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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n air-cooled evaporation type composite re
frigeration system for a cold storage. A compressor (1), an
oil-liquid separator (2), an electromagnetic four-way valve
(3), an air-cooled condenser (4), a second check valve (7), a
liquid accumulator (8), a sight glass (9), a filter (10), a ther
mostatic expansion valve ( 11), an indoor evaporator (12) and
a vapor-liquid separator (13) are connected in series through
pipes. The air-cooled condenser (4) i s connected to an evap
oration condenser (5) in parallel, and the evaporation con
denser (5) i s connected to a first check valve (6) in series. A
pressure controller (14) i s connected to the suction pipe and
the discharge pipe of the compressor (1) respectively, and a
liquid spray valve (15) i s connected to the liquid outlet mani
folds of the air-cooled condenser (4) and the evaporation con
denser (5), and the suction pipe of the compressor (1) r e
spectively. A temperature sensing package i s connected to the
discharge pipe of the compressor (1). A third check valve
(16), the electromagnetic four-way valve (3) and the vapor-li
quid separator (13) are connected in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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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冷蒸发式复合的冷库制冷系统，其中压缩机 （1 ) 用管道依次与油液分离器 （2 ) 、电磁四通阔
( 3 ) 、风冷式冷凝器 （4 ) 、第二单向阔 ( 7 ) 、储液器 （8 ) 、视液镜 （9 ) 、过滤器 （10 ) 、热力膨胀阔
( 11) 、室内蒸发器 （12 ) 、气液分离器 （13 ) 串联连接，风冷式冷凝器 （4 ) 与蒸发式冷凝器 （5 ) 并联连

接，蒸发式冷凝器 （5) 与第一单向阔 ( 6 ) 串联连接，压力控制器 （14 ) 分别与压缩机 （1) 吸气管和排气管
连接，喷液阔 ( 15 ) 分别与风冷式冷凝器 （4 ) 、蒸发式冷凝器 （5 ) 出液总管及压缩机 （1) 吸气管连接，感
温包与压缩机 （1) 排气管连接，第三单向阔 ( 16 ) 与电磁四通阔 ( 3) 、气液分离器 （13 ) 串联连接。



一种新型风冷蒸发式复合 的冷库制冷 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 明属 于冷冻冷藏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新型风冷蒸发 式复合 的冷库制

冷 系统领域 ，更具体地说 ，是将风冷式冷凝 器与蒸发 式冷凝 器复合 并联连接 ，

串联 于整个冷库 系统 中，可根据 外界环境温度灵活选用风冷式冷凝 器或蒸发 式

冷凝器用于冷却 系统制冷的冷库 系统 。

[0002] 背景技术

[0003] 据相 关统计 ，我 国各类生鲜产 品年总产量约 7 亿吨 ，冷 冻食 品的年产量

在 2500 万吨 以上 ，总产值 520 亿元 以上 。 目前 ，我 国的商用冷藏库 面积有 700

多万平方米 ，保温车约 3 万辆 ，铁路冷藏车 6900 辆 ，随着我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

