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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级混合冷剂天然气液化工艺热经济学分析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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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然气液化工艺系统的投资高、
能耗高，
可通过热经济学分析来合理评价其工艺设备的技术经济
性。依据某天然气液化工厂的实际工艺和运行数据，
采用 HYSYS 模拟工艺流程。在经济分析、
㶲分
析基础上，
构建各设备的热经济学成本平衡方程组及辅助方程组，
分析各物流的热经济学成本。基于
设备的燃料-产品定义和各物流的热经济学成本，
以相对成本差、
㶲经济系数来评价各设备的技术经济
性，
指出各设备的优化方向，
并分析能量成本和非能量成本对产品单位热经济学成本的影响程度。结
果表明：工艺系统中的压缩机 3、
冷剂泵 2 的㶲经济系数偏高，
应考虑降低其投资费用或运行维护费用；
能量成本是影响液化天然气生产成本的主要因素，
其每增加 10％，
液化天然气的单位热经济学成本增
加 8.7％。研究成果可为天然气液化工艺系统的优化及运行维护提供指导和建议。
（图 6，
表 4，
参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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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economic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single-stage
mixed-refrigerant natural gas liquefaction process
LI Hao1, WU Xiaonan2, GOU Jiayuan1, SONG Junping3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Geomatics,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2. School of Engineering,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3. China Natural Gas Corporation Limited Guangyuan LNG Plant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great investment and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of natural gas liquefaction process system, the
technological economy of the process equipment can be evaluated reasonably through thermoeconomic analysis. The
process flow was simulated with HYSYS based on the actual process and operation data of a natural gas liquefaction plant.
Thereby, the thermoeconomic cost balance and auxiliary equations of each equipment were constructed based on economic
and exergic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thermoeconomic cost of streams. Besides, the technological economy of equipment
was evaluated with the relative cost difference and the exergo-economic factor based on the fuel-product definition of the
equipment and the thermoeconomic cost of each stream. Meanwhile, the optimization direction of each equipment was
pointed out, and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energy cost and non-energy cost on the unit thermoeconomic cost of the product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ergoeconomic factors of No. 3 compressor and No. 2 refrigerant pump in the
process system are relatively high, 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duce their investment cost or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st. Additionally, energy cost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production cost of liquefied natural gas, and the unit
thermoecomnomic cost of liquefied natural gas increases by 8.7% if the energy cost is increased by 10%. Generally, the
research results could provide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on the optimiza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natural gas
liquefaction process system. (6 Figures, 4 Tables, 23 References)
Key words: natural gas liquefaction, simulation, thermoecomnomics, cost, evaluation

随着液化天然气（LNG）需求和 LNG 工厂数量的
增加，市场竞争环境日益剧烈，而液化是 LNG 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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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术和资金最为密集的环节，约占产业链的 40％[1]。
合理评价液化工艺系统的能效性和经济性，提出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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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有助于 LNG 市场拓展和 LNG 工厂的稳定运行。

胀，压力达到最低，从而为 MR 的降温、天然气的预冷

热经济学通过㶲成本形成过程展现各设备经济与能效

与液化提供冷量。

的关系，可判断工艺系统的技术经济性是否合理，该方
法已应用于多类复杂能量系统。Li 等[2]通过结构理

2

热经济学分析方法

论热经济学，分析了气价、非能量价格对燃气-蒸汽联
合循环发电系统热经济学成本的影响，并诊断了各设
[3]

热经济学是将工艺系统同时放到物理环境和经济

备可能存在的故障。亓海青等 建立了单位成本与㶲

环境中分析局部设备热经济性能的方法[8]，既需明确

值的函数关系，通过积分分段分析各过程所需成本，并

工艺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物理边界和经济边界，也需明

将分摊结果运用到热经济学成本建模中，定量研究了

确能量、成本在各设备间的传递原则。LNG 工厂的物

热电联产系统各设备间的交互作用及产品成本形成过

理边界为工艺系统所需的原料天然气、电量及冷量，其

[4]

