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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一种热力过程采用喷射抽气节能方法，喷射抽气系统采用循环抽气的方式，或者多级喷射抽气装置
采用串联与并联与循环相结合的方式组成复合喷射系统，通过喷射抽气系统与做功设备结合，使高参数气源先
进入喷射抽气系统再进入做功设备做功，实现高效运行。还公开了一种喷射制冷的方法。



热力过程采用喷射抽气节能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明属于热能动力及制冷领域。

背景技术

在热能动力领域总是追求大容量高参数机组的开发以追求高效率，但是温度与压力两个

参数总是难以同时满足这一 目的。内燃机、燃气轮机以及火箭发动机燃烧温度度高但是烟气

压力有限导致工作时排烟温度太髙，燃说煤发电厂的蒸汽轮机组可获得超临界压力，虽然温度

压力在汽轮机实现了同步降低达到低参数排放，但是蒸汽温度初参数仅 550'C 左右，目前先

进的大型热力机组单机热效率都不超过 50% ，内燃机与燃气轮机热效率甚至不到 40%, 因此

还有很大节能空间。一种解决办法是采用了燃气轮书机与蒸汽循环联合发电，将燃气轮机的排

出的高温烟气再通过蒸汽循环发电，总热效率可达 55%左右，但是这种动力过程直接组合使

得系统复杂问题叠加导致投资成本与运行成本很大，应用并不广泛。

在喷射抽气技术领域，一般采用单级喷射实现真空抽气或几个单级喷射抽气器 " 串联 "

( 所谓 " 串连 " 是从抽气流程而言，是 目前业内习惯说法，从动力气源流程看实际为并联）

实现更高真空抽气。目前单级喷嘴喷射抽气器常用于余热利用，如蒸汽喷射制冷、蒸发式海

水淡化及其它热力系统的蒸汽回收等节能领域，但是其单级喷射结构决定其只能使用中低参

数气源 （髙参数高效率汽轮机都是多级喷嘴串联做功 )，其最大的问题是热效率很低，目前还

没有实现从动力气源流程看实现多级串联喷射结构的报道。单级喷射抽气的低效率特点使其

应用受到局限，而优点是抽气压气过程中无需转动机械。

另外，微网分布式发电在电力安全、可再生能源利用及用户釆用热电冷联产实现高效节

能方面有重要意义迫切需要小机组发电实现髙效率，但是小型热力机组最大的问题是很难实

现高参数，尤其压力参数很难上去。专利申请 CN200810182738.9 提出了热力升压式热力循环

方法，是一种有效的小型蒸汽机组实现高参数蒸汽的解决方案，但是需要的小型汽轮发电机

却很难有对应的高参数型号，目前因小机组热效率低而严重制约其广泛发展。

在制冷与热泵领域，制冷循环中工质膨胀制冷都是通过节流阔或细微管实现降压膨胀，

放弃利用膨胀功，有资料提出采用液压马达等设备回收膨胀功但投资成本与效率都比较差。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目的：大幅度提高热力过程的热效率，降低投资成本。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在热力过程中采用髙参数动力气源经过复合喷射抽气系统产生射流

抽吸其它气源混合减速后为热功转换装置提供动力，实现对被抽吸气源的无转动机械的压缩

做功，所谓复合喷射抽气方式是指喷射抽气系统采用了一级或多级循环喷射抽气方式，或者

是采用了串联与并联与循环三种喷射抽气方式之中的两种或三种结合的方式，多级循环喷射

抽气是指两级或者两级以上的循环喷射抽气方式。所谓的循环喷射抽气是指喷射抽气过程中



每级抽气抽取的是下级抽气压縮做功后的气源，末级抽气抽取的是热功转换装置经膨胀做功

后的尾气或其它气源，实现逐步循环抽气逐步增大循环流量到末级集中膨胀做功，单级循环

喷射抽气直接抽取热功转换装置膨胀做功后的尾气。

复合喷射抽气动力系统原理的实质是，无论是循环抽取本系统排气还是抽取其它气源，

都是动力气源抽入被抽气源并对被抽入气源压縮做功的过程，高参数动力气源在做功过程中

参数降低换来质量流量增加，喷射抽气装置串联可使高压气源不断膨胀到需要的低压参数，

而并联可使高温气源多次压缩多次膨胀到需要的低温参数，通过串联与并联及循环抽气的灵

活组合，只要散热系统能保护髙温设备正常工作，理论上可实现任何髙温烟气做功到接近环

境温度排放，实现高参数高效率运行。说
采用复合喷射抽气系统为实现高温高参数动力系统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可以适应燃

