量如式(28)所示。

zijk = {1 rand ( )0,1 ≥ 0.5
0 rand ( )0,1 < 0.5 , i ∈ HP, j ∈ CP,1 ≤ k ≤ K (28)

式中，z表示过程物流上换热器存在与否，z取
1时，代表物流上存在换热器，否则，不存在。

2 求解方法

本 文 采 用 的 求 解 方 法 是 NSGA-Ⅲ算 法 ，

NSGA-Ⅲ（Deb和 Jain[28]）基于参考点的策略分解

目标空间，并且每个参考点都可以与多个解决方案

相关联，这种方法可以有效保持解的多样性。

NSGA-Ⅲ算法在高维目标求解和性能评价方面具

有实用性和优越性。针对本文的4个目标函数，采

用该算法来求解考虑废热回收的换热网络优化改造

混合整数非线性规划（MINLP）数学模型。算法的

具体实施过程可参考文献[2]，在此不再赘述。

3 案例研究

现采用上文所述的集成废热回收系统的换热网

络优化改造方法，对原油蒸馏系统的HEN[29]实施优

化改造。该问题包含10条热物流、5条冷物流和1
组冷、热公用工程。物流数据见表1，原始HEN拓

扑结构如图2所示，其中物流上方正体数字表示网

络的温度分布，单位为℃；斜体表示物流的分流比

以及流股的热容流率；大写字母标记的换热器为新

增换热设备。改造过程中的相关经济参数见表 2。
该案例的设备使用年限为 5年，年利率费为 0，设

备年运行时间为 8400h/a。原始换热网络每年需消

耗 95366kW热公用工程和 57923kW冷公用工程，

产 生 的 公 用 工 程 费 用 （ 操 作 费 用 ） 为

13930590USD/a。该案例不考虑重新布管、移动换

热设备和减少换热面积的费用。

本文基于MATLAB环境编写计算程序，算法

中参数设置如下：种群大小为120，最大进化代数

为 200，结构交叉率为 0.85，结构变异率为 0.05，
目标划分份额 p取 7，最小传热温差∆Tmin的寻优范

围为15～30℃。为给用户提供多角度、多策略的能

源改造方案，本文采用NSGA-Ⅲ算法求解得到了

如表3和图3所示的具有不同优化目标偏好的节能

改造方案，对不同解决方案的主要性能指标进行了

对比。总年度费用（TAC）表示年度操作费用与年

度改造费用之和减去WHR系统的年度总销售收

益；初始网络的 TAC则为操作费用。投资回报率

（ROI） 表示年度投资收益与总的投资费用的

比值。

如表 3和图 3所示，上述方案中，方案 1为最

优解集中EC最小的解决方案，相对应的WHO和

ARP也是较小的；方案 2为最优解集中WHO最大

的改造方案，相应的EC和ARC也是最大的；方案

3和方案4则分别为最小ARC与最大ARP的解决方

案。根据图3可以看出，以EC或者WHO为主要评

价指标时，能耗EC与废热产出WHO具有一定的正

相关关系。在原油蒸馏装置中，冷物流的预热需要

消耗大量的热量，当EC上升时，意味着换热网络

中的热回收量减少了，废热系统可供利用的废热就

增加了，因此废热系统的产出WHO增加，反之亦

然。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能耗中，各方案的HEN
和ARS系统消耗的能量合计占比均超过 90%，其

中HEN的占比均超过 50%，但相对于原始网络而

言，HEN所消耗的能量均大幅度减少，其余能量

则提供给WHR系统作为能量输入。根据以上表3、
图 3和图 4所提供的数据，下面将对本案例的 4个
改造方案进行具体分析。

方案1提供了具有最小总能源消耗（包含HEN
的能耗与WHR系统能耗）的改造方案，适用于能

耗过大、急需减少能源消耗的用户，该方案可以使

HEN部分的公用工程消耗 （不包括WHR系统部

分）减少 52.17%，虽然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增加了

表1 工艺物流数据

流股

H1
H2
H3
H4
H5
H6
H7
H8
H9
H10
C1
C2
C3
C4
C5
HU
CU

进口温Tin/℃
319.4
347.3
263.5
297.4
248
73.2
231.8
167.1
146.7
250
30
232.2
226.2
120
180
1000
20

