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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基础制冷系统中制

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测量仪包括：

压力采集器，用于采集基础制冷系统中压缩机的

吸、排气压力；温度采集器，包括第一、二温度传

感器，分别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排气温度；

第三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壳体表

面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

周围的环境温度；电能采集器，用于采集压缩机

的消耗功率；处理器，用于获取采数据，并根据采

集数据和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出基础制

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该方案实现了对基础

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非侵入式、高精度

测量，为基础制冷系统的现场运行性能测量提供

了方便可靠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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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础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所述基础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压缩

机、冷凝器和节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入口，所述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

述冷凝器的入口，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仪包括：

压力采集器，包括：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所述压缩机

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分别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

温度采集器，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

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入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温度；第

三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壳体表面，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壳体表面温度；第四温

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

电能采集器，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

处理器，与所述压力采集器、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分别连接，用于获取

所述压力采集器、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的采集数据和所述基础制冷系统中

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并根据所述采集数据和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出所述基

础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础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光学传感器，所述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

制冷剂混合物的折射率。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基础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其特征在于，所

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五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

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础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温

度采集器还包括：第六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的两

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度。

5.一种基础制冷系统中状态参数采集装置，所述基础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压缩机、

冷凝器和节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入口，所述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

冷凝器的入口，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装置包括：

压力采集器，包括：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所述压缩机

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分别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

温度采集器，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

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入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温度；第

三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壳体表面，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壳体表面温度；第四温

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

电能采集器，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础制冷系统中状态参数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光

学传感器，所述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制冷

剂混合物的折射率。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基础制冷系统中状态参数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温

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五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的两

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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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础制冷系统中状态参数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度采

集器还包括：第六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

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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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础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基础制冷系统分析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础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

量流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制冷系统是一种将具有较低温度的被冷却物体的热量转移给环境介质从而获得

冷量的机器，制冷系统内参与热力过程变化(能量转换和热量转移)的工质称为制冷剂。制

冷系统一般由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以及节流阀组成。其中单冷或热泵机组的制冷系统在

使用过程中，由于气候条件、安装位置、使用情况和负荷条件等现场条件的影响，其现场运

行性能与厂家在焓差实验室中的测试数据存在较大差异。为了保证制冷系统的实际运行性

能，实时获取制冷系统在实际运行中的状态参数就显得尤为重要。制冷剂的质量流量是判

断制冷系统是否正常运行的重要参数，目前的测量方式是通过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来获

取，但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机组性能的现场测量，其主要原因在于：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需

要焊接在冷凝器出口的液相管道上，会给正在运行的机组造成破坏，通常不被机组的使用

用户所接受。

[0003] 因此，如何克服现有技术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装置会破坏制冷系统机组的缺

陷，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因此，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现有技术中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装置

会破坏制冷系统机组。

[0005]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基础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

流量测量仪，所述基础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压缩机、冷凝器和节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口

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入口，所述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冷凝器的入口，所述测量仪包括：压力

采集器，包括：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所述压缩机排气口的

第二压力传感器，分别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温度采集器，包括：第

一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

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入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温度；第三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

述压缩机壳体表面，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壳体表面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

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电能采集器，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消耗

功率；处理器，与所述压力采集器、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分别连接，用于获

取所述压力采集器、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的采集数据和所述基础制冷系统

中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并根据所述采集数据和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出所述

基础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

[0006] 优选地，还包括：光学传感器，所述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出口处，用于

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折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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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地，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五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

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

[0008] 优选地，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六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

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度。

[0009]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基础制冷系统中状态参数采集装置，所

述基础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压缩机、冷凝器和节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压缩

机的入口，所述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冷凝器的入口，所述采集装置包括：压力采集器，包

括：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所述压缩机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

感器，分别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温度采集器，包括：第一温度传感

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

述冷凝器入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温度；第三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壳体

表面，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壳体表面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周围的

环境温度；电能采集器，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

[0010] 优选地，还包括：光学传感器，所述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出口处，用于

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折射率。

[0011] 优选地，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五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

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

[0012] 优选地，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六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

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度。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具有以下优点：

[0014] 1、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基础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通过将

压力采集器、温度采集器、电能采集器中的不同传感器设置在基础制冷系统中的相应位置，

实时采集基础制冷系统的各个相关状态参数，并将状态参数传输至处理器，处理器根据各

个状态参数计算得到该基础制冷系统中制冷剂的流量，如此，实现了对制冷系统中制冷剂

质量流量的非侵入式、高精度测量，与现有技术相比，该方案操作简单，无需破坏制冷系统

中的原件即可实现数据采集，避免了测量过程给制冷系统的正常运行带来的不良影响，提

高了用户体验。

[0015] 2、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基础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为非侵

入式采集装置，所获取到的制冷系统的状态数据及其中间计算参量不仅可以用于计算制冷

剂质量流量，还可以为测量制冷系统的其他性能参数提供精确的数据参考。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

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

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基础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的一个框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基础制冷系统的一个原理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基础制冷系统中状态参数采集装置的一个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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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

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

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1]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

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另外，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

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还可以

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可以是无线连接，也可以是有线连接。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22] 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实用新型不同实施方式中所涉及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

未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结合。

[0023] 实施例1

[0024]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基础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如图1所示，装置包

括：处理器34以及与处理器34连接的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和电能采集器33，在实际

应用中，通过将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和电能采集器33分别部署在该基础制冷系统

中，来对该基础制冷系统的状态参数进行实时采集，如图2所示，该基础制冷系统包括：蒸发

器41、压缩机42、冷凝器43和节流阀44，蒸发器41的出口连接压缩机42的入口，压缩机42的

出口连接冷凝器43的入口，下面以如图2所示基础制冷系统为例，来详细说明本实施例的技

术方案：

[0025] 压力采集器31，包括：设置在压缩机42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311和设置在压缩

机42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312，分别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在实际

应用中，此处的第一、二压力传感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分别部署在压缩机42的相应位置，以

保证采集数据的准确性。

[0026] 温度采集器32，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321，设置在蒸发器41出口，用于采集压缩机

42的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322，设置在冷凝器43入口，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排气温度；

第三温度传感器323，设置在压缩机42壳体表面，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壳体表面温度；第四

温度传感器324，用于采集压缩机42周围的环境温度；此处，温度采集器32主要用于采集基

础制冷系统中相应位置的温度参数，应用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每个传感器的具体位

置，这些温度参数可以作为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的参考因素。

[0027] 电能采集器33，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消耗功率，以作为计

算制冷剂质量流量的主要参数。

[0028] 处理器34，与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以及电能采集器33分别连接，用于获取

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以及电能采集器33的采集数据和基础制冷系统中制冷剂混合

物的含油率，并根据所述采集数据和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出所述基础制冷系统

中制冷剂质量流量。具体地，可以采用现有技术中相关的计算公式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比

如可以首先根据排气压力计算得到冷凝压力Pc，根据吸气压力计算得到蒸发压力Pe，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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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中，在误差允许范围内，一般可以将吸气压力的值近似等于蒸发压力Pe，排气压力的值

近似等于冷凝压力Pc，然后可以根据蒸发压力Pe和吸气温度tsuc计算得到压缩机42吸气口制

冷剂的吸气焓值hr,suc；根据冷凝压力Pc和排气温度tdis计算得到压缩机42排气口制冷剂的

排气焓值hr,dis；根据吸气温度tsuc和排气温度tdis计算得到压缩机42的排气口与吸气口处的

润滑油的焓值差hoil,dis-hoil,suc；根据壳体表面温度Tcom和环境温度Tair计算得到压缩机42与

外界环境的换热量 比如可以采用如下公式计算换热量

[0029]

[0030] 上式中，a为压缩机42壳体与周围环境的对流换热系数，可视现场环境选取(比如

可以在5～8之间选取，单位为W/m2K)；Acom为压缩机42的表面积，单位为m2；σ为辐射玻尔兹曼

常数，5.67×10-8，单位为W/m2K4。最后，根据上述计算得到的吸气焓值hr,suc、排气焓值hr,dis、

焓值差hoil,dis-hoil,suc、换热量 以及压缩机42的消耗功率Ecom和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λ

(此处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λ可以从数据库中查询得到，一般在0.03％～5％之间取值)计

算得到制冷剂质量流量 具体地，可以先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制冷剂混合物的流量

[0031]

[0032] 进而可以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制冷剂质量流量

[0033]

[0034]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光学传感器35，对于预留有光传感器接口的基础制冷

系统，可以通过将光学传感器35设置在冷凝器43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冷凝器43的制冷

剂混合物的折射率，该折射率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量，其为实时采集的数据，

可以提高计算结果的精确度。

[0035]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温度采集器32还包括：第五温度传感器325，设置在所述

蒸发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第六温度传感

器326，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

度。

[0036]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处理器34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一饱和温度计算出蒸发压力；根

据所述第二饱和温度计算出冷凝压力；折射率计算得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即上述蒸

发压力和冷凝压力可以由压力采集器直接采集得到，在制冷系统没有预留压力传感器接口

时，也可以根据蒸发压力、冷凝压力与第一、二饱和温度一一对应的性质，进而计算出蒸发

压力和冷凝压力；而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可以一般的通过查询数据库得到，也可以通过

光学传感器35实时采集制冷剂混合物的相应折射率，进而计算得出更加精确的制冷剂混合

物的含油率。

[0037] 另外，本实施例中获取到的基础制冷系统的状态参数还可以为制冷系统的性能分

析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比如根据这些状态参数实时的计算获得制冷系统的制冷量、制热

量和能效比以及其他性能参数，在此不再赘述。

[0038] 本实施例提供的测量基础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通过将压力采集器

31、温度采集器32、电能采集器33中的不同传感器设置在制冷系统中的相应位置，实时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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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系统的状态参数，并将状态参数传输至处理器34，处理器34根据各个状态参数计算得

到该制冷系统中制冷剂的流量，如此，实现了对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非侵入式、高

精度测量，与现有技术相比，该方案操作简单，无需破坏制冷系统中的原件即可实现数据采

集，避免了测量过程给制冷系统的正常运行带来的不良影响，提高了用户体验，另外，该方

案中所采集到的状态参数及其中间计算参量不仅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还可以为

测量制冷系统的其他性能参数提供精确的数据参考。

[0039] 实施例2

[004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基础制冷系统中状态参数采集装置3，如图3所示，采集装置3包

括：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和电能采集器33，在实际应用中，通过将压力采集器31、温

度采集器32和电能采集器33分别部署在该制冷系统中，来对该制冷系统的状态参数进行实

时采集，参见实施例1中如图2所示的制冷系统，该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41、压缩机42、冷凝

器43和节流阀44，蒸发器41的出口连接压缩机42的入口，压缩机42的出口连接冷凝器43的

入口，具体地：

[0041] 压力采集器31，包括：设置在压缩机42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311和设置在压缩

机42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312，分别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在实际

应用中，此处的第一、二压力传感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分别部署在压缩机42的相应位置，以

保证采集数据的准确性。

[0042] 温度采集器32，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321，设置在蒸发器41出口，用于采集压缩机

42的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322，设置在冷凝器43入口，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排气温度；

第三温度传感器323，设置在压缩机42壳体表面，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壳体表面温度；第四

温度传感器324，用于采集压缩机42周围的环境温度；此处，温度采集器32主要用于采集制

冷系统中相应位置的温度参数，应用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每个传感器的具体位置，这

些温度参数可以作为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的参考因素。

[0043] 电能采集器33，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消耗功率，以作为计

算制冷剂质量流量的主要参数。

[0044]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光学传感器35，对于预留有光传感器接口的基础制冷

系统，可以通过将光学传感器35设置在冷凝器43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冷凝器43的制冷

剂混合物的折射率，该折射率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量，其为实时采集的数据，

可以提高计算结果的精确度。

[0045]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温度采集器32还包括：第五温度传感器325，设置在所述

蒸发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第六温度传感

器326，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

度。

[0046] 本实施例中获取到的基础制冷系统的状态参数可以为制冷系统的性能分析提供

丰富的参考资料，比如根据这些状态参数实时的计算获得制冷系统的制冷剂质量流量、制

冷量、制热量和能效比以及其他性能参数，在此不再赘述。

[0047] 本实施例提供的测量基础制冷系统中状态参数采集装置3，通过将压力采集器31、

温度采集器32、电能采集器33中的不同传感器设置在制冷系统中的相应位置，实时采集制

冷系统的状态参数，为制冷系统的性能分析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与现有技术相比，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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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不仅操作简单，而且无需侵入待测量的制冷系统，不会干扰制冷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而可

以获取更加精确的采集数据，在进一步提高制冷系统状态参数精度的同时，保证了制冷系

统的安全运行。

[0048]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

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

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

动仍处于本实用新型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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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

流量测量方法、装置和测量仪，包括：获取第一压

缩机的吸气温度和第二压缩机的排气温度、蒸发

压力、冷凝压力、第一、第二压缩机壳体表面温

度、周围的环境温度、总消耗功率、喷射温度、第

一过冷温度、第二过冷温度和制冷剂混合物的含

油率；根据上述获取到的数据计算出相应的第

一、二、三、四、五焓值、焓值差以及第一、二压缩

机与外界环境的总换热量；根据第一、二、三、四、

五焓值、焓值差、总消耗功率和总换热量以及制

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得到制冷系统中制冷

剂质量流量。该方案实现了对制冷系统中制冷剂

质量流量的非侵入式、高精度测量，避免了测量

过程给制冷系统带来的不良影响，提高了用户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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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方法，所述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第一压缩

机、第二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一压缩机

的入口，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二压缩机的入口，所述第二压缩机的出口连接

所述冷凝器的入口，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获取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吸气温度和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温度；获取所述制冷系统的

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获取所述第一、第二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所述第一、第二压缩机周

围的环境温度和所述第一、第二压缩机的总消耗功率；获取从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出

的气态制冷剂的喷射温度；获取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获取制冷剂混

合物的含油率；

根据所述蒸发压力和所述吸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一压缩机吸气口处制冷剂的第一

焓值；根据所述冷凝压力和所述排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口处制冷剂的第

二焓值；根据所述喷射温度计算得到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和液

态制冷剂的第四焓值；根据所述第一过冷温度和所述冷凝压力计算得到所述冷凝器出口处

制冷剂的第五焓值；根据所述吸气温度、所述排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口

与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吸气口处的润滑油的焓值差；根据所述第一、第二压缩机壳体表面温

度和所述第一、第二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一、二压缩机与外界环境的总

换热量；

根据所述第一、二、三、四、五焓值、所述焓值差、所述总消耗功率和所述总换热量以及

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所

述第一、二、三、四、五焓值、所述焓值差、所述总消耗功率和所述总换热量以及所述制冷剂

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包括：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第一压缩机的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第二压缩机的第二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第一压缩机的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

mr,low＝mmix,low·(1-λ)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第二压缩机的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

mr,high＝mmix,high·(1-λ)

其中，mmix ,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mmix ,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混合物

的质量流量，mr,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mr,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Ecom是所

述总消耗功率； 是所述总换热量；h1是所述第一焓值，h2是所述第二焓值，h3是所述第三

焓值，h4是所述第四焓值，h5是所述第五焓值，h2,oil-h1 ,oil是所述焓值差，λ是所述制冷剂混

合物的含油率。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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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获取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包括：

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和流经所述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

物的第二折射率；

根据所述第一、二折射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获取所述制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包括：

采集所述蒸发器和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二饱和温度；

根据所述第一饱和温度计算出蒸发压力，根据所述第二饱和温度计算出冷凝压力。

5.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获取所述制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包括：

采集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吸气压力获得所述蒸发压力；

采集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压力获得所述冷凝压力。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还包括：

获取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

根据所述第二过冷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四焓值。

7.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装置，所述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第一压缩

机、第二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一压缩机

的入口，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二压缩机的入口，所述第二压缩机的出口连接

所述冷凝器的入口，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

第一获取模块，用于获取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吸气温度和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温度；

获取所述制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获取所述第一、第二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所述

第一、第二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和所述第一、第二压缩机的总消耗功率；获取从所述中间

压力容器中喷射出的气态制冷剂的喷射温度；获取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

度；获取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第一计算模块，用于根据所述蒸发压力和所述吸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一压缩机吸气

口处制冷剂的第一焓值；根据所述冷凝压力和所述排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

气口处制冷剂的第二焓值；根据所述喷射温度计算得到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气态饱和制冷

剂的第三焓值和液态制冷剂的第四焓值；根据所述第一过冷温度和所述冷凝压力计算得到

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五焓值；根据所述吸气温度、所述排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

二压缩机的排气口与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吸气口处的润滑油的焓值差；根据所述第一、第二

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和所述第一、第二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一、二压缩

机与外界环境的总换热量；

第二计算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第一、二、三、四、五焓值、所述焓值差、所述总消耗功率和

所述总换热量以及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计算模块包括：

第一计算单元，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第一压缩机的第一制冷剂混合物

的质量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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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计算单元，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第二压缩机的第二制冷剂混合物

的质量流量：

 

第三计算单元，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第一压缩机的第一制冷剂质量流

量：

mr,low＝mmix,low·(1-λ)

第四计算单元，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第二压缩机的第二制冷剂质量流

量：

mr,high＝mmix,high·(1-λ)

其中，mmix ,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mmix ,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混合物

的质量流量，mr,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mr,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Ecom是所

述总消耗功率； 是所述总换热量；h1是所述第一焓值，h2是所述第二焓值，h3是所述第三

焓值，h4是所述第四焓值，h5是所述第五焓值，h2,oil-h1 ,oil是所述焓值差，λ是所述制冷剂混

合物的含油率。

9.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获取模块包括：

第一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和流经所述蒸

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

第五计算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第一、二折射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10.根据权利要求7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第一获取模块还包括：

第二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和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二饱和

温度；

第六计算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第一饱和温度计算出蒸发压力，根据所述第二饱和温度

计算出冷凝压力。

11.根据权利要求7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第一获取模块还包括：

第三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吸气压力获得所述蒸发压力；

第四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压力获得所述冷凝压力。

12.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还包括：

第二获取模块，用于获取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

第三计算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第二过冷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四焓值。

13.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仪，所述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第一压缩

机、第二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一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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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口，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二压缩机的入口，所述第二压缩机的出口连接

所述冷凝器的入口，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仪包括：

压力采集器，包括：设置在所述第一压缩机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所述第

二压缩机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分别用于采集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和所述第二

压缩机的排气压力；

温度采集器，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出口，用于采集所述第一压缩

机的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入口，用于采集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

温度；第三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间喷射口处，用于采集从所述中间压力

容器中喷射出的气态制冷剂的喷射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第一、二压缩机壳体

表面，用于采集所述第一、二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第五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第一、二

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第六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

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

电能采集器，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第一、二压缩机的总消耗功率；

处理器，与所述压力采集器、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分别连接，用于获取

所述压力采集器、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的采集数据和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

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并利用权利要求1至6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

方法计算出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仪，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第一光学传感器，所述第一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

冷凝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仪，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第二光学传感器，所述第二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

经所述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处

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折射率和所述第二折射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17.根据权利要求13至15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仪，其特

征在于，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排气压力计算得到冷凝压力，根据所述吸气压力计算

得到蒸发压力。

18.根据权利要求13至15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仪，其特

征在于，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七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

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第八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两

相区，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度；以及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

据所述第一饱和温度计算出蒸发压力，根据所述第二饱和温度计算出冷凝压力。

19.根据权利要求13至15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仪，其特

征在于，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九温度传感器，

设置在所述中间冷却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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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装置和测量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制冷系统分析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

法、装置和测量仪。

背景技术

[0002] 制冷系统是一种将具有较低温度的被冷却物体的热量转移给环境介质从而获得

冷量的机器，制冷系统内参与热力过程变化(能量转换和热量转移)的工质称为制冷剂。制

冷系统一般由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以及节流阀组成，一些制冷系统还会包括中间压力容

器(比如闪发器或者中间冷却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多场合下，需要压缩机工作在

大压缩比的工况下，而传统的单级压缩技术在压缩比较大时会出现排气温度过高，容积效

率偏低等问题，而准双级或双级压缩技术在制冷系统中的应用可以解决上述大部分问题，

因此带中间压力容器的准双级或双级压缩机组在制冷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0003] 但由于气候条件、安装位置、使用情况和负荷条件等实际应用环境的影响，上述带

中间压力容器的制冷系统现场运行性能与厂家在焓差实验室中的测试数据存在较大差异。

为了保证制冷系统的实际运行性能，实时获取带中间压力容器的制冷系统在实际运行中的

运行参数就显得尤为重要。制冷剂质量流量是判断制冷系统是否正常运行的重要参数，目

前对于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方式是通过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来获取，但这种方法并不适

用于机组性能的现场测量，其主要原因在于：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需要焊接在冷凝器出口

的液相管道上，会给正在运行的制冷系统机组造成破坏，用户接受度较差。

[0004] 因此，如何克服现有技术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会破坏制冷系统机组的缺

陷，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因此，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现有技术中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会破

坏制冷系统机组，影响制冷系统的正常运行。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

量方法，所述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第一压缩机、第二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

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入口，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第

二压缩机的入口，所述第二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冷凝器的入口，所述方法包括：获取所述

第一压缩机的吸气温度和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温度；获取所述制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

凝压力；获取所述第一、第二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所述第一、第二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

和所述第一、第二压缩机的总消耗功率；获取从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出的气态制冷剂

的喷射温度；获取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获取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根据所述蒸发压力和所述吸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一压缩机吸气口处制冷剂的第一焓值；

根据所述冷凝压力和所述排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二压缩机的第二焓值；根据所述喷射温

度计算得到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和液态制冷剂的第四焓值；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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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所述第一过冷温度和所述冷凝压力计算得到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五焓值；根据

所述吸气温度、所述排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口与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吸气

口处的润滑油的焓值差；根据所述第一、第二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和所述第一、第二压缩机

周围的环境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一、二压缩机与外界环境的总换热量；根据所述第一、二、

三、四、五焓值、所述焓值差、所述总消耗功率和所述总换热量以及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

油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

[0007] 优选地，根据所述第一、二、三、四、五焓值、所述焓值差、所述总消耗功率和所述总

换热量以及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包括：采

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第一压缩机的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

[0008]

[0009]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第二压缩机的第二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

[0010]

[0011]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第一压缩机的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

[0012] mr,low＝mmix,low·(1-λ)

[0013]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第二压缩机的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

[0014] mr,high＝mmix,high·(1-λ)

[0015] 其中，mmix ,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mmix ,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混

合物的质量流量，mr,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mr,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Ecom

是所述总消耗功率； 是所述总换热量；h1是所述第一焓值，h2是所述第二焓值，h3是所述

第三焓值，h4是所述第四焓值，h5是所述第五焓值，h2,oil-h1 ,oil是所述焓值差，λ是所述制冷

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016] 优选地，所述获取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包括：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制冷剂混

合物的第一折射率和流经所述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根据所述第一、二折

射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017] 优选地，所述获取所述制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包括：采集所述蒸发器和

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二饱和温度；根据所述第一饱和温度计算出蒸发压

力，根据所述第二饱和温度计算出冷凝压力。

[0018] 优选地，所述获取所述制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包括：采集所述第一压缩

机的吸气压力获得所述蒸发压力；采集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压力获得所述冷凝压力。

[0019] 优选地，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还包括：获取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

处的第二过冷温度；根据所述第二过冷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四焓值。

[0020] 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装置，所

述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第一压缩机、第二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所述

蒸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入口，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二压缩机的

入口，所述第二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冷凝器的入口，所述装置包括：第一获取模块，用于

获取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吸气温度和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温度；获取所述制冷系统的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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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和冷凝压力；获取所述第一、第二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所述第一、第二压缩机周围的

环境温度和所述第一、第二压缩机的总消耗功率；获取从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出的气

态制冷剂的喷射温度；获取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获取制冷剂混合物

的含油率；第一计算模块，用于根据所述蒸发压力和所述吸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一压缩

机吸气口处制冷剂的第一焓值；根据所述冷凝压力和所述排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二压缩

机的第二焓值；根据所述喷射温度计算得到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

值和液态制冷剂的第四焓值；根据所述第一过冷温度和所述冷凝压力计算得到所述冷凝器

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五焓值；根据所述吸气温度、所述排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二压缩机的

排气口与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吸气口处的润滑油的焓值差；根据所述第一、第二压缩机壳体

表面温度和所述第一、第二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一、二压缩机与外界环

境的总换热量；第二计算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第一、二、三、四、五焓值、所述焓值差、所述总

消耗功率和所述总换热量以及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

剂质量流量。

[0021] 优选地，所述第二计算模块包括：第一计算单元，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

所述第一压缩机的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

[0022]

[0023] 第二计算单元，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第二压缩机的第二制冷剂混

合物的质量流量：

[0024]