烧室产生的任何高温烟气，如由液化空气或液氧与液态燃料甚至固体燃料燃烧而成动力气源，

有利于热力过程高参数高效率运行。也为灵活利用书各种热源做功节能创造了有利条件，如：

工质气体被压縮机压縮升压或者被液化后通过热力升压并蒸发成为动力气源；低温动力气源

通过有压燃烧室燃烧升温，或者通过喷射抽气系统抽吸燃气或其它热气升温。在太阳能或风

力发电储能方面，甚至可以利用高温空气成为等离子态具有导电特点，通过电力实现等离子

放电或等离子电磁涡流效应加热获得超髙温空气，为热力喷射制冷空气液化系统提供动力，

实现高效率无转到机械储能；以及通过换热器利用中低温热源升温，或者釆用上述两种或多

种升温。

另外，提出一种旋流喷射式制冷方法，低温工质气源通过膨胀减压制冷，其特征是动力

系统采用喷射抽气系统或者压縮机或者风机使低温气源与旋流式气液分离器之间产生压力

差，低温气源经喷嘴进入旋流式气液分离器内膨胀雾化并沿切向产生射流形成旋流实现气液

分离后，冷凝液体留在气液分离器内剩余气体从排气管排出，导流器安装在排气管内或排气

管口。动力系统为制冷系统排气管提供抽气动力，或者为喷嘴提供有压气源，或者同时为排

气管提供抽气动力为喷嘴提供有压气源，可实现抽气制冷或喷射制冷过程中减小或避免节流

损失。该方案为热力或电力空调、空气液化、海水淡化及空气除湿等热力或制冷过程减小节

流损失利用膨胀功提供新低成本方案。

这里涉及到的气的概念是包括空气、烟气、蒸汽及湿空气等各种气源或气态工质的广义

概念，以下同。本发明具体解决方案灵活多样，将结合实施例进一步说明。

本发明的优点：

1. 复合喷射抽气系统与空气液化及热力升压方法结合，避免了气轮机直接接触高温烟

气，可以很好解决热动力过程高参数运行低参数排放，可充分发挥髙效率优势。

2 . 多孔喷射可简化喷射装置縮短射流长度，不仅很好适应多级串并联复合循环结构需

要而且也可以在用于单级喷射抽气器时发挥优势。

3 . 旋流喷射式制冷，可以避免节流损失，可实现无转动机械制冷式空气液化，在制冷、

储能、海水淡化烟气净化等领域广泛发挥低成本髙效率的优势。



4 . 复合喷射抽气热力循环与热力升压系统结合，可实现无转子发动机解决了发动机实

现高参数运行的必须克服耐高温的瓶颈。

5 . 空气液化与热力升压结合方便燃烧系统实现富氧或纯氧燃烧 以及液氧与液态燃料

直接燃烧。

6 . 可用于小型微型热电冷储联产热力系统，系统内液化空气不仅可以实现低成本储

能，而且系统发电运行时蒸发升压可顺便为空调提供冷源不消耗能源，高效节能。

7 . 高效率的复合喷射热力系统可为喷管提供低温动力气源，为翼板表面喷射空气动力

系统创造了有利条件，与导流弯板组合有利于使各种移动设备使用空气动力成为普遍。

8 . 利用高效的热力循环方案可实说现热动力引风机及鼓风机，采用气压水的方式可替代

水泵，也可以推动液态磁流体发电，可实现无转动机械的高效发电。

9 . 有利于太阳能、生物能及各种余热通过空气液化实现高效储能及发电。

10. 本发明为基础创新，适用面广，必将会书在更多领域发挥节能作用 。

附图说明

图 1 是三级串连喷射抽气过程简图。

图 2 是三级串联循环喷射抽气过程简图，图 2A 为分体循环喷射器结构。

图 3 是单级循环喷射抽气过程简图。

图 4 是多喷嘴喷射抽气结构简图。

图 5 是喷嘴按斜向形成旋流方式分布的原理示意图。

图 6 是旋流式喷射抽气器分体布置方式示意图。

图 7 是多级串连真空抽气器结构简图。

图 8 是水源热泵或制冷系统示意图。

图 9 是一种蒸汽压缩式海淡化系统示意图。

图 10 是复合喷射抽气式燃气轮机系统示意图。

图 11 是复合喷射抽气式无压燃烧燃气轮机系统示意图。

图 12 是空气压缩机和气轮机同轴布置的两层复合喷射抽气燃气轮机。

图 13 是采用了空气液化及热力升压的复合喷射抽气气轮机循环系统。

图 14 是采用了复合喷射抽气系统的多喷管喷气式发动机示意图。

图 15 是采用了空气液化与热力升压系统的喷气式发动机系统示意图。

图 16 是灌装液化气为动力的燃气复式喷射喷气动力系统示意图。

图 17 是灌装液化气为动力的外热式喷气动力系统示意图。

图 18 是空心套管结构液化气防霜加热管路。

图 19 是表面喷射空气动力装置示意图。

图 20 是表面喷射空气动力装置用于地面移动设备示意图。

图 2 1 是表面喷射空气动力装置用于空中移动设备示意图。

图 22 是喷射抽气热力系统用于气压容积水泵系统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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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是用于液下或深并的气压容积水泵系统简图。

