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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装备制造

太阳能光热发电

太阳能工业蒸汽系统



 太阳能光热发电：定位为专业

的太阳能光热发电综合服务商。

以市场开发、系统集成、电站

运营为一体，围绕“一带一路”全

面开拓国内外光热发电市场。

 太阳能中低温热利用：定位为太

阳能中低温热利用资源整合服务

商。以太阳能工业蒸汽市场为契

机，全线发力太阳能中低温应用

的市场开发、系统集成、运营管

理。

 核心装备制造：定位为专业的太

阳能镜场设备供应商，为太阳能

光热发电及太阳能中低温热利用

提供具备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核

心设备。

战略布局 成都禅德为实体，全面进行光热板块战略布局



核心装备制造01
公司概述 / 产线介绍 / 技术参数



核心装备制造 成都禅德公司概述

公司成立于2011年2月，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是四川省积极承接产业转移重点引进项

目之一；目前已建成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槽式太阳能反射

镜生产线，其核心业务包括槽式太阳能反射镜装备制造、

镜场安装技术服务、太阳能工业蒸汽系统方案设计及整体

实施。



先进工艺技术 - 全线自动化集成系统

每段工序之间通过系统集成，实现从原片玻璃上片、切掰磨洗、弯曲钢化、制镜、粘

陶瓷饼、成品下片全自动化，避免玻璃运输过程中人为造成的缺陷。

核心优势



核心装备制造

切掰磨设备 产地：日本

原片玻璃按形状自动切割，边角料

自动掰除。高精度，更低水耗

钢化设备 产地：美国

玻璃自动加热，成型钢化，保证型

面和硬力

制镜设备 产地：德国

为玻璃镀银、镀铜，增加保护漆，

保证产品的反射率和抗老化性

陶瓷饼粘接 – ABB机械手

胶厚的精准控制

位置的精准控制

 全球单线产能设计最大的生产线，单线产能可满足300MW光热发电反射镜需求；

 亚洲唯一可生产槽式全系列型号产品的柔性太阳能聚光热发电反射镜生产线；

 国内唯一能开发大型开口槽式聚光镜的柔性生产线；

 核心生产设备及主要检测设备均来自国际最优设备供应商，代表了全球最先进、

成熟的工艺和质量标准。

槽式太阳能反射镜生产线介绍

成都禅德产线介绍视频.mp4


先进镀镜设备是保证面型品质稳定的基础，在原始抛物线弧度状态下镀镜。

先进镀镜工艺设备传统镀镜工艺设备

规格 拱高mm 自重后拱高mm 高度差mm

RP3内片 89 65 24

RP3外片 48 26 22

RP4内片 115 76 39

RP4外片 65 23 42

先进制镜工艺
核心优势



独特环形设计核心优势
淋漆工艺在线封边保护

采用国际先进设备技术工艺生产线，特别第三

代环形设计镀镜生产线，拥有独特的抛光、清洗、

镀银、镀铜、淋漆工艺，保证了产品拥有更好的耐

候性。

国内唯一能开发大开口槽式聚光镜的柔性生产

线，目前已经完成开口6868mm、6939mm、

7512mm反射镜的设计和试制工作。



产品型号
集热器开口
（mm）

产品规格（直边×弧边×厚度）
（mm×mm×mm）

面积
（m2）

重量
（kg）

焦距
（mm）

应用领域

RP3

内片
5774

1700×1641×4 2.79 28.7
1710

热发电

外片 1700×1501×4 2.55 26.3

RP4

内片

6776

1570×1900×4 2.98 31.0

1710
外片 1570×1900×4 2.98 31.0

SD2

内片
6939

1570×1900×4 2.98 30.0

2000

外片 1570×1900×4 2.98 30.0

UT
内片

7512
1622*2010*4 3.26 32.6 1710

外片 1622*2010*4 3.26 32.6 1878

RC1 —— 2550 1570×1356×4 2.13 22.1 850

热利用

RC4 —— 2550 1463×1356×4 1.98 20.6 850

注：槽式反射镜产品规格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定制，可提供开口8m集热器用反射镜产品。