[0025] 第三计算单元，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第一压缩机的第一制冷剂质

量流量：

[0026] mr,low＝mmix,low·(1-λ)

[0027] 第四计算单元，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第二压缩机的第二制冷剂质

量流量：

[0028] mr,high＝mmix,high·(1-λ)

[0029] 其中，mmix ,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mmix ,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混

合物的质量流量，mr,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mr,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Ecom

是所述总消耗功率； 是所述总换热量；h1是所述第一焓值，h2是所述第二焓值，h3是所述

第三焓值，h4是所述第四焓值，h5是所述第五焓值，h2,oil-h1 ,oil是所述焓值差，λ是所述制冷

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030] 优选地，所述第一获取模块包括：第一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制冷

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和流经所述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第五计算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第一、二折射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031] 优选地，所述第一获取模块还包括：第二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和所述冷

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二饱和温度；第六计算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第一饱和温度计

算出蒸发压力，根据所述第二饱和温度计算出冷凝压力。

说　明　书 3/11 页

8

CN 106524551 A

8



[0032] 优选地，所述第一获取模块还包括：第三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吸

气压力获得所述蒸发压力；第四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压力获得所述

冷凝压力。

[0033] 优选地，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还包括：第二获取模块，用于获取所

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第三计算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第二过冷温度计算得

到所述第四焓值。

[0034] 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三方面提供了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仪，所述

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第一压缩机、第二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所述蒸

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入口，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二压缩机的入

口，所述第二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冷凝器的入口，所述测量仪包括：压力采集器，包括：设

置在所述第一压缩机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所述第二压缩机排气口的第二压

力传感器，分别用于采集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和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压力；温度

采集器，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出口，用于采集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吸气

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入口，用于采集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温度；第

三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间喷射口处，用于采集从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

喷射出的气态制冷剂的喷射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第一、二压缩机壳体表面，

用于采集所述第一、二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第五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第一、二压缩

机周围的环境温度；第六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出口

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电能采集器，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第一、二压

缩机的总消耗功率；处理器，与所述压力采集器、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分别

连接，用于获取所述压力采集器、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的采集数据和所述

制冷系统中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并利用本发明实施例第一方面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

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计算出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

[0035] 优选地，还包括：第一光学传感器，所述第一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出口

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

[0036] 优选地，还包括：第二光学传感器，所述第二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

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

[0037] 优选地，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折射率和所述第二折射率计算得到所述

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038] 优选地，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排气压力计算得到冷凝压力，根据所述吸气

压力计算得到蒸发压力。

[0039] 优选地，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七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

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第八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

凝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度；以及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一饱和温度计算出蒸发压力，根据所述第二饱和温度计算出冷凝压力。

[0040] 优选地，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九温度

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冷却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

度。

[0041]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有以下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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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1、本发明提供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装置和测量仪，通过将压

力采集器、温度采集器、电能采集器中的不同传感器设置在制冷系统中的相应位置，实时采

集制冷系统的各个相关运行参数，并将运行参数传输至处理器，处理器根据各个运行参数

计算得到该制冷系统中制冷剂的流量，如此，实现了对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非侵

入式、高精度测量，与现有技术相比，该方案操作简单，无需破坏制冷系统中的原件即可实

现数据采集，避免了测量过程给制冷系统的正常运行带来的不良影响，提高了用户体验。

[0043] 2、本发明提供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装置和测量仪，所获取到

的制冷系统的状态数据及其中间计算参量不仅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还可以为测

量制冷系统的其他性能参数提供精确的数据参考。

附图说明

[004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

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4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方法的一个流程图；

[004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装置的一个框图；

[004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3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仪的一个框图；

[0048]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3的带有闪发器的双级压缩机组制冷系统的一个原理图；

[0049]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3的带有中间冷却器的双级压缩机组制冷系统的一个原理图；

[0050] 附图标记：41-蒸发器，421-第一压缩机，422-第二压缩机，43-冷凝器，44-闪发器，

45-节流阀，46-中间冷却器，311-第一压力传感器，312-第二压力传感器，321-第一温度传

感器，322第二温度传感器，323-第三温度传感器，324第四温度传感器，325-第五温度传感

器，326-第六温度传感器，327-第七温度传感器，328-第八温度传感器，329-第九温度传感

器，33-电能采集器，34-处理器，35-第一光学传感器，36-第二光学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52]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

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53] 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发明不同实施方式中所涉及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未构

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结合。

[0054] 实施例1

[005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方法，制冷系统包括蒸发

器、第一压缩机、第二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此处中间压力容器可以是闪发器，也

可以是中间冷却器)和节流阀，蒸发器的出口连接第一压缩机的入口，第一压缩机的出口连

接第二压缩机的入口，第二压缩机的出口连接冷凝器的入口，如图1所示，方法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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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S1：获取第一压缩机的吸气温度和第二压缩机的排气温度；获取制冷系统的蒸发

压力和冷凝压力；获取第一、第二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第一、第二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

和第一、第二压缩机的总消耗功率；获取从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出的气态制冷剂的喷射温

度；获取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获取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作为一种优选

方案，，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还包括：获取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

冷温度；具体地，可以通过在制冷系统中的相应位置布置相应的压力传感器或者温度传感

器等，实时采集上述各项参数，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可以在第一压缩机的吸气口和第二压缩

机的排气口布置压力传感器，在实际应用中，在误差允许范围内，一般可以将吸气压力的值

近似等于蒸发压力，排气压力的值近似等于冷凝压力，因此可以通过采集第一压缩机的吸

气压力获得蒸发压力，采集第二压缩机的排气压力获得冷凝压力。

[0057] S2：根据蒸发压力和吸气温度计算得到第一压缩机吸气口处制冷剂的第一焓值；

根据冷凝压力和排气温度计算得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口处制冷剂的第二焓值；如果中间压

力容器是闪发器，则根据喷射温度计算得到中间压力容器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和

液态制冷剂的第四焓值，如果中间压力容器是中间冷却器，则根据所述第二过冷温度计算

得到所述第四焓值；根据第一过冷温度和冷凝压力计算得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五焓

值；根据吸气温度、排气温度计算得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口与第一压缩机的吸气口处的润

滑油的焓值差；根据第一、第二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和第一、第二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计

算得到第一、二压缩机与外界环境的总换热量；具体地，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可以由步骤S1

中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得到，由于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是实时采集的数据，结合相应的

温度直接计算出相应的焓值，提高了计算精度。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换热量的计算可以采用

如下公式：

[0058]

[0059] 上式中，Tcom是第一、第二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Tair是第一、第二压缩机周围的环

境温度， 是总换热量，a为压缩机壳体与周围环境的对流换热系数(可视现场环境选取，

比如可以在5～8之间选取，单位为W/(m2K))，Acom为第一、二压缩机的表面积，单位为m2；σ为

辐射玻尔兹曼常数，σ＝5.67×10-8，单位为W/(m2K4)。

[0060] S3：根据第一、二、三、四、五焓值、焓值差、总消耗功率和总换热量以及制冷剂混合

物的含油率计算得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步骤S3具体可以包

括：

[0061]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第一压缩机的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

[0062]

[0063]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第二压缩机的第二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

[0064]

[0065] 进一步，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第一压缩机的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

[0066] mr,low＝mmix,low·(1-λ)

[0067] 进一步，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第二压缩机的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

说　明　书 6/11 页

11

CN 106524551 A

11



[0068] mr,high＝mmix,high·(1-λ)

[0069] 上述四个公式中，其中，mmix,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mmix,high是所

述第二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mr,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mr,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

剂质量流量，Ecom是所述总消耗功率； 是所述总换热量；h1是所述第一焓值，h2是所述第

二焓值，h3是所述第三焓值，h4是所述第四焓值，h5是所述第五焓值，h2,oil-h1,oil是所述焓值

差，λ是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070]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步骤S1可以包括：采集流经冷凝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

射率和流经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根据第一、二折射率计算得到制冷剂混

合物的含油率。即步骤S1中的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可以一般的通过查询数据库得到，也

可以通过在制冷系统中布置第一、二光学传感器实时采集制冷剂混合物的相应折射率，进

而根据相应的折射率计算得出更加精确的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071]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步骤S1还可以包括：采集蒸发器和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

的第一、二饱和温度；根据第一饱和温度计算出蒸发压力，根据第二饱和温度计算出冷凝压

力。即步骤S1中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还可以通过第一、二饱和温度得到，比如在制冷系统

中没有压力传感器接口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测量该第一、二饱和温度，进而可以根据如下公

式计算得到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蒸发压力与冷凝压力计算原理相同，可以采用同一个公

式计算得到)：

[0072] Ps＝exp(a1+a2/(ts+a3))

[0073] 上式中，Ps是蒸发压力或冷凝压力，单位为帕斯卡；ts是第一饱和温度或者第二饱

和温度，单位为摄氏度；a1、a2、a3是与制冷剂有关的物性常数，可以利用相关计算机软件拟

合得到。

[0074] 本实施例提供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方法，通过实时获取制冷系统

的各项相关运行参数，并根据各个运行参数计算得到该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如此，

实现了对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非侵入式、高精度测量，其中蒸发压与冷凝压力可

以通过相应的压力采集数据或者相应的温度数据两种方式获得，提高了计算制冷剂的质量

流量灵活性，该方案所获取到的制冷系统的各项状态数据及其中间计算参量不仅可以用于

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还可以为测量制冷系统的其他性能参数提供精确的数据参考。

[0075] 实施例2

[0076]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装置，制冷系统包括：蒸发

器、第一压缩机、第二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此处中间压力容器可以是闪发器，也

可以是中间冷却器)和节流阀，蒸发器的出口连接第一压缩机的入口，第一压缩机的出口连

接第二压缩机的入口，第二压缩机的出口连接冷凝器的入口，如图2所示，装置包括：

[0077] 第一获取模块21，用于获取第一压缩机的吸气温度和第二压缩机的排气温度；获

取制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获取第一、第二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第一、第二压缩

机周围的环境温度和第一、第二压缩机的总消耗功率；获取从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出的气

态制冷剂的喷射温度；获取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获取制冷剂混合物的含

油率；作为一种优选方案，第一获取模块21还包括：第三采集单元215，用于采集第一压缩机

的吸气压力获得蒸发压力；第四采集单元216，用于采集第二压缩机的排气压力获得冷凝压

力。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还包括：第二获取模块2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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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获取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具体参见实施例1中对步骤S1的详细描述。

[0078] 第一计算模块22，用于根据蒸发压力和吸气温度计算得到第一压缩机吸气口处制

冷剂的第一焓值；根据冷凝压力和排气温度计算得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口处制冷剂的第二

焓值；根据喷射温度计算得到中间压力容器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和液态制冷剂的

第四焓值；根据第一过冷温度和冷凝压力计算得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五焓值；根据

吸气温度、排气温度计算得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口与第一压缩机的吸气口处的润滑油的焓

值差；根据第一、第二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和第一、第二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计算得到第

一、二压缩机与外界环境的总换热量。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

器时还包括第三计算模块25，用于根据所述第二过冷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四焓值。具体参

见实施例1中对步骤S2的详细描述。

[0079] 第二计算模块23，用于根据第一、二、三、四、五焓值、焓值差、总消耗功率和总换热

量以及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得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作为一种优选方案第

二计算模块23可以包括：

[0080] 第一计算单元231，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第一压缩机的第一制冷剂混

合物的质量流量：

[0081]

[0082] 第二计算单元232，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第二压缩机的第二制冷剂混

合物的质量流量：

[0083]

[0084] 第三计算单元233，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第一压缩机的第一制冷剂质

量流量：

[0085] mr,low＝mmix,low·(1-λ)

[0086] 第四计算单元234，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第二压缩机的第二制冷剂质

量流量：

[0087] mr,high＝mmix,high·(1-λ)

[0088] 其中，mmix ,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mmix ,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混

合物的质量流量，mr,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mr,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Ecom

是所述总消耗功率； 是所述总换热量；h1是所述第一焓值，h2是所述第二焓值，h3是所述

第三焓值，h4是所述第四焓值，h5是所述第五焓值，h2,oil-h1 ,oil是所述焓值差，λ是所述制冷

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089]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第一获取模块21包括：第一采集单元211，用于采集流经冷凝

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和流经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第五计算单

元212，用于根据第一、二折射率计算得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具体参见实施例1中对步

骤S1的优选方案的详细描述。

[0090]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第一获取模块21还包括：第二采集单元213，用于采集蒸发器

和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二饱和温度；第六计算单元214，用于根据第一饱和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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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计算出蒸发压力，根据第二饱和温度计算出冷凝压力。具体参见实施例1中对步骤S1的另

一优选方案的详细描述。

[0091] 本实施例提供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装置，通过实时获取制冷系统

的各项相关运行参数，并根据各个运行参数计算得到该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如此，

实现了对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非侵入式、高精度测量，其中蒸发压与冷凝压力可

以通过相应的压力采集数据或者相应的温度数据两种方式获得，提高了计算制冷剂质量流

量的灵活性，该方案所获取到的制冷系统的各项状态数据及其中间计算参量不仅可以用于

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还可以为测量制冷系统的其他性能参数提供精确的数据参考。

[0092] 实施例3

[009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仪，如图3所示，装置包括：

处理器34以及与处理器34连接的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和电能采集器33，在实际应

用中，通过将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和电能采集器33分别部署在该制冷系统中，来对

该制冷系统的运行参数进行实时采集，如图4所示，该制冷系统可以包括：蒸发器41、第一压

缩机421、第二压缩机422、冷凝器43、闪发器44(即此处闪发器44即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

45，蒸发器41的出口连接第一压缩机421的入口，第一压缩机421的出口连接第二压缩机422

的入口，第二压缩机422的出口连接冷凝器43的入口，下面以如图4所示的带有闪发器44的

双级压缩机组制冷系统为例，来详细说明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

[0094] 压力采集器31，包括：设置在第一压缩机421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311和设置

在第二压缩机422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312，分别用于采集第一压缩机421的吸气压力

和第二压缩机422的排气压力，在实际应用中，此处的第一、二压力传感器可以根据实际需

要分别部署在第一压缩机421、第一二压缩机的相应位置，以保证采集数据的准确性。

[0095] 温度采集器32，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321，设置在蒸发器41出口，用于采集第一压

缩机421的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322，设置在冷凝器43入口，用于采集第二压缩机422

的排气温度；第三温度传感器323，设置在中间压力容器中间喷射口处，用于采集从中间压

力容器中喷射出的气态制冷剂的喷射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324，设置在第一、二压缩机壳

体表面，用于采集第一、二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第五温度传感器325，用于采集第一、二压

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第六温度传感器326，设置在冷凝器43出口处，用于采集冷凝器43出

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此处，温度采集器32主要用于采集制冷系统中相应位置的温

度参数，应用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每个传感器的具体位置，这些温度参数可以作为计

算制冷剂质量流量的参考因素。

[0096]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如图5所示，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46时，所述温

度采集器32还包括：第九温度传感器329，设置在所述中间冷却器46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所

述中间冷却器46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此处第二过冷温度在制冷剂质量流量的计算中可

用于计算得到中间冷却器46中的液态制冷剂的焓值。

[0097] 电能采集器33，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第一压缩机421和第二压缩机

422的总消耗功率，以作为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的主要参数。

[0098] 处理器34，与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以及电能采集器33分别连接，用于获取

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以及电能采集器33的采集数据和制冷系统中制冷剂混合物的

含油率，并利用实施例1中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方法计算出制冷系统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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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剂质量流量。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处理器34还用于根据排气压力计算得到冷凝压力，根据

吸气压力计算得到蒸发压力。具体地，首先，根据排气压力计算得到冷凝压力，根据吸气压

力计算得到蒸发压力，在实际应用中，在误差允许范围内，一般可以将吸气压力的值近似等

于蒸发压力，排气压力的值近似等于冷凝压力，然后可以根据蒸发压力和吸气温度计算得

到第一压缩机421吸气口制冷剂的第一吸气焓值h1；根据冷凝压力和排气温度计算得到第

二压缩机422排气口制冷剂的第二焓值h2；根据喷射温度计算得到中间压力容器中气态饱

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h3和液态制冷剂的第四焓值h4；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在所述中间压力容

器是如图4所示的闪发器44时，根据喷射温度计算得到闪发器44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

焓值h3和液态制冷剂的第四焓值h4；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是如图5所示

的中间冷却器46时，可以根据喷射温度计算得到中间冷却器46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

值h3，根据第二过冷温度计算得到中间冷却器46中液态制冷剂的第四焓值h4。根据第一过冷

温度和冷凝压力计算得到冷凝器43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五焓值h5；根据吸气温度、排气温度

计算得到第二压缩机422的排气口与第一压缩机421的吸气口处的润滑油的焓值差h2 ,oil-

h1,oil；根据第一、第二压缩机422壳体表面温度Tcom和第一、第二压缩机422周围的环境温度

Tair计算得到第一、二压缩机与外界环境的总换热量 比如可以采用如下公式计算换热

量

[0099]

[0100] 上式中，a为第一、二压缩机壳体与周围环境的对流换热系数，可视现场环境选取

(比如可以在5～8之间选取，单位为W/m2K)；Acom为第一、二压缩机的表面积，单位为m2；σ为辐

射玻尔兹曼常数，5.67×10-8，单位为W/(m2K4)。最后，根据上述计算得到各个中间参数以及

第一压缩机421和第二压缩机422的总消耗功率Ecom和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λ(此处制冷剂

混合物的含油率λ可以从数据库中查询得到，一般在0.03％～5％之间取值)计算得到制冷

剂质量流量，具体地，可以先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第一压缩机421的第一制冷剂混合

物的质量流量mmix,low：

[0101]

[0102]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第二压缩机422的第二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

mmix,high：

[0103]

[0104] 进而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第一压缩机421的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mr,low：

[0105] mr,low＝mmix,low·(1-λ)

[0106] 以及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第二压缩机422的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mr,high：

[0107] mr,high＝mmix,high·(1-λ)

[0108]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第一光学传感器，对于预留有光传感器接口的制冷系

统，可以通过将第一光学传感器设置在冷凝器43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冷凝器43的制冷

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该第一折射率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量，其为实时采

集的数据，可以提高计算结果的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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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第二光学传感器，对于预留有光传感器接口的制冷系

统，还可以将第二光学传感器设置在中间压力容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蒸发器41的制

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该第二折射率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量，其为实时

采集的数据，可以提高计算结果的精确度。

[0110]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处理器34还用于根据第一折射率和第二折射率计算得到制冷

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即上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可以一般的通过查询数据库得到，也可

以通过第二光学传感器实时采集制冷剂混合物的相应折射率，进而计算得出更加精确的制

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111]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温度采集器32还包括：第七温度传感器327，设置在蒸发器41

的两相区，用于采集蒸发器41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第八温度传感器328，设

置在冷凝器43的两相区，用于采集冷凝器43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度；以及处理

器34还用于根据第一饱和温度计算出蒸发压力，根据第二饱和温度计算出冷凝压力。即制

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还可以通过第一、二饱和温度得到，比如在制冷系统中没有

压力传感器接口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测量该第一、二饱和温度，进而可以根据如下公式计算

得到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蒸发压力与冷凝压力计算原理相同，可以采用同一个公式计算

得到)：

[0112] Ps＝exp(a1+a2/(ts+a3))

[0113] 上式中，Ps是蒸发压力或冷凝压力，单位为帕斯卡；ts是第一饱和温度或者第二饱

和温度，单位为摄氏度；a1、a2、a3是与制冷剂有关的物性常数，可以利用相关计算机软件拟

合得到。

[0114] 另外，本实施例中获取到的制冷系统的运行参数还可以为制冷系统的性能分析提

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比如根据这些运行参数实时的计算获得制冷系统的制冷量、制热量和

能效比以及其他性能参数，在此不再赘述。

[0115] 本实施例提供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仪，通过将压力采集器31、温

度采集器32、电能采集器33中的不同传感器设置在制冷系统中的相应位置，实时采集制冷

系统的运行参数，并将运行参数传输至处理器34，处理器34根据各个运行参数计算得到该

制冷系统中制冷剂的流量，如此，实现了对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非侵入式、高精度

测量，与现有技术相比，该方案操作简单，无需破坏制冷系统中的原件即可实现数据采集，

避免了测量过程给制冷系统的正常运行带来的不良影响，提高了用户体验，另外，该方案所

获取到的制冷系统的状态数据及其中间计算参量不仅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还可

以为测量制冷系统的其他性能参数提供精确的数据参考。

[0116]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

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

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

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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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和

采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

质量流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测量仪包括：压力

采集器；温度采集器，包括采集第一压缩机的吸

气温度、第二压缩机的排气温度的第一、二温度

传感器，采集喷射制冷剂的喷射温度的第三温度

传感器，采集第一、二压缩机的壳体表面温度的

第四温度传感器，采集环境温度的第五温度传感

器，采集制冷剂的第一、二过冷温度的第六、九温

度传感器，采集总消耗功率的电能采集器，处理

器，用于获取采数据，并根据采集数据和制冷剂

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出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

流量。该方案实现了对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

量的非侵入式、高精度测量，避免了测量过程给

制冷系统带来的不良影响，提高了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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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所述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第一压缩机、

第二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入

口，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二压缩机的入口，所述第二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

冷凝器的入口，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仪包括：

压力采集器，包括：设置在所述第一压缩机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所述第

二压缩机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分别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和所述第二压缩

机的排气压力；

温度采集器，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出口，用于采集所述第一压缩

机的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入口，用于采集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

温度；第三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间喷射口处，用于采集从所述中间压力

容器中喷射出的气态制冷剂的喷射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第一、二压缩机的壳

体表面，用于采集所述第一、二压缩机的壳体表面温度；第五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第

一、二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第六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

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

电能采集器，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第一、二压缩机的总消耗功率；

处理器，与所述压力采集器、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分别连接，用于获取

所述压力采集器、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的采集数据和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

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并根据所述采集数据和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出所述制冷系

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

一光学传感器，所述第一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冷凝

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

二光学传感器，所述第二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

述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其特征在

于，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七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

蒸发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第八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

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度。

5.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仪，其特征在

于，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九温度传感器，设置

在所述中间冷却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

6.一种制冷系统中状态参数采集装置，所述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第一压缩机、第二

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入口，

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二压缩机的入口，所述第二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冷凝

器的入口，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装置包括：

压力采集器，包括：设置在所述第一压缩机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所述第

一压缩机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分别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和所述第二压缩

机的排气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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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采集器，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出口，用于采集所述第一压缩

机的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入口，用于采集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

温度；第三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间喷射口处，用于采集从所述中间压力

容器中喷射出的气态制冷剂的喷射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第一、二压缩机的壳

体表面，用于采集所述第一、二压缩机的壳体表面温度；第五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第

一、二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第六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

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

电能采集器，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第一、二压缩机的总消耗功率。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冷系统中状态参数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一光

学传感器，所述第一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

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制冷系统中状态参数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二

光学传感器，所述第二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

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

9.根据权利要求6或7中所述的制冷系统中状态参数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度

采集器还包括：第七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的两相

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第八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

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度。

10.根据权利要求6或7中所述的制冷系统中状态参数采集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中

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九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冷

却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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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制冷系统分析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

量仪和采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制冷系统是一种将具有较低温度的被冷却物体的热量转移给环境介质从而获得

冷量的机器，制冷系统内参与热力过程变化(能量转换和热量转移)的工质称为制冷剂。制

冷系统一般由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以及节流阀组成，一些制冷系统还会包括中间压力容

器(比如闪发器或者中间冷却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多场合下，需要压缩机工作在

大压缩比的工况下，而传统的单级压缩技术在压缩比较大时会出现排气温度过高，容积效

率偏低等问题，而准双级或双级压缩技术在制冷系统中得应用可以解决上述大部分问题，

因此带中间压力容器的准双级或双级压缩机组在制冷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0003] 但由于气候条件、安装位置、使用情况和负荷条件等实际应用环境的影响，上述带

中间压力容器的制冷系统的现场运行性能与厂家在焓差实验室中的测试数据存在较大差

异。为了保证制冷系统的实际运行性能，实时获取带中间压力容器的制冷系统在实际运行

中的状态参数就显得尤为重要。制冷剂质量流量是判断制冷系统是否正常运行的重要参

数，目前对于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方式是通过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来获取，但这种方法

并不适用于机组性能的现场测量，其主要原因在于：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需要焊接在冷凝

器出口的液相管道上，会给正在运行的制冷系统机组造成破坏，用户接受度较差。

[0004] 因此，如何克服现有技术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装置会破坏制冷系统机组的缺

陷，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因此，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现有技术中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装置

会破坏制冷系统机组，影响制冷系统的正常运行。

[0006]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

测量仪，所述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第一压缩机、第二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

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入口，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第

