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9 卷 第 6 期

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

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2 年 11 月

Vol. 39 No. 6
Nov. 2022

【土木建筑工程 /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竖井乏风废热提取用于井口防冻的现场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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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夏热冬冷地区、寒冷地区和严寒地区冬季井口防冻和节能减排等问题，提出了新型的

矿井乏风-新风间壁式直接换热技术，并在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付诸实施 . 对某煤矿进行现场实测发
现：换热后的新风输送至井口，与部分室外新风混合后的温度不低于 2 ℃，满足煤矿规范要求；通过滴状

冷凝充分吸收乏风中的潜热，换热过程不需要额外能源，仅需为新风提供动力，供暖期性能系数（制热量

与输入功率的比值）达到 12. 1；通过替代原有 2 × 104 kg 燃煤锅炉，年减排二氧化碳 1. 881 × 107 kg、氮氧化
物 4. 8 × 104 kg、二氧化硫 4. 8 × 104 kg；矿井乏风直接排放至大气中的矿尘减少 2. 178 × 104 kg/a．该系统
单个供暖季运行费用仅为 225. 85 万元，比天然气锅炉系统节省 426. 65 万元，比燃煤锅炉系统节省 799. 81

万元．间壁式乏风-新风直接换热技术不仅运行费用低，而且运行过程无废水、废气及废渣等污染，是一项
绿色环保、高效节能的新技术，为建设现代化新型绿色矿山提供一条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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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 new type of directly heat transfer technology between exhaust wind and fresh air was proposed and put

into practice in Shenhua Ningxia Coal Industry Group Co. Ltd. so a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wellhead anti-freezing,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hot-summer-cold-winter region, cold region and severe cold region in

winter. The field measurement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heated and transported to the wellhead, the fresh air is mixed
with some outdoor fresh air, and its temperature is not less than 2 ℃ , which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coal mine

specifications; the latent heat in the exhaust wind is fully absorbed through droplet condensation, and the heat
transfer process does not need additional energy, but only the fresh air needs power. The average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ratio of heating capacity to input power) in a heating period reaches 12. 1, by replacing the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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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104 kg of coal-fired boilers with new technology, the emissions of 1. 881 × 107 kg carbon dioxide, 4. 8 × 104

kg nitrogen oxides, 4. 8 × 104 kg of sulfur dioxide, and 2. 178 × 104 kg of dust directly, which used to be discharged
into the atmosphere by mine exhaust wind, will be reduced annually. The operating cost of the system is only
2. 258 5 million Yuan per heating season, saving 4. 266 5 million Yuan compared with the natural gas boiler system

and 7. 998 1 million Yuan compared with the coal-fired boiler system. The use of wall type exhaust wind and fresh

air direct heat transfer technology has low operation cost, and it has no pollution of waste water, waste gas and waste
residue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It is a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igh efficiency and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and can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odern and green mine.

Key words: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exhaust wind; waste heat; wellhead anti-freezing;
heat transfer between exhaust wind and fresh wind

对于冬季气温会降至 0 ℃以下的夏热冬冷地

［10］
风间壁换热技术（热管技术）
和乏风-新风间壁式

全生产的一个重要保证．井口结冰一方面会导致有

技术从 2013 年起在山东省微山矿业集团欢城煤矿 1

区、寒冷地区和严寒地区，井口防冻是矿井冬季安
效通风面积减少、矿井通风量不足；另一方面井口

结冰坠落后的冰柱和冰块可能导致井下人员的伤
亡，危及排水管道和动力电缆的安全，严重时会造
成卡罐和矿井停产等重大事故．中国的煤炭矿井绝
大部分分布在北方寒冷（严寒）地区，十大产煤省份
除贵州外，黑龙江、山西、河北、内蒙、陕西、河
南、安徽、山东和宁夏地区的井工煤矿均需要采取
井筒防冻措施．从产量上看，处于防冻地区的煤矿
产量占比超过全国总产量的 85% ．
［1］

传统矿井井筒防冻加热技术是通过燃煤锅炉将

进风空气温度提高到 2 ℃以上．近年来，随着中国

节能环保战略的不断推进，分散式的中小型燃煤锅
炉被限制使用，如改为燃气锅炉，运行成本将大幅
上升，存在燃气供应不足的较大风险．随着中国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能耗双控措施的提出，
加快能源转型，谋划碳中和目标下能源转型的最优
战略路径，努力实现减碳和经济发展并行不悖，是
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寻找稳定的清洁能源已成
［2］

为当务之急 .

