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 　1005 —0329 (2003) 06 —0044 —04

近共沸混合制冷剂充灌量对冰箱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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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研究了近共沸混合制冷剂充灌量与冰箱性能及运行参数间的关系。这些参数包括冷却速度、耗电量、冷藏室

温度、冷冻室温度、冷凝器温度、压缩机吸气温度和排气温度等。为进一步提高替代工质冰箱性能提供了依据 ,并为近共

沸混合制冷剂充灌量优化模型的验证提供了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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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Near2azeotropic Mixture Refrigerant Quantity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efrig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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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near2azeotropic mixture refrigerant quantity and refrigerator perfor2
mance and operating parameters are presented. Those parameters included pull down speed and power consumption of the refrigerator ,

temperature of cold storage chamber , freezing chamber , condenser , suction and discharge pipes of compressor , etc. A good reference for

improvement performance of refrigerator using alternative refrigerant is provided. The fundamental data for validation of refrigerant quanti2
ty optimization model were also given b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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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我国针对采用

CFC12 的替代物作制冷剂的家用冰箱开展了一系

列研究工作[1～3 ] 。对替代工质的研究结果表明 ,

采用单一工质作为替代物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缺

点 ,而采用混合工质作为制冷剂可以使不同的工

质间优势互补 ,使得替代工质的选择范围大为拓

宽[4 ] 。混合工质有共沸和非共沸之分 ,其中共沸

混合制冷剂数量有限。在非共沸混合工质中 ,近

共沸混合物以其相变温度滑移小 ,泄漏影响小等

优点引起了大家的关注[5 ]。

制冷剂的充灌量对冰箱的性能有着重要的影

响[6 ] 。从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 ,多年来 ,国内对冰

箱的非共沸混合制冷剂充灌量这一领域的系统研

究成果多集中于理论分析和计算机模拟方

面[6～7 ] ,实验研究的公开报道并不系统。而在使

用非共沸混合制冷剂作为替代工质的情况下 ,其

充灌量的优化是环保冰箱系统整体优化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针对 CFC12 的一种近共沸替代工质 ,

通过实验研究其充灌量对冰箱的主要性能参数的

影响 ,并且将对冰箱运行时其制冷系统管路的温

度分布以及冰箱内部各个间室的温度变化进行实

验测定。

2 　实验系统

实验系统主要由恒温测试环境 ,实验冰箱 ,实

验测量仪器 ,数据采集与处理等部分组成 ,其布置

如图 1 所示。

211 　恒温测试环境

实验在恒温室内进行 ,测试环境符合国家标

准的要求[8 ] 。当达到稳定运行状态时 ,环境温度

的波动范围 ≤±0. 3 ℃;在离实验台架 2m 高的范

围内 ,垂直方向的温度梯度 ≤1. 5 ℃/ m。恒温环

境相对湿度保持在 45 %～75 %左右。恒温室内

空气流速不大于 0. 25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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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冰箱性能测试实验系统俯视图

212 　实验用冰箱

实验用冰箱型号为 BCD218、双门双温、三星

级、亚热带型 (ST) 、总有效容积为 218L (其中冷冻

室有效容积 95L) 、使用额定电压 220V、额定频率

为 50Hz。

213 　实验测量元件及分布

实验中的温度测量元件采用铜2康铜热电偶 ,

经标定 ,在 - 50 ℃～150 ℃的范围内 ,误差为 ±0.