产品介绍



技术参数 技术要求 备注

平均反射率 =94%，>93.5%
空气质量AM1.5，波长为

300~2500nm

焦点偏差FDx平均值 ≤6.9mm QDEC测试数据（RP3）

面型偏差SDx均方根 ≤1.8mrad QDEC测试数据（RP3）

拦截率IC70（激光） ≥99.95% QDEC测试数据（RP3）

抗老化性能 通过DLR、PSA抗老化试验检测

产品使用寿命 ﹥25年

槽式反射镜产品核心技术参数（RP3/RP4/SD2）产品介绍



1 2 3 4

•建立严格的供应

商评价制度，进

料检验流程和质

控标准。

•严格的生产过程

质量标准和过程

检验作业标准。

•对所有原料、产成

品进行跟踪，标识；

对成品实行唯一编码

标识，确保产品制程

质量稳定、受控、保

证产品质量可追溯性。

•齐备的质量检验、检

测及试验设备。对各

生产批次产成品进行

分析、测试、试验等。

5

·严格的产品

质量内控标

准。

成都禅德秉承严格控制、精益求精的质量方针，推行全员质量管理，根据

ISO9001要求，全面建立公司质量管理体系，完善质量管理制度。。

品质管控



装备齐全的实验室可进行全面的反射率和耐久度测试，并装备有最权威的QDec面型检测系统。

经权威检测机构在线检测，并认可其优异的光学精度和耐久度，拥有全面的质量控制和追踪体系。

QDec面型检测设备 分光光度计

盐雾老化实验设备

ISRA缺陷检测设备

高低温老化实验设备 紫外老化实验设备

检测设备



公司提供全方位的反射镜安装服务，公司反射镜产品可安装于150系列的扭矩框和扭矩管式集热器支架上，

配套工装设施齐全，同时提供集热器拦截系数检测，面型检测，确保集热器良好的几何光学性能。

8
反射镜安装技术服务

技术服务



优异的光学性能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

面型光学精度指标影响

 根据德国DLR于2011年参考安达索电站（156个

回路，储热7.5小时）资料研究计算:

 FDx值每下降1mm，50MWp电站每年发电量将

增加1.5GWh；

 25年总产出将增加37.5GWh。

按照电价1.15元，3750万*1.15=4312.5万元。

性能影响



优异的反射率性能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

反射率指标影响

 根据德国DLR于2011年参考安达索电站（156个

回路，储热7.5小时）资料研究计算:

 反射率值每提高1%，50MWp电站每年发电量将

增加2.3GWh；

 25年总产出将增加57.5GWh。

备注：4.0mm加权半球向反射率由分光光度计检测计算94.3%，直接镜面反射率由便携式反射计检测95.5%。

按照电价1.15元，5750万*1.15=6612.5万元。

性能影响



核心装备制造

NO.1
From 2011 

中海阳太阳能聚光热发电反射

镜产品性能已达到国际先进技

术水平，是国内首家荣获德国

宇航中心DLR和西班牙PSA权威

检测认证、同时取得DNVGL集

团Bankable报告，并实现了海

外销售的企业。

获得多项国际权威认证产品远销海外

国际权威认证



耐老化性能测试指标

测试项目

Test items

参考标准

Reference standards

测试时间

业绩

测试时间

Test duration

检测机构

Tested by

冷凝试验

Condensation test
ISO 6270-2 480 480h DLR/PSA

中性盐雾试验

Neutral salt spray test
ISO9227 NSS 480 3000h DLR/PSA

铜加速醋酸盐雾实验

Copper accelerated acetic acid 
salt spray test 

ISO 9227 CASS 120 480h DLR/PSA

热循环试验

Thermal cycling testing 
IEC62108 50 150 cycles DLR/PSA

UV老化测试

UV test
ISO 11507 1000 2000h DLR/PSA

中性盐雾试验(RP3)

Neutral salt spray test (RP3)
ISO9227 NSS / 1008h DLR/PSA

湿热试验(RP3)

Damp heat test
IEC62108 / 1008h DLR/PSA

 对于无业绩制造商采用权威第三方抽样，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延长加速测试时间来证明产品稳定性。