人们对冷饮 、 肉制品 、蔬菜水果 、鲜花 、医药、电子产 品等需求 日益增长 ，未

来十年 内，我 国的冷藏车年 均将增长 28%以上 ，冷藏库年均增长 30%以上 。

[0004] 从冷库 的现状和发展趋 势来看 ，其规模将越来越 大，与人们生活质量的

提 高关 系越来越 密切 。其 中，以 氟利 昂为制冷剂的冷库 系统推广力度正在加 大，

冷风机代替排 管成为发展趋 势 ，操作 方便 ，灵活多样 ，高效安全 、降低 能耗 、

环保节能成为新型冷库 系统发展 方向。

[0005] 发 明 内容

[0006] 本发 明的 目的在 于提供一种新型风冷蒸发 式复合 的冷库制冷 系统 ，旨在

解 决冷库 系统冷凝 器效率低 下 ，散 热效果差 ，不能根据环境温度 与冷库 系统有

效最佳 匹配 ，耗 能大的问题 ，本发 明能有效提 高冷库 系统制冷 系数 ，降低 能耗 ，

高效安全 ，环保节能。

[0007] 本发 明是这样 实现 的。

[0008] 一种新型风冷蒸发 式复合 的冷库制冷 系统 ，其压缩机 1 用管道依 次与油



液分 离器 2、电磁 四通 阀 3、风冷式冷凝器 4、第二单向阀 7、储液器 8、视液镜

9、过滤器 10、热力膨胀 阀 11、室内蒸发器 12、气液分 离器 1 3 串联连接 ，所述

风冷式冷凝器 4 与蒸发式冷凝器 5 并联连接 ，所述蒸发 式冷凝器 5 与第一单向

阀 6 串联连接 ，所述压力控制器 14 分别与压缩机 1 吸气管和排气管连接 ，所述

喷液阀 15 分别与风冷式冷凝器 4、蒸发式冷凝器 5 出液总管及压缩机 1 吸气管

连接 ，感温 包与排气管连接 ，第三单向阀 16 与 电磁四通 阀 3、气液分 离器 1 3 串

联连接 。

[0009] 上述风冷式冷凝器 4 采用翅 片式换热器。

[001 0] 上述蒸发 式冷凝器 5 采用蒸发 式换热器。

[001 1] 上述室内蒸发器 12 采用翅片式换热器、毛细管。

[001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本发 明将风冷式冷凝器和蒸发 式冷凝器置于 同一 系

统 中，风冷式冷凝器和蒸发 式冷凝器复合并联连接 ，可根据外界环境温度灵活

选择合适 的冷凝器进行冷却 ，在夏季需大量制冷时，可开启蒸发 式冷凝器降低

系统 中制冷剂温度 ，在过渡季节制冷时，可开启风冷式冷凝器降低 系统 中制冷

剂温度 ，同时，还可根据冷库 系统 实际需要 自动选择开启风冷式冷凝器或蒸发

式冷凝器，以达到整个制冷 系统 的最佳运行 匹配 ，上述制冷运行 时，可达到整

个 系统利用的最佳状 态，最大程度 的提 高能效 比，降低 能耗 ，节约 电能，减少

投 资及 系统运行 费用 ，节能环保 。

[001 3] 附图说 明

[0014] 图 1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系统原理 图。

[0015] 具体 实施方式

[0016] 为 了使本发 明的 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 附图及

实施例 ，对本发 明进行进一步详 细说 明。应 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的具体 实施例