图 24 是液态磁流体发电机结构简图。

图 25 是复合喷射抽气系统用于喷射抽气制冷示意图。

图 26A 是旋流式喷射制冷，图 26B 是导流器展开图。

图 27 是复合喷射抽气动力系统正压气源喷射制冷方式示意图。

图 28 是压縮机或风机动力方式喷射抽气方式示意图。

图 29 是热力喷射抽气制冷机或热泵的示意图。

图 30 是压缩机压缩与喷射抽气液化联合制冷系统示意图。

图 3 1是采用旋流式喷射制冷与旋流分离器结合的液体净化系统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实施例 1，. 复合喷射抽气结构与原理：

如附图 1所示的喷射抽气器三级串连结构，高参数动力气源经管路 1进入抽气器主气入

口，通过喷嘴 2 喷射后由抽气管路 4 抽入低参数气源，经喉管 3 共同进入减速扩压室混合完

成一级抽气，接着进入第二级第三级抽气过程，最后进入气轮发电机组 5 膨胀做功后经管路

6 排出尾气，图中箭头表示气流流动方向。附图 2 是三级串联同时釆用循环喷射抽气结构，

每级抽气抽取的是下级抽气混合扩压后的气源，末级抽取经气轮机膨胀做功后的排气，经过

循环抽气管 8 连接。附图 2A 分体结构的三级循环喷射抽气结构，方便在管路上增加加热器，

附图 3 是最简单的单级循环抽气系统简图，循环抽气抽取气轮机排气。

一般根据动力气源参数与气轮机入口额定参数的差别决定釆用一级或一级以上的多级抽

气，被抽气源可以是其它设备来源或者选择循环抽气或者直接抽大气。在喷射抽气热力过程

中动力气源参数逐渐降低质量流量逐步增加，每级喷射抽气循环类似于回热过程，因此是髙

效节能热力过程。

附图 4 是多喷嘴单级喷射抽气器装置，由气源室 I I 、喷嘴 12、抽气室 13 及混合管 14 组

成，放弃传统喉管式縮放结构，采用混合与扩压过程合二为一的直管结构可大幅度縮短喷射

器长度减小流动阻力，需要时也可以采用角度不大的渐开管或渐缩管。附图 5 的 八、B 图是

从两个不同方向表示多喷嘴组合按斜向形成旋流方式分布，混合管末端分布了导流叶片使汽

流从旋流变为直流增加压力。附图 6 是旋流式喷射抽气器分体布置方式，排气管路内或出口

也有导流叶片或导流器。附图 5 多喷嘴分布工作方式与附图 6 的旋流式喷射方式都是为缩短

射流长度并实现两种汽流迅速深度扩散混合以提高抽气效率，不仅很好适应多级串并联复合

结构需要而且也可以在用于单级喷射抽气器时发挥优势。

实施例 2 , 热力风机：

如附图 7 所示的多级循环复合喷射抽气器，一般情况用于真空抽气，当动力气源是空气

或烟气时也可以用于热力引风或热力鼓风尤其用于大型风机，避免了电力过程及风轮等效率

损失，可充分发挥节能作用。

实施例 3，喷射抽气式水源热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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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图 8 所示的水源热泵或制冷系统，采用热压空气为动力气源的复合喷射抽气系统抽