出口温度Tout/℃
244.1
45
181
150
50
40
120
69.6
73.4
198
232.2
343.3
231.8
186
290
500
40

热容流率CP
/kW·K−1
136.2
194.5
123
20.7
63.2
57.7
48.5
165.3
253.6
120.5
373.3
488.1
392.6
200.4
320.6
—

—

传热系数h
/kW·m−2·K−1

1.30
0.76
1.40
1.20
1.20
1.30
1.40
1.40
1.20
1.50
0.60
0.79
3.20
1.50
1.20
0.12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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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R系统而额外产生了 44809kW的能源消耗，但

相较于原始网络而言，总能耗仍然可以减少

22.93%，另外也带来了 26026kW的能量产出，由

此带来了更大程度的能源节约效应，可以有效减少

总年度费用 56.34%，因而本方案的节能降耗效果

相当显著；方案2则提供了具有最大废热产出的方

案，属于高投资高收益的方案，该方案提供了

40025kW的废热产出，其中包含了685kW的电能、

图2 现有换热网络结构

表2 相关经济参数

项目

新增换热器费用/USD
现有换热器增加面积的费用/USD
单位热公用工程费用UChu/USD·kW−1·a−1
单位冷公用工程费用UCcu/USD·kW−1·a−1
ORC系统的投资费用［30］ /USD·kW−1

ARS系统的投资费用［31］ /USD·kW−1

MHP系统的投资费用［32］ /USD·kW−1

电力销售价格［33］ /USD·（kW·h）−1
冷量（7℃）销售价格［33］ /USD·（kW·h）−1
热量（70℃）销售价格［33］ /USD·（kW·h）−1

参数或公式

54672+622.6A
622.6ΔA
140
10
1726
239
442
0.089
0.042
0.027

表3 集成系统不同维度的改造解决方案

方案

原网络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方案4

EC
/kW
153289
118135
175152
133170
167996

WHO
/kW
—

26026
40025
24842
34187

ARC
/USD·a−1

—

2053937
2555750
1848463
1942166

ARP
/USD·a−1

—

9901834
11473811
11033477
11731185

TAC
/USD·a−1
13930590
6082573
5012410
4745456
4118961

ROI
/a
—

96%
90%
119%
121% 图3 集成系统不同维度的改造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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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70kW 的 冷 量 和 9972kW 热 量 ， 共 带 来 了