1 ℃。主要的温度测点有 20 个 ,分别分布在压缩

机进、出口 ;压缩机外壳 ;冷凝器进、出口及沿途数

点 ;蒸发器进、出口及沿途数点 ;冷冻室室温 ;冷藏

室室温等。湿度测量仪器采用干湿球温度计。耗

电量测量仪器采用分度值为 0. 001kW·h 的电度

表。

214 　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

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由数据采集转换板、

35954A 微机接口板、COMPAQ 微型计算机、数据

传输电缆等部分组成。该系统的测量精度高、抗

干扰性强、可靠性好 ,速度最快时每 0. 22s 即可对

全部 20 个测试通道扫描采集 1 次。作者通过自

行开发的计算机软件能方便地对采集过程进行监

控。

215 　实验用制冷剂

本文实验中所用的近共沸混合制冷剂为

HFC152a/ HCFC22。作为家用冰箱制冷剂 CFC12

的替代物之一 , HFC152a/ HCFC22 不仅有着较好

的环保性能 ,而且在制冷能力、能耗、制冷剂成本

等方面都较为接近 CFC12。在实验中 ,采用液体

充注方式进行混合制冷剂的充灌 ,液态 HFC152a

与 HCFC22 的质量百分比分别为 85 %与 15 %。在

改变充灌量时 ,冰箱本身的设备、部件 (如毛细管

等) 均不做变动。

3 　实验结果及讨论

311 　冰箱的冷却速度

按照国家标准要求 ,将实验冰箱在 32 ℃的恒

温环境中至少放置 6h ,冰箱内部温度与环境温度

达到平衡 (温差 ≤1 ℃) [8 ]。关闭箱门 ,使冰箱连续

运行 ,测定在不同的充灌量下冷藏室平均温度降

到 7 ℃(0 ℃≤各测点温度 ≤12 ℃) ,冷冻室温度 ≤

- 18 ℃时所需要的时间。实验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充灌量对冰箱冷却所需时间的影响

从图 2 中可以看到 ,随着混合工质充灌量的

改变 ,冰箱的冷却速度也不断变化。事实上 ,当制

冷剂充灌量过小 (80g) 时 ,进入蒸发器的液体制冷

剂不足 ,在蒸发器中很快变成气态 ,导致蒸发器管

道有相当长的一段处于气态单相换热 ,换热能力

不足 ,从而导致冷却速度偏慢。而当制冷剂充灌

量过大时 (100g) ,进入蒸发器的液体制冷剂过多 ,

蒸发器管道有相当一部分换热面积处于液态单相

换热 ,换热系数偏低 ,也造成冷却速度偏慢。在适

当的充灌量下 ,冷却速度有一个最佳值。

312 　冰箱的耗电量

按照国家标准要求 ,在 25 ℃的恒温环境中 ,

测定冰箱在稳定运行状态期间 ,冷藏室平均温度

保持在 tm = 5 ℃时 ,冰箱连续运行 24h 的实际耗电

量[8 ]。由于在耗电量实验中 ,冷藏室温度呈波动

变化 ,因而实验采用两点内插法求耗电量[8 ] ,实验

结果如图 3 所示。从图 3 中可以看到 ,如果仅考

虑冰箱的节能效果的话 , 最佳充灌量应为 91g。

从图 2、3 中还可以看出 ,随着混合工质充灌量的

改变 ,冰箱的耗电量虽然也有一个最佳值 ,但是该

最佳值对应的充灌量与最佳冷却速度所对应的充

灌量并不一致。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冰箱的

这两项性能指标所反映的内在参数是不同的。冰

箱的冷却速度主要反映的是其制冷能力 ,而耗电

量则更多地与冰箱制冷系统的能效比有关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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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各自的最佳值所对应的最佳充灌量一般是不