取原水水箱 17 内蒸汽混合压縮后获得蒸汽凝结热气温升高，为热用户供热后，气流中蒸汽进

一步冷凝为水进入凝水水箱 19 中经气水分离，空气排出，冷凝水收集回用。运行中原水水箱

中一般需要有较大流量维持稳定的温度和液位，原水排出水箱后可直接供冷或者增加换热器

18 间接供冷。

实施例 4 , 单效或多效蒸馏：

如附图 9 所示的一种蒸汽压缩式海淡化系统，在排空空气状态下工作，原水从阀 2 1 进入

蒸发器 23 受热产生蒸汽被抽入复合喷射抽气器 22 压缩升温后进入冷凝器 24 内放热冷凝，凝

结水由水泵 26 向系统外供水。在蒸馏过程中，由控制阀 2 1 和泵 25 控制系统的真空度和流量，

由复合喷射抽气器 22 使冷凝器 内外保持足够压力差发生蒸发冷凝反应。附图中只显示了

单效蒸发原理，同样适用于多效蒸发，因为单级喷射抽气压缩式在海水淡化、蒸馏水生产等

领域已为生产应用的公知技术，本实施例只是说明采用多级复合喷射抽气取代单级喷射抽气

压缩将更适应高参数蒸汽动力，更适合独立热力蒸馏系统，更节能高效。

实施例 5，气轮机动力系统或燃气轮机系统：

如附图 1、2、3 及附图 4 所示的配置了复合喷射抽气器的气轮机动力系统，容易适合蒸

汽动力气源或其它中低温气源的系统，可满足小微机组高参数蒸汽发电。如附图 10 所示为复

合喷射抽气式燃气轮机系统，为了使高温烟气热能尽可能多做功降低排烟温度，釆用了两层

复合喷射抽气并联与气轮机组组成的串并联复合喷射抽气动力系统。系统由空气压缩机 32 为

燃烧室 3 1提供压缩空气，使燃料在燃烧室内燃烧产生燃气成为高温高压动力气源进入复合喷

射抽气系统中膨胀并增加质量流量，然后先进入前置气轮机 33 再进入末级气轮机做功后成为

低参数尾气后排出，气轮机分前后两级避免低压循环喷射可减少复合喷射循环体积流量，减

小流动损失。

附图 11 是采用了三层复合喷射抽气并联过程的无压燃烧燃气轮机系统，由空气压缩机

35 提供压縮气源成为初始动力气源进入复合喷射抽气系统，先抽吸无压燃烧室 34 内高温燃

气为动力气源升温达到合适参数后开始降温降压膨胀做功，最后通过气轮机输出轴功。虽然

无压燃烧室比附图 10 所示同功率的高压燃烧燃烧室的压力参数低体积大，但是无压燃烧室更

适合大容量发电机组而不受燃烧室为高温压力容器的限制，可以是燃油、燃气燃煤，也可以

是纯氧或富氧燃烧，另外无压热气源方案有利于许多工业余热尾气利用的节能工程。

附图 12 也是两层复合喷射抽气并联方式，空气压缩机和气轮机同轴布置，热力过程与

附图 10 区别是，加热器 37 的热源来 自燃烧室及喷射器髙温段的散热保护或抽取烟气加热，

第一层复合喷射抽气系统的排气直接进入前置气轮机 36 ( 按气流方向定义），因减少了循环

量而减少了流动损失，但是增加了设备成本，实际应用可根据具体设计要求选择。

附图 13 是采用了空气液化及热力升压的复合喷射抽气气轮机循环系统，所谓热力升压

是将工质在压力容器 54 内封闭加热的过程，加热升压直到需要的压力与温度再供给蒸发器

46，由蒸发器产生蒸汽再经过热加热器加热后成为动力气源为复合喷射抽气系统 49 及 40 ( 这

种图示方式表示任何需要的喷射抽气形式，以下同）提供动力。热力升压与空气液化组合间



断式工作，其过程如下：A ，热力升压器 54 内补充液化空气后受加热器 55 加热升压，直到

与蒸发器 46 平衡后下面单向阀 45 自动导通输出液化空气进入蒸发器，热力升压器液体排空

后打开阀 44，单向阀 45 自动关闭，余气经喷射抽气器 42 抽吸部分空气后进入复合喷射抽气

器 40 直到压力平衡。B，在上述 A 过程进行的同时打开控制阀 4 1 动力气源进入复合喷射抽

气系统 40 为喷射旋流式空气液化器 50 提供抽气动力，空气从换热器 48 与 55 降温除湿后通