二压缩机的入口，所述第二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冷凝器的入口，所述测量仪包括：压力采

集器，包括：设置在所述第一压缩机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所述第二压缩机排

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分别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和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压

力；温度采集器，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出口，用于采集所述第一压缩机

的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入口，用于采集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温

度；第三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间喷射口处，用于采集从所述中间压力容

器中喷射出的气态制冷剂的喷射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第一、二压缩机壳体表

面，用于采集所述第一、二压缩机的壳体表面温度；第五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第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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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第六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

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电能采集器，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第一、

二压缩机的总消耗功率；处理器，与所述压力采集器、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

分别连接，用于获取所述压力采集器、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的采集数据和

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并根据所述采集数据和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

率计算出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

[0007] 优选地，还包括：第一光学传感器，所述第一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出口

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

[0008] 优选地，还包括：第二光学传感器，所述第二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

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

[0009] 优选地，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七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

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第八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

凝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度；以及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一饱和温度计算出蒸发压力，根据所述第二饱和温度计算出冷凝压力。

[0010] 优选地，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九温度

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冷却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

度。

[001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制冷系统中状态参数采集装置，所述制

冷系统包括：蒸发器、第一压缩机、第二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所述蒸发

器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入口，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第二压缩机的入

口，所述第二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冷凝器的入口，所述采集装置包括：压力采集器，包括：

设置在所述第一压缩机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所述第一压缩机排气口的第二

压力传感器，分别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和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压力；温度采

集器，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出口，用于采集所述第一压缩机的吸气温

度；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入口，用于采集所述第二压缩机的排气温度；第三

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间喷射口处，用于采集从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喷

射出的气态制冷剂的喷射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第一、二压缩机壳体表面，用

于采集所述第一、二压缩机的壳体表面温度；第五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第一、二压缩

机周围的环境温度；第六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出口

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电能采集器，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第一、二压

缩机的总消耗功率。

[0012] 优选地，还包括：第一光学传感器，所述第一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出口

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

[0013] 优选地，还包括：第二光学传感器，所述第二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

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

[0014] 优选地，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七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

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第八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

凝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度。

[0015] 优选地，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九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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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冷却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

度。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具有以下优点：

[0017] 1、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通过将压力

采集器、温度采集器、电能采集器中的不同传感器设置在制冷系统中的相应位置，实时采集

制冷系统的各个相关状态参数，并将状态参数传输至处理器，处理器根据各个状态参数计

算得到该制冷系统中制冷剂的流量，如此，实现了对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非侵入

式、高精度测量，与现有技术相比，该方案操作简单，无需破坏制冷系统中的原件即可实现

数据采集，避免了测量过程给制冷系统的正常运行带来的不良影响，提高了用户体验。

[0018] 2、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所获取到的

制冷系统的状态数据及其中间计算参量不仅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还可以为测量

制冷系统的其他性能参数提供精确的数据参考。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

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

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的一个框图；

[0021] 图2A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带有闪发器的双级压缩机组制冷系统的一个原理

图；

[0022] 图2B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带有中间冷却器的双级压缩机组制冷系统的一个原理

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制冷系统中状态参数采集装置的一个框图。

[0024] 附图标记：41-蒸发器，421-第一压缩机，422-第二压缩机，43-冷凝器，44-闪发器，

45-节流阀，46-中间冷却器，311-第一压力传感器，312-第二压力传感器，321-第一温度传

感器，322第二温度传感器，323-第三温度传感器，324第四温度传感器，325-第五温度传感

器，326-第六温度传感器，327-  第七温度传感器，328-第八温度传感器，329-第九温度传感

器，33-电能采集器，34-处理器，35-第一光学传感器，36-第二光学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

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

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6]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

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27] 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实用新型不同实施方式中所涉及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

未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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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实施例1

[0029]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仪，如图1所示，装置包括：

处理器34以及与处理器34连接的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  32和电能采集器，在实际应用

中，通过将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  和电能采集器分别部署在该制冷系统中，来对该

制冷系统的运行参数进行实时采集，如图2A所示，该制冷系统可以包括：蒸发器41、第一压

缩机  421、第二压缩机422、冷凝器43、闪发器44(即此处闪发器44即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

阀45，蒸发器41的出口连接第一压缩机421的入口，第一压缩机421的出口连接第二压缩机

422的入口，第二压缩机422的出口连接冷凝器43的入口，下面以如图2A所示的带有闪发器

44的双级压缩机组制冷系统为例，来详细说明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

[0030] 压力采集器31，包括：设置在第一压缩机421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311和设置

在第二压缩机422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312，分别用于采集第一压缩机421的吸气压力

和第二压缩机422的排气压力，在实际应用中，此处的第一、二压力传感器可以根据实际需

要分别部署在第一压缩机421、第一二压缩机的相应位置，以保证采集数据的准确性。

[0031] 温度采集器32，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321，设置在蒸发器41出口，用于采集第一压

缩机421的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322，设置在冷凝器  43入口，用于采集第二压缩机422

的排气温度；第三温度传感器323，设置在中间压力容器中间喷射口处，用于采集从中间压

力容器中喷射出的气态制冷剂的喷射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324，设置在第一、二压缩机的

壳体表面，用于采集第一、二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第五温度传感器325，用于采集第一、二

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第六温度传感器326，设置在冷凝器  43出口处，用于采集冷凝器43

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此处，温度采集器32主要用于采集制冷系统中相应位置的

温度参数，应用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每个传感器的具体位置，这些温度参数可以作为

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的参考因素。

[0032]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如图2B所示，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  46时，所述

温度采集器32还包括：第九温度传感器329，设置在所述中间冷却器46的出口处，用于采集

所述中间冷却器46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此处第二过冷温度在制冷剂质量流量的计算中

可用于计算得到中间冷却器  46中的液态制冷剂的焓值。

[0033] 电能采集器33，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第一压缩机421和第二压缩机

422的总消耗功率，以作为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的主要参数。

[0034] 处理器34，与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以及电能采集器33分别连接，用于获取

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以及电能采集器33的采集数据和制冷系统中制冷剂混合物的

含油率，并可以采用现有技术中相关的计算公式计算得出制冷剂质量流量。作为一种优选

方案，处理器34还用于根据排气压力计算得到冷凝压力，根据吸气压力计算得到蒸发压力。

具体地，首先，根据排气压力计算得到冷凝压力，根据吸气压力计算得到蒸发压力，在实际

应用中，在误差允许范围内，一般可以将吸气压力的值近似等于蒸发压力，排气压力的值近

似等于冷凝压力，然后可以根据蒸发压力和吸气温度计算得到第一压缩机421吸气口制冷

剂的第一吸气焓值h1；根据冷凝压力和排气温度计算得到第二压缩机422排气口制冷剂的

第二焓值  h5；根据喷射温度计算得到中间压力容器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h3和液态

制冷剂的第四焓值h7；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是如图  2A所示的闪发器44

时，根据喷射温度计算得到闪发器44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h3和液态制冷剂的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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焓值h4；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是如图2B所示的中间冷却器46时，可以根

据喷射温度计算得到中间冷却器46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h3，根据第二过冷温度计

算得到中间冷却器46中液态制冷剂的第四焓值h4。根据第一过冷温度和冷凝压力计算得到

冷凝器43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五焓值h6；根据吸气温度、排气温度计算得到第二压缩机422的

排气口与第一压缩机421的吸气口处的润滑油的焓值差h5,oil-h1,oil；根据第一、第二压缩机

422壳体表面温度Tcom和第一、第二压缩机422周围的环境温度Tair计算得到第一、二压缩机

与外界环境的总换热量 比如可以采用如下公式计算换热量

[0035]

[0036] 上式中，a为第一、二压缩机壳体与周围环境的对流换热系数，可视现场环境选取

(比如可以在5～8之间选取，单位为W/m2K)；Acom为第一、二压缩机的表面积，单位为m2；σ为辐

射玻尔兹曼常数，5.67×10-8，单位为  W/m2K4。最后，根据上述计算得到各个中间参数以及

第一压缩机421和第二压缩机422的总消耗功率Ecom和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λ(此处制冷剂

混合物的含油率λ可以从数据库中查询得到，一般在0.03％～5％之间取值)计算得到制冷

剂质量流量，具体地，可以先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第一压缩机421的第一制冷剂混合

物的质量流量mmix,low：

[0037]

[0038]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第二压缩机422的第二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

mmix,high：

[0039]

[0040] 进而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第一压缩机421的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mr,low：

[0041] mr,low＝mmix,low·(1-λ)

[0042] 以及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第二压缩机422的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mr,high：

[0043] mr,high＝mmix,high·(1-λ)

[0044]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第一光学传感器，对于预留有光传感器接口的制冷系

统，可以通过将第一光学传感器设置在冷凝器43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冷凝器43的制冷

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该第一折射率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量，其为实时采

集的数据，可以提高计算结果的精确度。

[0045]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第二光学传感器，对于预留有光传感器接口的制冷系

统，还可以将第二光学传感器设置在中间压力容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蒸发器41的制

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该第二折射率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量，其为实时

采集的数据，可以提高计算结果的精确度。

[0046]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处理器34还用于根据第一折射率和第二折射率计算得到制冷

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即上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可以一般的通过查询数据库得到，也可

以通过高、第二光学传感器实时采集制冷剂混合物的相应折射率，进而计算得出更加精确

的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047]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温度采集器32还包括：第七温度传感器327，设置在蒸发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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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相区，用于采集蒸发器41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第八温度传感器328，设

置在冷凝器43的两相区，用于采集冷凝器43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度；以及处理

器34还用于根据第一饱和温度计算出蒸发压力，根据第二饱和温度计算出冷凝压力。即制

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还可以通过第一、二饱和温度得到，比如在制冷系统中没有

压力传感器接口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测量该第一、二饱和温度，进而可以根据如下公式计算

得到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蒸发压力与冷凝压力计算原理相同，可以采用同一个公式计算

得到)：

[0048] Ps＝exp(a1+a2/(ts+a3))

[0049] 上式中，Ps是蒸发压力或冷凝压力，单位为帕斯卡；ts是第一饱和温度或者第二饱

和温度，单位为摄氏度；a1、a2、a3是与制冷剂有关的物性常数，可以利用相关计算机软件拟

合得到。

[0050] 另外，本实施例中获取到的制冷系统的运行参数还可以为制冷系统的性能分析提

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比如根据这些运行参数实时的计算获得制冷系统的制冷量、制热量和

能效比以及其他性能参数，在此不再赘述。

[0051] 本实施例提供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通过将压力采集器31、温度

采集器32、电能采集器33中的不同传感器设置在制冷系统中的相应位置，实时采集制冷系

统的运行参数，并将运行参数传输至处理器  34，处理器34根据各个运行参数计算得到该制

冷系统中制冷剂的流量，如此，实现了对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非侵入式、高精度测

量，与现有技术相比，该方案操作简单，无需破坏制冷系统中的原件即可实现数据采集，避

免了测量过程给制冷系统的正常运行带来的不良影响，提高了用户体验，另外，该方案所获

取到的制冷系统的状态数据及其中间计算参量不仅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还可以

为测量制冷系统的其他性能参数提供精确的数据参考。

[0052] 实施例2

[005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制冷系统中状态参数采集装置3，如图3所示，采集装置3包括：

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和电能采集器33，在实际应用中，通过将压力采集器31、温度

采集器32和电能采集器33分别部署在该制冷系统中，来对该制冷系统的状态参数进行实时

采集，参见实施例1 中如图2A所示的带有闪发器44(即此处闪发器44即中间压力容器)的双

级压缩机组制冷系统，该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41、第一压缩机421、第二压缩机422、冷凝器

43、闪发器44和节流阀45，蒸发器41的出口连接第一压缩机421的入口，第一压缩机421的出

口连接第二压缩机422的入口，第二压缩机422的出口连接冷凝器43的入口，具体地：

[0054] 压力采集器31，包括：设置在第一压缩机421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311和设置

在第二压缩机422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312，分别用于采集第一压缩机421的吸气压力

和第二压缩机422的排气压力，在实际应用中，此处的第一、二压力传感器可以根据实际需

要分别部署在第一压缩机  421、第一二压缩机的相应位置，以保证采集数据的准确性。

[0055] 温度采集器32，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321，设置在蒸发器41出口，用于采集第一压

缩机421的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322，设置在冷凝器  43入口，用于采集第二压缩机422

的排气温度；第三温度传感器323，设置在中间压力容器中间喷射口处，用于采集从中间压

力容器中喷射出的气态制冷剂的喷射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324，设置在第一、二压缩机壳

体表面，用于采集第一、二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第五温度传感器325，用于采集第一、二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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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第六温度传感器326，设置在冷凝器  43出口处，用于采集冷凝器43出

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此处，温度采集器32主要用于采集制冷系统中相应位置的温

度参数，应用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每个传感器的具体位置，这些温度参数可以作为计

算制冷剂质量流量的参考因素。

[0056]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如图2B所示，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  46时，所述

温度采集器32还包括：第九温度传感器329，设置在所述中间冷却器46的出口处，用于采集

所述中间冷却器46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此处第二过冷温度在制冷剂质量流量的计算中

可用于计算得到中间冷却器  46中的液态制冷剂的焓值。

[0057] 电能采集器33，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第一压缩机421和第二压缩机

422的总消耗功率，以作为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的主要参数。

[0058]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第一光学传感器35，对于预留有光传感器接口的制冷

系统，可以通过将第一光学传感器35设置在冷凝器43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冷凝器43的

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该第一折射率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量，其为实

时采集的数据，可以提高计算结果的精确度。

[0059]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第二光学传感器36，对于预留有光传感器接口的制冷

系统，还可以将第二光学传感器36设置在中间压力容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蒸发器41

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该第二折射率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量，其为

实时采集的数据，可以提高计算结果的精确度。

[0060]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温度采集器32还包括：第七温度传感器327，设置在蒸发器41

的两相区，用于采集蒸发器41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第八温度传感器328，设

置在冷凝器43的两相区，用于采集冷凝器43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度；即制冷系

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还可以通过第一、二饱和温度得到，具体参见实施例1中对第七、

八温度传感器的相关描述。

[0061] 本实施例中获取到的制冷系统的状态参数可以为制冷系统的性能分析提供丰富

的参考资料，比如根据这些状态参数实时的计算获得制冷系统的制冷剂质量流量、制冷量、

制热量和能效比以及其他性能参数，在此不再赘述。

[0062] 本实施例提供的制冷系统中状态参数采集装置3，通过将压力采集器  31、温度采

集器32、电能采集器33中的不同传感器设置在制冷系统中的相应位置，实时采集制冷系统

的状态参数，为制冷系统的性能分析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与现有技术相比，该方案不仅

操作简单，而且无需侵入待测量的制冷系统，不会干扰制冷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而可以获取

更加精确的采集数据，在进一步提高制冷系统状态参数精度的同时，保证了制冷系统的安

全运行。

[0063]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

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

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

动仍处于本实用新型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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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

法、装置和测量仪，用于制冷系统中，包括：获取

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获取压缩机的吸气温度和

排气温度，获取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压缩机周

围的环境温度和压缩机的消耗功率；获取中间压

力容器喷射温度，获取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根据获取到的各项参数计算得到相应的第一、

二、三、四、五焓值、焓值差、压缩机与外界环境的

换热量；根据第一、二、三、四、五焓值、焓值差、换

热量、压缩机的消耗功率以及制冷剂混合物的含

油率计算得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该方

案实现了对制冷剂质量流量的非侵入式、高精度

测量，避免了测量过程给制冷系统带来的不良影

响，提高了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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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用于制冷系统中，所述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压缩

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入口，所述压缩

机的出口连接所述冷凝器的入口，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获取所述制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获取所述压缩机的吸气温度和排气温度，

获取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和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获取从所述

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出制冷剂的喷射温度；获取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

度；获取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根据所述蒸发压力和所述吸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压缩机吸气口制冷剂的第一焓值；根

据所述冷凝压力和所述排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压缩机排气口制冷剂的第二焓值；根据所述

喷射温度计算得到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和液态制冷剂的第四

焓值；根据所述第一过冷温度和所述冷凝压力计算得到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五焓

值；根据所述吸气温度、所述排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压缩机的排气口与吸气口处的润滑油

的焓值差，根据所述壳体表面温度和所述环境温度计算得到所述压缩机与外界环境的换热

量；

根据所述第一、二、三、四、五焓值、所述焓值差、所述换热量、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以

及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第

一、二、三、四、五焓值、所述焓值差、所述换热量、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以及所述制冷剂混

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包括：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蒸发器的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冷凝器的第二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在所述蒸发器的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

mr,low＝mmix，low·(1-λ)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在所述冷凝器的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

mr,high＝mmix，high·(1-λ)

其中，mmix ,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mmix，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混合物

的质量流量，mr,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mr,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Ecom是所

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 是所述换热量；h1是所述第一焓值，h2是所述第二焓值，h3是所述

第三焓值，h4是所述第四焓值，h5是所述第五焓值，h2,oil-h1 ,oil是所述焓值差，λ是所述制冷

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取所述制

冷系统中的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包括：

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和流经所述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

物的第二折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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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述第一、二折射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获

取所述制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包括：

采集所述蒸发器和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二饱和温度；

根据所述第一饱和温度计算出所述蒸发压力，根据所述第二饱和温度计算出所述冷凝

压力。

5.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获

取所述制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包括：

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获得所述蒸发压力；

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压力获得所述冷凝压力。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中间压

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还包括：

获取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

根据所述第二过冷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四焓值。

7.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装置，用于制冷系统中，所述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压缩

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入口，所述压缩

机的出口连接所述冷凝器的入口，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

第一获取模块，用于获取所述制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获取所述压缩机的吸

气温度和排气温度，获取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和所述压缩机的消

耗功率；获取从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出制冷剂的喷射温度；获取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

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获取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和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

第一计算模块，用于根据所述蒸发压力和所述吸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压缩机吸气口制

冷剂的第一焓值，根据所述冷凝压力和所述排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压缩机排气口制冷剂的

第二焓值；根据所述喷射温度计算得到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和

液态制冷剂的第四焓值；根据所述第一过冷温度和所述冷凝压力计算得到所述冷凝器出口

处制冷剂的第五焓值；根据所述吸气温度、所述排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压缩机的排气口与

吸气口处的润滑油的焓值差，根据所述壳体表面温度和所述环境温度计算得到所述压缩机

与外界环境的换热量；

第二计算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第一、二、三、四、五焓值、所述焓值差、所述换热量、所述

压缩机的消耗功率以及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

流量。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计算模块包

括：

第一计算单元，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蒸发器的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

量流量：

 

第二计算单元，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冷凝器的第二制冷剂混合物的质

量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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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计算单元，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蒸发器的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

mr,low＝mmix，low·(1-λ)

第四计算单元，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冷凝器的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

mr,high＝mmix，high·(1-λ)

其中，mmix ,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mmix，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混合物

的质量流量，mr,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mr,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Ecom是所

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 是所述换热量；h1是所述第一焓值，h2是所述第二焓值，h3是所述

第三焓值，h4是所述第四焓值，h5是所述第五焓值，h2,oil-h1 ,oil是所述焓值差，λ是所述制冷

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9.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获取模

块包括：

第一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和流经所述蒸

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

第五计算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第一、二折射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10.根据权利要求7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获取模块包括：

第二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和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二饱和

温度；

第六计算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第一饱和温度计算出所述蒸发压力，根据所述第二饱和

温度计算出所述冷凝压力。

11.根据权利要求7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获取模块包括：

第三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获得所述蒸发压力；

第四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压力获得所述冷凝压力。

12.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还包括：

第二获取模块，用于获取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

第三计算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第二过冷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四焓值。

13.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用于制冷系统，所述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压缩机、

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入口，所述压缩机的

出口连接所述冷凝器的入口，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仪包括：

温度采集器，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

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入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温度；第

三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喷射口处，用于采集从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

出制冷剂的喷射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壳体表面，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

的壳体表面温度；第五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第六温度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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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

第七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

第二饱和温度；第八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

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

电能采集器，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

处理器，与所述压力采集器、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分别连接，用于获取

所述压力采集器、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的采集数据和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

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并利用权利要求1至6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计算出

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一光学传

感器，所述第一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制冷

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二光学传

感器，所述第二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蒸发器

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以及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折射率和所述第二折射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剂混合

物的含油率。

16.根据权利要求13至15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压力采集器，所述压力采集器包括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和设置

在所述压缩机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得到所述蒸发压

力，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压力得到所述冷凝压力。

17.根据权利要求13至15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仪，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九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

间冷却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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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装置和测量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制冷系统分析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装置和

测量仪。

背景技术

[0002] 制冷系统是一种将具有较低温度的被冷却物体的热量转移给环境介质从而获得

冷量的机器，制冷系统内参与热力过程变化(能量转换和热量转移)的工质称为制冷剂。制

冷系统一般由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以及节流阀组成，一些制冷系统还会包括中间压力容

器(比如闪发器或者中间冷却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多场合下，需要压缩机工作在

大压缩比的工况下，而传统的单级压缩技术在压缩比较大时会出现排气温度过高，容积效

率偏低等问题，而准双级或双级压缩技术在制冷系统中得应用可以解决上述大部分问题，

因此带中间压力容器的准双级或双级压缩机组在制冷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0003] 但由于气候条件、安装位置、使用情况和负荷条件等实际应用环境的影响，上述带

中间压力容器的制冷系统的现场运行性能与厂家在焓差实验室中的测试数据存在较大差

异。为了保证制冷系统的实际运行性能，实时获取带中间压力容器的制冷系统在实际运行

中的状态参数就显得尤为重要。制冷剂质量流量是判断制冷系统是否正常运行的重要参

数，目前对于制冷剂质量流量的测量方式是通过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来获取，但这种方法

并不适用于机组性能的现场测量，其主要原因在于：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需要焊接在冷凝

器出口的液相管道上，会给正在运行的制冷系统机组造成破坏，用户接受度较差。

[0004] 因此，如何克服现有技术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会破坏制冷系统机组的缺

陷，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因此，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现有技术中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会破

坏制冷系统机组。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用于

制冷系统中，所述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所述蒸

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入口，所述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冷凝器的入口，所述方法

包括：获取所述制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获取所述压缩机的吸气温度和排气温度，

获取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和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获取从所述

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出制冷剂的喷射温度；获取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

度；获取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根据所述蒸发压力和所述吸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压缩机

吸气口制冷剂的第一焓值，根据所述冷凝压力和所述排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压缩机排气口

制冷剂的第二焓值；根据所述喷射温度计算得到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

三焓值和液态制冷剂的第四焓值；根据所述第一过冷温度和所述冷凝压力计算得到所述冷

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五焓值；根据所述吸气温度、所述排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所述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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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排气口与吸气口处的润滑油的焓值差，根据所述壳体表面温度和所述环境温度计算得

到所述压缩机与外界环境的换热量；根据所述第一、二、三、四、五焓值、所述焓值差、所述换

热量、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以及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系统中制

冷剂质量流量。

[0007] 优选地，所述根据所述第一、二、三、四、五焓值、所述焓值差、所述换热量、所述压

缩机的消耗功率以及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

量包括：

[0008]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蒸发器的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

[0009]

[0010]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冷凝器的第二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

[0011]

[0012]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蒸发器的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

[0013] mr,low＝mmix,low·(1-λ)

[0014]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冷凝器的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

[0015] mr,high＝mmix,high·(1-λ)

[0016] 其中，mmix ,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mmix ,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混

合物的质量流量，mr,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mr,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Ecom

是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 是所述换热量；h1是所述第一焓值，h2是所述第二焓值，h3是

所述第三焓值，h4是所述第四焓值，h5是所述第五焓值，h2,oil-h1 ,oil是所述焓值差，λ是所述

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017] 优选地，所述获取所述制冷系统中的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包括：采集流经

所述冷凝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和流经所述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

率；根据所述第一、二折射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018] 优选地，所述获取所述制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包括：采集所述蒸发器和

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二饱和温度；根据所述第一饱和温度计算出所述蒸

发压力，根据所述第二饱和温度计算出所述冷凝压力。

[0019] 优选地，所述获取所述制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包括：采集所述压缩机的

吸气压力获得所述蒸发压力；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压力获得所述冷凝压力。

[0020] 优选地，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还包括：获取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

处的第二过冷温度；根据所述第二过冷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四焓值。

[0021] 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装置，用于制冷系统

中，所述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

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入口，所述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冷凝器的入口，所述装置包括：第一

获取模块，用于获取所述制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获取所述压缩机的吸气温度和

排气温度，获取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和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获

取从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出制冷剂的喷射温度；获取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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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冷温度；获取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和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第一计算模块，用于根据

所述蒸发压力和所述吸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压缩机吸气口制冷剂的第一焓值，根据所述冷