同的。

图 3 　充灌量对冰箱耗电量的影响

313 　冷藏室温度

另外还对在冷却速度实验进行到 120min 时

(此时各运行参数开始趋于稳定) ,制冷剂充灌量

对冰箱的冷藏室平均温度、冷冻室温度、冷凝器平

均温度、压缩机吸气和排气温度等参数的影响进

行了研究。图 4 反映了随着充灌量的改变 ,冷藏

室平均温度的变化规律 ,可以看到它与冷却速度

的变化规律类似。

图 4 　充灌量对冰箱冷藏室平均温度的影响

314 　冷冻室温度

冷冻室温度随充灌量的变化规律 (见图 5) 与

冷藏室温度变化规律有很大不同。

图 5 　充灌量对冰箱冷冻室温度的影响

从图 5 中可以发现 ,尽管冷冻室温度最低的

情况出现在我们预期的充灌量范围内 ,但是在小

充灌量 (80g) 的情况下 ,冷冻室温度并未升高 ,基

本上与充灌量为 86g 时的相当。该现象在多次严

格的实验中均得到了很好的复现。

通过对冰箱结构及其它实验数据的综合分析

认为 ,冷冻室温度变化规律之所以表现出与冷藏

室不同 ,主要与实验冰箱的冷藏室、冷冻室蒸发器

盘管的布置有关。该冰箱是冷冻室在下部的双门

冰箱 ,当制冷剂充灌量不足时 ,来自毛细管的液态

制冷剂大部分先在下部的冷冻室蒸发器盘管内蒸

发 ,产生冷量 ,此时虽然冰箱总的充灌量不足 ,但

仍足以满足冷冻室蒸发器有效换热所需的液态制

冷剂的量 ,此时冷冻室蒸发器内的蒸发制冷过程

与充灌量稍大时基本相同 ,从而使充灌量为 80g

时的冷冻室温度与充灌量为 86g 时的基本相当。

而在充灌量不足时 ,到达冰箱上部冷藏室蒸发器

的液态制冷剂偏少 ,与充灌量稍大时相比 ,此时的

冷藏室蒸发器的两相换热面积减少 ,气态单相换

热面积增加 ,由于单相换热的换热系数远小于两

相换热的 ,致使在充灌量为 80g 时的冷藏室温度

较高。

另外 ,从图 4、5 还可以看出 ,如果冰箱的原始

充灌量在 91g 左右 ,当制冷剂泄露约 12 %时 (由于

该制冷剂的近共沸特性 ,这样的泄露量对其配比

影响很小) ,泄漏对冷冻室温度的影响不大 ,冷藏

室温度虽然升高了近 1 ℃,但仍然低于 7 ℃,符合

国家标准要求。

315 　压缩机吸气温度

从图 6 可以看到 ,当充灌量较小时 (80g) ,制

冷剂在进入压缩机前已经是温度很高的过热蒸

气。当充灌量增加到 100g 时 ,压缩机吸气温度已

经降至 0 ℃以下 ,此时可以观察到压缩机的吸气

管外表面结霜现象严重 ,表明此时的充灌量过大。

图 6 　充灌量对压缩机吸气温度的影响

316 　压缩机排气温度

压缩机排气温度如图 7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

到 ,在混合工质充灌量为 91g 或 95g 时 ,均可得到

较低的排气温度。这有利于防止混合制冷剂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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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下变质或润滑油结焦。

图 7 　充灌量对压缩机排气温度的影响

317 　冷凝器平均温度

实验中 ,我们沿冰箱冷凝器管路的沿程布置

了 5 个温度测点 ,实验中发现 ,第 1 点和第 5 点的

温度受单相换热的影响较大 ,与中间 3 个测点的

温度相差较大。于是对中间 3 个温度相近的测点

取其温度的平均值 ,以期尽可能准确地反映两相

换热情况下的冷凝温度 ,我们将该值称为冷凝器

平均温度。该温度随混合工质充灌量变化的规律

如图 8 所示。由图 8 可以看到 ,随着充灌量的增

加 ,冷凝器平均温度随之上升。

图 8 　充灌量对冷凝器平均温度的影响

4 　结论

(1) 最佳冷却速度对应的充灌量与最佳耗电

量对应的充灌量并不一致。优化充灌量不能单看

某个指标 ,应该综合考虑。

(2) 本实验冰箱最佳充灌量为 91g～95g ,更着

重冰箱的节能效果 ,最佳充灌量应为 91g。

(3) 当该非共沸混合制冷剂泄漏约 12 %时 ,

泄漏对冷冻室温度的影响不大 ,但对冷藏室温度、

冷却速度等参数有明显的不利影响。

(4) 本实验结果为非共沸混合制冷剂充灌量

优化数学模型的验证提供了基础数据 ,并为进一

步提高替代工质冰箱性能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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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轴套配合处采用过盈配合 , 过盈量为 0.

05mm ,油浴热装。在新轴套与原轴套端面连接处

沿圆周点焊 4 点 ,以加大连接强度。新轴套端部

沿圆周加工 3 个螺纹孔 (均布) ,安装时用顶丝把

轴与新轴套锁紧。

4 　使用效果

对设备改造后 ,自 2000 年 10 月下旬运行至

今 ,搅拌器运转平稳 ,彻底消除了搅拌器振动及搅

拌轴运行跳动。机械密封未出现过非正常损坏及

泄漏 ,使用寿命由过去半月左右延长至目前使用

8 个月尚无泄漏现象 ,改造获得成功。

作者简介 :李小莉 ,女 ,1972 年生 ,工程师。通讯地址 :457000

河南濮阳市中原大化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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