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903865.9

(22)申请日 2018.11.19

(73)专利权人 东台红日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 224222 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富安镇

大乘庵巷4号

(72)发明人 卢鸿　姜永红　赵永刚　李忠娣　

杨越　许晓凤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科亿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350

代理人 刘忠祥

(51)Int.Cl.

F24F 5/00(2006.01)

F24F 3/16(2006.01)

F24F 6/12(2006.01)

F24F 13/30(2006.01)

F24F 13/15(2006.01)

F24F 11/89(2018.01)

F24F 13/00(2006.01)

A01K 67/04(2006.01)

F24F 110/10(2018.01)

F24F 110/20(2018.01)

F24F 110/50(2018.01)

 

(54)实用新型名称

蚕室环境控制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蚕室环境控制器，包

括机壳，在机壳内下部设有水箱，水箱内设有超

声波雾化换能器，水箱与加湿管通连；在水箱的

后壁上设有半导体制冷片，在机壳后壁上设有与

半导体制冷片相对且与散热风管相连的散热出

口，在水箱上方设有通过进水管及进水泵与水箱

通连的吸水纤维蒸发器，在吸水纤维蒸发器前侧

设有风机、加热器和机壳前壁上的出风口，在吸

水纤维蒸发器后侧的机壳后壁上设有进风口；在

机壳的顶部设有控制腔、操作面板，控制腔内设

有控制装置。采用本实用新型的蚕室环境控制器

能自动调控蚕室内温湿度，还能提高蚕室内空气

清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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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蚕室环境控制器，包括机壳（1），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机壳（1）内下部设有水箱

（11），在水箱（11）的底板上设有超声波雾化换能器（17），在水箱（11）的上壁板上设有雾化

出口管（23）和加湿风扇（26），在机壳（1）上设有加湿管（33），该加湿管（33）与雾化出口管

（23）通连；在水箱（11）的后壁上设有半导体制冷片（19），在机壳（1）后壁上设有与半导体制

冷片（19）相对的散热出口（14），在散热出口（14）内设有散热风扇（13），该散热出口（14）可

插接于散热风管内，在水箱（11）上方设有吸水纤维蒸发器（8），在吸水纤维蒸发器（8）上端

设有进水通道（7），该进水通道（7）通过进水管（32）及进水泵（25）与水箱（11）通连，在吸水

纤维蒸发器（8）前侧设有风机（30），风机（30）前侧的机壳（1）前壁上设有出风口（27），在吸

水纤维蒸发器（8）后侧的机壳（1）后壁上设有与吸水纤维蒸发器（8）相对的进风口（5）；在出

风口（27）与风机（30）之间设有加热器（31）；在所述机壳（1）的顶部设有控制腔（2），在控制

腔（2）壁上设有操作面板（4），控制腔（2）内设有控制装置（3），控制装置（3）与温度传感器、

湿度传感器和/或室内空气质量监测传感器电连接，控制装置（3）与超声波雾化换能器

（17）、加湿风扇（26）、半导体制冷片（19）、散热风扇（13）、进水泵（25）、风机（30）、加热器

（31）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蚕室环境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11）内设有隔板

（15），该隔板（15）位于超声波雾化换能器（17）与半导体制冷片（19）之间，所述隔板（15）将

水箱（11）分隔成雾化腔（20）和送风腔（21），隔板（15）的上侧边与下侧边分别设有通风口

（22）和通液口（18），所述雾化出口管（23）与超声波雾化换能器（17）位于雾化腔（20），所述

加湿风扇（26）及半导体制冷片（19）位于送风腔（21），在送风腔内设有液位传感器（2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蚕室环境控制器，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出风口（27）处设有上下

扫风叶片（28）和左右扫风叶片（29），上下扫风叶片（28）和左右扫风叶片（29）分别由两扫风

电机驱动，该两扫风电机与控制装置（3）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蚕室环境控制器，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机壳（1）中设有中隔板