实际上，矿井中蕴含着大量的余热资源可供利

用，包括矿井乏风废热、矿井排水余热和井下降温
系统冷凝热等

. 其中，矿井乏风是一种稳定、较

［3-7］

优质的余热资源．一方面，煤矿需要不间断通风，
乏风风量全年保持稳定；另一方面，用于煤矿通风
的空气不断与煤矿的巷道、机电设备和淋水等进行
热交换，乏风中富含大量水的潜热．

自 2007 年山东新矿集团孙村煤矿千米立井矿

直接换热技术．其中，乏风-新风间壁式直接换热
号和 2 号井开始应用，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的枣泉煤矿、羊场湾煤矿、麦垛山煤矿、金凤煤矿

和金家渠煤矿等 5 家煤矿的 6 对矿井井口防冻改造

服务项目也采用了新型乏风-新风间壁式换热器，
并于 2018 年起运行至今 . 为了分析井口防冻项目运
行效果，本研究对该 6 对矿井的新风温度、乏风温

度、加热后新风温度和入井新风温度等进行了现场
实测 .

1 工程概况

宁夏回族自治区某煤矿 13 和 14 采区（以下简称

13 和 14 采区）新建进、回风立井及相应的地面建
筑，新建进风立井正常生产最大进风量为 170. 84
m³/s，回风井最大乏风量为 235 m³/s．13 和 14 采区
冬季原采用 2 台功率为 7. 0 MW 的燃煤锅炉采暖 .

2016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依据 《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银川对于具备拆除条件的
2. 0 × 104 kg 以下燃煤采暖小锅炉实施拆除．由于

13 和 14 采区距离主工业场地和周边的电厂均较远

（10 km 以上），采用周围电厂余热和太阳能不可行，
采用制氮压缩机余热提供的热量不足，蓄热电锅炉
性能系数（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COP；制热量与

输入功率的比值）低（1. 5～1. 8）、年运行费用高，
对可供采用的喷淋换热、热管换热和乏风-新风换
热方案进行综合比较（表 1）后，最终采用乏风-新风

间壁式直接换热技术和空压机余热利用技术代替燃

井乏风废热井口防冻项目取得工业性试验成功以

煤锅炉，对采用乏风-新风间壁式换热器将新风加

来，矿井乏风换热技术领域研发出了风-水喷淋换

热后用于井口防冻，利用空压机余热解决地面建筑

热技术 、风-制冷剂直膨式换热技术 、风-介质-

采暖问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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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Comparison of feasible schemes