程。胡硕倬等 从系统热经济性角度评估了典型氢氟

经济边界为工艺系统设备的投资费用、运行维护费用

烯烃类（HFOs）纯工质和含 HFOs 的混合工质在有机

及能量费用。在分析过程中，工艺系统中的能量、经济

[5]

朗肯循环系统中的应用潜力。Aghaziarati 等 提出一

传递应满足各设备燃料-产品定义的约束。

种太阳能驱动的有机朗肯循环-复叠制冷系统，并使用
[6]

采用一种具有较好通用性的会计模式热经济

热经济学理论对系统进行了评估。Mehrpooya 等 基

学，分析天然气液化工艺系统各设备的技术经济性

于热经济学理论，对比了 Linde 公司与 APCI 公司的

（图 2）。该方法是以㶲分析和经济分析为基础，根据

天然气液化流程的热经济性能，分析了冷剂高压压力、

燃料-产品定义建立代数形式的热经济学模型。

低压压力对㶲损成本、㶲经济系数的影响。可见，热经
济学在天然气液化领域的应用研究较少，有较大发展
潜力。
为此，建立了适用于天然气液化工艺系统的热经
济学模型，并应用于四川某 LNG 工厂。利用热经济
学模型，评价了天然气液化工艺设备的能效性与经济
性，分析了能量成本和非能量成本对 LNG 单位热经
济学成本的影响，研究成果可为天然气液化工艺系统
图2

的优化和运行维护提供指导。
2.1

1

单级混合冷剂天然气液化工艺

会计模式热经济学分析步骤图

㶲分析
在热经济学分析中，以㶲为基础进行经济成本分

配，能使物质的使用价值与经济价值得到较好的吻
单级混合冷剂（Single Mixed Refrigerant，SMR）天

合[9]。天然气液化工艺系统的工质均含有物理㶲和

然气液化过程中的天然气只通过一个混合冷剂（Mixed

化学㶲，因此，热经济学中的㶲分析需同时考虑两种

[7]

Refrigerant，MR）回路完成预冷、
液化、
过冷 3 个动作 。

㶲[10]。物流的㶲值简称为㶲流，其表达式为：

E x ＝E x ，ph＋E x ，ch

MR 依次经过压缩机、
水冷器、
换热器、
节流阀，
构成一个
回路（图 1）
。经过压缩和冷却的 MR 经过节流阀 1 时膨

E x ，ph＝H －H 0－T（
0 S －S 0）
E x ，ch＝m

n

（2）

n

（y i e i ，ch）＋T 0R （y i 1ny i ）

i ＝1

（1）

（3）

i ＝1

式中：E x 为第 x 种物流的㶲流，kW；E x ，ph、E x ，ch 分别为
第 x 种物流的物理㶲流、化学㶲流，kW；H 为某物流
的焓，kW；H 0 为环境状态下某物流的焓，kW；T 0 为环
境温度，K，取 291.15 K；S 为某物流的熵，kW/K；S 0 为
图1

SMR 天然气液化工艺过程示意图

m 为摩尔流量，kmol/h；
环境状态下某物流的熵，kW/K；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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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i ，ch 为 i 组分的比化学㶲，
（kW · h）/kmol；y i 为 i 组分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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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摩尔分数；R 为气体常数，
8.314 J/（mol · K）
；n 为混

能量成本流率
天然气液化工艺系统消耗的能量主要有原料天

合物中的组分总数。

然气、电量及冷量。在该工艺系统中，冷箱消耗了原

2.2

料天然气；
压缩机和冷剂泵消耗了电量；
水冷器消耗了

经济分析
经济分析是热经济学分析的关键一步，需要有关

冷量。

[8]

以某 1 年运营情况为基准，在不考虑利率和通货

非能量成本和能量成本的信息 。为方便建立热经济
学平衡方程，采用平均成本方式将各类成本折算到每

膨胀率的情况下，可得原料气天然气的成本流率[13] ：

L3
T 1＝ τ

一小时中，将其定义为成本流率。
2.2.1

非能量成本流率

(11)