1.15×107USD/a的系统收益（等于WHR系统产出的

销售收益减去WHR系统的操作费用），因此该方

案的WHR系统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但相对于整

个集成系统而言，回报率仅为90%，相对的经济收

益成效不太明显；而具有最小改造费用的方案3则
属于低投资低回报的解决方案，适合项目改造资金

紧张的用户选择，该方案不仅可以减少 13.12%的

总能耗，还可以减少 65.93%的总年度费用，改造

投 资 费 用 共 需 9.24×106USD， 其 中 包 含 2.24×
106USD 的 HEN 改造投资费用、 6.56×105USD 的

ORC系统投资费用和5.26×106USD的ARS系统投资

费用以及1.09×106USD的MHP系统投资费用；具有

最大改造收益的方案4与方案2有着近似的性能指

标，其原因是整个系统的能量利用情况由HEN系

统和WHR系统共同决定，对该案例而言，系统的

改造收益很大程度上受到WHR系统废热产出的影

响，因此具有最大废热产出的改造方案与具有最大

改造收益的改造方案在性能指标上呈现了一定的近

似性。方案4也是投资回报率最大的方案，投资回

报率高达121%且投资收益高，是本案例中投资回

报效果最明显的方案，该方案减少了 54.44%的热

公用工程消耗，虽然总能耗增加了9.59%，但总的

操作费用却减少了 0.16%；同时WHR系统每年可

获 得 10294055USD 的 收 益 ， 总 年 度 费 用 减 少

70.43%。

综上所述，方案1虽然能耗最小，但投资收益

和废热产出偏小，导致其改造经济性不明显；而方

案2虽然废热产出和改造收益都较好，但相应的改

造投资费用和能源消耗大，导致经济性欠佳；方案

3虽然投资成本最小，能源消耗和改造收益也适

中，但废热产出小，对废热的利用率相对较低；而

方案4投资回报率最高，投资收益好，同时能源消

耗和废热产出均适中。

下面以方案 4为例，开展进一步的讨论分析，

来考察集成WHR系统的优势。仅对HEN进行优化，

不考虑集成WHR系统的改造方案（Scenario A），如

图 5所示。该图给出了不考虑集成WHR系统时的

HEN改造拓扑结构图，其中换热器面积后面括号

中的数值为在原有换热器的基础上进行的面积增减

值。可以看出Scenario A回用了原有网络中的15台
换热设备，其中有 4台换热设备共增加换热面积

139.4m2，所需改造费用 86790USD；新增 6台新换

热 器 ， 总 面 积 为 805.9m2， 所 需 投 资 费 用 为

829785USD。新增2条分流，回用的15台现有换热

设备全部需变动匹配关系，但本案例未考虑重新布

管和变动匹配的费用，因此忽略该部分投资成本。

因此，优化改造过程所带来的改造投资总费用为

916576USD，年度化改造投资费用为183315USD/a。
此外，该改造方案消耗热公用工程 89239kW，冷

公用工程 51914kW，相较于原有HEN分别减少了

6.42%和10.37%，运行成本减少了6.59%。

图4 集成系统不同解决方案中EC和WHO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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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给出了集成WHR系统的换热网络改造拓

扑结构图（该方案称为 Scenario B），其中WHR中

的箭头表示对系统的输入或输出。该解决方案中的

ORC系统通过蒸发器与HEN进行集成耦合，其中

驱动ORC系统发电的热能为2348kW，冷凝器消耗

冷公用 1931kW，抵消工作流体泵电力消耗后净发

电量为 417kW。而驱动ARS系统发生器中浓溶液

分离的热量来自热物流H4、H5、H6、H7、H8和

H9，共回收热量 46310kW，由于工质泵的功耗远

小于冷却能耗，从而忽略工质泵的功耗，共需消耗

75975kW的冷公用，共产生 29665kW的冷量。而

MHP系统则通过蒸发器回收了3255kW的热量，产

生了 4105kW的热量，其间消耗了 850kW的电能。

因此，WHR系统所需投资费用为9624087USD，通

过销售电力、冷量和热量可获得11708575USD/a的
经济收益，运行费用为 1414520USD/a，则所获净

图6 HEN-WHR改造结构（方案4）

图5 HEN改造结构（Scenari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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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为10294055USD/a。
表4中总结了Scenario A和Scenario B的各相关

