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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利用混合制冷剂的闪蒸分离喷射制冷

循环系统及工作方法，该系统包括第一发生器，

第二发生器，喷射器，第一冷凝器，第二冷凝器，

循环泵，中间回热器，气液分离器，膨胀阀和蒸发

器；该系统在传统喷射制冷循环的基础上引入了

气液分离器，实现非共沸混合制冷剂的闪蒸分

离，得到富含低沸点组分的气态混合制冷剂，该

气态制冷剂在冷凝后进入蒸发器，因此蒸发器中

的低沸点组分得到了提高，在相同的蒸发温度下

得到更高的蒸发压力，从而降低喷射器的压缩

比，优化喷射器工况，有效提高了喷射器的引射

比和系统制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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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混合制冷剂的闪蒸分离喷射制冷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二发生器

(101)，第二发生器(101)的出口与喷射器(102)的一次流入口相连；喷射器(102)的出口与

第一冷凝器(103)的入口相连；第一冷凝器(103)的出口依次经过循环泵(104)和中间回热

器(105)冷流侧后与第一发生器(106)的入口相连；第一发生器(106)的出口与气液分离器

(107)的入口相连；气液分离器(107)的出口分为两路，一路气相出口经过中间回热器(105)

与第二冷凝器(108)的入口相连；第二冷凝器(108)的出口经过膨胀阀(109)与蒸发器(110)

的入口相连；蒸发器(110)的出口与喷射器(102)的二次流入口相连；气液分离器(107)的另

一路液相出口与第二发生器(101)的入口相连，形成整个制冷循环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混合制冷剂的闪蒸分离喷射制冷循环系统，其特征

在于：在第一发生器(106)出口设置气液分离器(107)，而且为了实现混合制冷剂的组分迁

移效应，在第一发生器(106)中仅实现液态混合制冷剂的不完全加热，出口为气液两相状态

的混合制冷剂，而第二发生器(101)实现液态混合制冷剂的完全加热，其出口为饱和气态制

冷剂；所述的气液分离器(107)实现气液两相制冷剂的分离，气液分离器(107)的气相出口

与中间回热器(105)相连，制冷剂状态为富含低沸点组分的饱和气态混合制冷剂，富含低沸

点组分的饱和气态混合制冷剂经过中间回热器(105)后，在第二冷凝器(108)中被完全冷凝

为饱和液态流体，然后经过膨胀阀(109)后变为低压两相流体，最后进入蒸发器(110)中完

成吸热蒸发的过程，实现制冷效果；气液分离器(107)的液相出口与第二发生器(101)相连，

制冷剂状态为富含高沸点组分的饱和液态混合制冷剂；由于蒸发器(110)中混合制冷剂的

低沸组分浓度提高，在相同的蒸发温度下实现了更高的蒸发压力，这有效降低喷射器的压

缩比，提高喷射器的引射能力，从而提高制冷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混合制冷剂的闪蒸分离喷射制冷循环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蒸发器(110)中低沸点组分浓度要高于第二发生器(101)中的低沸点组分浓

度。

4.权利要求1至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利用混合制冷剂的闪蒸分离喷射制冷循环系统的

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二发生器(101)中的饱和液态混合制冷剂被热源加热至饱和气态

流体，该高温高压的气态流体作为喷射器(102)的工作流体而进入喷嘴，在喷嘴出口膨胀降

压并形成低压区，从而引射来自蒸发器(110)的引射流体；两股流体在喷射器(102)的混合

室中充分混合，然后在扩压室中完成升压过程；升压后的两相流体在第一冷凝器(103)中被

完全冷凝为液态流体，然后依次经过循环泵(104)的增压和中间回热器(105)的预热过程，

并进入第一发生器(106)；预热后的混合制冷剂在第一发生器(106)中被加热至两相状态，

并通过气液分离器(107)将不同组分浓度的两相混合制冷剂完全分离，分别得到富含高沸

点组分的饱和液态流体和富含低沸点组分的饱和气态流体；其中来自气液分离器(107)的

饱和气态流体经过中间回热器(105)预冷后，进入第二冷凝器(108)，被完全冷凝为液态流

体；第二冷凝器(108)出口的液体经过膨胀阀(109)而降压为两相流体，然后进入蒸发器

(110)中完成蒸发吸热的制冷过程，蒸发后的气态流体则被喷射器(102)引射；来自气液分

离器(107)的饱和液态流体进入第二发生器(101)，并被完全加热至饱和气态流体，从而完

成整个循环过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整个循环存在三种不同的混合制冷剂

低沸点组分浓度，其中气液分离器(107)的液相出口为低沸点组分浓度较低的饱和液态混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2524831 B