非能量成本流率由投资费用流率和运行维护费用

式中：T 1 为原料天然气成本流率，元/h；L 3 为一天中所

流率组成。根据总非能量成本流率，按照某设备的购

消耗的原料气总费用，元；τ 为一天中工艺系统运行的

买费用占全部设备购买费用的比例，可得各设备的非

小时数，取 24 h。

[11]

能量成本流率

电量和冷量的成本流率表达形式基本一致，均是

，其表达式为：

Z ＝Z I＋Z M
Z k ＝Z

（4）

Vk

u

其单位成本与能量的乘积[9] ：

（5）

Vk

T 2＝t 1W

(12)

T 3＝t 2Q

(13)

T 2 为电量成本流率，元/h；
t 1 为电量的单位成本，
式中：

k ＝1

式中：Z 为工艺系统非能量成本流率，元/h；Z I 为工艺

元/（kW · h）；W 为设备消耗的电量，kW；T 3 为冷量成

系统投资费用流率，元/h；Z M 为工艺系统运行维护费

本流率，元/h；t 2 冷量的单位成本，元/（kW · h）；Q 为冷

用流率，元/h；Z k 为第 k 个设备的非能量成本流率，

量，kW。

V k 为第 k 个设备购买费用，元；u 为工艺系统中
元/h；

2.3

的设备总数。

2.3.1

热经济学模型

根据 LNG 工厂装置设备总投资费用，可得工艺

主要设备的燃料-产品

[12]

系统的投资费用流率

q

1＋v

量表示。燃料 F 是满足设备生产所输入的㶲流，主要

：

Z I＝

在能量转换系统中，燃料-产品是由进出设备的能

φλL 1
h

（6）
v

q －1

－1

－
λ＝
（q －1）q 1＋v （q －1）q v

q ＝（1＋μ ）
（1＋η ）

（7）

有 2 种定义形式[14] ：
①设备进口总㶲流；
②设备进出口
㶲流之差。产品 P 是符合设备生产目的所产生的㶲
流，主要有两种定义形式[14] ：
①设备出口总㶲流；
②满
足设备生产目的的进出口㶲流之差。
LNG 工厂大部分设备的燃料是进口总㶲流，而产

（8）

式中：L 1 为设备总投资费用，元；λ 为年度化因子；φ

品是出口总㶲流，如水冷器、分离罐、混合器、节流阀

h 为工艺系统年工作小时数，
为机组维修因子，取 1.06；

等。但是，对于能量转换设备，如压缩机，其燃料为消

取 7 446 h；v 为运行年限，取 20 a；q 为名义利率；μ 为

耗的电能，其产品为进出口㶲流之差。对于能量交换

利率，取 0.1；η 为通货膨胀率，取 0.05。

设备，如板式换热器，其燃料是冷流所提供的冷量，即

通过第 1 年的运行维护费用，考虑名义利率额和
[6]

通货膨胀率，可计算工艺系统的运行维护费用流率 ：

L 2ζ（1＋η ）1－
Z M＝

1＋η
1＋μ

h
（μ －η ）

v

（9）
（10）

式中：L 2 为运行维护费用，元；ζ 为资金回收系数。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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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热流进出口总㶲流之差。各设备燃料的热经济学成
本 C F、产品的热经济学成本 C P 表达形式与燃料-产品

v

μ（1＋μ ）
ζ＝
v
（1＋μ ）
－1

冷流进出口㶲流之差，其产品是两股热流获得的冷量，

定义一致，从而可得到 LNG 工厂主要设备燃料-产品
及其热经济学成本定义表达式（表 1）。
2.3.2

平衡方程组及辅助方程组
热经济学成本平衡方程组表达各设备之间的联

系，从而求解各物流或能量流的热经济学成本。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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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设备类型
压缩机
冷剂泵
换热器
分离器
节流阀
水冷器