凝压力和所述排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压缩机排气口制冷的的第二焓值；根据所述喷射温度

计算得到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和液态制冷剂的第四焓值；根据

所述第一过冷温度和所述冷凝压力计算得到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五焓值；根据所

述吸气温度、所述排气温度计算得到所述所述压缩机的排气口与吸气口处的润滑油的焓值

差，根据所述壳体表面温度和所述环境温度计算得到所述压缩机与外界环境的换热量；第

二计算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第一、二、三、四、五焓值、所述焓值差、所述换热量、所述压缩机

的消耗功率以及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

[0022] 优选地，第一计算单元，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蒸发器的第一制冷

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

[0023]

[0024] 第二计算单元，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冷凝器的第二制冷剂混合物

的质量流量：

[0025]

[0026] 第三计算单元，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蒸发器的第一制冷剂质量流

量：

[0027] mr,low＝mmix,low·(1-λ)

[0028] 第四计算单元，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冷凝器的第二制冷剂质量流

量：

[0029] mr,high＝mmix,high·(1-λ)

[0030] 其中，mmix ,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mmix ,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混

合物的质量流量，mr,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mr,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Ecom

是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 是所述换热量；h1是所述第一焓值，h2是所述第二焓值，h3是

所述第三焓值，h4是所述第四焓值，h5是所述第五焓值，h2,oil-h1 ,oil是所述焓值差，λ是所述

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031] 优选地，所述第一获取模块包括：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制冷剂混

合物的第一折射率和流经所述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第三计算单元，用于

根据所述第一、二折射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032] 优选地，所述第一获取模块包括：第二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和所述冷凝

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二饱和温度；第四计算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第一饱和温度计算

出所述蒸发压力，根据所述第二饱和温度计算出所述冷凝压力。

[0033] 优选地，所述第一获取模块包括：第三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

获得所述蒸发压力；第四采集单元，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压力获得所述冷凝压力。

[0034] 优选地，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还包括：第二获取模块，用于获取所

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第三计算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第二过冷温度计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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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所述第四焓值。

[0035] 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三方面提供了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用于制冷系统，所

述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口连接

所述压缩机的入口，所述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冷凝器的入口，所述测量仪包括：压力采集

器，包括：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所述压缩机排气口的第二

压力传感器，分别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温度采集器，包括：第一温

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设

置在所述冷凝器入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温度；第三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

压力容器喷射口处，用于采集从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出制冷剂的喷射温度；第四温度

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壳体表面，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壳体表面温度；第五温度传感

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第六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

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第七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

凝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度；第八温度传感器，

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电能采集

器，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处理器，与所述压力采集器、

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分别连接，用于获取所述压力采集器、所述温度采集

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的采集数据和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并利用本发

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计算出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

流量。

[0036] 优选地，还包括：第一光学传感器，所述第一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出口

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

[0037] 优选地，还包括：第二光学传感器，所述第二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

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

据所述第一折射率和所述第二折射率计算得到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038] 优选地，还包括：压力采集器，所述压力采集器包括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吸气口的第

一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所述压缩机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

压力得到所述蒸发压力，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压力得到所述冷凝压力。

[0039] 优选地，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九温度

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冷却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

度。

[0040]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有以下优点：

[0041] 1、本发明提供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装置和测量仪，通过将压力采集器、温

度采集器、电能采集器中的不同传感器设置在制冷系统中的相应位置，实时采集制冷系统

的各个相关状态参数，并将状态参数传输至处理器，处理器根据各个状态参数计算得到该

制冷系统中制冷剂的质量流量，如此，实现了对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非侵入式、高

精度测量，与现有技术相比，该方案操作简单，无需破坏制冷系统中的原件即可实现数据采

集，避免了测量过程给制冷系统的正常运行带来的不良影响，提高了用户体验。

[0042] 2、本发明提供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装置和测量仪，所获取到的制冷系统

的状态数据及其中间计算参量不仅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还可以为测量制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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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性能参数提供精确的数据参考。

附图说明

[004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

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4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的一个流程图；

[0045]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装置的一个框图；

[0046]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3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的一个框图；

[0047]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3的带有闪发器的单机双级压缩机组制冷系统的一个原理图；

[0048]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3的带有中间冷却器的单机双级压缩机组制冷系统的一个原

理图；

[0049] 附图标记：41-蒸发器，42-压缩机，43-冷凝器，44-闪发器，45-节流阀，46-中间冷

却器，311-第一压力传感器，312-第二压力传感器，321-第一温度传感器，322第二温度传感

器，323-第三温度传感器，324第四温度传感器，325-第五温度传感器，326-第六温度传感

器，327-第七温度传感器，328-第八温度传感器，329-第九温度传感器，33-电能采集器，34-

处理器，35-第一光学传感器，36-第二光学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51]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

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52] 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发明不同实施方式中所涉及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未构

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结合。

[0053] 实施例1

[0054]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可用于制冷系统中，制冷系统包括：

蒸发器、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此处中间压力容器可以是闪发器，也可以是中间冷

却器)和节流阀，蒸发器的出口连接压缩机的入口，压缩机的出口连接冷凝器的入口，如图1

所示，方法如下步骤：

[0055] S1：获取所述制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获取压缩机的吸气温度和排气温

度，获取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和压缩机的消耗功率；获取从中间压

力容器中喷射出制冷剂的喷射温度；获取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获取

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还包括：

获取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具体地，可以通过在制冷系统中的相应位置

布置相应的压力传感器或者温度传感器等，实时采集上述各项参数。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步

骤S1可以包括：采集所述蒸发器和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二饱和温度；根据

说　明　书 5/11 页

10

CN 106524548 A

10



所述第一饱和温度计算出所述蒸发压力，根据所述第二饱和温度计算出所述冷凝压力。比

如可以分别在蒸发器和冷凝器的两相区布置温度传感器，以实时采集蒸发器和冷凝器的两

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二饱和温度，根据蒸发压力、冷凝压力与第一、二饱和温度一一对应

的性质，进而可以计算出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

[0056] S2：根据蒸发压力和吸气温度计算得到压缩机吸气口制冷剂的第一焓值，根据冷

凝压力和排气温度计算得到压缩机排气口制冷剂的第二焓值；如果中间压力容器是闪发

器，则根据喷射温度计算得到闪发器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和液态制冷剂的第四焓

值，如果中间压力容器是中间冷却器，则根据喷射温度计算得到中间冷却器中气态饱和制

冷剂的第三焓值，根据所述第二过冷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四焓值；根据所述第一过冷温度

和所述冷凝压力计算得到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五焓值；根据吸气温度、排气温度

计算得到压缩机的排气口与吸气口处的润滑油的焓值差，根据壳体表面温度和环境温度计

算得到压缩机与外界环境的换热量；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换热量的计算可以采用如下公式：

[0057]

[0058] 上式中，Tcom是壳体表面温度，Tair是环境温度， 是压缩机与外界环境的换热量，

a为压缩机壳体与周围环境的对流换热系数(可视现场环境选取，比如可以在5～8之间选

取，单位为W/m2K)，Acom为压缩机的表面积，单位为m2，σ为辐射玻尔兹曼常数，5.67×10-8，单

位为W/m2K4。

[0059] S3：根据第一、二、三、四、五焓值、焓值差、换热量、压缩机的消耗功率以及制冷剂

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得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步骤S3具体可

以包括：

[0060]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蒸发器的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

[0061]

[0062]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冷凝器的第二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

[0063]

[0064] 进一步，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蒸发器的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

[0065] mr,low＝mmix,low·(1-λ)

[0066] 进一步，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冷凝器的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

[0067] mr,high＝mmix,high·(1-λ)

[0068] 上述四个公式中，mmix ,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mmix ,high是所述第

二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mr,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mr,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质

量流量，Ecom是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 是所述换热量；h1是所述第一焓值，h2是所述第

二焓值，h3是所述第三焓值，h4是所述第四焓值，h5是所述第五焓值，h2,oil-h1,oil是所述焓值

差，λ是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069]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步骤S1还可以包括：采集流经冷凝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

折射率和流经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根据第一、二折射率计算得到制冷剂

混合物的含油率。即步骤S1中的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可以一般的通过查询数据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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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通过在制冷系统中布置高、低压侧光学传感器实时采集制冷剂混合物的相应折射

率，进而根据相应的折射率计算得出更加精确的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070]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步骤S1还可以包括：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获得所述蒸

发压力；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压力获得所述冷凝压力。即制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

力不仅可以通过第一、二饱和温度计算得到，而且对于预留有压力传感器接口的制冷系统

来说，还可以通过采集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来获得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在实际

应用中，在误差允许范围内，一般可以将吸气压力的值近似等于蒸发压力，排气压力的值近

似等于冷凝压力。

[0071] 本实施例提供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通过，实时获取制冷系统的各项相关

状态参数，并根据各个状态参数计算得到该制冷系统中制冷剂的质量流量，如此，实现了对

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非侵入式、高精度测量，其中蒸发压与冷凝压力可以通过相

应的压力采集数据或者相应的温度数据两种方式获得，提高了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的灵活

性，该方案所获取到的制冷系统的各项状态数据及其中间计算参量不仅可以用于计算制冷

剂质量流量，还可以为测量制冷系统的其他性能参数提供精确的数据参考。

[0072] 实施例2

[007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装置，可用于制冷系统中，制冷系统包括：

蒸发器、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此处中间压力容器可以是闪发器，也可以是中间冷

却器)和节流阀，蒸发器的出口连接压缩机的入口，压缩机的出口连接冷凝器的入口，如图2

所示，装置包括：

[0074] 第一获取模块21，用于获取所述制冷系统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获取压缩机的

吸气温度和排气温度，获取压缩机壳体表面温度、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和压缩机的消耗

功率；获取从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出制冷剂的喷射温度；获取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

第一过冷温度；获取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和压缩机的消耗功率，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在所

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还包括：第二获取模块24，用于获取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

处的第二过冷温度；具体参见实施例1中对步骤S1的详细描述。

[0075] 第一计算模块22，用于；根据蒸发压力和吸气温度计算得到压缩机吸气口制冷剂

的第一焓值，根据冷凝压力和排气温度计算得到压缩机排气口制冷剂的第二焓值；根据所

述喷射温度计算得到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和液态制冷剂的第

四焓值；根据所述第一过冷温度和所述冷凝压力计算得到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五

焓值；根据吸气温度、排气温度和喷射温度计算得到压缩机的排气口与吸气口处的润滑油

的焓值差，根据壳体表面温度和环境温度计算得到压缩机与外界环境的换热量。作为一种

优选方案，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还包括第三计算模块25，用于根据所述第

二过冷温度计算得到所述第四焓值。具体参见实施例1中对步骤S2的详细描述。

[0076] 第二计算模块23，用于根据第一、二、三、四、五焓值、焓值差、换热量、压缩机的消

耗功率以及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得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作为一种优选方

案第二计算模块23可以包括：

[0077] 第一计算单元231，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蒸发器的第一制冷剂混

合物的质量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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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0079] 第二计算单元232，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冷凝器的第二制冷剂混

合物的质量流量：

[0080]

[0081] 第三计算单元233，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蒸发器的第一制冷剂质

量流量：

[0082] mr,low＝mmix,low·(1-λ)

[0083] 第四计算单元234，用于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冷凝器的第二制冷剂质

量流量：

[0084] mr,high＝mmix,high·(1-λ)

[0085] 其中，mmix ,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mmix ,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混

合物的质量流量，mr,low是所述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mr,high是所述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Ecom

是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 是所述换热量；h1是所述第一焓值，h2是所述第二焓值，h3是

所述第三焓值，h4是所述第四焓值，h5是所述第五焓值，h2,oil-h1 ,oil是所述焓值差，λ是所述

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086]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第一获取模块21包括：第一采集单元211，用于采集流经冷凝

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和流经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第五计算单

元212，用于根据第一、二折射率计算得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具体参见实施例1中对步

骤S1的优选方案的详细描述。

[0087]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第一获取模块21包括：第二采集单元213，用于采集所述

蒸发器和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二饱和温度；第六计算单元214，用于根据

所述第一饱和温度计算出所述蒸发压力，根据所述第二饱和温度计算出所述冷凝压力。具

体参见实施例1中对步骤S1的优选方案的详细描述。

[0088]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第一获取模块21包括：第三采集单元215，用于采集所述

压缩机的吸气压力获得所述蒸发压力；第四采集单元216，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压力

获得所述冷凝压力。具体参见实施例1中对步骤S1的优选方案的详细描述。

[0089] 本实施例提供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装置，通过实时获取制冷系统的各项相关状

态参数，并根据各个状态参数计算得到该制冷系统中制冷剂的质量流量，如此，实现了对制

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非侵入式、高精度测量，其中蒸发压与冷凝压力可以通过相应

的压力采集数据或者相应的温度数据两种方式获得，提高了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的灵活

性，该方案所获取到的制冷系统的各项状态数据及其中间计算参量不仅可以用于计算制冷

剂质量流量，还可以为测量制冷系统的其他性能参数提供精确的数据参考。

[0090] 实施例3

[009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可以用于制冷系统，如图3所示，装置

包括：处理器34以及与处理器34连接的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和电能采集器33，在实

际应用中，通过将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和电能采集器33分别部署在该制冷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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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该制冷系统的状态参数进行实时采集，如图4所示，该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41、压缩机

42、冷凝器43、闪发器44(即此处闪发器44即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45，蒸发器41的出口连

接压缩机42的入口，压缩机42的出口连接冷凝器43的入口，下面以如图4所示的带有闪发器

44的单机双级压缩机组制冷系统为例，来详细说明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

[0092] 温度采集器32，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321，设置在蒸发器41出口，用于采集压缩机

42的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322，设置在冷凝器43入口，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排气温度；

第三温度传感器323，设置在中间压力容器的喷射口处，用于采集从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出

制冷剂的喷射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324，设置在压缩机42壳体表面，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

壳体表面温度；第五温度传感器325，用于采集压缩机42周围的环境温度；；第六温度传感器

326，设置在蒸发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蒸发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第七温

度传感器327，设置在冷凝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

度；第八温度传感器328，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

第一过冷温度；此处，温度采集器32主要用于采集制冷系统中相应位置的温度参数，应用时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每个传感器的具体位置，这些温度参数可以作为计算制冷剂质量流

量的参考因素。

[0093]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如图5所示，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46时，所述温

度采集器32还包括：第九温度传感器329，设置在所述中间冷却器46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所

述中间冷却器46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此处第二过冷温度在制冷剂质量流量的计算中可

用于计算得到中间冷却器46中的液态制冷剂的焓值。

[0094] 电能采集器33，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消耗功率，以作为计

算制冷剂质量流量的主要参数。

[0095] 处理器34，与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以及电能采集器33分别连接，用于获取

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以及电能采集器33的采集数据和制冷系统中制冷剂混合物的

含油率，并利用实施例1中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计算出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

具体地，首先，根据第一饱和温度计算得到蒸发压力，根据第二饱和温度计算得到冷凝压

力，然后可以根据蒸发压力和吸气温度计算得到压缩机42吸气口制冷剂的第一焓值h1；根

据冷凝压力和排气温度计算得到压缩机42排气口制冷剂的第二焓值h2；根据喷射温度计算

得到中间压力容器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h3和液态制冷剂的第四焓值h4；作为一种

优选方案，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是如图4所示的闪发器44时，根据喷射温度计算得到闪发器

44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h3和液态制冷剂的第四焓值h4；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在所述

中间压力容器是如图5所示的中间冷却器46时，可以根据喷射温度计算得到中间冷却器46

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h3，根据第二过冷温度计算得到中间冷却器46中液态制冷剂

的第四焓值h4。根据所述第一过冷温度和所述冷凝压力计算得到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

的第五焓值；根据吸气温度、排气温度计算得到压缩机42的排气口与吸气口处的润滑油的

焓值差h2,oil-h1,oil；根据壳体表面温度Tcom和环境温度Tair计算得到压缩机42与外界环境的

换热量 比如可以采用如下公式计算换热量

[0096]

[0097] 上式中，a为压缩机42壳体与周围环境的对流换热系数，可视现场环境选取(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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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5～8之间选取，单位为W/m2K)；Acom为压缩机42的表面积，单位为m2；σ为辐射玻尔兹曼

常数，5.67×10-8，单位为W/m2K4。最后，根据上述计算得到的第一焓值h1、第二焓值h2、焓值

差h2,oil-h1,oil、换热量 以及压缩机42的消耗功率Ecom和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λ(此处制

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λ可以从数据库中查询得到，一般在0.03％～5％之间取值)计算得到

制冷剂质量流量 具体地，可以先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蒸发器的第一制冷剂

混合物的质量流量mmix,low：

[0098]

[0099]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冷凝器的第二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mmix,high：

[0100]

[0101] 进一步，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蒸发器的第一制冷剂质量流量mr,low：

[0102] mr,low＝mmix,low·(1-λ)

[0103] 进一步，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流经所述冷凝器的第二制冷剂质量流量mr,high：

[0104] mr,high＝mmix,high·(1-λ)

[0105]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第一光学传感器35，对于预留有光传感器接口的制冷

系统，可以通过将第一光学传感器35设置在冷凝器43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冷凝器43的

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该第一折射率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量，其为实

时采集的数据，可以提高计算结果的精确度。

[0106]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第二光学传感器36，对于预留有光传感器接口的制冷

系统，还可以将第二光学传感器36设置在中间压力容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蒸发器41

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该第二折射率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量，其为

实时采集的数据，可以提高计算结果的精确度。处理器34还用于根据第一折射率和第二折

射率计算得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即上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可以一般的通过查询

数据库得到，也可以通过第一、二光学传感器实时采集制冷剂混合物的相应折射率，进而计

算得出更加精确的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

[0107]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压力采集器31，对于预留有压力传感器接口的制冷系

统，此处压力采集器31包括：设置在压缩机42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311和设置在压缩机

42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312，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吸气压力得到所述蒸发压力，采集所

述压缩机42的排气压力得到冷凝压力，在实际应用中，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还可以根据排

气压力和吸气压力进行计算，在误差允许范围内，一般可以将吸气压力的值近似等于蒸发

压力，排气压力的值近似等于冷凝压力，此处的第一、二压力传感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分别

部署在压缩机42的相应位置，以保证采集数据的准确性。

[0108] 另外，本实施例中获取到的制冷系统的状态参数还可以为制冷系统的性能分析提

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比如根据这些状态参数实时的计算获得制冷系统的制冷量、制热量和

能效比以及其他性能参数，在此不再赘述。

[0109] 本实施例提供的测量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通过将压力采集器31、

温度采集器32、电能采集器33中的不同传感器设置在制冷系统中的相应位置，实时采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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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系统的状态参数，并将状态参数传输至处理器34，处理器34根据各个状态参数计算得到

该制冷系统中制冷剂的质量流量，如此，实现了对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非侵入式、

高精度测量，其中蒸发压与冷凝压力可以通过相应的压力采集数据或者相应的温度数据两

种方式获得，提高了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的灵活性，该方案所获取到的制冷系统的各项状

态数据及其中间计算参量不仅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还可以为测量制冷系统的其

他性能参数提供精确的数据参考。

[0110]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

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

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

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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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

量仪和采集装置，测量仪包括：温度采集器，包括

第一、二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压缩机的吸、排气

温度；第三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从闪发器的喷

射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压缩机的壳

体表面温度；第五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环境温

度；第六、七温度传感器，分别用于采集蒸发器和

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二饱和温度；

第八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出口处第一

过冷温度；电能采集器，用于采集压缩机的消耗

功率；处理器，用于获取采数据，并根据采集数据

和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出制冷系统中制

冷剂质量流量。该方案操作简单，实现了对制冷

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非侵入式、高精度测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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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用于制冷系统，所述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压缩机、冷

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入口，所述压缩机的出

口连接所述冷凝器的入口，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仪包括：

温度采集器，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

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入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温度；第

三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喷射口处，用于采集从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

出制冷剂的喷射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壳体表面，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

的壳体表面温度；第五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第六温度传感

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

第七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

第二饱和温度；第八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

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

电能采集器，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

处理器，与所述压力采集器、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分别连接，用于获取

所述压力采集器、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的采集数据和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

剂混合物的含油率，并根据所述采集数据和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出所述制冷系

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一光学传感

器，所述第一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制冷剂

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二光学传感

器，所述第二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蒸发器的

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压

力采集器，所述压力采集器包括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所述

压缩机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分别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

5.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中

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九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冷

却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

6.一种采集制冷系统状态参数的装置，所述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压缩机、冷凝器中

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入口，所述压缩机的出口连接

所述冷凝器的入口，其特征在于，所装置包括：

温度采集器，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

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入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温度；第

三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喷射口处，用于采集从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

出制冷剂的喷射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壳体表面，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

的壳体表面温度；第五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第六温度传感

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

第七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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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饱和温度；第八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

冷剂的第一过冷温度；

电能采集器，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采集制冷系统状态参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一光

学传感器，所述第一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

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采集制冷系统状态参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二光

学传感器，所述第二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蒸

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

9.根据权利要求6至8中任一项所述的采集制冷系统状态参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压力采集器，所述压力采集器包括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和设

置在所述压缩机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分别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

力。

10.根据权利要求6至8中任一项所述的采集制冷系统状态参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九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

中间冷却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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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制冷系统分析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和采集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制冷系统是一种将具有较低温度的被冷却物体的热量转移给环境介质从而获得

冷量的机器，制冷系统内参与热力过程变化(能量转换和热量转移)的工质称为制冷剂。制

冷系统一般由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以及节流阀组成，一些制冷系统还会包括中间压力容

器(比如闪发器或者中间冷却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多场合下，需要压缩机工作在

大压缩比的工况下，而传统的单级压缩技术在压缩比较大时会出现排气温度过高，容积效

率偏低等问题，而准双级或双级压缩技术在制冷系统中得应用可以解决上述大部分问题，

因此带中间压力容器的准双级或双级压缩机组在制冷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0003] 但由于气候条件、安装位置、使用情况和负荷条件等实际应用环境的影响，制冷系

统的现场运行性能与厂家在焓差实验室中的测试数据存在较大差异。为了保证制冷系统的

实际运行性能，实时获取带中间压力容器的制冷系统在实际运行中的状态参数就显得尤为

重要。制冷剂质量流量是判断制冷系统是否正常运行的重要参数，目前对于制冷剂质量流

量的测量方式是通过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来获取，但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机组性能的现场

测量，其主要原因在于：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需要焊接在冷凝器出口的液相管道上，会给正

在运行的制冷系统机组造成破坏，用户接受度较差。

[0004] 因此，如何克服现有技术中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会破坏制冷系统机组的缺

陷，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因此，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现有技术中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

会破坏制冷系统机组。

[0006]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用

于制冷系统，所述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所述蒸

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入口，所述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冷凝器的入口，所述测量

仪包括：压力采集器，包括：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所述压缩

机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分别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温度采集

器，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温度；第二

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入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温度；第三温度传感器，

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喷射口处，用于采集从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出制冷剂的喷射

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壳体表面，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壳体表面温

度；第五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第六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

蒸发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第七温度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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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度；

第八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

冷温度；电能采集器，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处理器，与

所述压力采集器、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分别连接，用于获取所述压力采集

器、所述温度采集器以及所述电能采集器的采集数据和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混合物的含

油率，并根据所述采集数据和所述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计算出所述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

量流量。

[0007] 优选地，还包括：第一光学传感器，所述第一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出口

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

[0008] 优选地，还包括：第二光学传感器，所述第二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

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

[0009] 优选地，还包括：压力采集器，所述压力采集器包括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吸气口的第

一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所述压缩机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分别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

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

[0010] 优选地，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九温度

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冷却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

度。

[001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采集制冷系统状态参数的装置，所述制

冷系统包括：蒸发器、压缩机、冷凝器、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所述蒸发器的出口连接所述

压缩机的入口，所述压缩机的出口连接所述冷凝器的入口，所述装置包括：温度采集器，包

括：第一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器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温度；第二温度

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入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温度；第三温度传感器，设置

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喷射口处，用于采集从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出制冷剂的喷射温

度；第四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壳体表面，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壳体表面温度；

第五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第六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蒸发

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蒸发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第七温度传感器，设

置在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度；第八

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第一过冷温

度；电能采集器，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消耗功率。

[0012] 优先地，还包括：第一光学传感器，所述第一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冷凝器的出口

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冷凝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

[0013] 优先地，还包括：第二光学传感器，所述第二光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

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所述蒸发器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

[0014] 优先地，还包括：压力采集器，所述压力采集器包括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吸气口的第

一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所述压缩机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分别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

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

[0015] 优选地，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时，所述温度采集器还包括：第九温度

传感器，设置在所述中间冷却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中间冷却器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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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具有以下优点：