Table 1
方案
喷淋换热

可行性方案比较

电功率/kW 耗电量/（kW·h） 电费/万元 耗水量/m3 初投资金额/万元 年运行费用/万元 投资回收期/a
2 170

5 468 400

273. 420

2 0160

1 710

439. 00

8. 01

330

748 440

37. 422

0

2 363

225. 85

5. 54

528

热管换热
乏风-新风换热

1 330 560

66. 528

0

2 930

283. 03

7. 93

这种凝结方式称为膜状凝结．膜状凝结时，壁面总
是被一层液膜覆盖着，凝结放出的潜热必须穿过液

2 技术原理

膜才能传到冷却壁面上，这时，液膜层就成为传热
的主要热阻．如果凝结水不能很好地湿润壁面，凝

为了准确获得换热器的换热状况及井口安全情

况，对 13 和 14 采区自 2018-11-01 至 2019-03-01 期
间 1 个供暖季的乏风温度（t）
（tx）、加热
f 、新风温度

结液体在壁面形成一个个小液珠，称为滴状凝结．
与膜状凝结相比，滴状凝结是一种高效传热方式，
其凝结过程在现有传热现象中具有较高的传热系

后新风温度（tx - h）及井口温度（tr）进行现场实测，乏

数，该传热系数是相应膜状凝结传热系数的几倍至

壳式，乏风从管外通过，新风从管内通过，乏风通

水性，使经过合并后的大液滴在形成连续的液膜前

过金属壁与新风进行热湿交换，释放出大量的潜

就从表面上脱落下来，热乏风能够持续不断地与换

热，新风从管内流过时会吸收管外的热量，温度升

热器冷表面直接接触，换热强度远远大于膜状冷

高，从而达到加热新风的目的．新风经间壁式换热

凝．本项目采用的乏风-新风直接换热技术在乏风

器加热后再由保温风道送入进风井井口，与部分未

侧换热面喷涂双层军用纳米高分子材料（采用环氧

风-新风间壁式换热技术原理见图 1．换热器采用管

加热的冷空气混合后进入井筒内，进入井筒的空气
温度不低于 2 ℃．

几十倍［11］，其主要原因是滴状冷凝时冷凝表面呈疏

改性有机硅树脂作为涂层的底层材料，纳米 SiO2-环
氧改性有机硅树脂复合涂层作为面层材料），接触

角为 153. 69°，表面疏水能力达到最佳，强化了全

热交换能力，同时具有减少煤灰附着、耐腐蚀的作
用，解决了煤灰、粉尘附着后换热器换热效率下降
("!"
)*+

tx - h

&$'

和换热器的长期腐蚀问题．乏风和新风采用交叉逆

!"#

!""%

动，乏风从管外绕流．通过多次试算，可以得到最

tr

佳的新风、回风速度搭配及相应的流道尺寸，从而

tx

达到最大换热能力和最小阻力的平衡 .

tf

!"#$
!"#$

图1
Fig. 1

流方式（图 2）．通过金属壁面换热，新风在管内流

竖井乏风-新风直接换热加热井口技术原理

Principle of heating wellhead technology through direct
heat transfer technology between exhaust
wind and fresh air.

由于空气的热容较小，如何强化乏风与新风之
间的换热是该技术的核心问题．由于冬季新风温度
较低，新风从换热管内流过时会造成换热器表面温
度低于矿井乏风的露点温度，矿井乏风进入换热器
时，乏风中的水蒸气会凝结而释放出潜热．如果凝
结水能很好地湿润壁面，它就在壁面上铺展成膜，

3 现场实测效果
乏风温度、新风温度、加热后新风温度及其井

口温度变化曲线见图 2．乏风温度为从回风井井口
排出的空气温度，空气温度随空气波动较小，最低

值 为 10. 2 ℃ ， 最 高 值 为 22. 4 ℃ ， 平 均 值 为
18. 1 ℃．乏风的相对湿度在 85%～90%，风量为
235 m3/s，乏风内蕴含着较大的能量．新风温度在 1

个供暖季内呈现较大波动，最低温度为 -20.5 ℃，
最高温度为 23 ℃，平均温度为 -3.0 ℃．加热后的

新风温度随气温有大致相同的变化趋势，但是波动

幅度明显减少，最低温度为 8. 4 ℃，最高温度为

http://journal.szu.edu.cn

640

第 39 卷

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

21. 6 ℃，平均温度为 14. 6 ℃．井口温度为加热后
新风在井口与少量外界新风混合后的空气温度，其
变化趋势和加热后新风的变化趋势几乎相同，最低

温度为 2. 1 ℃，最高温度为 17. 5 ℃，平均温度为

8. 5 ℃ ， 满 足 井 口 温 度 不 低 于 2 ℃ 的 煤 矿 规 范

8. 928 × 106 /738 536. 2 = 12. 1， 与 常 用 锅 炉 COP

（表 3）进行对比可见，采用乏风-新风间壁式直接换

热技术仅消耗少量的电能，即可把乏风中的大量热
量提取出来，故具有显著的经济性．

要求．

图 3 乏风-新风换热器逐时换热量变化曲线
Fig. 3 Hourly heat transfer curve of exhaust air-fresh air heat
图2

exchanger.

