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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

收式冷暖空调系统及运行模式，该系统由发生

器、四通换向阀、室内盘管、气液分离器、节流机

构、室外盘管、吸收器、溶液泵、溶液热交换器、溶

液阀、蒸汽喷射器、超音速喷嘴和控制阀所组成；

本发明发生器的上端出口与四通换向阀的第一

阀口连通，室内盘管一端与四通换向阀的第二阀

口连通，另一端依次连通第一气液分离器、节流

机构、第二气液分离器、室外盘管和四通换向阀

的第四阀口，四通换向阀的第三阀口连通吸收器

下端入口；本发明通过四通换向阀切换冷剂水流

向实现冷暖空调器的功能；另外，气液分离器将

节流后的气液两相分离，蒸汽喷射器引射气液分

离器中的低压水蒸汽，增加了进入发生器驱动蒸

汽的可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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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收式冷暖空调系统，由发生器(1)、四通换向阀(2)、室内

盘管(3)、第一气液分离器(4)、节流机构(5)、第二气液分离器(6)、室外盘管(7)、吸收器

(8)、溶液泵(9)、溶液热交换器(10)、溶液阀(11)、蒸汽喷射器(12)、超音速喷嘴(13)、第一

控制阀(14)和第二控制阀(15)所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发生器(1)内上部设有第一喷淋管

(PL1)，中部设有超音速喷嘴(13)，下部设有加热管(JR)；所述吸收器(8)内上部设有第二喷

淋管(PL2)，下部设有冷却水管(LQ)；

所述发生器(1)上端出口与四通换向阀(2)的第一阀口(2a)连通，室内盘管(3)一端与

四通换向阀(2)的第二阀口2b连通，另一端依次连通第一气液分离器(4)、节流机构(5)、第

二气液分离器(6)、室外盘管(7)和四通换向阀(2)的第四阀口(2d)，四通换向阀(2)的第三

阀口(2c)连通吸收器(8)下端入口；吸收器(8)下端出口通过连接管与溶液泵(9)、溶液热交

换器(10)及发生器(1)中的第一喷淋管(PL1)依次连通；发生器(1)下端出口通过连接管与

溶液热交换器(10)、溶液阀(11)及吸收器(8)中的第二喷淋管(PL2)依次连通；第一气液分

离器(4)上端出口通过连接管与第一控制阀(14)及蒸汽喷射器(12)入口相连通，同时，第一

控制阀(14)还与第二控制阀(15)相连通；第二气液分离器(6)上端出口通过连接管与第二

控制阀(15)及蒸汽喷射器(12)入口相连通；蒸汽喷射器(12)出口通过连接管与发生器(1)

中的加热管(JR)相连通，同时蒸汽喷射器(12)出口还与发生器(1)中的超音速喷嘴(13)相

连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收式冷暖空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发生器(1)和吸收器(8)为喷淋式蛇管换热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收式冷暖空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四通换向阀(2)的作用是通过切换冷剂水的流动方向，决定该系统按制冷模式还是制

热模式进行。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收式冷暖空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第一气液分离器(4)和第二气液分离器(6)的作用是将节流后的气液两相混合物进行

气液分离。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收式冷暖空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节流机构(5)为电子膨胀阀。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收式冷暖空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蒸汽喷射器(12)工作在双临界工况。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收式冷暖空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蒸汽喷射器(12)的作用是将气液分离器分离得到的低压水蒸汽进行引射升压。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收式冷暖空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控制阀(14)和第二控制阀(15)为电磁阀。

9.权利要求1至8任一项所述的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收式冷暖空调系统的运行模式，

其特征在于：包括制冷模式和制热模式，具体如下：

制冷模式：四通换向阀(2)处于第一阀口(2a)与第四阀口(2d)、第二阀口(2b)与第三阀

口(2c)连通的位置时，第一控制阀(14)开启，第二控制阀(15)关闭；发生器(1)发生的高温

高压水蒸汽，从发生器(1)上端出口流出，经四通换向阀(2)流入作为冷凝器的室外盘管(7)

中被冷凝成高温高压的液态水，液态水流经第二气液分离器(6)后流入节流机构(5)内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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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压成低温低压的水气液两相混合物，水气液两相混合物流入第一气液分离器(4)内进行

气液分离，第一气液分离器(4)分离产生的水蒸汽经第一控制阀(14)后流入蒸汽喷射器

(12)中被驱动热源高压蒸汽引射升压，升压后变为中压蒸汽，中压蒸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

流入超音速喷嘴(13)将中压蒸汽喷射至溴化锂溶液中稀释溶液，另一部分流入加热管(JR)