LNG 工厂主要设备燃料-产品及其热经济学成本定义表达式汇总表

燃料
W

产品
E out－E in

W
E in，cold－E out，cold
E in
E in
E in

∑ E out，hot－∑ E in，hot
∑ E out
E out
E out

定义表达式
燃料的热经济学成本
CW

E out－E in

产品的热经济学成本
C out－C in

CW
C in，cold－C out，cold
C in
C in
C in

C out－C in
∑ C out，hot－∑ C in，hot
∑ C out
C out
C out

注：E in、E out 分别为设备输入、输出的㶲流，kW；E in，cold、E out，cold 分别为换热器输入、输出冷流的㶲值，kW；E in，hot、E out，hot 分别为换热器输入、输出热流的
㶲值，kW；C W 为设备所耗电量的热经济学成本，元/h；C in、C out 为设备输入、输出物流的热经济学成本，元/h；C in，cold、C out，cold 为换热器输入、输出冷流的
热经济学成本，元/h；C in，hot、C out，hot 为换热器输入、输出热流的热经济学成本，元/h。

气液化工艺系统中的设备平衡方程[15]表达式为：
a

C ink ，j ＋T Wk ＋T Qk ＋Z k ＝

b

C outk ，g

相对成本差的定义为设备组件中能量损失、非能

（14）

g ＝1

j ＝1

量投资导致的成本与燃料成本的比值[19]。相对成本
差表示燃料成本经过某个设备组件后的增加速率，其

式中：C ink ，j 为第 k 个设备输入第 j 种物流的热经济学

值越大，则该设备组件的优化必要性越大。相对成本

成本，元/h；C outk ，g 为第 k 个设备输出第 g 种物流的热

差的表达式为：

T Wk 为第 k 个设备的电量成本流率，
经济学成本，元/h；

rk ＝

元/h；T Qk 为第 k 个设备的冷量成本流率，元/h；a 、b 分
别为第 k 个设备的输入、输出物流总数。

（18）

C Fk

rk 为第 k 个设备的相对成本差；C Pk 、C Fk 分别为第
式中：

每个物流的单位热经济学成本均可表示为热经济

k 个设备的产品热经济学成本、
燃料热经济学成本，
元/h。

学成本与㶲流的商，其表达式为：

cx ＝

C Pk －C Fk

㶲经济系数的定义为非能量成本引起的成本

277.78 C x

（15）

Ex

增 加 占 总 成 本 增 加 的 比 例[20]。 㶲 经 济 系 数 一 般 为
0.3~0.7[21]，若其值大于 0.7，表明该设备组件的非能量

式中：cx 为第 x 种物流的单位热经济学成本，元/GJ；Cx

成本过高；
若其值小于 0.3，表明该设备组件的能量损

为第 x 种物流的热经济学成本，元/h。

失过大。㶲经济系数的表达式为：

当 LNG 工厂的热经济学成本平衡方程未知量的
[16]

个数超过方程个数时，方程组无法求解

fk ＝

，因此，需要

使方程的个数等于未知量的个数。F 原则

的要求是：

当燃料被定义为进出口的㶲差时，则进出口物流的单
[17]

位热经济学成本相同，如换热器的燃料。P 原则

的

（19）

C Dk ＝3.6×10－3 c Fk E Dk

根据燃料-产品定义、F 原则及 P 原则建立辅助方程组，
[17]

Zk
Z k ＋C Dk

（20）

式中：f k 为第 k 个设备的㶲经济系数；C Dk 为第 k 个设
备的热经济损失成本，元/h；c Fk 为第 k 个设备燃料的
单位热经济学成本，元/GJ。

要求是：
一个设备的各产品单位热经济学成本相同，如
分离器、储罐、换热器的产品。
2.3.3

3

案例分析

3.1

案例介绍

评价指标

热经济学分析的主要评价指标为㶲效率、相对成
本差及㶲经济系数。㶲效率的定义为产品㶲与燃料㶲
的比值

[18]