过管路 5 1 及喷嘴沿切向进入液化器内部低温真空环境，膨胀降温雾化后随旋流作用气液分

离，气流经排气管被复合喷射抽气器 40 抽走，液化空气沉降后被收集到到底部容器 52 内，

当容器 52 液位达到上位后关闭阀 4 1 液化空气过程完成。C , 当 八、B 过程都完成后容器 52

与热力升压器 54 成为连通器，单向阀说53 自动导通，热力升压器开始补充液化空气，补充完

成后关闭阀 44 开启阀 4 1，A 、B 过程重新开始。

一般相对蒸发器热力升压器容积设计的较小，使蒸发器在工作过程中有液位波动但不影

响系统稳定工作，在实际应用中为解决热力升压器书在急冷急热交替变化中工作，可以采用双

热力升压器方式，可确保有足够的温度适应时间，也可以采用容器内设薄壁罐中间保温层的

方法。过热加热器 43 的热源可以是锅炉加热、太阳能高温集热、锅炉或发动机或其它生产系

统余热以及电热等，也可以直接采用燃气轮机。另外，将开式循环改为闭式循环，将空气液

化改为蒸汽冷凝器，热力升压系统就可以用于水蒸汽循环。

热力升压的特点是工质容易获得髙压参数而不受机组容量大小影响，并且可以是不用水

或蒸汽的开式循环。热力升压加热可以象图中虚线箭头 （用虚线表示可有可无，以下同）所

示采用直接吸收空气温度并为空气液化系统预冷空气，也可以采用动力系统如气轮机排气余

热加热。

实施例 6，喷气式发动机：

如附图 14 所示的釆用了复合喷射抽气系统的多喷管喷气式发动机，螺旋桨、压缩机与前

置气轮机 63 同轴安装，燃烧室 6 1产生有压燃气经过喷射抽气器 62 向前置气轮机 63 提供动

力，前置气轮机的排气一部分被喷射抽气器 62 抽走，一部分被喷射抽气器 64 抽走并在其喷

管出口产生喷射动力。

如附图 15 所示的采用了空气液化与热力升压系统的喷气式发动机系统，通过燃烧室 66

及热力升压系统为循环系统提供动力气源最后转化为合适的温度压力参数为喷管组 68 提供

动力，喷管组通过母管 67 互相联通，可以按需要 自由设计喷管数量与安装位置。热力循环过

程与附图 13 基本类似，不同的是复合喷射抽气循环的抽气管路 69 抽取的是空气液化系统的

排气而不是喷管尾气，事实上也可以直接抽取大气但会影响循环效率。

如附图 16 所示的灌装液化气复合喷射抽气动力系统，燃料罐 7 1 与液化空气 （或液氧）

罐 72 分别安装了加热器，为燃气复合喷射抽气动力系统 76 提供燃料与氧化剂，液化空气罐

72 同时为复合喷射抽气系统 75 提供动力气源，采用喷管 74 为热功转换装置，也可以是气轮

机。附图 17 是采用了外热或外燃系统为加热器 77 或 78 提供热源的罐装液化气动力系统，两

套蒸发喷射抽气系统之间有抽气管路互相连接，可按互为抽气与被抽气的方式构成互为备用

或补充的动力系统，用于小型系统时可以只采用一套液化气系统，即可以是独立动力系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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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余热利用系统。

实施例 7，液化气管路或容器采用防霜加热器：

液化气在热力升压成为动力气源系统中，一个常见问题是蒸发器在加热中容易结霜影响

系统正常工作，附图 18 所示为一种液化气防霜加热管路，由内外管套装组成，内管 78 和 79

内部通液态工质，内外管夹层之间封存有气体，通过控制系统改变封存气体的压力或者控制

其流速控制加热器换热系数，因为这种加热管路换热系数可调因此可适应环境变化尽可能在

不结霜的前提下随时获得最大换热效率。类似的液化气容器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做成内外层