乏风温度、
新风温度、
加热后新风温度及
表2

井口温度变化曲线
Fig. 2

Exhaust wind temperature，fresh air temperature，

Table 2

新风风机累计运行时间

Total running time of each fresh air fan

heated fresh air temperature and wellhead air

风机编号

运行时间/h

风机编号

运行时间/h

temperature versus running time.

1

2 186. 95

4

2 221. 55

3

2 293. 34

6

2 262. 85

2

4 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

2 200. 69
表3

乏风-新风换热器取热量为

Table 3

Q = ρcq(t 1 - t 2 )

（1）

其中，ρ 为空气密度；c 为空气比热容；t1 为加热后
新风温度；t2 为室外新风温度；q 为新风风量 .

根据实测新风温度和加热后新风温度，按照式

（1）计算乏风-新风换热器逐时换热量变化趋势，结

果见图 3. 由图 2 和图 3 可见，逐时换热量随着新风

温度的降低而升高，随着新风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与气温的变化有较大相关性．整个供暖季最大换热
量为 5 476. 4 kW，平均换热量为 3 190. 7 kW，整个
供暖季累计换热量为 8. 928 × 10 kW·h.
6

该工程共设置 6 台风机用于将新风输送至副井

井口，每台风机的功率为 55 kW，供暖季每台风机

5

2 262. 55

不同取热方式 COP 对比

COP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heat taking methods

取热方式
燃煤锅炉

燃油、燃气锅炉
电锅炉
蓄热电锅炉
乏风-新风换热器

COP

0. 3 ~ 0. 7
0. 6 ~ 0. 8
0. 95

1. 5 ~ 1. 8
12. 1

该矿 13 和 14 采区原冬季井筒防冻系统为两台

1. 0 × 104 kg 燃煤热水锅炉，年耗原煤 1. 012 8 × 107

kg，运行费用高达 1 025. 66 万元．2018 年起改用

“风-风换热”系统后，井口保温效果达到设计指
标，矿井排风系统运行平稳，未受任何影响．通过

的运行时长见表 2．这 6 台风机在该供暖季的累计

替代原有 2. 0 × 104 kg 燃煤锅炉，年减排二氧化碳
1. 881 0 × 107 kg、氮氧化物 4. 8 × 104 kg、二氧化

由于该乏风-新风换热器的能耗仅仅是新风风机的

水，可使矿井乏风中的矿尘随凝结水流至换热器底

运行时间为 13 427. 93 h，总耗能为 738 536. 2 kW·h．
能耗，故可计算出乏风-新风换热器的平均 COP 为

http://journal.s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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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减少向大气直接排放 2. 178 × 104 kg 矿尘．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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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每个供暖季运行费用仅为 225. 85 万元，同比

天然气锅炉系统节省 426. 65 万元，同比燃煤锅炉
系统节省 799. 81 万元．

结 语

［D］. 湘潭：湖南科技大学，2016.

WU Huiling. Study of heat-mass transfer and thermal effi⁃

ciency on heat recovery of mine return air [D]. Xiangta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in
Chinese)

［ 5 ］武亚丽 . 深井地热水梯级综合利用及回用研究［D］. 西
安：西安工程大学，2017.