，表示设备对燃料㶲的利用程度，其值越高

则能效越好。㶲效率的表达式为：

Yk ＝

E Pk
E Fk

＝1－

E Dk
E Fk

E Dk ＝E Pk －E Fk

依据四川某天然气液化工厂的实际工艺装置搭建
流程模拟。与一般天然气液化工艺相比，该厂对闪蒸
气（BOG）进行了再液化处理，其主要运行流程可分为

（16）
（17）

冷剂循环部分和天然气液化部分（图 3）
。冷剂循环部
分流程为：
MR 首先依次经过压缩机 1 和水冷器 1，
此时
分离器 1 将其分为气相（物流 4）和液相（物流 5）
；
气相

式中：Y k 为第 k 个设备的㶲效率；E Dk 、E Fk 、E Pk 分别为

物流经压缩机 2 增压，液相物流经冷剂泵 1 增压，并与

第 k 个设备的㶲损失、燃料㶲、产品㶲，kW。

气相在混合器 1 中混合；
混合后的物流（物流 8）被水冷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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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2 冷却到要求温度，再依次由分离器 2、冷剂泵 2、水

降温到达储罐。汇集在储罐中的 BOG 经过压缩机 3 后，

冷器 3、混合器 1 将冷剂中的气相、液相均匀供给换热

一部分工厂自用，其余部分回到换热器 2 降温，再依次

器 1；
冷剂首先吸收换热器的冷量，
再经节流阀 1 后为换

经过分离器 5、节流阀 3 降压降温，重新回到储罐。
该 LNG 工厂的天然气处理量约为 3.93×104 m3/h，

热器提供冷量，并返回压缩机 1 重新循环。天然气液
化部分流程为：
经过预处理的原料天然气（NG）首先在

进口压力为 5.350 MPa，进口温度为 31.50 ℃；
MR 流量

换热器 1 中冷凝脱出重烃，然后经换热器 2 将温度降

为 4 413 kmol/h，假设压缩机和冷剂泵的等熵效率为

至 -155 ℃以下，
最后依次经过分离器 4、
节流阀 2 降压

75％[22]，
并已知天然气和 MR 各组分的摩尔分数（表 2）
。

表2
物流

CH4

天然气
MR

四川某 LNG 工厂天然气和混 MR 各组分的摩尔分数表

C2H4

C2H6

C3H8

C4H10

95.10％

—

27.42％

30.9％

C5H12

C6

H2

2.97％

0.43％

—

16.01％

N2

He

0.13％

0.04％

0.06％

—

15.38％

—

0.01％

1.24％

0.02％

—

10.29％

—

根据调研数据建立 HYSYS 过程模拟，以提供各

据与运行数据进行对比（表 3）可知，
模拟数据与实际数

物流的物性参数。对部分物流主要物性参数的模拟数

据的相对误差均在 5％以下，
证明该过程模拟可靠[23]。

表3
物流
编号
27

3.2

LNG 温度/℃

误差

模拟数据 运行数据
-161.7

-161.8 0.06％

部分物流主要物性参数的模拟数据与运行数据对比表

BOG 再液化量/
物流 高压冷剂温度/℃
物流 液相重烃温度/℃
物流
（kg · h-1）
误差
误差
误差
编号
编号
编号
模拟数据 运行数据
模拟数据 运行数据
模拟数据 运行数据
2

129.9

129.4

0.39％

22

-62.8

-61.5 2.07％ 31

1 723

1 678

2.61％

结果讨论

㶲效率（图 4）。可见，㶲效率最低的设备是压缩机 3，

在天然气液化工艺中，压缩机、冷剂泵、水冷器、换

为 37.2％，是最需要提高能效的设备。但仅㶲分析难

热器涉及能量转换，是主要生产设备，即主要分析对

以取得更多的评价信息，热经济学可更进一步评价设

象。但分离器、储罐等容器设备因不涉及能量转换，在

备的技术经济性。

此不做深入讨论。

3.2.2

3.2.1 㶲效率

相对成本差与㶲经济系数
建立该 LNG 工厂的热经济学成本平衡方程组和

在式（1）~式（3）各物流㶲流计算的基础上，根据

辅助方程组，代入式（4）~式（13）可得到各设备能量

表 1 的燃料-产品定义，可通过式（17）得到主要设备的

成本和非能量成本，组成多元方程组。以逆矩阵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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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某 LNG 工厂主要设备㶲效率汇总图