2



合制冷剂，气液分离器(107)的气相出口为低沸点组分浓度较高的饱和气态混合制冷剂，喷

射器(102)出口为低沸点组分浓度介于气液分离器(107)的液相出口和气相出口制冷剂中

间的气液两相混合制冷剂；该系统能够通过调节第一发生器(106)的加热量，控制进入气液

分离器(107)的气液两相混合制冷剂的干度，从而调节气液分离器(107)出口的低沸点组分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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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混合制冷剂的闪蒸分离喷射制冷循环系统及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空调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混合制冷剂的闪蒸分离式喷射制冷

循环系统及工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于空调制冷的需求越来越大。据相关统计，我国

建筑能耗占能源总消耗的30％，其中暖通空调又占建筑能耗的50％左右，因此低能耗的空

调制冷系统日益受到重视。目前空调系统中主要采用蒸汽压缩式的制冷循环，而蒸汽压缩

制冷循环系统采用压缩机作为动力源，将产生大量的电能消耗。

[0003] 喷射式制冷是一种低品位热源驱动的制冷方式，具有系统结构简单、无运动件、低

成本和节能效果显著等优点。在喷射制冷系统中，利用喷射器代替压缩机，并采用余热资源

或可再生能源作为驱动系统工作的动力，因此可以有效降低系统的能源消耗。同时，喷射制

冷系统可以采用环保型制冷剂作为循环制冷剂，有效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但是喷射制

冷系统的工作性能相对于机械压缩制冷系统要低，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喷射制冷系统在实

际中的应用。因此，为了提高喷射制冷系统的工作性能，人们在喷射器的结构优化设计、制

冷剂筛选、和系统循环性能优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纯制

冷剂，而非共沸混合制冷剂在喷射制冷系统中的应用和研究相对较少。

[0004] 非共沸混合制冷剂具有良好的温度滑移特性和组分迁移特性，在热力驱动的喷射

制冷系统中具有可观的节能潜力和应用前景。在传统喷射制冷系统的研究中，主要是利用

了混合制冷剂的温度滑移特性，减少了制冷剂和冷、热源之间的换热温差，从而优化换热器

中的温度匹配并降低不可逆损失。但是现有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即混合制冷剂喷

射器的组分迁移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导致系统循环性能的提升有限。而非共沸混合制

冷剂在气液平衡态时，气相和液相存在不同的组分浓度，利用气液分离器将高低沸点组分

的制冷剂分离，使得富含低沸点组分的混合制冷剂进入蒸发器，可以在相同的蒸发温度下

得到更高的蒸发压力。因此，通过混合制冷剂的组分迁移特性可以降低喷射器的压缩比，从

而大大提高混合制冷剂在喷射制冷系统中的节能潜力。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混合制冷剂的

闪蒸分离喷射制冷循环系统及工作方法，在传统喷射制冷系统的基础上，引入了气液分离

器、中间回热器、第一发生器和第二冷凝器。在第一发生器中，混合制冷剂被加热至气液两

相状态，并通过气液分离器分离得到富含高沸点组分的液态制冷剂和富含低沸点组分的气

态制冷剂。因此，该增效循环可以利用非共沸混合制冷剂的组分迁移效应，使得更多低沸点

组分的混合制冷剂进入蒸发器，在相同的蒸发温度下实现了更高的蒸发压力，从而大大降

低了喷射器的压缩比，并显著改善了喷射制冷循环系统的工作性能。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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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一种利用混合制冷剂的闪蒸分离喷射制冷循环系统，包括第二发生器101，喷射器