权威检测



权威检测 德国GL抽样德国 DLR   2014年



英国RL抽样德国 DLR   2018年权威检测



权威检测 中船新能/龙腾抽样 德国 DLR   2018年



反射镜产品及检测相关专利情况如下：

集团自主研发领域已拥有151项专利技术，反射镜产品及相关检测、技术等方面专利共有30项。

目前有一项发明专利“一种聚光型太阳能集热器反射镜的加速去霜方法”正在申请中，该去霜

方法能大大提高反射镜去霜的速度，降低霜冻对反射镜的影响。

成都禅德

序号 专利名称 申请类型 状态

1 太阳能光热发电巨型支架镜场曲轴顶杆式传动系统 发 明 已获证书

2 聚光热反射镜曲面聚焦度在线维像测试装置 发 明 已获证书

3 太阳能光热电站反射镜组件无水智能清洁装置 发 明 已获证书

4 太阳能电站发电镜场吹吸式智能除尘系统 实用新型 已获证书

5 太阳能电站发电镜场与光伏组件玻璃修复系统 发 明 已获证书

专利一览知识产权



延庆863槽式1MWe光热发电示范项目，隶属中国科学院

“十二五”863主题项目“太阳能槽式集热技术研究与示范项

目”的一部分，旨在研究试验国内槽式集热技术、关键设备、

整体系统等，促进太阳能光热产业的发展。项目所需反射镜全

部由成都禅德公司提供，项目于2017年5月份开始通油运行，

2017年6月1日正式获得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属于国内目前

建成MWe级槽式发电项目。

延庆863槽式1MWe光热发电示范项目

应用案例



内蒙古中核龙腾新能源有限公司乌拉特

中旗导热油槽式100MW光热发电项目采用槽

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容量为100MW。本工

程拟由1台100MW直接空冷汽轮发电机组，1

套蒸汽发生系统， ≤ 352个槽式集热回路

（LOOP）及可满足汽机满负荷运行10小时的

储能装置组成。

国内最大槽式光热发电项目。

中核龙腾乌拉特中旗100MWe光热发电示范项目

应用案例



天津市科技支撑重点项目，天津大学“聚焦太阳能

分布式符合供能系统研究与示范项目”槽式集热器用抛

物面型反射镜产品，全部由成都禅德提供。

天津大学滨海校区示范项目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所槽式太阳能热利用平台示

范项目，重点研发槽式太阳能聚光集热系统。全部示范

项目，含发电大槽系统及低倍聚光比系统用反射镜产品，

由成都禅德提供。

中科院热物理所槽式集热平台项目

应用案例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主导研制了开口宽度6.7米的

槽式聚光器，聚光比达到90倍以上。该集热器采用成都

禅德生产的RP4型反射镜。

中科院电工所广东五星太阳能槽式示范项目

该示范样站地处天山山脉，纬度较高，空气环境恶劣，

温差、湿度较大，主要为了测试槽式反射镜产品在国内

恶劣环境下的适应性测试，建成后将成为新疆第一个太

阳能光热储能发电示范项目。

新疆天山地区太阳能槽式示范项目

创新专利技术，解决除霜、雪、冰冻现象

应用案例



成都禅德的产品已应用于美国莫哈维SEGSⅠ电站项目。

SEGSⅠ电站位于美国加利福利亚州莫哈维沙漠，采用槽

式技术。

美国莫哈维电站项目

西藏高原特色热电联供农业科技示范项目

该项目位于西藏高原拉萨达孜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为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园区提供热能、电能联合循环应用

的示范项目。

应用案例



集热案例

宁夏银川某示范项目 青海海南州某示范项目

广东深圳某示范项目 云南腾冲某示范项目

应用案例



太阳能光热发电
玉门项目介绍 / 系统集成案例 / 研发课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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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甘肃省玉门市玉门东镇槽式太阳能热发电
（1⨯50MW）示范项目工程

项目位置 甘肃省玉门市东镇境内

总装机容量 50MW

年均发电量 1.71亿KWh

获批电价 1.15元/KWh（含税）

发电方式 槽式热发电技术

项目进度 2018年4月正式启动全面开工建设

光热发电站效果图

市场开发 国家首批光热发电示范项目



由公司自主开发的甘肃玉门东镇导热油槽式50MWe

光热发电项目成功获批国家首批光热发电示范项目，

2018年4月已正式全面启动建设。

玉门东镇50MW光热发电项目批复文件

太阳能热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批文 首批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名单批文