某 LNG 工厂主要设备的相对成本差及㶲经济系数图

解该方程组，可得到每种物流的热经济学成本和单位

及压缩机 3 的㶲经济系数均远超 0.7，因此，应降低这

热经济学成本。其中 LNG（物流 27）的单位热经济学

些设备的非能量成本。只有换热器 1 的㶲经济系数小

成本为 61.6 元/GJ，
折合质量计价为 3 205.7 元/t。该价

于 0.3，因此，应提高其换热效率、降低能量损耗，如增

格与市场价格相近，说明以会计理论建立天然气液化

强其保温措施。综上，该 LNG 工厂应优先考虑降低

工厂的热经济学模型是可靠的。根据已解的每种物流

压缩机 3 和冷剂泵 2 的运行维护费用。

热经济学成本，结合表 1 的定义，即可得到该 LNG 工

3.2.3

成本灵敏度分析

厂设备的燃料-产品热经济学成本及单位热经济学成

各设备产品的单位热经济学成本受到能量成本

本（表 4）
。可见，
换热器 1 的产品单位热经济学成本最

和非能量成本所影响，能量成本主要有电量、原料天

高，为 2 202.6 元/GJ ；
压缩机 1 的产品单位热经济学成

然气；
非能量成本主要为设备投资费用、运营维护费

本最低，为 264.1 元/GJ。但燃料、产品的热经济学成本

用。根据非能量成本和能量成本对该 LNG 工厂各

尚不能直接反映设备的技术经济性，仍需进一步引入

设备产品单位热经济学成本的影响程度（图 6）可知，

热经济学评价指标（相对成本差及㶲经济系数）
。
表4

设备
名称

某 LNG 工厂设备的燃料-产品热经济学成本及单位
热经济学成本表
热经济学成本/
（元·h-1）
燃料

产品

单位热经济学成本/
（元 · GJ-1）
燃料

产品

压缩机 1

4 265.52

5 897.09

155.6

264.1

压缩机 2

1 695.68

2 616.56

155.6

301.1

压缩机 3

153.33

504.45

155.6

1 370.8

冷剂泵 1

27.52

44.43

155.6

327.4

冷剂泵 2

1.58

13.63

155.6

1 798.7

水冷器 1

5 897.09

6 844.23

178.4

256.9

水冷器 2

9 605.53

10 359.58

274.0

316.9

水冷器 3

1 856.44

1 910.71

343.5

354.1

换热器 1 14 471.50

15 359.15

1 512.0

2 202.6

换热器 2 22 001.06

31 968.35

507.6

811.7

（a）非能量成本对产品单位热经济学成本的影响

根据式（16）~式（20），可计算得到该 LNG 工厂
主要设备的相对成本差及㶲经济系数（图 5）。可见，
冷剂泵 2 的相对成本差最大，达到了 10.56；
其次是压
缩机 3，为 7.81；
其他设备的相对成本差均小于 1.10。
因此，应优先考虑改良冷剂泵 2 和压缩机 3。从㶲经

（b）能量成本对产品单位热经济学成本的影响

济系数来看，冷剂泵 1、冷剂泵 2、水冷器 3、压缩机 2

图 6 某 LNG 工厂主要设备的产品单位热经济学成本变化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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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设备中，受非能量成本影响较大的是压缩机 3

review[J]. Journal of Natural Ga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和冷剂泵 2，非能量成本每增加 10％，其各自产品分

2017, 45: 165-188.