[0017] 1、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通过将压力采集器、温

度采集器、电能采集器中的不同传感器设置在制冷系统中的相应位置，实时采集制冷系统

的各个相关状态参数，并将状态参数传输至处理器，处理器根据各个状态参数计算得到该

制冷系统中制冷剂的质量流量，如此，实现了对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非侵入式、高

精度测量，与现有技术相比，该方案操作简单，无需破坏制冷系统中的原件即可实现数据采

集，避免了测量过程给制冷系统的正常运行带来的不良影响，提高了用户体验。

[0018] 2、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所获取到的制冷系统的

状态数据及其中间计算参量不仅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还可以为测量制冷系统的

其他性能参数提供精确的数据参考。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

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

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的一个框图；

[0021] 图2A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带有闪发器的单机双级压缩机组制冷系统的一个原

理图；

[0022] 图2B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带有中间冷却器的单机双级压缩机组制冷系统的一

个原理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采集制冷系统状态参数的装置的一个框图；

[0024] 附图标记：41-蒸发器，42-压缩机，43-冷凝器，44-闪发器，45-节流阀，46-中间冷

却器，311-第一压力传感器，312-第二压力传感器，321-第一温度传感器，322第二温度传感

器，323-第三温度传感器，324第四温度传感器，325-第五温度传感器，326-第六温度传感

器，327-第七温度传感器，328-第八温度传感器，329-第九温度传感器，33-电能采集器，34-

处理器，35-第一光学传感器，36-第二光学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

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

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6]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

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27] 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实用新型不同实施方式中所涉及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

未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结合。

[0028] 实施例1

[0029]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可以用于制冷系统，如图1所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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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处理器34以及与处理器34连接的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和电能采集器33，在实

际应用中，通过将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和电能采集器33分别部署在该制冷系统中，

来对该制冷系统的状态参数进行实时采集，如图2A所示，该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41、压缩

机42、冷凝器43、闪发器44(即此处闪发器44即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45，蒸发器41的出口

连接压缩机42的入口，压缩机42的出口连接冷凝器43的入口，下面以如图2A所示的带有闪

发器44的单机双级压缩机组制冷系统为例，来详细说明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

[0030] 温度采集器32，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321，设置在蒸发器41出口，用于采集压缩机

42的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322，设置在冷凝器43入口，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排气温度；

第三温度传感器323，设置在中间压力容器的喷射口处，用于采集从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出

制冷剂的喷射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324，设置在压缩机42壳体表面，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

壳体表面温度；第五温度传感器325，用于采集压缩机42周围的环境温度；第六温度传感器

326，设置在蒸发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蒸发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第七温

度传感器327，设置在冷凝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

度；

[0031] 第八温度传感器328，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

剂的第一过冷温度；此处，温度采集器32主要用于采集制冷系统中相应位置的温度参数，应

用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每个传感器的具体位置，这些温度参数可以作为计算制冷剂质

量流量的参考因素。

[0032]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如图2B所示，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46时，所述温

度采集器32还包括：第九温度传感器329，设置在所述中间冷却器46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所

述中间冷却器46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此处第二过冷温度在制冷剂质量流量的计算中可

用于计算得到中间冷却器46中的液态制冷剂的焓值。

[0033] 电能采集器33，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消耗功率，以作为计

算制冷剂质量流量的主要参数。

[0034] 处理器34，与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以及电能采集器33分别连接，用于获取

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以及电能采集器33的采集数据和制冷系统中制冷剂混合物的

含油率，并利用实施例1中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方法计算出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

具体地，首先，根据第一饱和温度计算得到蒸发压力，根据第二饱和温度计算得到冷凝压

力，然后可以根据蒸发压力和吸气温度计算得到压缩机42吸气口制冷剂的第一焓值h1；根

据冷凝压力和排气温度计算得到压缩机42排气口制冷剂的第二焓值h2；根据喷射温度计算

得到中间压力容器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h3和液态制冷剂的第四焓值h4；作为一种

优选方案，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是如图2A所示的闪发器44时，根据喷射温度计算得到闪发

器44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h3和液态制冷剂的第四焓值h4；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在所

述中间压力容器是如图2B所示的中间冷却器46时，可以根据喷射温度计算得到中间冷却器

46中气态饱和制冷剂的第三焓值h3，根据第二过冷温度计算得到中间冷却器46中液态制冷

剂的第四焓值h4。根据所述第一过冷温度和所述冷凝压力计算得到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

剂的第五焓值；根据吸气温度、排气温度计算得到压缩机42的排气口与吸气口处的润滑油

的焓值差h2,oil-h1,oil；根据壳体表面温度Tcom和环境温度Tair计算得到压缩机42与外界环境

的换热量 比如可以采用如下公式计算换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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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0036] 上式中，a为压缩机42壳体与周围环境的对流换热系数，可视现场环境选取(比如

可以在5～8之间选取，单位为W/m2K)；Acom为压缩机42的表面积，单位为m2；σ为辐射玻尔兹曼

常数，5.67×10-8，单位为W/m2K4。最后，根据上述计算得到的第一焓值h1、第二焓值h2、焓值

差h2,oil-h1,oil、换热量 以及压缩机42的消耗功率Ecom和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λ(此处制

冷剂混合物的含油率λ可以从数据库中查询得到，一般在0.03％～5％之间取值)计算得到

制冷剂质量流量 具体地，可以先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在所述蒸发器侧流经所述压缩

机的第一制冷剂混合物的质量流量mmix,low：

[0037]

[0038]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在所述冷凝器侧流经所述压缩机的第二制冷剂混合物的

质量流量mmix,high：

[0039]

[0040] 进一步，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在所述蒸发器侧流经所述压缩机的第一制冷剂质

量流量mr,low：

[0041] mr,low＝mmix,low·(1-λ)

[0042] 进一步，采用如下公式计算得到在所述冷凝器侧流经所述压缩机的第二制冷剂质

量流量mr,high：

[0043] mr,high＝mmix,high·(1-λ)

[0044]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第一光学传感器35，对于预留有光传感器接口的制冷

系统，可以通过将第一光学传感器35设置在冷凝器43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冷凝器43的

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该第一折射率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量，其为实

时采集的数据，可以提高计算结果的精确度。

[0045]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第二光学传感器36，对于预留有光传感器接口的制冷

系统，还可以将第二光学传感器36设置在中间压力容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蒸发器41

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该第二折射率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量，其为

实时采集的数据，可以提高计算结果的精确度。

[0046]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压力采集器31，对于预留有压力传感器接口的制冷系

统，此处压力采集器31包括：设置在压缩机42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311和设置在压缩机

42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312，分别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在实际应

用中，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还可以根据排气压力和吸气压力进行计算，在误差允许范围内，

一般可以将吸气压力的值近似等于蒸发压力，排气压力的值近似等于冷凝压力，此处的第

一、二压力传感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分别部署在压缩机42的相应位置，以保证采集数据的

准确性。

[0047] 另外，本实施例中获取到的制冷系统的状态参数还可以为制冷系统的性能分析提

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比如根据这些状态参数实时的计算获得制冷系统的制冷量、制热量和

能效比以及其他性能参数，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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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本实施例提供的制冷剂质量流量测量仪，通过将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电

能采集器33中的不同传感器设置在制冷系统中的相应位置，实时采集制冷系统的状态参

数，并将状态参数传输至处理器34，处理器34根据各个状态参数计算得到该制冷系统中制

冷剂的质量流量，

[0049] 如此，实现了对制冷系统中制冷剂质量流量的非侵入式、高精度测量，其中蒸发压

与冷凝压力可以通过相应的压力采集数据或者相应的温度数据两种方式获得，提高了计算

制冷剂质量流量的灵活性，该方案所获取到的制冷系统的各项状态数据及其中间计算参量

不仅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还可以为测量制冷系统的其他性能参数提供精确的数

据参考。

[0050] 实施例2

[005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采集制冷系统状态参数的采集装置3，用于制冷系统，如图3所

示，装置包括：压力采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和电能采集器33，在实际应用中，通过将压力采

集器31、温度采集器32和电能采集器33分别部署在该制冷系统中，来对该制冷系统的状态

参数进行实时采集，如实施例1中图2A所示，该制冷系统包括：蒸发器41、压缩机42、冷凝器

43、闪发器44(即此处闪发器44即中间压力容器)和节流阀45，蒸发器41的出口连接压缩机

42的入口，压缩机42的出口连接冷凝器43的入口，下面以如实施例1中图2A所示的带有闪发

器44的单机双级压缩机组制冷系统为例，来详细说明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

[0052] 温度采集器32，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321，设置在蒸发器41出口，用于采集压缩机

42的吸气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322，设置在冷凝器43入口，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排气温度；

第三温度传感器323，设置在中间压力容器喷射口处，用于采集从中间压力容器中喷射出制

冷剂的喷射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324，设置在压缩机42壳体表面，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壳

体表面温度；第五温度传感器325，用于采集压缩机42周围的环境温度；第六温度传感器

326，设置在蒸发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蒸发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一饱和温度；第七温

度传感器327，设置在冷凝器的两相区，用于采集冷凝器的两相区中制冷剂的第二饱和温

度；第八温度传感器328，设置在所述冷凝器出口处，用于采集所述冷凝器出口处制冷剂的

第一过冷温度；此处，温度采集器32主要用于采集制冷系统中相应位置的温度参数，应用时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每个传感器的具体位置，这些温度参数可以作为计算制冷剂质量流

量的参考因素。

[0053]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如图2B所示，在所述中间压力容器为中间冷却器46时，所述温

度采集器32还包括：第九温度传感器329，设置在所述中间冷却器46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所

述中间冷却器46出口处的第二过冷温度，此处第二过冷温度在制冷剂质量流量的计算中可

用于计算得到中间冷却器46中的液态制冷剂的焓值。

[0054] 电能采集器33，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消耗功率以作为计

算制冷剂质量流量的主要参数。

[0055]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第一光学传感器35，对于预留有光传感器接口的制冷

系统，可以通过将第一光学传感器35设置在冷凝器43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冷凝器43的

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一折射率，该第一折射率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量，其为实

时采集的数据，可以提高计算结果的精确度。

[0056]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第二光学传感器36，对于预留有光传感器接口的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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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还可以将第二光学传感器36设置在中间压力容器的出口处，用于采集流经蒸发器41

的制冷剂混合物的第二折射率，该第二折射率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混合物的含油量，其为

实时采集的数据，可以提高计算结果的精确度。

[0057]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压力采集器31，对于预留有压力传感器接口的制冷系

统，此处压力采集器31包括：设置在压缩机42吸气口的第一压力传感器311和设置在压缩机

42排气口的第二压力传感器312，分别用于采集压缩机42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在实际应

用中，用于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的蒸发压力和冷凝压力还可以根据排气压力和吸气压力进

行计算，在误差允许范围内，一般可以将吸气压力的值近似等于蒸发压力，排气压力的值近

似等于冷凝压力，此处的第一、二压力传感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分别部署在压缩机42的相

应位置，以保证采集数据的准确性。

[0058] 另外，本实施例中获取到的制冷系统的状态参数可以为制冷系统的性能分析提供

丰富的参考资料，比如根据这些状态参数实时的计算获得制冷系统的制冷剂质量流量、制

冷量、制热量和能效比以及其他性能参数，在此不再赘述。

[0059] 本实施例提供的采集制冷系统状态参数的采集装置3，通过将压力采集器31、温度

采集器32、电能采集器33中的不同传感器设置在制冷系统中的相应位置，实时采集制冷系

统的状态参数，如此，实现了对制冷系统中状态参数的非侵入式、高精度测量，该方案所获

取到的制冷系统的各项状态数据及其中间计算参量不仅可以用于计算制冷剂质量流量，还

可以为测量制冷系统的其他性能参数提供精确的数据参考。

[0060]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

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

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

动仍处于本实用新型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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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摘   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及装置，该方法包

括：根据进出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组件的能量守恒的原理，得到四通阀的

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获取混合物

在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获取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

第五焓值，根据第五质量流量、第五焓值、第十一焓值，得到多联式空调

系统的制冷量；和/或，获取混合物在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的第八焓值，根

据第五质量流量、第八焓值、第十一焓值，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

通过本发明，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对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测量结果不准

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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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附   图 

 

根据进出通过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每个中各组件的能量守恒
的原理，得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

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获取上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

获取上述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根据第
五质量流量、第五焓值、第十一焓值，得到多联式空调系

统的制冷量；和/或，

S101

S102

S103

S104

获取上述混合物在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的第八焓值，根据
第五质量流量、第八焓值、第十一焓值，得到多联式空调

系统的制热量
 

 



 

 

HA201702997 

1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压缩

机的排气口连接油分离器的入口，所述油分离器的第一出口连接所述压缩

机的吸气口，所述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连接四通阀的入口，所述四通阀的

第一出口连接室外换热器的入口，室外换热器的出口连接再冷器的入口，

气液分离器的第一入口连接所述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第二入口连接所

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所述气液分离器的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入口，所

述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连接室内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多联式空调系

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包括： 

根据进出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组件的能量守恒的原理，得到所述

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获取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 

获取所述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根据所述第五质量

流量、所述第五焓值、所述第十一焓值，得到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

量；和/或， 

获取所述混合物在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的第八焓值，根据所述第五质

量流量、所述第八焓值、所述第十一焓值，得到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

热量。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其特征在

于，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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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GQ 1155e -= ， 

其中， eQ 表示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单位为 kW， 5G 表示所述

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5h 表示

所述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 11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

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单位为 kJ/kg。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压缩机回油毛细管，所述压缩机回油毛

细管的入口与油分离器的第一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回油毛细管的出口与

所述压缩机的进气口连接；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所述电磁阀出口回油

毛细管的入口与所述四通阀的入口连接，所述四通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出

口与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连接， 

所述根据进出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组件的能量守恒的原理，得到

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包括： 

获取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所述混合物在压缩机的吸气口的第

一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压缩机回油毛细管的出口的第二焓值、所述混合物

在气液分离器的出口的第三焓值、所述混合物在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

出口的第四焓值、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的第二入口的第六焓值、所述

混合物在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压缩机排气口

的第八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室外换热器进口的第九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再

冷器进口的第十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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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所述第一焓值及所述第八焓值，得

到所述压缩机吸气口的所述混合物第一质量流量； 

根据所述混合物的第一质量流量、所述第一焓值、所述第二焓值、所

述第三焓值、所述第四焓值、所述第五焓值、所述第六焓值、所述第七焓

值、所述第八焓值，得到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

量流量。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其特征在

于，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所述压缩机吸气口的所述混合物第一质量流量： 

81loss11e hGQhGP +=+ ， 

其中， eP 表示所述压缩机的功率，单位为 kW， 1G 表示所述压缩机吸气

口的所述混合物第一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1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压缩机

的吸气口的第一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示所述压缩机的漏热量，单位

为为 kW， 8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压缩机排气口的第八焓值，单位为 kJ/kg； 

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

流量： 

332211 hGhGhG += ， 321 GGG +=  

776633 hGhGhG += ， 546 GGG +=  

  554466 hGhGhG += ， 763 GGG += ， 

其中， 2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压缩机回油毛细管的出口的第二焓值， 3h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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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的出口的第三焓值， 4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电磁

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出口的第四焓值， 5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

出口的第五焓值， 6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的第二入口的第六焓值，

7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上述焓值的单位

均为 kJ/kg， 2G 表示所述压缩机回油毛细管的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二质

量流量， 3G 表示所述气液分离器出口所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 4G 表示

所述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四质量流量， 5G 表示

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6G 表示所述气液分

离器的第二入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六质量流量， 7G 表示所述再冷器的旁通

回路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七质量流量，上述质量流量的单位均为 kg/s。 

5.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所述电磁阀出

口回油毛细管的入口与所述四通阀的入口连接，所述四通阀出口回油毛细

管的出口与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连接， 

所述根据进出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组件的能量守恒的原理，得到

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包括： 

获取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出口的第

三焓值、所述混合物在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出口的第四焓值、所述混

合物在气液分离器的第二入口的第六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旁通回

路出口的第七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压缩机的排气口的第八焓值、所述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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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室外换热器的进口的第九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进口的第十焓

值、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 

根据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所述第三焓值及所述第八焓值，得

到所述气液分离器的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 

根据所述第三质量流量、所述第三焓值、所述第四焓值、所述第五焓

值、所述第六焓值、所述第七焓值，得到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

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其特征在

于，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所述气液分离器的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

流量： 

83loss33e hGQhGP +=+  

其中， eP 表示所述压缩机的功率，单位为 kW， 3G 表示所述气液分离器

的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3h 表示所述混合物

在气液分离器的出口的第三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示所述压缩机的漏

热量，单位为 kW， 8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压缩机的排气口的第八焓值，单位

为 kJ/kg； 

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

流量： 

 



 

 

HA201702997 

6 

776633 hGhGhG += ， 546 GGG +=  

554466 hGhGhG += ， 763 GGG +=  

其中， 3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的出口的第三焓值， 4h 表示所述

混合物在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出口的第四焓值， 5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

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 6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的第二入

口的第六焓值， 7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

上述焓值的单位均为 kJ/kg， 3G 表示所述气液分离器的出口处所述混合物

的第三质量流量， 4G 表示所述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出口处所述混合物

的第四质量流量， 5G 表示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

流量， 6G 表示所述气液分离器的第二入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六质量流量， 7G

表示所述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七质量流量，上述质量

流量的单位均为 kg/s。 

7.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根据进出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组件的能量守恒的原理，得到

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包括： 

获取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

口的第七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进口的第十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再冷

器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 

根据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所述第五焓值、所述第七焓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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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十焓值、所述第十一焓值，得到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混合

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其特征在

于，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

流量： 

857loss7755e h)GG(QhGhGP ++=++  

)hh(G)hh)(GG( 7117111057 -- =+  

其中， eP 表示所述压缩机的功率，单位为 kW， 5G 表示所述四通阀的第

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5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单位为 kJ/kg， 7G 表示所

述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七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7h 表

示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

示所述压缩机的漏热量，单位为 kW， 8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压缩机排气口的

第八焓值，单位为 kJ/kg， 10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进口的第十焓值，

单位为 kJ/kg、 11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

单位为 kJ/kg。 

9.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其特征在

于，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 

)hh(GQ 1185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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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Q 表示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单位为 kW， 5G 表示所述

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8h 表示

所述混合物在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的第八焓值，单位为 kJ/kg， 11h 表示所

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单位为 kJ/kg。 

10.根据权利要求 9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其特征在

于，当所述再冷器关闭时，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通过以下步骤得到： 

获取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所述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

第五焓值； 

根据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所述第五焓值、所述第八焓值，得

到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其特征

在于，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所述四通阀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85loss55e hGQhGP +=+ ， 

其中， eP 表示所述压缩机的功率，单位为 kW， 5G 表示所述四通阀的第

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5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示

所述压缩机的漏热量，单位为 kW， 8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油分离器的第二出

口的第八焓值，单位为 kJ/kg。 

12.根据权利要求 9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其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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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所述再冷器开启时，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通过如下步骤得到： 

获取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出口的第

三焓值； 

根据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所述第三焓值、所述第八焓值，得

到所述气液分离器的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 

获取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 

根据所述第三质量流量、所述第三焓值、所述第五焓值、所述第七焓

值，得到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13.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其特征

在于，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所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 

83loss33e hGQhGP +=+  

其中， eP 表示所述压缩机的功率，单位为 kW， 3G 表示所述气液分离器

出口所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3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气液

分离器出口的第三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示所述压缩机的漏热量，单

位为 kW， 8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的第八焓值，单位为

kJ/kg； 

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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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533 hGhGhG +=  

753 GGG +=  

其中， 3G 表示所述气液分离器出口所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单位

为 kg/s， 3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出口的第三焓值，单位为 kJ/kg，

5G 表示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5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单位为 kJ/kg， 7G 表示

所述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七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7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单位为 kJ/kg。 

14.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装置，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压缩

机的排气口连接油分离器的入口，所述油分离器的第一出口连接所述压缩

机的吸气口，所述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通过连接四通阀的入口，所述四通

阀的第一出口连接室外换热器的入口，室外换热器的出口连接再冷器的入

口，气液分离器的第一入口连接所述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第二入口连

接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所述气液分离器的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入口，

所述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连接室内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多联式空调

系统换热量测量装置包括： 

第一处理模块，用于根据进出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组件的能量守

恒的原理，得到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

的第五质量流量； 

第一获取模块，用于获取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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焓值； 

第二处理模块，用于获取所述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

根据所述第五质量流量、所述第五焓值、所述第十一焓值，得到所述多联

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和/或， 

第三处理模块，用于获取所述混合物在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的第八焓

值，根据所述第五质量流量、所述第八焓值、所述第十一焓值，得到所述

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 

15.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上存储有计算机程序，其特征在于，

所述计算机程序被处理器执行时实现如权利要求 1至 13中任一项所述的多

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测量方法。 

16.一种计算机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至少一个处理器；以及 

与所述至少一个处理器通信连接的存储器；其中，所述存储器存储有

可被所述至少一个处理器执行的计算机程序，所述计算机程序被所述至少

一个处理器执行，以使所述至少一个处理器执行权利要求 1 至 13 中任一项

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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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制冷与空调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

换热量测量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多联式空调系统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气候条件、安装位置、使用

情况和负荷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其现场运行性能与在实验室内的测试性能

差距较大，因此，实测多联式空调系统在使用过程中的实际性能一直是行

业内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耗电量的现场测量技术比较成熟，但是制冷

（热）量则无法准确测量，故难以分析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实际性能，不利

于多联式空调系统的优化运行与管理。 

现有技术中，针对多联式空调系统现场性能测量，主要是从制冷循环

的外部入手，即采用室内空气焓差法和室外空气焓差法进行测量，即通过

测量被测换热器的进风量（或排风量）、进风（或排风）的温湿度，计算出

空气与制冷剂的换热量；同时测量制冷热泵系统的压缩机耗电量，进而计

算出制冷热泵系统的制冷（热）量以及制冷（热）能效比。采用上述两种

方法时，由于在现场条件下因空气流场分布不均匀，故其风量无法准确测

量；如果采用外接风道方式进行测量，又将影响制冷热泵系统的运行状态，

导致测试结果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的问题。当采用室外空气焓差法时，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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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有外风扰动时，制冷热泵系统的制冷（热）量的测量误差很大；当采

用室内空气焓差法时，不仅风量无法准确测量，而且影响室内人员的工作，

尤其是在多个室内机末端的条件下，这些问题均使得现有技术难以满足工

程测试要求。 

因而，从多联式空调系统机组制冷剂侧入手，测量制冷剂的流量及状

态参数，计算出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热）量成为一种较好的技术解决

方案。但在工程的现场条件下，采用插入式流量计，即在制冷剂管道上接

入流量计以测量制冷剂的流量，则必须破坏制冷剂管道，影响多联式空调

系统的可靠性甚至损毁多联式空调系统，因而该方法不具备可实施性。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中国专利文献 CN202442818U 公开了一种在建

设工程现场对多联机式空调(热泵)机组室内机的制冷能力精确测量的高精

度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室内机制冷量现场测试仪，通过调节升降装置，

将检测仪与被测室内机对接，要确保无漏风，导流板将室内机出风经均流

网格后直接导回回风口，加热加湿组件对出风进行加热加湿，使回风口处

的空气状态达到要求的状态，然后通过测量用于平衡制冷量和除湿量所输

入的热量和水量来确定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室内机的制冷量，由于现场

空气流场分布不均匀，该方法并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情况，因此导致多联式

空调系统的制冷量确定结果不准确。 

发明内容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及装置，

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对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测量结果不准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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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一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

方法，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压缩机的排气口连接油分离器的入口，所述

油分离器的第一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口，所述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

通过连接四通阀的入口，所述四通阀的第一出口连接室外换热器的入口，

室外换热器的出口连接再冷器的入口，气液分离器的第一入口连接所述再

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第二入口连接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所述气液分

离器的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入口，所述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连接室内换

热器，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包括：根据进出所述多联式空

调系统中各组件的能量守恒的原理，得到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

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获取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

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获取所述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

根据所述第五质量流量、所述第五焓值、所述第十一焓值，得到所述多联

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和/或，获取所述混合物在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的第

八焓值，根据所述第五质量流量、所述第八焓值、所述第十一焓值，得到

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 

通过上述步骤，根据进出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组件的能量守恒的原理，

首先得到四通阀与气液分离器连接的出口的混合物的质量流量，然后获取

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的焓值和混合物在四通阀与气液分离器连接

的出口的焓值，根据上述参数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和/或，获取

混合物在油分离器与四通阀连接的入口的焓值，根据以上参数得到多联式

空调系统的制热量，通过该过程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和/或制热量，

由于直接获取各组件出口或入口处的焓值和混合物的质量流量，使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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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更能准确反映系统的换热量，解决了现有技术中采用测量风量来计算