中加热来自吸收器(8)的溴化锂稀溶液；第一气液分离器(4)分离产生的液态水流入作为蒸

发器的室内盘管(3)内蒸发吸热后，成为低温低压的水蒸汽，然后经四通换向阀(2)流入吸

收器(8)中，被来自发生器(1)中的溴化锂浓溶液所吸收，成为溴化锂稀溶液，最后再流入发

生器(1)中，继续进行下一个循环；低温低压的水蒸汽在被溴化锂浓溶液吸收时所产生的吸

收热量，由冷却水管(LQ)中的冷却水带走；

制热模式：四通换向阀(2)处于第一阀口(2a)与第二阀口(2b)、第三阀口(2c)与第四阀

口(2d)连通的位置时，第一控制阀(14)关闭，第二控制阀(15)开启；发生器(1)发生的高温

高压水蒸汽，从发生器(1)上端出口流出，经四通换向阀(2)流入作为冷凝器的室内盘管(3)

中被冷凝成高温高压的液态水，液态水流经第一气液分离器(4)后流入节流机构(5)内节流

降压成低温低压的水气液两相混合物，水气液两相混合物流入第二气液分离器(6)内进行

气液分离，第二气液分离器(6)分离产生的水蒸汽经第二控制阀(15)后流入蒸汽喷射器

(12)中被驱动热源高压蒸汽引射升压，升压后变为中压蒸汽，中压蒸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

流入超音速喷嘴(13)将中压蒸汽喷射至溴化锂溶液中稀释溶液，另一部分流入加热管(JR)

中加热来自吸收器(8)的溴化锂稀溶液；第二气液分离器(6)分离产生的液态水流入作为蒸

发器的室外盘管(7)内蒸发吸热后，成为低温低压的水蒸汽，然后经四通换向阀(2)流入吸

收器(8)中，被来自发生器(1)中的溴化锂浓溶液所吸收，成为溴化锂稀溶液，最后再流入发

生器(1)中，继续进行下一个循环；低温低压的水蒸汽在被溴化锂浓溶液吸收时所产生的吸

收热量，由冷却水管(LQ)中的冷却水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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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收式冷暖空调系统及运行模式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空调系统，具体涉及一种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收式冷暖空调系

统及运行模式。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能源短缺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传统的压缩式制冷消耗了人类使用总能源的近30％，且压缩式制冷采用的制冷剂严重破坏

了臭氧层。与压缩式制冷相比，吸收式制冷以自然存在的水或氨等为制冷剂，对环境和大气

臭氧层无害。吸收式制冷利用某些具有特殊性质的工质对，通过一种物质对另一种物质的

吸收和释放，产生物质的状态变化，从而伴随吸热和放热过程。吸收式制冷以热能为驱动能

源，除了利用锅炉蒸汽、燃料产生的热能外，还可以利用余热、废热、太阳能等低品位能源，

而且整套系统除了必要的泵和阀件外，绝大部分都是换热器，系统运转起来安静，振动小，

因此吸收式制冷是符合当今节能和环保两大主题的制冷方式。但吸收式制冷普遍存在系统

性能系数较低的问题，系统性能系数低将直接导致制冷效果差，用户难以接受。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收式冷暖

空调系统及运行模式，该系统利用蒸汽喷射器从气液分离器中引射低压水蒸汽与驱动热源

高压蒸汽混合，实现驱动热源能量总量的增值，进而提高吸收式制冷系统的性能系数。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收式冷暖空调系统，由发生器1、四通换向阀2、室内盘

管3、第一气液分离器4、节流机构5、第二气液分离器6、室外盘管7、吸收器8、溶液泵9、溶液

热交换器10、溶液阀11、蒸汽喷射器12、超音速喷嘴13、第一控制阀14和第二控制阀15所组

成；所述发生器1内上部设有第一喷淋管PL1，中部设有超音速喷嘴13，下部设有加热管JR；

所述吸收器8内上部设有第二喷淋管PL2，下部设有冷却水管LQ；

[0006] 所述发生器1上端出口与四通换向阀2的第一阀口2a连通，室内盘管3一端与四通

换向阀2的第二阀口2b连通，另一端依次连通第一气液分离器4、节流机构5、第二气液分离

器6、室外盘管7和四通换向阀2的第四阀口2d，四通换向阀2的第三阀口2c连通吸收器8下端

入口；吸收器8下端出口通过连接管与溶液泵9、溶液热交换器10及发生器1中的第一喷淋管

PL1依次连通；发生器1下端出口通过连接管与溶液热交换器10、溶液阀11及吸收器8中的第

二喷淋管PL2依次连通；第一气液分离器4上端出口通过连接管与第一控制阀14及蒸汽喷射

器12入口相连通，同时，第一控制阀14还与第二控制阀15相连通；第二气液分离器6上端出

口通过连接管与第二控制阀15及蒸汽喷射器12入口相连通；蒸汽喷射器12出口通过连接管

与发生器1中的加热管(JR)相连通，同时蒸汽喷射器12出口还与发生器1中的超音速喷嘴13

相连通。

[0007] 所述的发生器1和吸收器8为喷淋式蛇管换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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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的四通换向阀2的作用是通过切换冷剂水的流动方向，决定该系统按制冷模