市场开发



案例展示：乌拉特中旗100MW槽式光热发电项目

 项目类别：国家首批光热发电示范项目之一

 服务范围：槽式反射镜产品供应、集热器安装服

务

 服务 商：成都禅德

系统集成



参与首个国家级光热发电示范项目延庆

863槽式集热系统试验平台的系统集成和

全部反射镜供应。

1000m
80节
SCE

国家863槽式集热系统试验平台项目科研课题



扭矩管+冲压臂+铆接技术开发新型集热器新技术开发

2mm     12KG/件
1.5mm   9KG/件

创新开口6939mm冲压臂+铆接技术

充分利用大开口反射镜产品制造能力优势，同世界领先集热器设计公司等，打造低成本大开口槽式集热器系统—适用于熔盐导热技术。



1000m
8节SCE

升级—低成本快速组装（更大开口）槽式集热器新技术应用

充分利用大开口反射镜产品制造能力优势，同领先集热器设计公司，推动低成本更大开口槽式集热器系统—适用于熔盐导热技术



太阳能工业蒸汽系统

行业现状 / 市场容量 / 案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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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2018年6月16日）

 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发[2018] 22号）

 京津冀地区：

 关于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环大气[2017]110号 ）

 关于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 （2018年 8月6日）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2018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村镇低成本清洁能源供暖及蓄热技术研究”重点专项

 河北省：

 河北省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2018-2020年）

 河北省燃煤锅炉改造提升三年作战计划 2018-2020年

 加快推进工业绿色发展，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工业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推进节能降耗、实现降本增效，有利于

增加绿色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补齐绿色发展短板。——《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工信部规〔2016〕225号）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促动太阳能工业蒸汽市场应用势在必行产业政策



 2016年1-12月止累计中国工业锅炉产量458103.7蒸发量吨，同比增长4.7%。

 2017年工业锅炉应用情况：

工业锅炉50%以上用于各主要工业部门。根据初步的调查统计，在我国工业生产中需要大量用热的部门，主要是轻纺和化学工业，

其用热温区和用量比例，和美国1977年对全国工业用热的调查估计大体一致，工业用热的参数范围大约在300℃和1.0MPa以下。未来轻

纺工业、能源工业、建材、建筑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军工部门等仍将是工业锅炉的主要市场。

工业蒸汽行
业现状我国工业锅炉产量及市场应用情况行业现状



“气荒” 导致工业生产和居民供暖成难题

在“煤改气”和“煤改电”推行下，天然气用量激增，导致天然气价格骤涨，但供应

量严重不足，为保障供暖季居民的共暖需求，不得不进行工业企业停产，严重制约

我国工业发展和经济稳定。“气荒”，成了冬季谈气色变的话题！

 我国成为天然气进口大国，能源成本大幅上涨，工业领域不堪重负

国际能源署在沪发布《天然气市场报告2018》称，预计在2017-2023年间，中

国将贡献全球天然气消费增长的37%，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在2019年将成为世界

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到2023年天然气进口量达到1710亿立方米，其中大部分为

液化天然气。

中国需求强劲 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飙升

我国天然气应用情况——“气荒”制约我国工业发展行业现状



太阳能

DNI直接辐射值 1700 1600 1500 1400 1300 kwh/㎡/y

蒸汽价格 100 110 120 130 140 元/t
8h 

无储能

燃气
锅炉

天然气价格 3.3 3.5 3.7 4 4.5 元/m³

蒸汽价格 288 305 320 350 390 元/t

电锅炉

度电价格 0.3 0.5 0.7 0.9 1.1 元/kwh

蒸汽价格 249 415 581 747 913 元/t
830

kwh/t

元/t

太阳能工业蒸汽系统是最绿色且价优的能源供应系统成本分析

各类工业蒸汽供应的成本对比分析



太阳能集热+储热技术，提供解决工业蒸汽领域的最佳方案，聚光倍数最佳，短焦距避免光污染

工业蒸汽对热能的需求市场需求

https://www.baidu.com/link?url=Qaq31lEE0l7vE4ksTuB2P9c3u_XV76L-XjBiBxqmSBNIJDrYj1gNtcwJraXARzVVr6dx_ZgERsZagWytICdD6q&wd=&eqid=8c909fe70001e729000000035a549cb2