防霜可加热型，在压力容器存放液化气体时夹层抽真空保温，当压力容器加热使液化气产生

动力时夹层充压增加换热系数，可很好适应储能动力系统的需要。

实施例 8，空气动力装置：

如附图 19 所示，喷管由复合喷射热力系统提供动力气源，高温动力气源经过复合喷射抽

气系统增加质量流量后温度大幅度下降，用于空气动力系统时通过喷管 8 1 可直接喷射到移动

设备机翼型表面或专门的翼板表面而不至于把表面烧坏，因为喷管喷射流速总是比移动设备

周围空气流速大的多在产生反推力的同时会产生更大升力，构成一种节能的表面喷射空气动

力系统。

如附图 20 所示，表面喷射动力系统增加了控制喷射气流经过喷射表面后的流动方向的导

流弯板 82 组成表面喷射与导流件组合系统，将喷射气流在经过翼板表面产生的升力和反推力

控制到同一方向成为移动设备前进动力。

附图 2 1 是表示一对表面喷射与导流组合系统组合而成空气动力系统，动力气源开关与流

量由控制阀系统分配，其中图 A 表示左右两侧导流板使气流一致向下使空气动力系统产生向

上升力，图 B 表示右边导流板下移退出导流使右侧射流方向改为向右直射，控制阀系统重新

分配气流使升力与重力平衡并向左产生需要强度的推动力，图 C 与图 B 所示的作用相反，左

边直射而右边 向下导流，系统产生向右推动力。这样，空气动力移动设备由一组或者多组表

面喷射与导流组合系统提供动力并且通过控制系统对动力气源分布及导流弯板的控制进而控

制移动设备移动状态，可实现起飞、降落、前进、后退、转向及空中悬停等移动状态。

导流件除采用导流弯板结构外也可以根据具体需要采用其它结构方式，表面喷射与导流

件组合的空气动力系统同时利用了升力与反推力产生动力，节能高效而且使用方式灵活可靠。

实施例 9 , 容积式气压水泵：

液化空气或者液氮复合喷射动力系统可以为隔膜泵提供动力气源，也可以为附图 22 所示

的容积式气压水泵提供动力气源。动力气源经过复合喷射系统 9 1 为压水容器 93 供气，从排

气管 92 排放最后余气，水源从管路 95 经逆止阀进入压水容器后升压成给水进入给水管 94。

通过控制系统控制阔门使两组压水系统交替工作，由复合喷射抽气系统交替供气交替抽吸压

水容器余气，压水容器交替排气并通过单向阀自动进水出水。

如附图 23 所示的用于液下或深井的容积式气压水泵，工作原理与附图 22 —样，两组压

水容器适应工作环境改为同轴圆桶套装结构，每个压水容器都有一个管路升出地面后通过控

制阀分别与进气管排气管及余气回收管连接。



容积式气压水泵不仅省掉了发电与电动环节，而且也省掉了普通水泵低效率的涡轮转子，

釆用高效率的复合喷射动力系统提供动力气源，可以无级调节流量，节能效果显著。类似的,

容积式气泵还可以用于其它容积式气动系统代替普通气泵为气动设备供气，例如，压水容器

改为压气容器而成为气泵。

实施例 10，磁流体发电-

按照容积式气压水泵原理，可以压动水银等液态金属或其它磁流体通过磁流体发电机发

电。附图 24 是一种磁流体发电机，导磁外壳 101 与铁心 104 组成导磁回路，由励磁线圈 102

励磁产生磁场，磁流体从管路 103 进入螺旋管路中高速流动切割磁力线使电枢线圈 105 产生

电流，电枢线圈按不同的缠绕分布方式说可以产生直流或交流电，磁流体发电最大优势是没有

转动机械，而且在液氮复合喷射热力系统环境下磁流体发电机很方便采用超导线圈，进而可

以采用导电率较差的电解质溶液做磁流体取代液态金属。

实施例 11，旋流喷射式制冷方法与空气液化：书

如附图 25 所示的一种复合喷射抽气系统，用于深度抽气制冷，空气动力气源进入复合式

喷射系统 119 从抽气管路 118 抽吸空气或者按虚线所示抽取末级排气，增加流量后进入三租

并联的抽气系统，最终从蒸发器 112 内通过排气管 111 抽气，从出口 117 排到大气，抽气过

程使蒸发器 112 内维持足够压力差使空气从节流阀 115 进入后膨胀降温，部分冷凝液化沉降

到底部液化空气中其余从排气管 111 被抽走，液化空气通过阀 113 控制排出。这种制冷或空

气液化技术无转动机械简单低成本，但是节流阀 115 产生了节流损失 （或称损失了膨胀功）。

如附图 26A 所示，为避免或减小喷射制冷过程中节流损失，低温气源 （这里低温是指气

源进入旋流喷射式制冷系统后可产生冷凝现象的适宜温度）经喷嘴 123 沿切向喷射进入旋流

式气液分离器内部膨胀雾化同时形成旋流 （类似于附图 5B 所示）实现气液分离后，液体留

在气液分离器底部容器内剩余气体从排气管 122 排出，导流器 121 安装在排气管中也可以安

装在管口，导流器导流叶片平面展开如附图 26B 所示使旋转流动的气流引导为直流向上，并

通过排气管扩压回收旋流动力。这种旋流式分离器用于制冷时可以采用如附图 25 所示的复合

喷射抽气深度抽真空的动力方式，也可以采用如附图 27 所示的复合喷射抽气动力系统正压气

源喷射制冷方式。采用正压喷射不仅可简化复合喷射抽气系统，而且当多级喷射抽气系统以

空气或烟气为动力气源时可以同时带动多级旋流喷射式制冷装置，可实现随着压力参数逐级

下降实现逐级液化空气或烟气。

原理上任何喷射抽气动力制冷系统都可以采用压缩机或风机 （风机一般用于湿空气制冷）

动力方式取代实现机械式气源液化，如附图 28 所示的以压縮机 124 提供的正压系统简单使用

方便，可以用于气体液化也可以用于空气除湿，但压縮机类转动设备投资大运行维护成本高