式还是制热模式进行。

[0009] 所述的第一气液分离器4和第二气液分离器6的作用是将节流后的气液两相混合

物进行气液分离。

[0010] 所述的节流机构5为电子膨胀阀。

[0011] 所述的蒸汽喷射器12工作在双临界工况。

[0012] 所述的蒸汽喷射器12的作用是将气液分离器分离得到的低压水蒸汽进行引射升

压。

[0013] 所述的第一控制阀14和第二控制阀15为电磁阀。

[0014] 所述的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收式冷暖空调系统的运行模式，包括制冷模式和制

热模式，具体如下：

[0015] 制冷模式：四通换向阀2处于第一阀口2a与第四阀口2d、第二阀口2b与第三阀口2c

连通的位置时，第一控制阀14开启，第二控制阀15关闭；发生器1发生的高温高压水蒸汽，从

发生器1上端出口流出，经四通换向阀2流入作为冷凝器的室外盘管7中被冷凝成高温高压

的液态水，液态水流经第二气液分离器6后流入节流机构5内节流降压成低温低压的水气液

两相混合物，水气液两相混合物流入第一气液分离器4内进行气液分离，第一气液分离器4

分离产生的水蒸汽经第一控制阀14后流入蒸汽喷射器12中被驱动热源高压蒸汽引射升压，

升压后变为中压蒸汽，中压蒸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流入超音速喷嘴13将中压蒸汽喷射至

溴化锂溶液中稀释溶液，另一部分流入加热管JR中加热来自吸收器8的溴化锂稀溶液；第一

气液分离器4分离产生的液态水流入作为蒸发器的室内盘管3内蒸发吸热后，成为低温低压

的水蒸汽，然后经四通换向阀2流入吸收器8中，被来自发生器1中的溴化锂浓溶液所吸收，

成为溴化锂稀溶液，最后再流入发生器1中，继续进行下一个循环；低温低压的水蒸汽在被

溴化锂浓溶液吸收时所产生的吸收热量，由冷却水管LQ中的冷却水带走；

[0016] 制热模式：四通换向阀2处于第一阀口2a与第二阀口2b、第三阀口2c与第四阀口2d

连通的位置时，第一控制阀14关闭，第二控制阀15开启；发生器1发生的高温高压水蒸汽，从

发生器1上端出口流出，经四通换向阀2流入作为冷凝器的室内盘管3中被冷凝成高温高压

的液态水，液态水流经第一气液分离器4后流入节流机构5内节流降压成低温低压的水气液

两相混合物，水气液两相混合物流入第二气液分离器6内进行气液分离，第二气液分离器6

分离产生的水蒸汽经第二控制阀15后流入蒸汽喷射器12中被驱动热源高压蒸汽引射升压，

升压后变为中压蒸汽，中压蒸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流入超音速喷嘴13将中压蒸汽喷射至

溴化锂溶液中稀释溶液，另一部分流入加热管JR中加热来自吸收器8的溴化锂稀溶液；第二

气液分离器6分离产生的液态水流入作为蒸发器的室外盘管7内蒸发吸热后，成为低温低压

的水蒸汽，然后经四通换向阀2流入吸收器8中，被来自发生器1中的溴化锂浓溶液所吸收，

成为溴化锂稀溶液，最后再流入发生器1中，继续进行下一个循环；低温低压的水蒸汽在被

溴化锂浓溶液吸收时所产生的吸收热量，由冷却水管LQ中的冷却水带走。

[0017] 相对于常规的吸收式制冷系统，本发明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收式冷暖空调系统

采用气液分离器将节流后的气液两相混合物进行气液分离，并且采用蒸汽喷射器将气液分

离器中的低压水蒸汽进行引射升压；该系统仅须在常规的吸收式制冷系统的基础上增设蒸

汽喷射器、气液分离器、超音速喷嘴、四通换向阀和控制阀，而这些设备本身结构简单、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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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廉、性能稳定，所以该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收式冷暖空调系统有望取得显著的节能及

经济效益，可以达到如下有益效果：

[0018] (1)该装置通过四通换向阀切换冷剂水的流动方向，可以实现冷暖空调器的功能。

[0019] (2)该装置对节流后的水气液两相混合物进行气液分离，保证进入蒸发器吸热的

冷剂水为纯液体，提高了蒸发器的换热效率。

[0020] (3)该装置利用蒸汽喷射器用驱动热源高压蒸汽引射气液分离器中的低温低压水

蒸汽，增加了进入发生器蒸汽的可用能。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一种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收式冷暖空调系统，由发生器1、四