仅仅用以解释本发 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 明。

[0017] 请参照图 1 , 其压缩机 1 用管道依次与油液分 离器 2、电磁四通 阀 3、风

冷式冷凝器 4、第二单向阀 7、储液器 8、视液镜 9、过滤器 10、热力膨胀 阀 11、

室内蒸发器 12、气液分 离器 1 3 串联连接 ，所述风冷式冷凝器 4 与蒸发式冷凝器

并联连接 ，所述蒸发式冷凝器 5 与第一单向阀 6 串联连接 ，所述压 力控制器

14 分别与压缩机 1吸气管和排气管连接 ，所述喷液阀 15分别与风冷式冷凝器 4、

蒸发式冷凝器 5 出液总管及压缩机 1 吸气管连接 ，感温 包与排气管连接 ，第三

单向阀 16 与 电磁四通 阀 3、气液分 离器 1 3 串联连接 ，形成一个可使制冷剂在其

中循环运转的冷库 系统。

[0018] 请参 阅图 1 , 所述风冷式冷凝器 4 采用翅 片式换热器。所述风冷式冷凝

器 4 通过管道连接在 系统 中冷却制冷剂温度 ，与空气进行热量交换 。

[0019] 请参 阅图 1 , 所述蒸发式冷凝器 5 采用蒸发式换热器。所述蒸发 式冷凝

器 5 通过管道连接在 系统 中冷却制冷剂温度 ，与水和空气进行热量交换 。

[0020] 请参 阅图 1 , 所述室内蒸发器 12 采用翅 片式换热器。所述室内蒸发器

12 通过管道连接在 系统 中吸收室内空气热量 ，制冷剂与空气进行热量交换 。

[0021] 本实施例具有 以下两种工况，在这两种工作状态中，所述风冷式冷凝器

4 为翅片式换热器，所述蒸发式冷凝器 5 为蒸发式换热器，所述 室内蒸发器 12

为翅片式换热器。

[0022] 工况一：请参 阅图 1 , 在夏季需大量制冷时，系统采用蒸发 式冷凝器散

热制冷 ，其主要工作过程如下：系统接通 电源后 ，压缩机 1 压缩制冷剂进入到

油液分 离器 2 中，经过油液分 离后 ，制冷剂通过 电磁 四通 阀 3 后进入到蒸发式

冷凝器 5 中与水和空气进行热交换 ，制冷剂温度 降低 ，制冷剂冷凝后通过第一

单向阀 6 后进入到储液器 8 中储液，制冷剂从储液器 8 出来依次通过视液镜 9、



干燥过滤器 10 后进入到热力膨胀 阀 11 中节流，节流后 ，制冷剂进入 室内蒸发

器 12 中蒸发吸热，室内温度 降低 ，制冷剂吸热温度上升 ，制冷剂通过室内蒸发

器 12 与气液分 离器 1 3 间连接 管进入到气液分 离器 1 3 中，通过气液分 离器 1 3

后制冷剂回到压缩机 1 中，系统进入到下一个循环。

[0023] 所述工况一 中，风冷式冷凝器 4 关闭、蒸发式冷凝器 5 开启。

[0024] 工况二 ：请参 阅图 1 , 在过渡季节需制冷时，系统采用风冷式冷凝器散

热制冷 ，其主要工作过程如下：系统接通 电源后 ，压缩机 1 压缩制冷剂进入到

油液分 离器 2 中，经过油液分 离后 ，电磁四通 阀 3 通 电换 向，制冷剂通过 电磁

四通 阀 3 后进入到风冷式冷凝器 4 中与空气进行热交换 ，制冷剂温度 降低 ，制

冷剂冷凝后通过第二单向阀 7 后进入到储液器 8 中储液，制冷剂从储液器 8 出

来依次通过视液镜 9、干燥过滤器 1 0 后进入到热力膨胀 阀 1 1 中节流，节流后 ，

制冷剂进入 室内蒸发器 12 中蒸发吸热 ，室内温度 降低 ，制冷剂吸热温度上升 ，

制冷剂通过室内蒸发 器 12 与气液分 离器 1 3 间连接管进入到气液分 离器 1 3 中，

通过气液分 离器 1 3 后制冷剂回到压缩机 1 中，系统进入到下一个循环。

[0025] 所述工况二 中，风冷式冷凝器 4 开启、蒸发式冷凝器 5 关闭。

[0026] 上述工况一和工况二 中，其压力控制器 14 分别与压缩机 1 吸气管和排

气管连接 ，其喷液阀 15 分别与风冷式冷凝器 4、蒸发式冷凝器 5 出液总管及压

缩机 1 吸气管连接 ，感温 包与排气管连接 ，其第三单向阀 16 与 电磁四通 阀 3、

气液分 离器 1 3 串联连接 。

[0027] 以上所述仅 为本发 明的较佳 实施例而 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 明，凡在本

发 明的精神和原则之 内所作 的任何修 改、等 同替换和改进等 ，均应 包含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权利要求书

1. 一种新型风冷蒸发 式复合 的冷库制冷 系统 ，其特征在于：压缩机 （1 ) 用管

道依 次与油液分 离器 （2 )、电磁 四通 阀 （3 )、风冷式冷凝器 （4 )、第二单向阀

( 7 )、储液器 （8 )、视液镜 （9 )、过滤器 （10 )、热力膨胀 阀 （11 )、室内蒸发

器 （12 )、气液分 离器 （13 ) 串联连接 ，所述风冷式冷凝器 （4 ) 与蒸发 式冷凝

器 （5 ) 并联连接 ，所述蒸发式冷凝器 （5 ) 与第一单向阀 （6 ) 串联连接 ，所述

压 力控制器 （I 4 ) 分别与压缩机 （1 ) 吸气管和排 气管连接 ，所述喷液 阀 （15 )

分别与风冷式冷凝器 （4 )、蒸发 式冷凝器 （5 ) 出液总管及压缩机 （1 ) 吸气管

连接 ，感温 包与压缩机 （1 ) 排气管连接 ，第三单向阀 （16 ) 与电磁四通 阀 （3 )、

气液分 离器 （13 ) 串联连接 。

2.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新型风冷蒸发式复合 的冷库制冷 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风冷式冷凝器采用翅片式换热器。

3.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新型风冷蒸发式复合 的冷库制冷 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蒸发式冷凝器采用蒸发式换热器。

4.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新型风冷蒸发式复合 的冷库制冷 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室内蒸发 器采用翅 片式换热器、毛细管。

5. 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蒸发 式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蒸发式换热器采用铜

管、不锈钢换管、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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