工业能耗占我国社会总能耗70%，其中超过一半为热能消耗，

大多数热能需求温度在80℃ -250℃之间

中低温用热占45%以上

太阳能工业蒸汽
市场容量

中低温用热

45%以上

工业能耗中工业用

热50%-70%

工业领域能耗约占全国总

能耗70%

全国总能耗100%

据测算，若由太阳能为工业企业提供10%的热能，仅烟

草业、食品加工业、造纸业、纺织业、化工业、木材加工业

、塑料业、医药业8个行业，年节能量可达2663万吨标准煤

，减排二氧化碳8682 万吨，应用市场规模超过1000 亿元！

太阳能工业蒸汽系统将成为国家工业发展

重要支撑

2018年12月18日，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召开第

三届技术专家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中探讨“太阳能热利用科学技

术未来发展，并将成文向行业和国家有关部门谏言献策。“

太阳能工业蒸汽系统应用成为本次会议高度关注和热议的议题。

千亿市场亟待开发市场容量



 张家口市物价局关于规范天然气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张价〔2018〕72号）

——放开压缩天然气销售价格。燃气经营企业可自主确定压缩天然气销售价格。

 张家口市物价局关于废止工业蒸汽出厂价格文件的通知（张价〔2018〕71号）

——从2018年5月1日起，放开工业蒸汽出厂价格，供热企业可自主确定工业蒸汽

出

厂价格，我局原下发的工业蒸汽出厂价格文件一律废止。

 以张家口地区为例：

从2015-2017年工业锅炉关停、煤改气改造的规模额定蒸发量(折算）3041t/h；按

照槽式太阳能工业蒸汽投资320万元/t/h测算，仅2015-2017年改造的部分，仅白天替

换97.3亿元，如果场地充裕采用储能24小时供汽，接近300亿元市场容量。

 以河北省为例：

从2018-2020年工业锅炉燃煤锅炉关停额定蒸发量(折算）8966.62t/h，市场容量仅

白天300亿元；全省含其他燃煤锅炉总量额定蒸发量19831.94t/h，市场容量会更大。

以河北地区为例进行市场容量分析市场容量



以伊利集团为例：

液态奶事业部全国有32家工厂，以张北伊利乳业燃气锅炉规模来测算：3台10t/h蒸吨锅炉，2用1备，按照20t/h白天

槽式太阳能来替换节约天然气使用量，需要采用约40000平方米集热场，总投资约6500万元；按照北方地区25家可合作

的基地来测算，约计16.5亿元的市场机会。如果考虑到其他地区更大工厂的4台15t/h燃气锅炉，3用1备，按照45t/h测

算金额会更大，对于可利用场地充裕的基地，采用光热+储能24小时供蒸汽的模式，又要3倍以上的投资，初步测算超过

100亿元以上容量。伊利集团全国有超过130家工厂。

太阳能工业蒸汽
市场容量以工业企业的需求为例进行市场容量分析市场容量



双向耦合的槽式太阳能工业蒸汽系统，可以与电锅炉、燃气锅炉、生物钟锅炉、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进行双向耦合的系统。