（9），该中隔板（9）位于水箱（11）上方，在机壳（1）的左右侧壁上设有雾化进风口（10）和冷却

进风口（12），雾化进风口（10）位于中隔板（9）与水箱（11）之间，冷却进风口（12）位于水箱

（11）与机壳（1）后侧壁之间，在所述进风口（5）、雾化进风口（10）及冷却进风口（12）处均设

有过滤隔栅（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蚕室环境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散热风管与蚕室外部通

连。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蚕室环境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口（5）插接于进风管

内，进风管与蚕室外部通连。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蚕室环境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加湿管（33）位于机壳（1）

左右两侧。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蚕室环境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器（31）为PTC加热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蚕室环境控制器，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机壳（1）底部设有滚动

脚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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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室环境控制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桑蚕饲养设备，尤其涉及一种蚕室温湿度调控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桑蚕饲养过程中，蚕室内温湿度是影响桑蚕正常生长的关键因素，不同蚕龄的

桑蚕所需要的温湿度是不同的，过高或过低都将影响到桑蚕的生长发育，这将使蚕的饲养

周期变长、成本增加，还有可能由于蚕的生长发育不正常而易感蚕病，造成蚕茧质量降低，

经济效益明显下降，为了调控蚕室内的温湿度，通常会采用蚕室温湿度控制仪，通常温湿度

控制仪中设有加湿装置、加热装置，在工作过程中放置于蚕室内某一位置，可根据蚕室温湿

度状况及蚕龄对蚕室内的温湿度环境要求进行加温加湿操作，但这类蚕室温湿度控制仪由

于没有配置降温装置，在蚕室温度高于桑蚕饲养所需的温度时则不能起到调控作用，如果

采用如空调设备一类的利用制冷剂及压缩机的制冷设置来降低蚕室内温度，一方面成本较

高，另一方面这样的制冷装置出风口温度相对过低，临近制冷装置的空间降温速度快，会对

桑蚕产生不利影响，这样的降温方式是不可取的。而且桑蚕属于密集群体饲养，极易造成蚕

室内空气污浊，带来蚕室内病菌生长而使桑蚕感染生病，为了保证蚕室内空气清新，通常需

要对蚕室开窗通风，这又可能使室外的污染物、病原微生物进入到蚕室内，这同样是桑蚕饲

养所不希望出现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上述不足，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蚕

室环境控制器，它不仅能对蚕室加温增湿，还能具有良好的降温功能，并能提高蚕室内空气

清洁度。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蚕室环境控制器，包括机壳，在所述机

壳内下部设有水箱，在水箱的底板上设有超声波雾化换能器，在水箱的上壁板上设有雾化

出口管和加湿风扇，在机壳上设有加湿管，该加湿管与雾化出口管通连；在水箱的后壁上设

有半导体制冷片，在机壳后壁上设有与半导体制冷片相对的散热出口，在散热出口内设有

散热风扇，该散热出口可插接于散热风管内，在水箱上方设有吸水纤维蒸发器，在吸水纤维

蒸发器上端设有进水通道，该进水通道通过进水管及进水泵与水箱通连，在吸水纤维蒸发

器前侧设有风机，风机前侧的机壳前壁上设有出风口，在吸水纤维蒸发器后侧的机壳后壁

上设有与吸水纤维蒸发器相对的进风口；在出风口与风机之间设有加热器；在所述机壳的

顶部设有控制腔，在控制腔壁上设有操作面板，控制腔内设有控制装置，控制装置与温度传

感器、湿度传感器和/或室内空气质量监测传感器电连接，控制装置与超声波雾化换能器、

加湿风扇、半导体制冷片、散热风扇、进水泵、风机、加热器电连接。

[0005] 在上述结构中，由于在所述机壳内下部设有水箱，在水箱的底板上设有超声波雾

化换能器，在水箱的上壁板上设有雾化出口管和加湿风扇，在机壳上设有加湿管，该加湿管

与雾化出口管通连，则通过水箱底板上所设置的超声波雾化换能器可以对水箱中的水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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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动雾化，再由加湿风扇通过加湿管将雾化后的水气喷向蚕室，从而起到良好的加湿作用。