通换向阀2、室内盘管3、第一气液分离器4、节流机构5、第二气液分离器6、室外盘管7、吸收

器8、溶液泵9、溶液热交换器10、溶液阀11、蒸汽喷射器12、超音速喷嘴13、第一控制阀14和

第二控制阀15所组成；在发生器1内上部设有第一喷淋管PL1，中部设有超音速喷嘴13，下部

设有加热管JR；在吸收器8内上部设有第二喷淋管PL2，下部设有冷却水管LQ；

[0023] 发生器1的上端出口与四通换向阀2的第一阀口2a连通，室内盘管3一端与四通换

向阀2的第二阀口2b连通，另一端依次连通第一气液分离器4、节流机构5、第二气液分离器

6、室外盘管7和四通换向阀2的第四阀口2d，四通换向阀2的第三阀口2c连通吸收器8下端入

口；吸收器8下端出口通过连接管与溶液泵9、溶液热交换器10及发生器1中的第一喷淋管

PL1依次连通；发生器1下端出口通过连接管与溶液热交换器10、溶液阀11及吸收器8中的第

二喷淋管PL2依次连通；第一气液分离器4上端出口通过连接管与第一控制阀14及蒸汽喷射

器12入口相连通，同时，第一控制阀14还与第二控制阀15相连通；第二气液分离器6上端出

口通过连接管与第二控制阀15及蒸汽喷射器12入口相连通；蒸汽喷射器12出口通过连接管

与发生器1中的加热管JR相连通，同时蒸汽喷射器12出口还与发生器1中的超音速喷嘴13相

连通。

[0024] 本发明气液分离喷射增效的吸收式冷暖空调系统按以下模式运行：

[0025] 制冷模式：四通换向阀2处于第一阀口2a与第四阀口2d、第二阀口2b与第三阀口2c

连通的位置时，第一控制阀14开启，第二控制阀15关闭；发生器1发生的高温高压水蒸汽，从

发生器1上端出口流出，经四通换向阀2流入作为冷凝器的室外盘管7中被冷凝成高温高压

的液态水，液态水流经第二气液分离器6后流入节流机构5内节流降压成低温低压的水气液

两相混合物，水气液两相混合物流入第一气液分离器4内进行气液分离，第一气液分离器4

分离产生的水蒸汽经第一控制阀14后流入蒸汽喷射器12中被驱动热源高压蒸汽引射升压，

升压后变为中压蒸汽，中压蒸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流入超音速喷嘴13将中压蒸汽喷射至

溴化锂溶液中稀释溶液，另一部分流入加热管JR中加热来自吸收器8的溴化锂稀溶液；第一

气液分离器4分离产生的液态水流入作为蒸发器的室内盘管3内蒸发吸热后，成为低温低压

的水蒸汽，然后经四通换向阀2流入吸收器8中，被来自发生器1中的溴化锂浓溶液所吸收，

成为溴化锂稀溶液，最后再流入发生器1中，继续进行下一个循环；低温低压的水蒸汽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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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锂浓溶液吸收时所产生的吸收热量，由冷却水管LQ中的冷却水带走。

[0026] 制热模式：四通换向阀2处于第一阀口2a与第二阀口2b、第三阀口2c与第四阀口2d

连通的位置时，第一控制阀14关闭，第二控制阀15开启；发生器1发生的高温高压水蒸汽，从

发生器1上端出口流出，经四通换向阀2流入作为冷凝器的室内盘管3中被冷凝成高温高压

的液态水，液态水流经第一气液分离器4后流入节流机构5内节流降压成低温低压的水气液

两相混合物，水气液两相混合物流入第二气液分离器6内进行气液分离，第二气液分离器6

分离产生的水蒸汽经第二控制阀15后流入蒸汽喷射器12中被驱动热源高压蒸汽引射升压，

升压后变为中压蒸汽，中压蒸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流入超音速喷嘴13将中压蒸汽喷射至

溴化锂溶液中稀释溶液，另一部分流入加热管JR中加热来自吸收器8的溴化锂稀溶液；第二

气液分离器6分离产生的液态水流入作为蒸发器的室外盘管7内蒸发吸热后，成为低温低压

的水蒸汽，然后经四通换向阀2流入吸收器8中，被来自发生器1中的溴化锂浓溶液所吸收，

成为溴化锂稀溶液，最后再流入发生器1中，继续进行下一个循环；低温低压的水蒸汽在被

溴化锂浓溶液吸收时所产生的吸收热量，由冷却水管LQ中的冷却水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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