102，第一冷凝器103，循环泵104，中间回热器105，第一发生器106，气液分离器107，第二冷

凝器108，膨胀阀109和蒸发器110。在该系统中，第二发生器101的出口与喷射器102的一次

流入口相连；所述喷射器102的出口与第一冷凝器103的入口相连；所述第一冷凝器103的出

口依次经过循环泵104和中间回热器105冷流侧后与第一发生器106的入口相连；所述第一

发生器106的出口与气液分离器107的入口相连；气液分离器107的出口分为两路，一路气相

出口经过中间回热器105与第二冷凝器108的入口相连；所述第二冷凝器108的出口经过膨

胀阀109与蒸发器110的入口相连；所述蒸发器110的出口与喷射器102的二次流入口相连；

气液分离器107的另一路液相出口与第二发生器101的入口相连，形成整个制冷循环系统。

[0008] 在第一发生器106出口设置气液分离器107，而且为了实现混合制冷剂的组分迁移

效应，在第一发生器106中仅实现液态混合制冷剂的不完全加热，出口为气液两相状态的混

合制冷剂，而第二发生器101实现液态混合制冷剂的完全加热，其出口为饱和气态制冷剂；

所述的气液分离器107实现气液两相制冷剂的分离，气液分离器107的气相出口与中间回热

器105相连，制冷剂状态为富含低沸点组分的饱和气态混合制冷剂，富含低沸点组分的饱和

气态混合制冷剂经过中间回热器105后，在第二冷凝器108中被完全冷凝为饱和液态流体，

然后经过膨胀阀109后变为低压两相流体，最后进入蒸发器110中完成吸热蒸发的过程，实

现制冷效果；气液分离器107的液相出口与第二发生器101相连，制冷剂状态为富含高沸点

组分的饱和液态混合制冷剂；由于蒸发器110中混合制冷剂的低沸组分浓度提高，在相同的

蒸发温度下实现了更高的蒸发压力，这有效降低喷射器的压缩比，提高喷射器的引射能力，

从而提高制冷量。

[0009] 所述的蒸发器110中低沸点组分浓度要高于第二发生器101中的低沸点组分浓度。

[0010] 所述的利用混合制冷剂的闪蒸分离喷射制冷循环系统的工作方法，第二发生器

101中的饱和液态混合制冷剂被热源加热至饱和气态流体，该高温高压的气态流体作为喷

射器102的工作流体而进入喷嘴，在喷嘴出口膨胀降压并形成低压区，从而引射来自蒸发器

110的引射流体；两股流体在喷射器102的混合室中充分混合，然后在扩压室中完成升压过

程；升压后的两相流体在第一冷凝器103中被完全冷凝为液态流体，然后依次经过循环泵

104的增压和中间回热器105的预热过程，并进入第一发生器106；预热后的混合制冷剂在第

一发生器106中被加热至两相状态，并通过气液分离器107将不同组分浓度的两相混合制冷

剂完全分离，分别得到富含高沸点组分的饱和液态流体和富含低沸点组分的饱和气态流

体；其中来自气液分离器107的饱和气态流体经过中间回热器105预冷后，进入第二冷凝器

108，被完全冷凝为过冷液态流体；第二冷凝器108出口的液体经过膨胀阀109而降压为两相

流体，然后进入蒸发器110中完成蒸发吸热的制冷过程，蒸发后的气态流体则被喷射器102

引射；来自气液分离器107的饱和液态流体进入第二发生器101，并被完全加热至饱和气态

流体，从而完成整个循环过程。该循环有效利用了非共沸混合制冷剂的组分迁移效应，通过

气液分离器107分离不同组分浓度的混合制冷剂，使得更多低沸点组分的制冷剂能进入蒸

发器110，在相同的蒸发温度下实现更高的蒸发压力。随着喷射器压缩比的降低，喷射器可

以引射更多的气体，即蒸发器中的流量增加，系统制冷量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0011] 相对于常规的混合制冷剂喷射制冷循环系统，该利用混合制冷剂的闪蒸分离喷射

制冷循环系统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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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1)喷射器102的压缩比显著降低，这不仅有效提升了喷射器的引射比和系统的制

冷量，而且拓宽了喷射器的工作范围，即喷射器可以在更高的冷凝温度和更低的蒸发温度

下工作。

[0013] (2)该系统中采用了双发生器分步加热的方法，一方面实现了非共沸混合制冷剂

的组分迁移效应，另一方面也降低了换热器中的传热温差，从而减少了换热过程的不可逆

损失。

[0014] (3)该系统采用了中间回热器105，对进入第一发生器106之前的制冷剂进行预热，

对进入第二冷凝器108之前的制冷剂进行预冷，利用回热的方法提高了热能的利用效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制冷循环系统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的制冷循环系统工作过程的压‑焓图(P‑h图)；