数据，通过对比来考察集成WHR系统的作用。从表

4中的数据可知，集成WHR与HEN的情况下，HEN
部分的操作费用（主要为热公用工程）约占总年度

操作费用的90%，ARS系统和MHP系统的操作费用

均占 5%左右，而ORC的操作费用几乎可以忽略。

集成WHR与HEN系统的投资费用中，仅有约1%的

费用用于HEN改造，99%的费用都投资于WHR系

统；其中，ARS系统的投资费用占比为 73.0%，而

ORC系统的投资费用仅为7.4%。ARS系统的投资收

益占总年度收益的82.7%，而ORC系统和MHP系统

分别占 2.5%，HEN的改造收益占 12.3%。由此可

得，在集成WHR的改造中，主要的操作费用为

HEN的热公用工程的操作费用，主要的投资费用为

WHR系统的投资费用，WHR系统的收益占据主导

地位，而在WHR系统中ARS系统占有重要的比例。

因此，减少HEN的热公用消耗、减少WHR系统的

投资和增加系统的收益是改造的重要环节。

从投资与收益角度分析，虽然 Scenario B的投

资费用是 Scenario A的 2.12倍，但其投资收益却是

Scenario A的 12.78倍，即 Scenario B的投资回报率

（120.8%）优于Scenario A的投资回报率（100.2%），
也就是说集成WHR系统的投资是值得的。从其能

源消耗角度看，Scenario B相较于Scenario A的操作

费用增加了6.88%。综合能源消耗、投资与收益分

析，Scenario B相较于Scenario A的总的年度费用减

少了66.5%，也就是说集成WHR系统的改造比单独

HEN优化改造具有良好的经济性和综合优势。

4 结论

本文对原油蒸馏系统（10H5C）实施了优化改

造，通过权衡WHR与HEN集成系统的能源消耗、

WHR系统的产出、改造费用和改造收益4个目标，

采用NSGA-Ⅲ算法求解获得了多维度的改造方案，

可以为不同需求的用户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并比

较了集成WHR系统与单独HEN改造的性能，得到

如下的结论。

（1）在HEN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了废热回收系

统WHR，应用多能互补理念，提高了能源的利用

率。该方法扩大了系统的分析边界，并从中获得了

积极的效果。

（2）本文将废热回收系统与热集成系统相结

合，通过废热回收系统，实现电、冷、热三联供，

完美演示了多能互补理论在过程工业换热网络系统

中的应用前景。

（3）该方法充分考虑用户的不同需求，为用户

提供多角度、多维度的解决方案。不仅可以为用户

提供相较于基础网络最大节省 22.93%的能源消耗

的改造方案，还可以提供WHR系统最大输出为

4.003×104kW的解决方案，也能提供具有最小改造

费用为1.848×106USD/a的改造方案，还能提供具有

最大改造收益和最小投资回报率分别为 1.173×
107USD/a和121%的解决方案。

（4）以方案 4为例，对比了集成WHR系统的

改造方案与单纯HEN改造方案的性能。结果表明，

相较于单独HEN的改造方案，集成WHR系统的解

决方案，系统的年度总费用降低了66.5%，说明了

集成WHR系统的经济性和实用性。

表4 解决方案比较

评价指标

总废热回收量/kW
总发电量/kW
总制冷量/kW
总制热量/kW
投资费用

HEN改造投资费用/
USD·a−1
ORC设备投资费用/
USD·a−1
ARS设备投资费用/
USD·a−1
MHP设备投资费用/
USD·a−1
总投资费用/USD·a−1

操作费用

HEN操作费用/USD·a−1
ORC操作费用/USD·a−1
ARS操作费用/USD·a−1
MHP操作费用/USD·a−1
总操作费用/USD·a−1

改造收益

HEN改造收益/USD·a−1
ORC集成收益/USD·a−1
ARS集成收益/USD·a−1
MHP集成收益/USD·a−1
总改造收益/USD·a−1
投资回报率

总年度费用/USD·a−1

HEN-Scenario
A
—

—

—

—

916576

—

—

—

—

13012600
—

—

—

—

917990
—

—

—

917990
100.2%
12277925

HEN-WHR-Scenario
B

51913
417
29665
4105

17349

143948

1417987

362882

1942166

12493460
19310
759750
635460
13907980

1437130
292439
9706062
295554
11731185
120.8%
4118961

占比

0.9%

7.4%

73.0%

18.7%

100%

89.8%
0.1%
5.5%
4.6%
100%

12.3%
2.5%
82.7%
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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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说明

A—— 传热面积，m2

ΔA—— 现有换热设备增加的面积，m2

HP—— 热物流集合，{i | i表示热物流}
I—— 热物流流股数目

J—— 冷物流流股数目

Q，q—— 热负荷，kW
QCU—— 冷公用工程热负荷，kW
QHU—— 热公用工程热负荷，kW
T，t—— 温度，℃

上下角标

comp—— 压缩机

cond—— 冷凝器

cu—— 冷公用工程

cw—— 冷却水

evap—— 蒸发器

gen—— 发生器

hu—— 热公用工程

i—— 热物流编号

in—— 物流进口

j—— 冷物流编号

k—— 级数

min—— 最小值

out—— 物流出口

u—— 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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