制热量或制冷量，由于在现场条件下因空气流场分布不均匀，故其风量无

法准确测量；如果采用外接风道方式进行测量，又将影响制冷热泵系统的

运行状态，导致测试结果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的问题。 

结合第一方面，在本发明实施例第一方面第一实施方式中，通过以下

公式计算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 )hh(GQ 1155e -= ，其中， eQ 表示所

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单位为 kW， 5G 表示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

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5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四通阀

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 11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

一焓值，单位为 kJ/kg。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一方面第二实施方式

中，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压缩机回油毛细管，所述压缩机回油毛

细管的入口与油分离器的第一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回油毛细管的出口与

所述压缩机的进气口连接；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所述电磁阀出口回油

毛细管的入口与所述四通阀的入口连接，所述四通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出

口与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连接，所述根据进出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

组件的能量守恒的原理，得到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

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包括：获取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

所述混合物在压缩机的吸气口的第一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压缩机回油毛细

管的出口的第二焓值、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的出口的第三焓值、所述

混合物在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出口的第四焓值、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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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器的第二入口的第六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

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压缩机排气口的第八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室外换热器

进口的第九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进口的第十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再

冷器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根据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所述

第一焓值及所述第八焓值，得到所述压缩机吸气口的所述混合物第一质量

流量；根据所述混合物的第一质量流量、所述第一焓值、所述第二焓值、

所述第三焓值、所述第四焓值、所述第五焓值、所述第六焓值、所述第七

焓值、所述第八焓值，得到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

质量流量。通过上述步骤，获得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在多联式空

调系统中各组件的进口或出口处的各焓值，然后根据能量守恒原理，得到

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混合物的质量流量，由于该过程综合考虑了混合物

在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各个组件的能量变化，因此使得测量结果更加准确。 

结合第一方面第二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一方面第三实施方式

中，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所述压缩机吸气口的所述混合物第一质量流量：

81loss11e hGQhGP +=+ ，其中， eP 表示所述压缩机的功率，单位为 kW， 1G 表示

所述压缩机吸气口的所述混合物第一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1h 表示所述

混合物在压缩机的吸气口的第一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示所述压缩机

的漏热量，单位为 kW， 8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压缩机排气口的第八焓值，单

位为 kJ/kg；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

五质量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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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11 hGhGhG += ， 321 GGG +=  

776633 hGhGhG += ， 546 GGG +=  

  554466 hGhGhG += ， 763 GGG += ， 

其中， 2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压缩机回油毛细管的出口的第二焓值， 3h 表

示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的出口的第三焓值， 4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电磁

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出口的第四焓值， 5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

出口的第五焓值， 6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的第二入口的第六焓值，

7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上述焓值的单位

均为 kJ/kg， 2G 表示所述压缩机回油毛细管的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二质

量流量， 3G 表示所述气液分离器出口所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 4G 表示

所述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四质量流量， 5G 表示

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6G 表示所述气液分

离器的第二入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六质量流量， 7G 表示所述再冷器的旁通

回路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七质量流量，上述质量流量的单位均为 kg/s。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一方面第四实施方式

中，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所述电磁阀出

口回油毛细管的入口与所述四通阀的入口连接，所述四通阀出口回油毛细

管的出口与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连接，所述根据进出所述多联式空调系

统中各组件的能量守恒的原理，得到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

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包括：获取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

热量、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出口的第三焓值、所述混合物在电磁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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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回油毛细管的出口的第四焓值、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的第二入口的

第六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所述混合物

在压缩机的排气口的第八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室外换热器的进口的第九焓

值、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进口的第十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回

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根据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所述第三焓值及

所述第八焓值，得到所述气液分离器的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

量；根据所述第三质量流量、所述第三焓值、所述第四焓值、所述第五焓

值、所述第六焓值、所述第七焓值，得到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

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通过上述过程，通过获取多联式空调系统中不同

组件的进口或出口处的混合物的焓值，然后通过进出各组件的能量守恒的

原理，能够更加准确得到混合物在四通阀与气液分离器连接的出口的质量

流量。 

结合第一方面第四实施方式，在本发明第一方面第五实施方式中，通

过以下公式计算所述气液分离器的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

83loss33e hGQhGP +=+ ，其中， eP 表示所述压缩机的功率，单位为 kW， 3G 表示

所述气液分离器的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3h 表

示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的出口的第三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示所

述压缩机的漏热量，单位为 kW， 8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压缩机的排气口的第

八焓值，单位为 kJ/kg；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

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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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633 hGhGhG += ， 546 GGG +=  

554466 hGhGhG += ， 763 GGG +=  

其中， 3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的出口的第三焓值， 4h 表示所述

混合物在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出口的第四焓值， 5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

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 6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的第二入

口的第六焓值， 7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

上述焓值的单位均为 kJ/kg， 3G 表示所述气液分离器的出口处所述混合物

的第三质量流量， 4G 表示所述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出口处所述混合物

的第四质量流量， 5G 表示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

流量， 6G 表示所述气液分离器的第二入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六质量流量， 7G

表示所述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七质量流量，上述质量

流量的单位均为 kg/s。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一方面第六实施方式

中，所述根据进出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组件的能量守恒的原理，得到

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包括：获取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旁通回路

出口的第七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进口的第十焓值、所述混合物在再

冷器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根据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所述

第五焓值、所述第七焓值、所述第十焓值、所述第十一焓值，得到所述四

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结合第一方面第六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一方面第七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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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

流量： 

857loss7755e h)GG(QhGhGP ++=++  

)hh(G)hh)(GG( 7117111057 -- =+  

其中， eP 表示所述压缩机的功率，单位为 kW， 5G 表示所述四通阀的第

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5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单位为 kJ/kg， 7G 表示所

述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七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7h 表

示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

示所述压缩机的漏热量，单位为 kW， 8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压缩机排气口的

第八焓值，单位为 kJ/kg， 10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进口的第十焓值，

单位为 kJ/kg、 11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

单位为 kJ/kg。 

结合第一方面，本发明实施例第一方面第八实施方式中，通过以下公

式计算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 )hh(GQ 1185c -= ，其中， cQ 表示所述

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单位为 kW， 5G 表示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

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8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油分离器

的第二出口的第八焓值，单位为 kJ/kg， 11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

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单位为 kJ/kg。 

结合第一方面第八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一方面第九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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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当所述再冷器关闭时，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通过以下步骤得到：

获取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所述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

焓值；根据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所述第五焓值、所述第八焓值，

得到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结合第一方面第九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第一方面第十实施方式

中，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所述四通阀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85loss55e hGQhGP +=+ ，其中， eP 表示所述压缩机的功率，单位为 kW， 5G 表示

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单位为 kg/s， 5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示所述压缩机的漏热量，单位为 kW， 8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油

分离器的第二出口的第八焓值，单位为 kJ/kg。 

结合第一方面第八实施方式，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第十一实施方

式中，当所述再冷器开启时，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通过如下步骤得

到：获取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出口的第

三焓值；根据所述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所述第三焓值、所述第八焓值，

得到所述气液分离器的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获取所述混

合物在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根据所述第三质量流量、所述

第三焓值、所述第五焓值、所述第七焓值，得到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

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结合第一方面第十一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第十二实

施 方 式中 ，通过 以 下公 式计算 所 述混 合物的 第 三质 量流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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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loss33e hGQhGP +=+ ，其中， eP 表示所述压缩机的功率，单位为 kW， 3G 表示

所述气液分离器出口所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3h 表示所

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出口的第三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示所述压缩

机的漏热量，单位为 kW， 8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的第八

焓值，单位为 kJ/kg；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混

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775533 hGhGhG +=  

753 GGG +=  

其中， 3G 表示所述气液分离器出口所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单位

为 kg/s， 3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出口的第三焓值，单位为 kJ/kg，

5G 表示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5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单位为 kJ/kg， 7G 表示

所述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七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7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单位为 kJ/kg。 

根据第二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

装置，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压缩机的排气口连接油分离器的入口，所述

油分离器的第一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口，所述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

通过连接四通阀的入口，所述四通阀的第一出口连接室外换热器的入口，

室外换热器的出口连接再冷器的入口，气液分离器的第一入口连接所述再

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第二入口连接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所述气液分

离器的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入口，所述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连接室内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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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装置包括：第一处理

模块，用于根据进出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组件的能量守恒的原理，得

到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

量；第一获取模块，用于获取所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

焓值；第二处理模块，用于获取所述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

值，根据所述第五质量流量、所述第五焓值、所述第十一焓值，得到所述

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和/或，第三处理模块，用于获取所述混合物在

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的第八焓值，根据所述第五质量流量、所述第八焓值、

所述第十一焓值，得到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通过上述装置，利

用进出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组件的能量守恒的原理，能够更加准确地得到

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和/或制热量。 

根据第三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计算机设备，至少一个处理

器；以及与所述至少一个处理器通信连接的存储器；其中，所述存储器存

储有可被所述至少一个处理器执行的计算机程序，所述计算机程序被所述

至少一个处理器执行，以使所述至少一个处理器执行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方

面的任意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测量方法。 

根据第四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所述

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上存储有计算机程序，所述计算机程序被处理器执行

时实现如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方面的任意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的多联式空调

系统的换热量测量方法。 

本发明技术方案，具有如下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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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及装置，该多联式

空调系统的压缩机的排气口连接油分离器的入口，油分离器的第一出口连

接压缩机的吸气口，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通过连接四通阀的入口，四通阀

的第一出口连接室外换热器的入口，室外换热器的出口连接再冷器的入口，

气液分离器的第一入口连接再冷器的旁通回路出口，第二入口连接四通阀

的第二出口，气液分离器的出口连接压缩机的入口，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

连接室内换热器，该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包括：根据进出多联

式空调系统中各组件的能量守恒的原理，得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

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获取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回路

出口的第十一焓值，获取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根据第

五质量流量、第五焓值、第十一焓值，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和/

或，获取混合物在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的第八焓值，根据第五质量流量、

第八焓值、第十一焓值，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通过上述步骤，

根据进出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组件的能量守恒的原理，首先得到四通阀与

气液分离器连接的出口的混合物的质量流量，然后获取混合物在再冷器的

主回路出口的焓值和混合物在四通阀与气液分离器连接的出口的焓值，根

据上述参数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和/或，获取混合物在油分离器

与四通阀连接的入口的焓值，根据以上参数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

通过该过程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和/或制热量，由于直接获取各组

件出口或入口处的焓值和混合物的质量流量，使其计算结果更能准确反映

系统的换热量，解决了现有技术中采用测量风量来计算制热量或制冷量，

由于在现场条件下因空气流场分布不均匀，故其风量无法准确测量；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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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外接风道方式进行测量，又将影响制冷热泵系统的运行状态，导致测

试结果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的问题。 

附图说明 

通过参考附图会更加清楚的理解本发明的特征和优点，附图是示意性

的而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进行任何限制，在附图中： 

图 1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的流程图； 

图 2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多联式空调系统的示意图（一）； 

图 3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多联式空调系统的示意图（二）； 

图 4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多联式空调系统的示意图（三）； 

图 5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多联式空调系统的示意图（四）； 

图 6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多联式空调系统的示意图（五）； 

图 7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装置的结构框

图； 

图 8 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的计算机

设备的硬件结构示意图； 

附图标记：压缩机-21，油分离器-22，四通阀-23，室外换热器-24，再

冷器-25，气液分离器-26，室内换热器-27，压缩机回油毛细管-28，电磁阀

出口回油毛细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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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

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

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

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在一较佳实

施例中，该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可应用于如图 2 所示的多联式

空调系统中，该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压缩机 21 的排气口连接油分离器 22 的

入口，油分离器 22的第一出口连接压缩机 21 的吸气口，油分离器 22的第

二出口连接四通阀 23 的入口，四通阀 23 的第一出口连接室外换热器 24的

入口，室外换热器 24 的出口连接再冷器 25的入口，气液分离器 26 的第一

入口连接再冷器 25的旁通回路出口，第二入口连接四通阀 23的第二出口，

气液分离器 26 的出口连接压缩机 21 的入口，再冷器 25 的主回路出口连接

室内换热器 27。 

如图 1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包括： 

步骤 S101：根据进出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组件的能量守恒的原理，得

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具体地，由于能量在进出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组件时，其进入组件的能量

和输出该组件的能量守恒，根据该原理，求得四通阀连接气液分离器的出

口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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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S102：获取上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由

于再冷器连接在室外换热器和室内换热器之间，得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

回路出口的焓值，能够更加准确地测量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 

步骤 S103：获取上述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根据第

五质量流量、第五焓值、第十一焓值，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和/

或， 

步骤 S104：获取上述混合物在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的第八焓值，根据

第五质量流量、第八焓值、第十一焓值，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 

通过上述步骤，根据进出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组件的能量守恒的原理，

首先得到四通阀与气液分离器连接的出口的混合物的质量流量，然后获取

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的焓值和混合物在四通阀与气液分离器连接

的出口的焓值，根据上述参数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和/或，获取

混合物在油分离器与四通阀连接的入口的焓值，根据以上参数得到多联式

空调系统的制热量，通过该过程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和/或制热量，

由于直接获取各组件出口或入口处的焓值和混合物的质量流量，使其计算

结果更能准确反映系统的换热量，解决了现有技术中采用测量风量来计算

制热量或制冷量，由于在现场条件下因空气流场分布不均匀，故其风量无

法准确测量；如果采用外接风道方式进行测量，又将影响制冷热泵系统的

运行状态，导致测试结果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的问题。 

具体地，通过以下公式（1）计算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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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h(GQ 1155e -=                    （1） 

公式（1）中， eQ 表示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单位为 kW， 5G 表

示所述四通阀23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kg/s，

5h 表示所述混合物在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 11h 表示所述混合物

在再冷器 25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单位为 kJ/kg。 

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如图 2 所示，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压缩机

回油毛细管 28，该压缩机回油毛细管 28 的入口与油分离器 22 的第一出口

连接，压缩机回油毛细管 28 的出口与压缩机 21 的进气口连接，电磁阀出

口回油毛细管 29，该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 29 的入口与四通阀 23 的入口

连接，四通阀出口回油毛细管 29 的出口与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连接，上

述具体实施方式中的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

的第五质量流量，即图 2 中点 5 处的混合物的质量流量，可以通过以下步

骤得到： 

获取压缩机 21 的功率、漏热量、混合物在压缩机 21 的吸气口的第一

焓值、混合物在压缩机回油毛细管 28的出口的第二焓值、混合物在气液分

离器 26 的出口的第三焓值、混合物在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 29 的出口的

第四焓值、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 26 的第二入口的第六焓值、混合物在再冷

器 25 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混合物在压缩机 21 的排气口的第八焓

值、混合物在室外换热器 24 进口的第九焓值、混合物在再冷器 25 进口的

第十焓值、混合物在再冷器 25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其中，各点的

焓值对应图 2 中点 1 至点 11 的位置处的混合物的焓值，具体地，点 1 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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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处制冷剂的焓值由压缩机 21 的吸气压力和各点处的温度分别计算得到，

压缩机 21 的吸气压力由设置在压缩机 21 的吸气口的压力传感器获取，各

点处的温度由设置在各点位置处的温度传感器获取；点 8 和点 9 处制冷剂

的焓值由压缩机 21的排气压力和各点处的温度分别计算得到，其中压缩机

21 的排气压力由设置在压缩机 21 的排气口的压力传感器获取；当再冷器

25关闭时，点 11处制冷剂的焓值由点 11位置处的温度计算饱和液态焓值，

当再冷器 26开启时，点 10 处制冷剂的焓值由点 10位置处的温度计算饱和

液态焓值，点 11 处制冷剂的焓值由压缩机 21 的排气压力和点 11 处的温度

计算得到；各点位置处润滑油的焓值由各点位置处的温度确定，以上过程

分别得到了点 1至点 11位置处制冷剂的焓值和润滑油的焓值，而各点位置

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焓值由以下公式（2）、（3）计算得到： 

                      oil,nref,nn GGG +=                         （2） 

公式（2）中， nG 表示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 n 质量流量，

单位为 kg/s； ref,nG 表示点 n 位置处制冷剂的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oil,nG 表

示点 n 位置处润滑油的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其中，n=1,2，……，11。 

                  oil,noil,nref,nref,nn hGhGh ×+×=                    （3） 

公式（3）中， nh 表示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 n焓值，单位

为 kJ/kg； ref,nG 表示点 n位置处制冷剂的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oil,nG 表示

点 n 位置处润滑油的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ref,nh 表示点 n 位置处制冷剂

的焓值，单位为 kJ/kg； oil,nh 表示点 n 位置处润滑油的焓值，单位为 kJ/kg，

其中，n=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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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压缩机的功率、漏热量、第一焓值及第八焓值，得到压缩机吸气

口的混合物第一质量流量，具体地，通过以下公式（4）计算混合物的第一

质量流量： 

                     81loss11e hGQhGP +=+                      （4） 

公式（4）中， eP 表示压缩机 21 的功率，单位为 kW， 1G 表示压缩机 21

吸气口的混合物第一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1h 表示混合物在压缩机 21 的

吸气口的第一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示压缩机 21 的漏热量，单位为

kW， 8h 表示混合物在压缩机 21 排气口的第八焓值，单位为 kJ/kg。 

根据混合物的第一质量流量、第一焓值、第二焓值、第三焓值、第四

焓值、第五焓值、第六焓值、第七焓值、第八焓值，得到四通阀 23的第二

出口处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具体地，通过以下公式（5）计算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处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332211 hGhGhG += ， 321 GGG +=  

                 776633 hGhGhG += ， 546 GGG +=                  （5） 

554466 hGhGhG += ， 763 GGG +=  

公式（5）中， 2h 表示混合物在压缩机回油毛细管 28 的出口的第二焓

值， 3h 表示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 26 的出口的第三焓值， 4h 表示混合物在电

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 29 的出口的第四焓值， 5h 表示混合物在四通阀 23 的

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 6h 表示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 26 的第二入口的第六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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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7h 表示混合物在再冷器 25 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上述焓值的单

位均为 kJ/kg， 2G 表示压缩机回油毛细管 28 的出口处混合物的第二质量流

量， 3G 表示气液分离器 26出口所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 4G 表示所述电

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出口处混合物的第四质量流量， 5G 表示四通阀 23 的

第二出口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6G 表示气液分离器 26 的第二入口处混

合物的第六质量流量， 7G 表示再冷器 25的旁通回路出口处混合物的第七质

量流量，上述质量流量的单位均为 kg/s。 

通过公式（4），该方程为能量守恒方程，可以得到混合物的第一质量

流量 1G ，然后将 1G 代入公式（5）中，既可以联立得到参数 2G 至 7G ，即得

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5G ，然后通过公式（1）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

冷量。通过该种计算方法，由于详细地采集各组件进出口处的温度和压力，

从而得到混合物在各点位置处对应的质量流量和焓值，然后计算得到制冷

量，使制冷量计算结果更加准确。 

如图 3 所示，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上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还

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得到： 

计算气液分离器 26的出口处的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 

                     83loss33e hGQhGP +=+                      （6） 

公式（6）中， eP 表示压缩机 21 的功率，单位为 kW， 3G 表示气液分离

器 26的出口处的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3h 表示混合物在气

液分离器 26的出口的第三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示压缩机 21的漏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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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单位为 kW， 8h 表示混合物在压缩机 21 的排气口的第八焓值，单位为

kJ/kg，其中各焓值的计算方法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的公式（3）已详细

描述，在此不再赘述。得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后，通过以下公式（7）

计算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处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776633 hGhGhG += ， 546 GGG +=  

                  554466 hGhGhG += ， 763 GGG +=               （7） 

公式（7）中， 3h 表示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 26的出口的第三焓值， 4h 表

示混合物在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 29的出口的第四焓值， 5h 表示混合物在

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 6h 表示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 26 的第二

入口的第六焓值， 7h 表示混合物在再冷器 25 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

上述焓值的单位均为 kJ/kg， 3G 表示气液分离器 26 的出口处混合物的第三

质量流量， 4G 表示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 29 的出口处混合物的第四质量流

量， 5G 表示四通阀 23的第二出口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6G 表示气液分

离器 26 的第二入口处混合物的第六质量流量， 7G 表示再冷器 25 的旁通回

路出口处混合物的第七质量流量，上述质量流量的单位均为 kg/s。其中各

焓值的计算方法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的公式（3）已详细描述，在此不再

赘述。根据上述公式（7）得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后，将其代入公式（1）

中，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该种计算方法，较之图 2 对应的具体

实施方式中制冷量的计算方法，所需要的压力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减少，

简化计算过程。 

在图 3 所示的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制冷量还可以通过以下公式（8）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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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到： 

                       )hh(GQ 1033e -=                        （8） 

公式（8）中， eQ 表示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单位为 kW， 3G 表示

气液分离器 26 出口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3h 表示混合物在

气液分离器 26 的出口的第三焓值，单位为 kJ/kg， 10h 表示混合物在再冷器

25 的进口的第十焓值，单位为 kJ/kg。 

如图 4 所示，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通过以下公式（9）计算所述四

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所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857loss7755e h)GG(QhGhGP ++=++  

                 )hh(G)hh)(GG( 7117111057 -- =+                  （9） 

公式（9）中， eP 表示压缩机 21 的功率，单位为 kW， 5G 表示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5h 表示混合物在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单位为 kJ/kg， 7G

表示再冷器 25 的旁通回路出口处混合物的第七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7h

表示混合物在再冷器 25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

示压缩机 21 的漏热量，单位为 kW， 8h 表示混合物在压缩机 21 排气口的第

八焓值，单位为 kJ/kg， 10h 表示混合物在再冷器 25 进口的第十焓值，单位

为 kJ/kg、 11h 表示混合物在再冷器 25 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单位为

kJ/kg。如图 4 所示，图 4 中所需要的压力传感器的数量和温度传感器的数

量较之上述图 2 和图 3 对应的具体实施方式减少了很多，该种计算方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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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利用能量守恒的原理，先得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然后将混合物的

第五质量流量代入公式（1）中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 

在另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图 2 至图 4 所示的多联式空调系统的示意

图对应的制冷量，还可以通过下述公式（10）得到： 

                    flossece PQPQQ -- +=                      （10） 

公式（10）中， eQ 表示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单位为 kW， cQ 表示

室外换热器 24 的排热量，单位为 kW， eP 表示压缩机 21的功率，单位为 kW，

lossQ 表示压缩机 21 的漏热量，单位为 kW， fP 表示室外侧风机的功率，单位

为 kW，其中，在多联式空调系统安装室外侧风机时，考虑参数 fP ，如果在

多联式空调系统中没有安装该室外侧风机，则不需要考虑参数 fP ；室外侧

换热器 24 的排热量 )hh)(GG(Q 10957c -+= ， 9h 表示混合物在室外换热器 24

进口的第九焓值，单位为 kJ/kg， 10h 表示混合物在再冷器 25进口的第十焓

值，单位为 kJ/kg， 5G 表示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

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7G 表示所述再冷器的旁通回路

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七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通过以下公式（11）计算多联式空调系统的

制热量： 

                      )hh(GQ 1185c -=                        （11） 

公式（11）中， cQ 表示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单位为 kW， 5G 表示

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处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8h 表示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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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在油分离器 22的第二出口的第八焓值，单位为 kJ/kg， 11h 表示混合物

在再冷器 25 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单位为 kJ/kg。该公式对应的多

联式空调系统的示意图为图 5至图 6所示的空调系统结构图。通过该公式，

先得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然后计算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

计算过程简单，能够简便准确地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 

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如图 5 所示，当再冷器 25 关闭时，上述混合

物的第五质量流量通过以下步骤得到： 

获取压缩机 21 的功率、漏热量、混合物在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的第

五焓值，根据压缩机 21的功率、漏热量、第五焓值、第八焓值，得到四通

阀 23的第二出口处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具体地，通过以下公式（12）

计算四通阀出口处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85loss55e hGQhGP +=+                      （12） 

公式（12）中， eP 表示压缩机 21 的功率，单位为 kW， 5G 表示四通阀的

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5h 表示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示压

缩机的漏热量，单位为 kW， 8h 表示混合物在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的第八焓

值，单位为 kJ/kg。其中，点 5 位置处制冷剂的焓值由压缩机 21 的吸气压

力和点 5位置处的温度计算得到，点 8 位置处制冷剂的焓值由压缩机 21 的

排气压力和点 8 位置处的温度计算得到，各点处润滑油的焓值由各点的温

度确定，由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焓值由各点的制冷剂和润滑油

的焓值、质量流量分别计算得到，其具体计算过程见公式（3）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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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不再赘述。通过该能量守恒方程，可以计算得到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