噪音大，两种动力模式在工程应用中可合适选型各 自发挥优势。

实施例 12, 电力储能：

无论热力还是电力都可以通过旋流式喷射制冷空气液化实现储能，附图 28 所示可以实现

较髙效率的利用电力实现空气液化储能。在太阳能或风力发电方面储能具有更要的意义，为

实现高效低成本储能，可以利用高温空气在等离子态具有导电特点，通过电力等离子发生设



备实现等离子放电或等离子电磁涡流效应加热获得超高温空气，为热力喷射制冷空气液化系

统提供热动力，实现高效率无转到机械储能。目前等离子燃烧器应用较多，高温烟气等离子

态磁流体发电理论也比较成熟，因此利用电力产生等离子放电或磁感应产生热力是可行的。

实施例 13，制冷或热泵循环：

如附图 29 所示的开式制冷或热泵循环示意图，空气做为低温气源通过喷嘴进入旋流喷射

式制冷系统 128 产生液化空气，由液化空气在热力升压系统内受热蒸发升压成为喷射抽气系

统的初始动力气源，热力升压系统中的热力升压器及蒸发器实质上都是蒸发换热器，由喷射

抽气系统为旋流喷射制冷系统 128 的排气管 129 提供抽气动力产生液化空气形成循环工作系

统，由蒸发器加热器为外界提供冷源 （说如图中虚线所示）由喷射抽气器出口排气向外界提供

热源。一般情况系统运行时由加热器 127 为初始动力气源提供热动力过程只需间断运行即可，

随着系统内液化空气储存量的变化而定，可通过阀 125 与阀 126 控制是否加热运行。加热器

127 可以采用换热器或者燃烧室等各种热力方式使书系统成为热力制冷或热泵，也可以用压縮

机取代加热式热力系统成为机械式或电力制冷与热泵。

如附图 30 所示，用于闭式制冷或热泵循环，喷射抽气系统的排出的气体工质一部分进入

旋流式制冷系统，另一部分进入压缩机 132 被压缩后进入冷凝换热器 131，将旋流式制冷系

统与冷凝换热器产生的液化工质进入蒸发换热器，液化工质受热蒸发升压成为喷射抽气系统

的动力气源，由蒸发换热器为外界提供冷源由冷凝换热器为外界提供热源。

实施例 14, 海水淡化或液体净化：

附图 31 所示的液体净化过程，采用气源喷射制冷与旋流分离器结合方式实现液体蒸发冷

凝式净化，动力气源先进入旋流分离器 136 产生旋流，并增加原液喷淋系统 135 向旋流分离

器内部喷入原液进入旋流，原液受热后部分蒸发其余保留液态，受旋流分离作用原液蒸汽随

气流一起成为混合气流通过排气管及导流器到出口，未蒸发的原液被旋流分离沉降到底部排

出。从旋流分离器分离出来的混合气流通过喷嘴进入旋流喷射式制冷系统 137，使原液蒸汽

冷凝分离收集为净化液，其余气流排出。这种液体净化过程实质是利用了湿空气旋流喷射制

冷原理。

实施例 15，烟气减排 -

采用附图 31 方案还可以用于烟气净化，烟气进入旋流喷射制冷系统经过适度制冷实现烟

气除湿、除尘以及使气态氧化物以冷凝液化或固化方式实现脱硫、脱硝或收集二氧化碳，釆

用单级系统混合处理或采用多级系统分别按烟气中各成分不同凝点不同物理特性依次去除。

实施例 16，喷射抽气动力系统运行调节

喷射抽气动力系统可以通过阀门调节负荷，或者末级喷射采用可调喷嘴，可调喷嘴至少

在喷气发动机领域比较成熟，也可以遇到燃气轮机。也可以采用两组大小不同容量喷射抽气

动力系统为一个气轮机提供热动力，通过两组喷射抽气动力系统启停状态实现粗调，加上末

级可调喷嘴以及燃料调节实现细调，可基本实现系统大范围高效率调节运行。

本发明为基础创新，适用范围广，不局限于实施例所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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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热力过程采用喷射抽气节能方法，属于热能与流体动力过程，动力气源通过喷射

抽气系统抽吸气流后实现混合流动，其特征是：喷射抽气系统采用了单级喷射抽气方式或者

复合喷射抽气方式；所谓复合喷射抽气方式是指喷射抽气系统采用了一级或多级循环喷射抽

气方式，或者采用了串联和并联以及循环三种喷射抽气方式中的两种或三种结合的方式。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热力过程采用喷射抽气节能方法，其特征是：单级喷射器或

者复合喷射器中的单级喷射釆用了以下结构之一，

( 1) 多喷嘴结构；

(2) 混合与扩压过程采用直管结构取代喉管式缩放结构；

(3) 旋流式喷射抽气结构，并增加导流叶片；

(4) 以上三种结构中任意两种或三种结合的结构。

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热力过程采用喷射抽气节能方法，其特征是：由液化空气或

液氧与液态燃料燃烧而成动力气源，或者工质气体被压缩机压缩升压或者被液化后通过热力

升压并蒸发成为动力气源；或者低温动力气源通过有压燃烧室燃烧升温，或者通过喷射抽气

系统抽吸燃气或其它热气升温；或者通过电力实现等离子放 电或等离子电磁涡流效应加热升

温；或者采用换热器加热升温，或者同时采用了两种或多种上述升温方法。

4、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热力过程采用喷射抽气节能方法，其特征是：动力气源通过