 白天供热模式

 太阳能光照充足（晴天），供热系统供热，储热系统储热；

 太阳能光照不足（阴天），供热系统供热，补燃系统补热；

 无太阳能光照（下雨天），补燃系统供热；

 晚间供热模式

 晚间无光照，储热系统放热提供热量

 储热系统热量不足时，由补燃系统补热；

 极端天气保护模式

当遇暴风、冰雹时，集热器系统进入保护姿态，由辅助（补燃）系统供热，

太阳能工业蒸汽技术
运行模式

运行模式工业蒸汽系统

太阳能工业蒸汽技术是利用太阳能集热器，收集太阳辐射

能把水或其他工质加热的新能源利用技术，是目前太阳能热能应

用发展中最具经济价值、最成熟且已商业化的一项应用技术。



半抛物面技术适用于所有建筑物屋顶区域的场所，是作为细分

市场、煤改气市场的替补方案，未来重点在分布式供热领域。

集热器单元（SCE）参数

参数名称 工业蒸汽 备注

SCE单元开口宽度 3000mm

抛物线焦距 950mm

SCE单元长度 6m

SCE光学效率 ≥77% 入射角为0，风速≤7m/s

拦截因子 ≥96.5% 入射角为0°

钢结构主要材料 Q235B

钢结构表面处理方式 热镀锌

使用寿命 ≥25年

集热管 3支 Φ70mm/50mm/40mm

反射镜 8片 RP3/RC3A

用于建筑屋顶技术方案设计工业蒸汽系统



 方案设计：

1、采用槽式集热技术+电磁锅炉耦合方案；

2、本项目太阳能集热场是利用抛物面槽式集热器吸收太阳能，槽

式抛物面反射镜将太阳光直接辐射汇聚在焦线上，通过安装在

聚焦线上的集热管吸收聚焦后的太阳辐射能。

3、系统设计进口冷态导热油为180℃通过导热油泵输送至集热场并

联的各个集热回路中，通过集热管吸收太阳能直接辐射，逐渐

被加热到235℃，再汇集到导热油母管中；

北京美佳兴业农业生产用蒸汽菌种消毒示范项目应用案例

4、被加热后的导热油送至储罐系统；

5、储热系统输出热油进入蒸汽发生器中将冷水加热成120℃的饱和蒸汽；

6、当没有阳光或者在阳光不足、储能系统热量释放完毕的情况下，电磁锅

炉

加热器开始工作以保证正常供汽。



 塞北管理区“农光互补+智慧能源”特色小镇项目

参与并提供产品及技术支持，携手冀中能源井矿集团开展光热项目应用案例

项目是井矿集团在张家口塞北管理区打造的新能源示范工程，为蒙

牛乳业、弘基农业等企业提供工业蒸汽，为塞北管理区30万m2居

民住宅供暖以及开发2800亩生态农业。

 井矿临城槽式太阳能发电、供暖工程项目

采用低熔点熔盐传热储热技术、槽式太阳能集热的清洁能源供能

技术，晚上执行蓄热+供热运行模式，白天执行放热供热运行模

式。项目镜场面积为1680㎡，熔盐用量39吨，蓄热容量3MWH

。



 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太阳能清洁能源冬季供暖示范项目，通过利用槽式

太阳能技术为沧州市某工厂供暖，供暖效果需保证冬季室内温度

不低于18℃。鉴于冬季沧州地区的雾霾影响，本项目在本次方案

后续还可考虑增加配置天然气锅炉或者其他清洁能源联合供暖。

在非供暖季节，考虑配置一套有机朗肯循环发电系统。

 系统介绍

本项目太阳能供热发电系统主要包括导热油系统、有机朗肯

循环发电系统（Organic Rankine Cycle, 简称ORC）、供热系统

。在导热油系统中，太阳能集热场收集太阳能为ORC系统和供热

系统提供热源。

沧州四星玻璃槽式太阳能供暖发电多能互补示范项目应用案例



宁夏塞尚乳业太阳能工业蒸汽项目应用案例



1、项目建设条件

全年气温在-29℃-36℃之间，平均气温8.3℃，全年降水量500毫米，全年无

霜 期183天。太阳能资源较富区，太阳能辐照5034MJ/m2/a，日照时数2555h

。太阳能锅炉系统安装在厂房顶上，在冬季满足厂区的供暖，非采暖季满足工

业用热，与原电加热设备配合使用。

2、主要建设内容

采用太阳能导热油锅炉技术，选取3345平方米槽式太阳能集热器和智能控制

系统采暖季，利用太阳能集热器将加热管中导热油加热后利用换热器与采暖水

换热替代原来的供暖公司供暖；非采暖季，利用太阳能集热器加热的导热油为

生产用真空干燥罐提供热源，替代原来的电加热，导热油使用温度150℃至

160℃。

3、主要设备

槽式集热器、导热油循环泵、太阳能油水换热器、蓄能器、传热介质循环系统

、控制系统等。

4、结论

该系统槽式太阳能采暖、工业用热系统寿命高达20年，静态投资回收期更是

短至2.1年。真正的做到了一次投入十年收入。作为大型槽式太阳能中高、温工

业应用项目的工程建设经验，该工程完美的论证了项目的商业可行性。

应用案例 传奇电气（沈阳）槽式太阳能采暖项目：2.4蒸吨，集热器面积3345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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