量，然后将其代入公式（11）中，可以计算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 

在另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如图 6 所示，当再冷器开启时，混合物的

第五质量流量通过以下步骤得到： 

计算所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 

                     83loss33e hGQhGP +=+                     （13） 

公式（13）中， eP 所述压缩机 21 的功率，单位为 kW， 3G 表示气液分离

器 26出口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3h 表示混合物在气液分离

器 26出口的第三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示压缩机 21 的漏热量，单位

为 kW，8h 表示混合物在油分离器 22 的第二出口的第八焓值，单位为 kJ/kg，

得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后，通过以下公式（14）计算四通阀 23的第二

出口处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775533 hGhGhG +=  

                       753 GGG +=                          （14） 

公式（14）中， 3G 表示气液分离器 26 出口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单

位为 kg/s，3h 表示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 26出口的第三焓值，单位为 kJ/kg，

5G 表示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5h 表

示混合物在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单位为 kJ/kg， 7G 表示再冷

器 25的旁通回路出口处混合物的第七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7h 表示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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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再冷器 25 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单位为 kJ/kg。其中，点 3、

点 5和点 7位置处制冷剂的焓值由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压缩机 22的吸气压力

和各点的温度分别计算，点 8 位置处润滑油的焓值压缩机 21排气压力和温

度计算，由制冷剂和润滑油可以得到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的对

应的焓值。通过该公式计算出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然后将其代入公式

（11）中，计算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 

图 5 所示的多联式空调系统，其制热量还可以通过以下公式（15）计

算得到： 

                      losseec QPQQ -+=                       （15） 

公式（15）中， cQ 表示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单位为 kW， eQ 表示

室外换热器 24 的吸热量，单位为 kW， eP 表示压缩机 21的功率，单位为 kW，

lossQ 表示所述压缩机的漏热量，单位为 kW，其中， )hh(GQ 1133e -= ， 3G 表示

气液分离器 26 出口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 3h 表示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出

口的第三焓值， 11h 表示混合物在再冷器 25 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具

体地，制冷剂在点 3 位置处的焓值由压缩机 21 的吸气压力和该点的温度计

算得到，制冷剂在点 8 位置处的焓值由压缩机 21的排气压力和该点的温度

计算得到，制冷剂在点 11 位置处的焓值由温度计算饱和液态焓值得到，润

滑油在各点的焓值由各点的温度确定，而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

焓值由各点的制冷剂及润滑油的焓值、质量流量计算得到，其具体计算过

程在公式（3）中已详细描述，在此不再赘述。 

在本实施例中还提供了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装置，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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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实现上述实施例及优选实施方式，已经进行过说明的不再赘述。如以

下所使用的，术语“模块”可以实现预定功能的软件和/或硬件的组合。尽

管以下实施例所描述的装置较佳地以软件来实现，但是硬件，或者软件和

硬件的组合的实现也是可能并被构想的。 

在一较佳实施例中，本发明实施例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装置

可用于测量如图 2 所示的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该多联式空调系统的

压缩机 21 的排气口连接油分离器 22 的入口，油分离器 22的第一出口连接

压缩机 21 的吸气口，油分离器 22 的第二出口通过连接四通阀 23 的入口，

四通阀 23 的第一出口连接室外换热器 24 的入口，室外换热器 24的出口连

接再冷器 25的入口，气液分离器 26 的第一入口连接再冷器 25的旁通回路

出口，第二入口连接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气液分离器 26 的出口连接压

缩机 21 的入口，再冷器 25 的主回路出口连接室内换热器 27。 

如图 7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装置包括：

第一处理模块 31，用于根据进出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组件的能量守恒的原

理，得到四通阀 23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

量流量；第一获取模块 32，用于获取混合物在再冷器 25的主回路出口的第

十一焓值；第二处理模块 33，用于获取混合物在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的第

五焓值，根据第五质量流量、第五焓值、第十一焓值，得到多联式空调系

统的制冷量；和/或，第三处理模块 34，用于获取混合物在油分离器 22 的

第二出口的第八焓值，根据第五质量流量、第八焓值、第十一焓值，得到

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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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装置，通过第一处理模块 31 利用进

出各组件的能量守恒的原理，得到混合物在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处的质量

流量，然后第二处理模块 32 通过得到的各点的焓值和第五质量流量，得到

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和/或，第三处理模块 33 通过得到的各点的焓

值和第五质量流量，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能够通过焓值和质量

流量从而得到换热量，解决了现有技术中通过测量风量来换算得到制冷量

或制热量，计算结果不准确的问题。 

上述各个模块的更进一步的功能描述与上述对应实施例相同，在此不

再赘述。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计算机设备，图 8 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的计算机设备的硬件结构示意图，如图 8

所示，该计算机设备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 41 以及存储器 42，图 8 中以一

个处理器 41 为例。 

该计算机设备还可以包括：输入装置 43 及输出装置 44。 

处理器 41、存储器 42、输入装置 43 及输出装置 44 可以通过总线或者

其他方式连接，图 8 中以通过总线连接为例。 

处理器 41 可以为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处理器

41 还可以为其他通用处理器、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SP）、专用集成电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ASIC）、现场

可编程门阵列（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FPGA）或者其他可编程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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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器件、分立门或者晶体管逻辑器件、分立硬件组件等芯片，或者上述各

类芯片的组合。通用处理器可以是微处理器或者该处理器也可以是任何常

规的处理器等。 

存储器 42 作为一种非暂态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可用于存储非暂态软

件程序、非暂态计算机可执行程序以及模块，如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多联式

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对应的程序指令/模块（例如，图 7 所示的第一处

理模块 31、第一获取模块 32、第二处理模块 33、第三处理模块 34 等）。处

理器 41 通过运行存储在存储器 42 中的非暂态软件程序、指令以及模块，

从而执行服务器的各种功能应用以及数据处理，即实现上述方法实施例所

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 

存储器 42 可以包括存储程序区和存储数据区，其中，存储程序区可存

储操作系统、至少一个功能所需要的应用程序；存储数据区可存储根据多

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装置的使用所创建的数据等。此外，存储器 42 可

以包括高速随机存取存储器，还可以包括非暂态存储器，例如至少一个磁

盘存储器件、闪存器件、或其他非暂态固态存储器件。在一些实施例中，

存储器 42 可选包括相对于处理器 41 远程设置的存储器，这些远程存储器

可以通过网络连接至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装置。上述网络的实例包

括但不限于互联网、企业内部网、局域网、移动通信网及其组合。 

输入装置 43 可接收用户输入的查询请求（或其他数字或字符信息），

以及产生与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装置的用户设置以及功能控制有关

的键信号输入。输出装置 44 可包括显示屏等显示设备，用以输出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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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一个或者多个模块存储在所述存储器 42 中，当被所述一个或者多

个处理器 41 执行时，执行如图 1 至图 6 所示的方法。 

上述产品可执行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方法，具备执行方法相应的功

能模块和有益效果。未在本实施例中详尽描述的技术细节，具体可参见如

图 1 至图 6 所示的实施例中的相关描述。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非暂态计算机存储介质，所述计算机存储介

质存储有计算机可执行指令，该计算机可执行指令可执行上述任意方法实

施例中的多联式空调系统换热量测量方法。其中，所述存储介质可为磁碟、

光盘、只读存储记忆体（Read-Only Memory，ROM）、随机存储记忆体

（Random Access Memory，RAM）、快闪存储器（Flash Memory）、硬盘（Hard 

Disk Drive，缩写：HDD）或固态硬盘（Solid-State Drive，SSD)等；所述存

储介质还可以包括上述种类的存储器的组合。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

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

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

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的保

护范围之中。 



 

 

HA201702997 

1 

说 明 书 附 图 
 

 

根据进出通过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每个中各组件的能量守恒
的原理，得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

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获取上述混合物在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

获取上述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根据第
五质量流量、第五焓值、第十一焓值，得到多联式空调系

统的制冷量；和/或，

S101

S102

S103

S104

获取上述混合物在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的第八焓值，根据
第五质量流量、第八焓值、第十一焓值，得到多联式空调

系统的制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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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处理模块

第一获取模块

第二处理模块

第三处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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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存储器

处理器

输入装置

输出装置

42

41

43

44

 

图 8 



,rlv

100080
ih.R'Ii&ittr,E,Effiffitr zt g'f. *f'Jtoi.FF&tEAE 503 A
1bH = XW 7t *E iAFfi .,ft q fi tr A al + B# (86 I 0)65 I 78080)

++/\R*fiEE*fliRFtrE
liXE.

nq201800189

201S+0lE 2e E

S q5 E],Ji +,ftl E , 20 l tt2ol{2366.6 'j; yFi, j, 20r80r290079ss10

€frI'f,iHEIE'rEfiS
tRffi+f'1,*fi 28 *&x*frfrfl\x38 *. H 3e *ffiy.rt., Fi,F ErxtrJ+fllFiB-HExfiiRPiXE

Yfr" 4.frbhEffJ+i#q. Fi#E. Fi#,trfitsqt{E€+f,r6tutuT,
Fid€: 201820142366.6

FiEE, 2018 + 0l E 26 E

+ie/\, iH+t+
'jia[mfr.Afi , -#*W tffi 64"+&f,\Eil{E.t{fi *+*E

4tA*, trxrliqFfi.EIfr i &Fjr,f+fi T,
if,.Wfr f,t$fr.b.:reE \-l**l*.:t #l
*ffi tr4+fl] i6* S E#IE.fi.:a F \tItlfr:t &l
iLEnfi ffi 4 E&lF.*:r F. id*tl*.:t Ul

&flP)F+ E$lN*:7F. Xl*$l*.:t#) &flF*rffi, 8rfi
iLEnfi fff E EfilE.*.:2 fr i{ttlt&:r #l
ffi *fritr €'friE&:\ F. X.flfil*.:t #l

Ezr,
r. +iF,(&fl€fij+ilPgfrfrfrzE, il*{ie*Sr^*5+iF,\trEtfi!.+Eed8r-fir't, EIUHEetur^Pfi.E

E*EE"
2. + iit,t..& g€ AJ + iil Xr1r6tufr7.6, EEEtfiiAF&,Er'le&fr+*rt, Be=)Effi. HffiftEq+le€.
3. E*fr.f.F8.F&rlFlrl'E+it++'JRSS'Ar#)FfiE, ftE+nJi**rfifi fi H e *AUHA.

'#'€ E, ffiE H.Agfitt,

#.6rE iE' 826t2006

fi{++fi. qefis, 100088 lLHfiEE8ritiriErfiffi 6

ErEFif, . &EiEiilE +E1l*G*9cL)F-Atf+fir*Ei+EI
rt+il}*En.

:)

-^.
200101

2010.4 1++Xliftr;t,.|Enfi

ri2



,7V

100080
ItafiEittriE,EfrBEF 2I ts+i(f'ltuisP&tEA,4 503 B
ILA=XtETtt0iJlr'&,ftqt FEAaf +Ei+(8610)65178080)

ffi I ilttffi]I tiltliililfifitulll itrt tf txt]iIilt[ ttill litiulutI ttil

++ R*fiEE*MLqF+I,E
E.YE.

20ls+0lE 2e E

+ in- E 4+f'J ?, 201820142366.6 l/ii{H. i, 20180129fi)795520

+iE*l4+f'J.& ' #!FX+

Iie'fr Arc.Effi , fr , #i\4,fr 4*.* ift ft =si[|] s'={t fi * R4t E

fiHEfrIF#iES+
tid+fl+iH, EFiHIT 2018 rF 0t E 26 A&.#,frHffiry-16*, tlq6, ftA+frJt**ffifrqu4 100 4

x. q+Nwftffiffih'*, fftilF-, naffiW"
+ i,6 ft , E Ef €frit[ g +E^+trJ +ft . Fq Ali 85% trJ LlDt]ffiW.

&ffi+#j,**ffifrRl*s5 *&.fi*niP.P1il-Ffl75+r\Ftrlflft., FiB/\&E+ 2018 +$ n 26 flZ
t(ffiryTrtJfrH,

+#fr, 75tt &flE*Ffttrufr, 0x i{q+5ffjhft' 0/E ,trE&q*t' 0-
)+i+, 75 n

lEzi r

t. tr ftfl.**.il1)kfiAtrils.E fiAh***fift&" XttlilBfrtfr** il* )F*En, ir.tfrl+,fr8&.{./"hffiE.
2. +fJ a/fl E LjhEitE tft a. ffi Efr ffi ff irfi ,ft 4, ts,Erq Fitr *tuv* F.Bfrry.

ts tfr fi , E7 +r#ltflfiHF EIEffi hftp//cponlirc.sipo.gov.cn, +fi m#tg*&H E Lffifr A4*A "

$[Eirtr, &tr^tr€, EAfirAFirE+niFW.*b, HFFf'E: I rflm860"

itffrfJss)El6gs8+169. frffiafr,(ilfilffi) e.tlfi.bffi. X5!E+,igf!fiffi4#(frffrffi) ffru.}*i}8#fr+*"
itfl,eltffi.Eir{,ttrr, if+tl6EEqif ltt*42ifiefiiflruft (E#ffi4frr!,). Efril EB6a4#T}E5frEfrfiH
66EjEEB!, fl)t*b$ffill**. 7 84.*t+48 Heg*' *38ffi hnp:rrr*wrvsipo.gov.cn AitJ"

3. &#€+'lr**n4tAtJ*5 *ffifr,rt, ##HHffrH r Hfitg4Hmfi. ffiRu)+*.* F+gtr't, c)*&E r HfrrfEDE,
SEEifi E. .,N tr,ffifiA ffi , U,zN &E I E Nffi FEtr E " ffi EEfi E PEIfi1E E trJ, Ufiffi EEtrJH L +ITE E hW

MEffiE.

C-A E. 6E

ffi4 {if,, 826t2006

4{++ iil. E e iFs, r 00088 lL.e.tfi ;s ii trdi it #rEtftf* 6

E7Sit, &E jEi!ts7t#t#rtR#t;)*.+t{+[7tEt+Er
r{+t4lJtEi"

.-.
200021
2010 4 +F{tfi7frlEtE!

2i2

EAflII.



 

 

HA201800189 

1 

说   明   书   摘   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中换热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

其中，该换热量测量仪包括压力采集装置（10）、温度采集装置（20）、电

能采集装置（30）和处理器（40），压力采集装置（10）、温度采集装置（20）

设置在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各组件的进口处和出口处，用于采集多联式空调

系统的各状态参数，电能采集装置（30）采集压缩机（21）的总消耗功率，

处理器（40）分别与上述各采集装置连接，并获取上述各装置采集的参数，

并计算出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通过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多联式空调系

统中换热量测量仪，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测量仪和

采集装置会影响多联式空调系统运行状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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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附   图 

 

第一压力传感器101

第二压力传感器102

压力采集装置

第五温度传感器205

温度采集装置

第七温度传感器207

第八温度传感器208

第十温度传感器210

第十一温度传感器
211

第十二温度传感器
212

第十三温度传感器
213

电能采集装置

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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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中换热量测量仪，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压缩

机（21）的排气口连接油分离器（22）的入口，所述油分离器（22）的第

一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21）的吸气口，所述油分离器（22）的第二出口

连接四通阀（23）的入口，所述四通阀（23）的第一出口连接室外换热器

（24）的入口，室外换热器（24）的出口连接再冷器（25）的入口，气液

分离器（26）的第一入口连接所述再冷器（25）的旁通回路出口，第二入

口连接所述四通阀（23）的第二出口，所述气液分离器（26）的出口连接

所述压缩机（21）的入口，所述再冷器（25）的主回路出口连接室内换热

器（27），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仪包括： 

压力采集装置（10），包括：第一压力传感器（101），设置在所述压缩

机（21）的吸气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21）的吸气压力；第二压力传

感器（102），设置在所述压缩机（21）的排气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21）

的排气压力； 

温度采集装置（20），包括：第五温度传感器（205），设置在所述四通

阀（23）的第二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四通阀（23）的第二出口处的第五温

度；第七温度传感器（207），设置在所述再冷器（25）的旁通回路的出口，

用于采集所述再冷器（25）的旁通回路的出口处的第七温度；第八温度传

感器（208），设置在所述四通阀（23）的进口，用于采集所述四通阀（23）

的进口处的第八温度；第十温度传感器（210），设置在所述再冷器（25）

的进口，用于采集所述再冷器（25）的进口处的第十温度；第十一温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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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211），设置在所述再冷器（25）的主回路的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再

冷器（25）的主回路的出口的第十一温度；第十二温度传感器（212），设

置在所述压缩机（21）的壳体表面，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21）的壳体表

面温度；第十三温度传感器（213），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21）周围的环

境温度； 

电能采集装置（30），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与所述压缩机（21）连

接，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21）的总消耗功率； 

处理器（40），分别与所述压力采集装置（10）、温度采集装置（20）

及所述电能采集装置（30）连接，用于获取第一采集数据，所述第一采集

数据包括：所述压缩机（21）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所述第五温度、所

述第七温度、所述第八温度、所述第十温度、所述第十一温度、所述压缩

机（21）的壳体表面温度、所述压缩机（21）周围的环境温度、所述压缩

机（21）的总消耗功率，并根据所述第一采集数据计算出所述多联式空调

系统的换热量。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中换热量测量仪，其特征在

于，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29），所述电磁

阀出口回油毛细管（29）的入口与所述四通阀（23）的入口连接，所述电

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29）的出口与所述四通阀（23）的第二出口连接， 

所述温度采集装置（20）还包括：第三温度传感器（203），设置在所

述气液分离器（26）的出口，用于采集所述气液分离器（26）的出口处的

第三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204），设置在所述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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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口，用于采集所述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29）的出口处的第四温度；

第六温度传感器（206），设置在所述气液分离器（26）的第二入口，用于

采集所述气液分离器（26）的第二入口处的第六温度；第十四温度传感器

（214），设置在所述油分离器（22）的第二出口，用于采集所述油分离器

（22）的第二出口处的第十四温度； 

所述处理器（40）获取第二采集数据，所述第二采集数据包括：所述

压缩机（21）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所述第三温度、所述第四温度、所

述第五温度、所述第六温度、所述第七温度、所述第十一温度、所述第十

四温度、所述压缩机（21）的壳体表面温度、所述压缩机（21）周围的环

境温度、所述压缩机（21）的总消耗功率，并根据所述第二采集数据计算

出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中换热量测量仪，其特征在

于，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压缩机回油毛细管（28），所述压缩机回

油毛细管（28）的入口与油分离器（22）的第一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回

油毛细管（28）的出口与所述压缩机（21）的进气口连接， 

所述温度采集装置（20）还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201），设置在所

述压缩机（21）的吸气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21）的吸气口的第一温

度；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回油毛细管（28）的出口，用于

采集所述压缩机回油毛细管（28）的出口处的第二温度；第十五温度传感

器 215，设置在所述压缩机（21）的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21)的出口

处的第十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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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处理器（40）获取第三采集数据，所述第三采集数据包括：所述

压缩机（21）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所述第一温度、所述第二温度、所

述第三温度、所述第四温度、所述第五温度、所述第六温度、所述第七温

度、所述第十一温度、所述第十五温度、所述压缩机（21）的壳体表面温

度、所述压缩机（21）周围的环境温度、所述压缩机（21）的总消耗功率，

并根据所述第三采集数据计算出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 

4.根据权利要求 1-3中任一项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中换热量测量仪，

其特征在于，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室外侧风机， 

所述温度采集装置（20）还包括：第九温度传感器（209），设置在所

述室外换热器（24）的进口，用于采集所述室外换热器（24）的进口处的

第九温度； 

所述电能采集装置（30）还包括：风机功率传感器，与所述室外侧风

机连接，用于采集所述室外侧风机的功率； 

所述处理器（40）获取第四采集数据，所述第四采集数据包括：所述

压缩机（21）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所述第五温度、所述第七温度、所

述第八温度、所述第九温度、所述第十温度、所述第十一温度、所述压缩

机（21）的壳体表面温度、所述压缩机（21）周围的环境温度、所述压缩

机（21）的总消耗功率、所述室外侧风机的功率，并根据所述第四采集数

据计算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 

5.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状态参数采集装置，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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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缩机（21）的排气口连接油分离器（22）的入口，所述油分离器（22）

的第一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21）的吸气口，所述油分离器（22）的第二

出口连接四通阀（23）的入口，所述四通阀（23）的第一出口连接室外换

热器（24）的入口，室外换热器（24）的出口连接再冷器（25）的入口，

气液分离器（26）的第一入口连接所述再冷器（25）的旁通回路出口，第

二入口连接所述四通阀（23）的第二出口，所述气液分离器（26）的出口

连接所述压缩机（21）的入口，所述再冷器（25）的主回路出口连接室内

换热器（27），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仪包括： 

压力采集装置（10），包括：第一压力传感器（101），设置在所述压缩

机（21）的吸气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21）的吸气压力；第二压力传

感器（102），设置在所述压缩机（21）的排气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21）

的排气压力； 

温度采集装置（20），包括：第五温度传感器（205），设置在所述四通

阀（23）的第二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四通阀（23）的第二出口处的第五温

度；第七温度传感器（207），设置在所述再冷器（25）的旁通回路的出口，

用于采集所述再冷器（25）的旁通回路的出口处的第七温度；第八温度传

感器（208），设置在所述四通阀（23）的进口，用于采集所述四通阀（23）

的进口处的第八温度；第十温度传感器（210），设置在所述再冷器（25）

的进口，用于采集所述再冷器（25）的进口处的第十温度；第十一温度传

感器（211），设置在所述再冷器（25）的主回路的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再

冷器（25）的主回路的出口的第十一温度；第十二温度传感器（212），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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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所述压缩机（21）的壳体表面，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21）的壳体表

面温度；第十三温度传感器（213），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21）周围的环

境温度； 

电能采集装置（30），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与所述压缩机（21）连

接，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21）的总消耗功率。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状态参数采集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29），所

述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29）的入口与所述四通阀（23）的入口连接，

所述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29）的出口与所述四通阀（23）的第二出口

连接， 

所述温度采集装置（20）还包括：第三温度传感器（203），设置在所

述气液分离器（26）的出口，用于采集所述气液分离器（26）的出口处的

第三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204），设置在所述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29）

的出口，用于采集所述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29）的出口处的第四温度；

第六温度传感器（206），设置在所述气液分离器（26）的第二入口，用于

采集所述气液分离器（26）的第二入口处的第六温度；第十四温度传感器

（214），设置在所述油分离器（22）的第二出口，用于采集所述油分离器

（22）的第二出口处的第十四温度。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状态参数采集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压缩机回油毛细管（28），所述压

缩机回油毛细管（28）的入口与油分离器（22）的第一出口连接，所述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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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机回油毛细管（28）的出口与所述压缩机（21）的进气口连接， 

所述温度采集装置（20）还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201），设置在所

述压缩机（21）的吸气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21）的吸气口的第一温

度；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回油毛细管（28）的出口，用于

采集所述压缩机回油毛细管（28）的出口处的第二温度；第十五温度传感

器 215，设置在所述压缩机（21）的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21)的出口

处的第十五温度。 

8.根据权利要求 5-7 中任一项所述的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状态参数采

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室外侧风机， 

所述温度采集装置（20）还包括：第九温度传感器（209），设置在所

述室外换热器（24）的进口，用于采集所述室外换热器（24）的进口处的

第九温度； 

所述电能采集装置（30）还包括：风机功率传感器，与所述室外侧风

机连接，用于采集所述室外侧风机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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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中换热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换热量测量仪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联式空调系

统中换热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 

背景技术 

多联式空调系统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气候条件、安装位置、使用

情况和负荷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其现场运行性能与在实验室内的测试性能

差距较大，因此，实测多联式空调系统在使用过程中的实际性能一直是行

业内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耗电量的现场测量技术比较成熟，但是制冷

（热）量则无法准确测量，故难以分析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实际性能，不利

于多联式空调系统的优化运行与管理。 

现有技术中，针对多联式空调系统现场性能测量，主要是从制冷循环

的外部入手，即采用室内空气焓差法和室外空气焓差法进行测量，采用上

述两种方法时，由于在现场条件下因空气流场分布不均匀，故其风量无法

准确测量；如果采用外接风道方式进行测量，又将影响制冷热泵系统的运

行状态，导致测试结果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的问题。在工程的现场条件下，

若采用插入式流量计，即在制冷剂管道上接入流量计以测量制冷剂的流量，

则必须破坏制冷剂管道，影响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可靠性甚至损毁多联式空

调系统，因而该测量装置不具备可实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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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内容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中换热量测

量仪和采集装置，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测量仪和采

集装置会影响多联式空调系统的运行状态的问题。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中换热量测量仪，所述

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压缩机的排气口连接油分离器的入口，所述油分离器的

第一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口，所述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连接四通阀