喷射抽气系统至少实现以下用途之一：

( 1) 用于热力引风或热力鼓风：

(2) 为水源热泵或制冷系统提供抽气动力，喷射抽气系统抽取水源容器内的蒸汽与

动力气流混合扩压后为用户供热，或者抽出水源容器内蒸汽使水源降温成为冷

水为用户提供冷源；

(3) 为单效或多效蒸馏系统提供喷射抽气压縮动力；

(4) 为气轮机组提供动力气源，末级循环喷射抽气抽取大气或气轮机尾气或前置气

轮机排气，或者抽取其它系统来气；

(5) 为喷管提供气源成为喷气式发动机系统，末级循环喷射抽气抽取大气或前置涡

轮机排气或抽取空气液化系统排气，或者抽取其它系统来气。

5、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热力过程采用喷射抽气节能方法，其特征是：液化的工质气

管路或容器釆用了防霜加热器，其加热管路或容器由内外管或容器套装组成，内外夹层之间

封存有气体，通过控制系统改变封存气体的压力或流速控制其换热系数。

6、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热力过程采用喷射抽气节能方法，用于喷气发动机为移动设

备提供动力，其特征是：喷射抽气式喷气发动机的喷管喷射方向布置在移动设备的表面或布

置在翼板表面组成表面喷射空气动力系统。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一种热力过程采用喷射抽气节能方法，其特征是：表面喷射动力

系统增加 了控制喷射气流经过喷射表面后的流动方向的导流件组成表面喷射与导流组合系

统。

8、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一种热力过程釆用喷射抽气节能方法，其特征是：移动设备由一



权 利 要 求 书

组或者多组表面喷射与导流件系统提供动力并且通过控制系统对动力气源分布及导流件的控

制进而控制移动设备的移动状态 。

9、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热力过程采用喷射抽气节能方法，用于容积式气动水泵或其

它容积式气动系统，其特征是：喷射抽气系统通过阔门控制为隔膜泵或者其它双容器或多容

器容积式气动系统交替供气，并且交替抽取容器余气。

10、 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一种热力过程釆用喷射抽气节能方法，其特征是：通过喷射

抽气式气动水泵或气泵系统压动液态金属或其它磁流体进入磁流体发电机发电。

11、 一种旋流喷射式制冷方法，低温工质气源通过膨胀减压制冷，其特征是：动力系

统采用热力喷射抽气方式或者机械方式或者二者结合的方式使低温气源与旋流式气液分离器

之间产生压力差，低温气源经喷嘴沿切向射流进入旋流式气液分离器内膨胀雾化，同时形成

旋流实现气液分离后冷凝液体留在气液分离器 内剩余气体从排气管排出，在排气管内或排气

管口安装了引导旋流为直流的导流器或导流叶片，至少实现了以下用途之一：

( 1) 用于低温气源液化或除湿，采用单级或在动力系统不同压力段多级制冷液化；

(2) 用于电力储能，采用电动压縮机为旋流喷射制冷式空气液化系统提供动力，或

者采用电力等离子放电或等离子电磁涡流效应加热为喷射抽气系统提供热动力

进而为旋流喷射制冷式空气液化系统提供动力，通过生产液化空气实现储能。

(3) 用于开式制冷或热泵循环，空气做为低温气源通过喷嘴进入旋流喷射式制冷系

统产生液化空气，由液化空气受热蒸发升压成为喷射抽气系统的初始动力气源，

由液化空气蒸发换热器为外界提供冷源 由喷射抽气器出口排气为外界提供热

源；

(4) 用于闭式制冷或热泵循环，喷射抽气系统的排出的气体工质一部分做为低温气

源进入旋流喷射式制冷系统，另一部分进入压缩机被压缩后进入冷凝换热器，

将旋流式制冷系统与冷凝换热器产生的液化工质进入蒸发换热器，液化工质受

热蒸发升压成为喷射抽气系统的动力气源，由蒸发换热器为外界提供冷源 由冷

凝换热器为外界提供热源；

(5) 用于海水淡化或者其它液体净化，采用旋流喷射式制冷与旋流分离器结合方式

实现液体蒸发冷凝式净化，动力气源先进入旋流分离器产生旋流，增加原液喷

淋系统向旋流分离器内喷入原液进入旋流，从旋流分离器分离出来的混合气流

通过喷嘴进入旋流喷射制冷系统，使混合气流中原液蒸汽冷凝分离收集为净化

液；

(6) 用于烟气净化，烟气进入旋流喷射制冷系统经过适度制冷实现烟气除湿、除尘

以及使气态氧化物以冷凝液化或固化方式实现脱硫、脱硝或收集二氧化碳，采

用单级系统混合处理或采用多级系统分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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