别随之增加 7.0％、8.8％（图 6a）。在生产设备中，压

[2] LI H K, CHEN J H, SHENG D R, LI W. The improved

缩机 1 受能量成本影响最大，能量成本每提高 10％，

distribution method of negentropy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其产品的单位热经济学成本随之提高 7.2％；
冷剂泵

of CCPPs based on the structure theory of thermoeconomics[J].

2 受能量成本影响最小，能量成本每提高 10％，其产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2016, 96: 64-75.

品的单位热经济学成本随之提高 1.2％（图 6b）。综

[3] 亓海青，韩巍，张娜. 基于品位的㶲成本分摊方法及其应用[J].

上，最终产品 LNG（即储罐产品）的单位热经济学成

工程热物理学报，2016，37（6）：1141-1146.

本受能量成本影响更大，能量成本每提高 10％，LNG

QI H Q, HAN W, ZHANG N. Exergy cost allocation method

单位热经济学成本随之增加 8.7％。可见，保证能量

based on energy level and its application[J]. Journal of

成本稳定是企业平稳运营的关键。能量成本和非能

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 2016, 37(6): 1141-1146.

量成本对设备产品单位热经济学成本的影响程度是

[4] 胡硕倬，李健，葛众，段远源，杨震. 基于 HFOs 工质的有机朗肯

相反的，如能量成本对冷剂泵 2 的影响较小，非能量

循环系统热经济性能分析[J]. 工程热物理学报，2020，41（4）：

成本却对其影响较大。这也与㶲经济系数评价有所

816-821.

呼应，即设备的㶲经济系数越大，设备受非能量成本

HU S Z, LI J, GE Z, DUAN Y Y, YANG Z. Thermo-economic

影响越大。

analysis of organic Rankine cycle system using HFOs as working
fluids[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 2020, 41(4):

4

结论

816-821.
[5] AGHAZIARATI Z, AGHDAM A H. Thermoeconomic analysis

建立了适用于天然气液化工艺系统的热经济学模

of a novel 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power system based on

型，以四川某 LNG 工厂为研究对象，评价了该 LNG

solar organic Rankine cycle and cascade refrigeration cycle[J].

工厂各设备的技术经济性，分析了能量成本和非能量

Renewable Energy, 2021, 164: 1267-1283.

成本对 LNG 单位热经济学成本的影响，得到以下主
要结论：
（1）冷 剂 泵 2、压 缩 机 3 的 相 对 成 本 差 分 别 为
10.56、7.81，是产品成本增长最快的设备。冷剂泵 2、
压缩机 3 的㶲经济系数均超过了 0.7，应考虑降低其非
能量成本。

[6] MEHRPOOYA M, ANSARINASAB H. Exergoeconomic
evaluation of single mixed refrigerant natural gas liquefaction
processes[J].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2015, 99:
400-413.
[7] 李雅娴. 高含氮天然气液化工艺的研究与优化[D]. 成都：西南
石油大学，2019.

（2）满负荷运行下，LNG 单位热经济学成本为

LI Y X. Research and optimization of nitrogen-containing natural

61.60 元/GJ，折合成质量计价为 3 205.70 元/t。能量成

gas liquefaction process[D]. Chengdu: Southwest Petroleum

本每增加 10％，LNG 的单位热经济学成本增加 8.7％。

University, 2019.

可见，能量成本是保证企业平稳运行的关键。
（3）热经济学可对天然气液化工艺系统进行评价，

[8] 李鸿坤.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热经济学 H&S 方法建模及性
能评估[D]. 杭州：浙江大学，2016.

为工艺系统设备的选型和运行维护提供建议。未来，

LI H K. Thermoeconomic analysi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该方法在成本分配、评价标准方面尚需进一步研究，以

gas-steam combined cycle power plants based on H&S model[D].

完善不同类型工艺系统或设备的差异性评价。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2016.
[9] 王加璇，张恒良. 动力工程热经济学[M]. 北京：水利电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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