的入口，所述四通阀的第一出口连接室外换热器的入口，室外换热器的出

口连接再冷器的入口，气液分离器的第一入口连接所述再冷器的旁通回路

出口，第二入口连接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所述气液分离器的出口连接

所述压缩机的入口，所述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连接室内换热器，所述测量

仪包括：压力采集装置，包括：第一压力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压缩机的吸

气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第二压力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压

缩机的排气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压力；温度采集装置，包括：

第五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四通阀的

第二出口处的第五温度；第七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再冷器的旁通回路

的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再冷器的旁通回路的出口处的第七温度；第八温度

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四通阀的进口，用于采集所述四通阀的进口处的第八

温度；第十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再冷器的进口，用于采集所述再冷器

的进口处的第十温度；第十一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再冷器的主回路的

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再冷器的主回路的出口的第十一温度；第十二温度传

感器，设置在所述压缩机的壳体表面，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壳体表面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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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第十三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电能采集

装置，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与所述压缩机连接，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

的总消耗功率；处理器，分别与所述压力采集装置、温度采集装置及所述

电能采集装置连接，用于获取第一采集数据，所述第一采集数据包括：所

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所述第五温度、所述第七温度、所述第

八温度、所述第十温度、所述第十一温度、所述压缩机的壳体表面温度、

所述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所述压缩机的总消耗功率，并根据所述第一

采集数据计算出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 

可选地，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所述

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入口与所述四通阀的入口连接，所述电磁阀出口

回油毛细管的出口与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连接，所述温度采集装置还包

括：第三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气液分离器的出口，用于采集所述气液

分离器的出口处的第三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电磁阀出口回

油毛细管的出口，用于采集所述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出口处的第四温

度；第六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气液分离器的第二入口，用于采集所述

气液分离器的第二入口处的第六温度；第十四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油

分离器的第二出口，用于测量所述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处的第十四温度；

所述处理器获取第二采集数据，所述第二采集数据包括：所述压缩机的吸

气压力和排气压力、所述第三温度、所述第四温度、所述第五温度、所述

第六温度、所述第七温度、所述第十一温度、所述第十四温度、所述压缩

机的壳体表面温度、所述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所述压缩机的总消耗功

率，并根据所述第二采集数据计算出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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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地，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压缩机回油毛细管，所述压缩

机回油毛细管的入口与油分离器的第一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回油毛细管

的出口与所述压缩机的进气口连接，所述温度采集装置还包括：第一温度

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口的第

一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回油毛细管的出口，用于采

集所述压缩机回油毛细管的出口处的第二温度；第十五温度传感器，设置

在所述压缩机的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出口处的第十五温度；所述

处理器获取第三采集数据，所述第三采集数据包括：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

力和排气压力、所述第一温度、所述第二温度、所述第三温度、所述第四

温度、所述第五温度、所述第六温度、所述第七温度、所述第十一温度、

所述第十五温度、所述压缩机的壳体表面温度、所述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

度、所述压缩机的总消耗功率，并根据所述第三采集数据计算出所述多联

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 

可选地，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室外侧风机，所述温度采集装置

还包括：第九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室外换热器的进口，用于采集所述

室外换热器的进口处的第九温度；所述电能采集装置还包括：风机功率传

感器，与所述室外侧风机连接，用于采集所述室外侧风机的功率；所述处

理器获取第四采集数据，所述第四采集数据包括：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

和排气压力、所述第五温度、所述第七温度、所述第八温度、所述第九温

度、所述第十温度、所述第十一温度、所述压缩机的壳体表面温度、所述

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所述压缩机的总消耗功率、所述室外侧风机的功

率，并根据所述第四采集数据计算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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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状态参数采集装

置，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压缩机的排气口连接油分离器的入口，所述油

分离器的第一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口，所述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连

接四通阀的入口，所述四通阀的第一出口连接室外换热器的入口，室外换

热器的出口连接再冷器的入口，气液分离器的第一入口连接所述再冷器的

旁通回路出口，第二入口连接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所述气液分离器的

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的入口，所述再冷器的主回路出口连接室内换热器，

所述采集装置包括：压力采集装置，包括：第一压力传感器，设置在所述

压缩机的吸气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压力；第二压力传感器，设

置在所述压缩机的排气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排气压力；温度采集装

置，包括：第五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用于采集所

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第五温度；第七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再冷器

的旁通回路的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再冷器的旁通回路的出口处的第七温度；

第八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四通阀的进口，用于采集所述四通阀的进口

处的第八温度；第十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再冷器的进口，用于采集所

述再冷器的进口处的第十温度；第十一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再冷器的

主回路的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再冷器的主回路的出口的第十一温度；第十

二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压缩机的壳体表面，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壳

体表面温度；第十三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周围的环境温度；

电能采集装置，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与所述压缩机连接，用于采集所

述压缩机的总消耗功率。 

可选地，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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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入口与所述四通阀的入口连接，所述电磁阀出口

回油毛细管的出口与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连接，所述温度采集装置还包

括：第三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气液分离器的出口，用于采集所述气液

分离器的出口处的第三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电磁阀出口回

油毛细管的出口，用于采集所述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出口处的第四温

度；第六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气液分离器的第二入口，用于采集所述

气液分离器的第二入口处的第六温度；第十四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油

分离器的第二出口，用于测量所述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处的第十四温度。 

可选地，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压缩机回油毛细管，所述压缩

机回油毛细管的入口与油分离器的第一出口连接，所述压缩机回油毛细管

的出口与所述压缩机的进气口连接，所述温度采集装置还包括：第一温度

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吸气口的第

一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压缩机回油毛细管的出口，用于采

集所述压缩机回油毛细管的出口处的第二温度；第十五温度传感器，设置

在所述压缩机的出口，用于采集所述压缩机的出口处的第十五温度。 

可选地，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室外侧风机，所述温度采集装置

还包括：第九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室外换热器的进口，用于采集所述

室外换热器的进口处的第九温度；所述电能采集装置还包括：风机功率传

感器，与所述室外侧风机连接，用于采集所述室外侧风机的功率。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具有如下优点：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中换热量测量仪，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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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式空调系统中换热量测量仪包括压力采集装置、温度采集装置、电能采

集装置和处理器，压力采集装置采集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温度

采集装置设置在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各组件的进口处和出口处，用于采集各

点的温度，电能采集装置与压缩机连接，采集压缩机的总消耗功率，处理

器分别与压力采集装置、温度采集装置和电能采集装置连接，获取上述各

装置采集的参数，并根据采集的参数计算出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通

过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多联式空调系统中换热量测量仪，不需要在制冷剂

管道上接入流量计而破坏制冷剂管道，直接通过采集的参数得到换热量，

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会影响多联

式空调系统运行状态的问题。 

附图说明 

通过参考附图会更加清楚的理解本实用新型的特征和优点，附图是示

意性的而不应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任何限制，在附图中： 

图 1 是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多联式空调系统中换热量测量仪的结

构框图； 

图 2 是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多联式空调系统的示意图； 

图 3 是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状态参数采集装

置的结构框图； 

附图标记：21-压缩机，22-油分离器，23-四通阀，24-室外换热器，25-

再冷器，26-气液分离器，27-室内换热器，28-压缩机回油毛细管，29-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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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出口回油毛细管，10-压力采集装置，101-第一压力传感器，102-第二压

力传感器，20-温度采集装置，201-第一温度传感器，202-第二温度传感器，

203-第三温度传感器，204-第四温度传感器，205-第五温度传感器，206-第

六温度传感器，207-第七温度传感器，208-第八温度传感器，209-第九温度

传感器，210-第十温度传感器，211-第十一温度传感器，212-第十二温度传

感器，213-第十三温度传感器，214-第十四温度传感器，215-第十五温度传

感器，30-电能采集装置，40-处理器，3-采集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

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

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

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没有

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

的范围。 

实施例 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中换热量测量仪。在一

较佳实施例中，该多联式空调系统中换热量测量仪可应用于如图 2 所示的

多联式空调系统中，该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压缩机 21 的排气口连接油分离器

22 的入口，油分离器 22的第一出口连接压缩机 21的吸气口，油分离器 22

的第二出口连接四通阀 23 的入口，四通阀 23 的第一出口连接室外换热器

24 的入口，室外换热器 24 的出口连接再冷器 25 的入口，气液分离器 26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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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入口连接再冷器 25 的旁通回路出口，第二入口连接四通阀 23 的第二

出口，气液分离器 26 的出口连接压缩机 21的入口，再冷器 25的主回路出

口连接室内换热器 27。 

如图 1 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多联式空调系统中换热量测量仪包

括：压力采集装置 10，该压力采集装置 10 包括第一压力传感器 101，理想

状态下该第一压力传感器 101 设置在压缩机 21 的吸气口，用于采集压缩机

21 的吸气压力，在实际应用时，由于压缩机 21 的管道很短，可以将第一压

力传感器 101 设置在尽量靠近压缩机 21 的吸气口处，例如是图 1 所示的靠

近气液分离器 26 的第二入口位置；第二压力传感器 102，理想状态下该第

一压力传感器 102 设置在压缩机 21 的排气口，用于采集压缩机 21 的排气

压力，在实际应用时，由于压缩机 21的管道很短，可以将第二压力传感器

102 设置在尽量靠近压缩机 21 的排气口处，例如是图 1 所示的靠近油分离

器 22的出口位置；温度采集装置 20 包括：第五温度传感器 205，设置在四

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用于采集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处的第五温度；第七

温度传感器 207，设置在再冷器 25 的旁通回路的出口，用于采集再冷器 25

的旁通回路的出口处的第七温度；第八温度传感器 208，设置在四通阀 23

的进口，用于采集四通阀 23 的进口处的第八温度；第十温度传感器 210，

设置在再冷器 25 的进口，用于采集再冷器 25 的进口处的第十温度；第十

一温度传感器 211，设置在再冷器 25 的主回路的出口，用于采集再冷器 25

的主回路的出口的第十一温度；第十二温度传感器 212，设置在压缩机 21

的壳体表面，用于采集压缩机 21 的壳体表面温度；第十三温度传感器 213，

用于采集压缩机 21周围的环境温度；电能采集装置 30，包括压缩机功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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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与压缩机 21 连接，用于采集压缩机 21 的总消耗功率；处理器 40，

分别与压力采集装置 10、温度采集装置 20 及电能采集装置 40 连接，用于

获取第一采集数据，第一采集数据包括：压缩机 21 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

第五温度、第七温度、第八温度、第十温度、第十一温度、压缩机 21 的壳

体表面温度、压缩机 21 周围的环境温度、压缩机 21 的总消耗功率，并根

据第一采集数据计算出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通过本实用新型实施例

的多联式空调系统中换热量测量仪，不需要在制冷剂管道上接入流量计而

破坏制冷剂管道，直接通过采集的参数得到换热量，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多

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会影响多联式空调系统运行状态

的问题。 

具体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包括制冷量和制热量，在一具体实

施方式中，处理器 40 通过以下公式（1）计算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 

857loss7755e h)GG(QhGhGP ++=++  

                 )hh(G)hh)(GG( 7117111057 -- =+                 （1） 

)hh(GQ 1155e -=  

公式（1）中， eP 表示压缩机 21 的功率，单位为 kW， 5G 表示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5h 表示混合物在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单位为 kJ/kg， 7G

表示再冷器 25 的旁通回路出口处混合物的第七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7h

表示混合物在再冷器 25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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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压缩机 21 的漏热量，单位为 kW， 8h 表示混合物在压缩机 21 排气口的第

八焓值，单位为 kJ/kg， 10h 表示混合物在再冷器 25 进口的第十焓值，单位

为 kJ/kg、 11h 表示混合物在再冷器 25 的主回路出口的第十一焓值，单位为

kJ/kg， eQ 表示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单位为 kW。 

当再冷器 25关闭时，处理器 40通过以下公式（2）计算多联式空调系

统的制热量： 

85loss55e hGQhGP +=+  

                      )hh(GQ 1185c -=                        （2） 

公式（2）中， eP 表示压缩机 21 的功率，单位为 kW， 5G 表示四通阀的

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5h 表示混合物在四通阀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示压

缩机的漏热量，单位为 kW， 8h 表示混合物在油分离器的第二出口的第八焓

值，单位为 kJ/kg， cQ 表示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热量，单位为 kW。 

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上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电磁阀出口回油

毛细管 29，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 29 的入口与四通阀 23 的入口连接，电

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 29 的出口与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连接。该温度采集

装置还包括第三温度传感器 203，设置在气液分离器 26 的出口，用于采集

气液分离器 26 的出口处的第三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 204，设置在电磁阀

出口回油毛细管 29 的出口，用于采集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 29 的出口处

的第四温度；第六温度传感器 206，设置在气液分离器 26 的第二入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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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采集气液分离器 26 的第二入口处的第六温度；第十四温度传感器 214，

设置在油分离器 22 的第二出口，用于采集油分离器 22 的第二出口处的第

十四温度；处理器 40 获取第二采集数据，第二采集数据包括：压缩机 21

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第三温度、第四温度、第五温度、第六温度、第

七温度、第十一温度、第十四温度、压缩机 21 的壳体表面温度、压缩机 21

周围的环境温度、压缩机 21 的总消耗功率，并根据第二采集数据计算出多

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通过采集更多的温度，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换热

量测量值，具体地，处理器 40 通过以下公式（3）计算多联式空调系统的

制冷量： 

83loss33e hGQhGP +=+  

                  776633 hGhGhG += ， 546 GGG +=                 （3） 

554466 hGhGhG += ， 763 GGG +=  

公式（3）中， eP 表示压缩机 21 的功率，单位为 kW， lossQ 表示压缩机

21 的漏热量，单位为 kW， 8h 表示混合物在压缩机 21的排气口的第八焓值，

单位为 kJ/kg ， 3h 表示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 26 的出口的第三焓值， 4h 表示

混合物在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 29 的出口的第四焓值， 5h 表示混合物在四

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 6h 表示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 26 的第二入

口的第六焓值， 7h 表示混合物在再冷器 25 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上

述焓值的单位均为 kJ/kg， 3G 表示气液分离器 26 的出口处混合物的第三质

量流量， 4G 表示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 29 的出口处混合物的第四质量流

量， 5G 表示四通阀 23的第二出口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 6G 表示气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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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器 26 的第二入口处混合物的第六质量流量， 7G 表示再冷器 25 的旁通回

路出口处混合物的第七质量流量，上述质量流量的单位均为 kg/s。 

当再冷器 25开启时，处理器 40通过以下公式（4）计算多联式空调系

统的制热量： 

83loss33e hGQhGP +=+  

                     775533 hGhGhG += ， 753 GGG +=            （4） 

)hh(GQ 1185c -=  

公式（4）中， eP 所述压缩机 21 的功率，单位为 kW， 3G 表示气液分离

器 26出口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3h 表示混合物在气液分离

器 26出口的第三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示压缩机 21 的漏热量，单位

为 kW， 8h 表示混合物在油分离器 22 的第二出口的第八焓值，单位为 kJ/kg， 

5G 表示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5h 表

示混合物在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单位为 kJ/kg， 7G 表示再冷

器 25的旁通回路出口处混合物的第七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7h 表示混合

物在再冷器 25 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单位为 kJ/kg， cQ 表示多联式

空调系统的制热量，单位为 kW， 11h 表示混合物在再冷器 25 的主回路出口

的第十一焓值，单位为 kJ/kg。 

在一具体实施方式中，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压缩机回油毛细管 28，

压缩机回油毛细管 28 的入口与油分离器 22 的第一出口连接，压缩机回油

毛细管 28 的出口与压缩机 21 的进气口连接，温度采集装置 20还包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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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温度传感器 201，设置在压缩机 21 的吸气口，用于采集压缩机 21 的吸气

口的第一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 202，设置在压缩机回油毛细管 28 的出口，

用于采集压缩机回油毛细管 28 的出口处的第二温度；第十五温度传感器

215，设置在压缩机 21 的出口，用于采集压缩机 21的出口处的第十五温度；

处理器 40 获取第三采集数据，第三采集数据包括：压缩机 21 的吸气压力

和排气压力、第一温度、第二温度、第三温度、第四温度、第五温度、第

六温度、第七温度、第十一温度、第十五温度、压缩机 21的壳体表面温度、

压缩机 21 周围的环境温度、压缩机 21 的总消耗功率，并根据第三采集数

据计算出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通过更多的温度传感器采集更多的温

度数据，更能精确地得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具体地，处理器 40 通

过以下公式（5）计算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 

81loss11e hGQhGP +=+  

332211 hGhGhG += ， 321 GGG +=  

                  776633 hGhGhG += ， 546 GGG +=               （5） 

554466 hGhGhG += ， 763 GGG +=  

)hh(GQ 1155e -=  

公式（5）中， eP 表示压缩机 21 的功率，单位为 kW， 1G 表示压缩机 21

吸气口的混合物第一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1h 表示混合物在压缩机 21 的

吸气口的第一焓值，单位为 kJ/kg， lossQ 表示压缩机 21 的漏热量，单位为

kW， 8h 表示混合物在压缩机 21 排气口的第八焓值，单位为 kJ/kg， 2h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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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在压缩机回油毛细管 28的出口的第二焓值， 3h 表示混合物在气液分

离器 26 的出口的第三焓值， 4h 表示混合物在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 29 的

出口的第四焓值， 5h 表示混合物在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的第五焓值， 6h 表

示混合物在气液分离器 26 的第二入口的第六焓值， 7h 表示混合物在再冷器

25 的旁通回路出口的第七焓值，上述焓值的单位均为 kJ/kg， 2G 表示压缩

机回油毛细管 28 的出口处混合物的第二质量流量， 3G 表示气液分离器 26

出口所述混合物的第三质量流量， 4G 表示所述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的出

口处混合物的第四质量流量， 5G 表示四通阀 23的第二出口处混合物的第五

质量流量， 6G 表示气液分离器 26的第二入口处混合物的第六质量流量， 7G

表示再冷器 25 的旁通回路出口处混合物的第七质量流量，上述质量流量的

单位均为 kg/s， eQ 表示所述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单位为 kW。 

在一个可选的具体实施方式中，上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室外侧风

机，上述换热量测量仪的温度采集装置 20 还包括第九温度传感器 209，设

置在室外换热器 24的进口，用于采集室外换热器 24 的进口处的第九温度；

电能采集装置 20 还包括风机功率传感器，与室外侧风机连接，用于采集室

外侧风机的功率；处理器 40 获取第四采集数据，第四采集数据包括：压缩

机 21的吸气压力和排气压力、第五温度、第七温度、第八温度、第九温度、

第十温度、第十一温度、压缩机 21 的壳体表面温度、压缩机 21 周围的环

境温度、压缩机 21的总消耗功率、室外侧风机的功率，并根据第四采集数

据计算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具体地，处理器 40 通过以下公式（6）

计算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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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ssece PQPQQ -- +=
                    （6） 

公式（6）中， eQ 表示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单位为 kW， cQ 表示室

外换热器 24的排热量，单位为 kW， eP 表示压缩机 21的功率，单位为 kW，

lossQ 表示压缩机 21 的漏热量，单位为 kW， fP 表示室外侧风机的功率，单位

为 kW，其中，在多联式空调系统安装室外侧风机时，考虑参数 fP ，如果在

多联式空调系统中没有安装该室外侧风机，则不需要考虑参数 fP ；室外侧

换热器 24 的排热量 )hh)(GG(Q 10957c -+= ， 9h 表示混合物在室外换热器 24

进口的第九焓值，单位为 kJ/kg， 10h 表示混合物在再冷器 25进口的第十焓

值，单位为 kJ/kg， 5G 表示所述四通阀的第二出口处的制冷剂和润滑油组

成的混合物的第五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7G 表示所述再冷器的旁通回路

出口处所述混合物的第七质量流量，单位为 kg/s。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多联式空调系统中换热量测量仪，通

过压力采集装置 10、温度采集装置 20 及电能采集装置 30 采集多联式空调

系统中各组件的状态参数，处理器 40根据采集到的状态参数计算多联式空

调系统的换热量，不需要在制冷剂管道上接入流量计而破坏制冷剂管道，

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换热量测量仪和采集装置会影响多联

式空调系统运行状态的问题。 

实施例 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状态参数采集装

置，在一优选实施方式中，该采集装置可应用于如图 2 所示的多联式空调

系统，该多联式空调系统的压缩机 21 的排气口连接油分离器 22 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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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分离器 22的第一出口连接压缩机 21的吸气口，油分离器 22的第二出口

连接四通阀 23 的入口，四通阀 23 的第一出口连接室外换热器 24 的入口，

室外换热器 24 的出口连接再冷器 25 的入口，气液分离器 26 的第一入口连

接再冷器 25 的旁通回路出口，第二入口连接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气液

分离器 26 的出口连接压缩机 21的入口，再冷器 25的主回路出口连接室内

换热器 27。 

如图 3 所示，该采集装置 3 包括：压力采集装置 10，该压力采集装置

10 包括第一压力传感器 101，理想状态下该第一压力传感器 101 设置在压

缩机 21 的吸气口，用于采集压缩机 21 的吸气压力，在实际应用时，由于

压缩机 21 的管道很短，可以将第一压力传感器 101 设置在尽量靠近压缩机

21 的吸气口处，例如是图 1所示的靠近气液分离器 26 的第二入口位置；第

二压力传感器 102，理想状态下该第一压力传感器 102 设置在压缩机 21 的

排气口，用于采集压缩机 21 的排气压力，在实际应用时，由于压缩机 21

的管道很短，可以将第二压力传感器 102 设置在尽量靠近压缩机 21 的排气

口处，例如是图 1 所示的靠近油分离器 22 的出口位置；温度采集装置 20

包括：第五温度传感器 205，设置在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用于采集四通

阀 23的第二出口处的第五温度；第七温度传感器 207，设置在再冷器 25 的

旁通回路的出口，用于采集再冷器 25的旁通回路的出口处的第七温度；第

八温度传感器 208，设置在四通阀 23 的进口，用于采集四通阀 23 的进口处

的第八温度；第十温度传感器 210，设置在再冷器 25 的进口，用于采集再

冷器 25 的进口处的第十温度；第十一温度传感器 211，设置在再冷器 25 的

主回路的出口，用于采集再冷器 25 的主回路的出口的第十一温度；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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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传感器 212，设置在压缩机 21 的壳体表面，用于采集压缩机 21 的壳体

表面温度；第十三温度传感器 213，用于采集压缩机 21 周围的环境温度；

电能采集装置 30，包括压缩机功率传感器，与压缩机 21连接，用于采集压

缩机 21 的总消耗功率。通过采集装置 3，可以对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组件

的各状态参数进行采集，结构简单，为多联系空调系统的性能分析提供精

确的依据。 

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电磁阀出口回油毛

细管 29，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 29 的入口与四通阀 23 的入口连接，电磁

阀出口回油毛细管 29 的出口与四通阀 23 的第二出口连接，温度采集装置

20 还包括：第三温度传感器 203，设置在气液分离器 26 的出口，用于采集

气液分离器 26 的出口处的第三温度；第四温度传感器 204，设置在电磁阀

出口回油毛细管 29 的出口，用于采集电磁阀出口回油毛细管 29 的出口处

的第四温度；第六温度传感器 206，设置在气液分离器 26 的第二入口，用

于采集气液分离器 26 的第二入口处的第六温度；第十四温度传感器 214，

设置在油分离器 22 的第二出口，用于测量油分离器 22 的第二出口处的第

十四温度。 

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压缩机回油毛细管

28，压缩机回油毛细管 28 的入口与油分离器 22 的第一出口连接，压缩机

回油毛细管 28的出口与压缩机 21的进气口连接，温度采集装置 20还包括：

第一温度传感器 201，设置在压缩机 21的吸气口，用于采集压缩机 21的吸

气口的第一温度；第二温度传感器 202，设置在压缩机回油毛细管 28 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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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用于采集压缩机回油毛细管 28 的出口处的第二温度；第十五温度传感

器 215，设置在压缩机 21的出口，用于采集压缩机 21 的出口处的第十五温

度。 

在一个可选的具体实施方式中，上述多联式空调系统还包括室外侧风

机，上述换热量测量仪的温度采集装置 20 还包括第九温度传感器 209，设

置在室外换热器 24的进口，用于采集室外换热器 24 的进口处的第九温度；

电能采集装置 20 还包括风机功率传感器，与室外侧风机连接，用于采集室

外侧风机的功率。 

综上所述，通过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多联式空调系统中各状态参数采

集装置，通过将压力采集装置 10、温度采集装置 20、电能采集装置 30 中

的不同传感器设置在多联式空调系统中的不同位置，实时采集系统的各状

态运行参数，为多联式空调系统的性能分析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操作

简单，无需影响系统运行，为后续的计算处理过程提供精确的依据。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

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

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

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的保

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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