[0006] 又由于在水箱的后壁上设有半导体制冷片，在机壳后壁上设有与半导体制冷片相

对的散热出口，在散热出口内设有散热风扇，该散热出口可插接于散热风管内，在水箱上方

设有吸水纤维蒸发器，在吸水纤维蒸发器上端设有进水通道，该进水通道通过进水管及进

水泵与水箱通连，在吸水纤维蒸发器前侧设有风机，风机前侧的机壳前壁上设有出风口，在

吸水纤维蒸发器后侧的机壳后壁上设有与吸水纤维蒸发器相对的进风口，则所设置的半导

体制冷片可以对水箱内的水进行降温，使水箱内的水温大大低于室温，半导体制冷片工作

过程中所散发出的热量由散热风扇通过散热风管排出；与吸水纤维蒸发器上端相通连的进

水通道可通过进水管由进水泵将水箱内的低温水打入，再进入到吸水纤维蒸发器内形成低

温水膜，由风机从进风口吸入的空气从吸水纤维蒸发器穿过，被吸水纤维蒸发器内的低于

室温的水吸热降温，再从机壳前壁上的出风口吹入到蚕室内，从出风口吹出的冷风的温度

取决于半导体制冷片工作对水箱内的水制冷后的温度，可控可调，不会产生空调一类制冷

装置出风温度过低的问题，对蚕室降温良好；吸水纤维蒸发器同时还起到过滤作用，可提高

蚕室内的空气清洁度；还由于在出风口与风机之间设有加热器，则当加热器开启后，从风机

吹出的风得到加热器加热后再从出风口进入到蚕室内，使蚕室得到加温。

[0007] 再由于在所述机壳的顶部设有控制腔，在控制腔壁上设有操作面板，控制腔内设

有控制装置，控制装置与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和/或室内空气质量监测传感器电连接，

控制装置与超声波雾化换能器、加湿风扇、半导体制冷片、散热风扇、进水泵、风机、加热器

电连接，则与控制装置电连接的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和/或室内空气质量监测传感器将

对蚕室内的温湿度及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其监测结果传输到控制装置内，再由控制装置内

的控制程序根据监测结果及从操作面板输入的操作指令控制与控制装置电连接的超声波

雾化换能器、加湿风扇、半导体制冷片、散热风扇、进水泵、风机、加热器等各执行器件动作，

从而能通过加温、降温、加湿等作业调控蚕室内的温湿度，满足不同季节、不同蚕龄桑蚕饲

养的温湿度要求，并在温度调节过程中利用吸水纤维蒸发器的作用对蚕室内的空气加以过

滤，保持蚕室内空气清新。

[0008]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水箱内设有隔板，该隔板位于超声波雾化

换能器与半导体制冷片之间，所述隔板将水箱分隔成雾化腔和送风腔，隔板的上侧边与下

侧边分别设有通风口和通液口，所述雾化出口管与超声波雾化换能器位于雾化腔，所述加

湿风扇及半导体制冷片位于送风腔，在送风腔内设有液位传感器。采用该实施方式，一方面

可以对由超声波雾化换能器所产生的高湿水气加以隔离，避免对送风腔内的加湿风扇及其

它元件产生湿气侵袭而造成锈蚀损坏，另一方面位于送风腔内的水可以通过半导体制冷片

达到更低的温度，从而提高制冷效果，所设置的液位传感器可以检测水箱内水位，保证本装

置正常运行。

[0009] 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优选实施方式，在所述出风口处设有上下扫风叶片和左右扫