[0017] 图中：1‑10、循环系统中制冷剂的各个状态点，101、第二发生器，102、喷射器，103、

第一冷凝器，104、循环泵，105、中间回热器，106、第一发生器，107、气液分离器，108、第二冷

凝器，109、膨胀阀，110、蒸发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地描述。

[0019] 如图1所示，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混合制冷剂的闪蒸分离喷射制冷循环系统，包括

第二发生器101，第二发生器101的出口与喷射器102的一次流入口相连；所述喷射器102的

出口与第一冷凝器103的入口相连；所述第一冷凝器103的出口依次经过循环泵104和中间

回热器105冷流侧后与第一发生器106的入口相连；所述第一发生器106的出口与气液分离

器107的入口相连；气液分离器107的出口分为两路，一路气相出口经过中间回热器105与第

二冷凝器108的入口相连；所述第二冷凝器108的出口经过膨胀阀109与蒸发器110的入口相

连；所述蒸发器110的出口与喷射器102的二次流入口相连；气液分离器107的另一路液相出

口与第二发生器101的入口相连，形成整个制冷循环系统。

[0020] 图2是本发明的制冷循环系统的工作过程所对应的压‑焓图(P‑h图)。结合图2，本

发明的制冷循环系统具体工作过程为：第二发生器101接收来自气液分离器107的饱和液态

混合制冷剂(图中6l点处)，经过充分加热后成为饱和气态流体(图中1点处)；该高温高压的

气态流体(图中1点处)将进入喷射器102的一次流入口，并作为工作流体在喷嘴中膨胀降

压，引射来自蒸发器110的饱和气态制冷剂(图中10点处)；两股流体在喷射器102的混合室

中充分混合，并在扩压室中将动能转化为压力能，得到压力相对较高的两相流体(图中2点

处)；升压后的两相流体(图中2点处)进入第一冷凝器103，并被完全冷凝为饱和液态流体

(图中3点处)；从第一冷凝器103出来的液态流体(图中3点处)依次经过循环泵104的增压过

程(图中4点处)和中间回热器105的预热过程(图中5点处)，然后进入第一发生器106，在第

一发生器106中被加热至两相状态(图中6点处)；两相混合制冷剂(图中6点处)通过气液分

离器107分离得到不同组分浓度的饱和液态流体(图中6l点处)和饱和气态流体(图中6v点

处)；其中来自气液分离器107的饱和气态制冷剂(图中6v点处)先进入中间回热器105进行

预冷(图中7点处)，经过膨胀阀109后变为两相流体(图中9点处)，然后在蒸发器110中吸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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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后成为饱和气态流体，并被喷射器102的二次流入口引射；来自气液分离器107的另一

路饱和液态制冷剂进入第二发生器并被完全加热至饱和气态，从而完成整个制冷循环过

程。

[0021] 本制冷循环系统工作过程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混合制冷剂低沸点组分浓度，其中

气液分离器107的液相出口为低沸点组分浓度较低的饱和液态混合制冷剂；气液分离器107

的气相出口为低沸点组分浓度较高的饱和气态混合制冷剂；喷射器102出口为低沸点组分

浓度介于两者中间的气液两相混合制冷剂。为了实现上述混合制冷剂的组分迁移效应，混

合制冷剂在第一发生器106中被加热至两相状态，其中气态制冷剂所占的质量比与系统中

气液分离器107的干度相同，并且通过和喷射器102的引射比之间的质量守恒关系而确定。

与常规的采用混合制冷剂的喷射制冷系统相比，该制冷循环系统利用第一发生器106中的

混合制冷剂组分迁移效应，并通过气液分离器107将不同组分浓度的两相混合制冷剂分离，

使得富含低沸点组分的混合制冷剂进入蒸发器110。因此，在相同的工况下，该制冷循环系

统的蒸发压力要高于传统喷射制冷循环，这降低了喷射器102的压缩比，优化喷射器的工

况，从而提高了喷射器102的引射比，即更多的制冷剂可以被引射进入蒸发器110，系统的制

冷量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同时，中间回热器105提高了第一发生器106的进口温度，降低了第

二冷凝器108的进口温度，这都有利于减少换热器中的传热温差，从而减少了换热过程中的

不可逆损失。综上所述，混合制冷剂的喷射制冷循环的系统性能得到了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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