采用间壁式乏风-新风直接换热技术将矿井乏
风的余热提取后加热新风用于煤矿井口防冻，仅需
要为新风机提供少量的电能，即可把乏风中的大量
热量提取出来（传热过程无需消耗能量），运行费用
低，且运行过程无废水、废气及废渣等污染，是一
项绿色环保、高效节能的新技术，能为建设现代化
新型绿色矿山提供技术支撑．
间壁式乏风-新风直接换热技术目前取得了初
步成功，但在强化滴状凝结换热机制、乏风和新风
温湿度对换热效果的影响、气流组织合理分配、减
阻及耐腐蚀等方面还需展开进一步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51978653）
作者简介：孙猛 （1982—），中国矿业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
矿井降温与热能利用、冻结法施工．
E-mail: sunmengpro@foxmail.com
引
文：孙猛，姜官军，冯继哲，等 . 竖井乏风废热提取用于井
口防冻的现场实测［J］. 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22，39
（06）：637-641.

WU Yali. Study on comprehensive cascade utilization and

reuse of deep geothermal water [D]. Xi’
an: Xi’
an Polytech⁃
nic University, 2017. (in Chinese)

［ 6 ］辛嵩，张兆鹏．矿井回风余热分离式热管回收技术研
究［J］．矿业研究与开发，2020，40（11）：160-164.

XIN Song, ZHANG Zhaopeng. Research on separate-type
heat pipe recovery technology of mine return air waste heat

[J]. Min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20, 40(11): 160164. (in Chinese)

［ 7 ］倪少军，陈明辉，苏明强．间壁式换热器矿井乏风废

热利用技术与工程实例研究［J］．价值工程，2020，39

（7）：207-209.

NI Shaojun, CHEN minghui, SU Mingqiang. Study on th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example of waste air waste

heat utilization in partition wall heat exchanger [J]. Value
Engineering, 2020, 39(7): 207-209. (in Chinese)

［ 8 ］彭兆勇．乏风余热利用工程在刘庄煤矿西区的应用
［J］．山西科技，2019，34（3）：128-132.

PENG Zhaoyong. Application of ventilation air methane
waste heat utilization project in west area of Liuzhuang

参考文献 / References：

［ 1 ］左强，李康，陈建刚，等．煤矿回风余热用于井筒防

冻 的 潜 力 分 析［J］． 中 国 煤 炭 ， 2019， 45（1）：
147-152.

ZUO Qiang, LI Kang, CHEN Jiangang, et al. Analysis on

coal mine return air waste-heat used for potential of mine⁃
shaft antifreeze [J]. China Coal, 2019, 45(1): 147-152. (in
Chinese)

［ 2 ］苏健，梁英波，丁麟，等．碳中和目标下我国能源发

展 战 略 探 讨［J］．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刊 ， 2021， 36（9）：
1001-1009.

SU Jian, LIANG Yingbo, DING Lin, et al. Research on
China's energy development strategy under carbon

neutrality [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21, 36(9): 1001-1009. (in Chinese)

［ 3 ］FENG X, JIA Z, LIAG H, et al. A full air cooling and

heating system based on mine water source [J].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2018, 145: 610-617.

［ 4 ］熊慧灵 . 矿井回风热能回收热湿传递及换热效率研究

coal mine [J]. Sh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9, 34
(3): 128-132. (in Chinese)

［ 9 ］郭强，苗小伟．乏风余热利用技术在潞宁煤业的应用
［J］. 山西化工，2017，37（5）：109-111.

GUO Qiang, MIAO Xiaowei. Application of waste heat

utilization technology in Luning coal industry [J]. Shanxi
Chemical Industry, 2017, 37(5): 109-111. (in Chinese)

［10］鲍玲玲，李亚楠 . 矿井回风余热回收用热管换热器的
优化设计［J］. 煤矿机电，2018（1）：1-5.
BAO Lingling, LI Yanan.

Optimal design of heat

pipe exchanger for return air wasted heat reclaim in coal

mine [J]. Colliery Mechanical & Electrical Technology,
2018(1): 1-5. (in Chinese)

［11］王宏 . 梯度表面能材料上液滴运动及滴状凝结换热
［D］. 重庆：重庆大学，2008.

WANG Hong. Motion of droplets and dropwise condensa⁃
tion on the gradient surface [D].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2008. (in Chinese)

【中文责编：坪梓；英文编辑：之聿】

http://journal.sz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