风叶片，上下扫风叶片和左右扫风叶片分别 由两扫风电机驱动，该两扫风电机与控制装置

电连接。采用该实施方式，可以使从风扇吹出的冷、热风达到更大的送风范围，提高温度调

节效果。

[0010] 本实用新型的又一种优选实施方式，在所述机壳中设有中隔板，该中隔板位于水

箱上方，在机壳的左右侧壁上设有雾化进风口和冷却进风口，雾化进风口位于中隔板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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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之间，冷却进风口位于水箱与机壳后侧壁之间，在所述进风口、雾化进风口及冷却进风口

处均设有过滤隔栅。采用该实施方式，所设置的中隔板可以使风机的进出风通道与雾化进

风口和冷却进风口相隔离，保证温度调节效果不受雾化进风口和冷却进风口的影响，在进

风口处所设置的过滤隔栅进一步保证了对风机进风的过滤，使得从风机输出的冷热空气气

流更加清新，雾化进风口所设有的过滤隔栅保证了加湿空气的清洁，冷却进风口处所设有

的过滤隔栅则保证了散热风扇能长期正常工作。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散热风管与蚕室外部通连。采用该实施

方式，可保证半导体制冷片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热量能通过散热网管排出蚕室，从而保证

蚕室内的降温效果。

[0012] 本实用新型另一进一步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进风口插接于进风管内，进风管与

蚕室外部通连。采用该实施方式，可以使风机工作过程中吸入到蚕室外的新鲜空气，经进风

口处所设置的过滤隔栅及吸水纤维蒸发器的双重过滤再进入到蚕室内，对蚕室起到通风换

气作用，进一步保证了蚕室内空气清新。

[0013] 本实用新型又一进一步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加湿管位于机壳左右两侧。采用该

实施方式，可以对左右两侧同时加湿，加湿更均匀，效率更高。

[0014] 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加热器为PTC加热器。采用该实施方

式，PTC加热器热阻小、换热效率高且安全性能优，是一种自动恒温、省电的电加热器，使用

效果良好。

[0015] 本实用新型另一更进一步的优选实施方式，在所述机壳底部设有滚动脚轮。采用

该实施方式，可以便于本蚕室环境控制器改变工作位置，提高蚕室环境控制的均衡效果。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蚕室环境控制器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蚕室环境控制器一种具体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图1所示结构的侧视图；

[0019] 图3图2的俯视图。

[0020] 图中：1-机壳、2-控制腔、3-控制装置、4-操作面板、5-进风口、6-过滤隔栅、7-进水

通道、8-吸水纤维蒸发器、9-中隔板、10-雾化进风口、11-水箱、12-冷却进风口、13-散热风

扇、14-散热出口、15-隔板、16-滚动脚轮、17-超声波雾化换能器、18-通液口、19-半导体制

冷片、20-雾化腔、21-送风腔、22-通风口、23-雾化出口管、24-液位传感器、25-进水泵、26-

加湿风扇、27-出风口、28-上下扫风叶片、29-左右扫风叶片、30-风机、31-加热器、32-进水

管、33-加湿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在图1、图2和图3所示的蚕室环境控制器中，机壳1为长方体状壳体构件，在机壳1

内下部设有水箱11，在水箱11的底板上设有超声波雾化换能器17，在水箱11的上壁板上设

有加湿风扇26和左右两雾化出口管23，水箱11内设有隔板15，隔板15位于超声波雾化换能

器17与半导体制冷片19之间，隔板15将水箱11分隔成雾化腔20和送风腔21，隔板15的上侧

边与下侧边分别设有通风口22和通液口18，雾化出口管23与超声波雾化换能器17位于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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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20，加湿风扇26及半导体制冷片19位于送风腔21，在送风腔内设有液位传感器24，在机壳

1左右侧壁上分别设有加湿管33，加湿管33竖直向上设置，两加湿管33分别与对应雾化出口

管23通连；在水箱11的后壁上设有半导体制冷片19，在机壳1后壁上设有与半导体制冷片19

相对的散热出口14，在散热出口14内设有散热风扇13，在半导体制冷片19工作过程中散热

出口14可插接于散热风管（图中未示出）内，散热风管与蚕室外部通连；在机壳1中设有中隔

板9，该中隔板9位于水箱11上方，在机壳1的左右侧壁上设有雾化进风口10和冷却进风口

12，雾化进风口10位于中隔板9与水箱11之间与加湿风扇26所处空间相通，冷却进风口12位

于水箱11与机壳1后侧壁之间与散热风扇13所处空间相通，在雾化进风口10及冷却进风口

12处均设有过滤隔栅6；在需要对蚕室加湿时，超声波雾化换能器17工作使水箱11内的水雾

化形成含湿水气，由加湿风扇26经隔板15上侧边的通风口22吹风将含湿水气通过雾化出口

管23从加湿管33上端喷出进入到蚕室内。

[0022] 在机壳1内水箱11上方的中隔板9上方空间内设有吸水纤维蒸发器8，吸水纤维蒸

发器8的结构可与冷风扇所用的蒸发器结构相同，在吸水纤维蒸发器8上端设有进水通道7，

该进水通道7通过进水管32及进水泵25与水箱11通连，吸水纤维蒸发器8底部经回水通道与

水箱11通连，在吸水纤维蒸发器8前侧设有风机30，风机30可采用具有风速分配及出风都很

均匀等特点的横流风机，风机30前侧的机壳1前壁上设有出风口27，在出风口27处设有上下

扫风叶片28和左右扫风叶片29，上下扫风叶片28和左右扫风叶片29分别由两扫风电机驱

动，该两扫风电机与控制装置3电连接，在吸水纤维蒸发器8后侧的机壳1后壁上设有与吸水

纤维蒸发器8相对的进风口5，进风口5处设有过滤隔栅6；在需要对蚕室进行降温作业时，半

导体制冷片19工作使水箱11内的水降温，进水泵25将低温的水打入到进水通道7进而进入

到吸水纤维蒸发器8内形成低温水膜，风机30从进风口5吸入空气穿过吸水纤维蒸发器8降

温后从出风口27吹入蚕室内，使蚕室降温，吸水纤维蒸发器8同时还能起到过滤作用以提高

吹入蚕室内空气的清洁度。在出风口27与风机30之间设有加热器31，加热器31为PTC加热

器，在需要给蚕室加温时，加热器31工作，风机30从进风口5吸入空气穿过吸水纤维蒸发器8

再穿过加热器31使空气加热从出风口27吹入到蚕室内，使蚕室加温。在风机30工作过程中，

进风口5还可以插接于进风管（图中未示出）内，进风管与蚕室外部通连，可对蚕室起到通风

换气的作用。在机壳1的顶部设有控制腔2，在控制腔2壁上设有操作面板4，控制腔2内设有

控制装置3，控制装置3与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和/或室内空气质量监测传感器电连接，

控制装置3与超声波雾化换能器17、加湿风扇26、液位传感器24、半导体制冷片19、散热风扇

13、进水泵25、风机30、加热器31等各执行元器件及其它传感器电连接，这样，控制装置3根

据蚕室内温湿度状况及空气质量状况调控各执行元件的动作，使蚕室内环境保持良好状

态，满足各蚕龄桑蚕的饲养要求。在机壳1底部设有滚动脚轮16以便于本蚕室移动控制器根

据需要移动至所需的工作位置，便于保证蚕室内环境均衡。

[0023] 以上仅列举了本实用新型的一些优选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此，还

可以作出许多的改进和变换。如在所述水箱11内以及在所述出风口27处还可安装温度传感

器，所安装的温度传感器与控制装置3电连接；所述进风管也可以不是在风机30工作过程中

可插接于进风口5上，而可以是进风管直接固连在进风口5上，并与蚕室外部通连。如此等

等，只要是在本实用新型基本原理基础上所作出的改进与变换，均应视为落入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09165656 U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209165656 U

7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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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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