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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节能的微通道换热器装置及方法

(57)摘要

一种高效节能的微通道换热器装置及方法，

属于制冷空调技术领域。风机通过管道连接空气

净化器，空气净化器的另一端通过管道连接除湿

装置，除湿装置的另一端通过管道连接溶液泵，

溶液泵的另一端通过管道连接溶液再生器，溶液

再生器的另一端通过管道连接空气加湿室及出

口，空气加湿室连接出口，除湿装置的另一端通

过管道连接微通道换热器，微通道换热器的另一

端通过管道连接空气加湿室。本发明的优点是充

分利用了空气净化原理、化学吸湿原理以及盐溶

液的可再生技术，可以有效解决微通道换热器作

为蒸发器在实际应用中的排水、除霜、防尘和防

腐等四大问题，提高微通道的换热使用率和节能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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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节能的微通道换热器装置的换热方法，其特征在于风机通过管道连接空气

净化器，空气净化器的另一端通过管道连接除湿装置，除湿装置的另一端通过管道连接溶

液泵，溶液泵的另一端通过管道连接溶液再生器，溶液再生器的另一端通过管道连接空气

加湿室及出口，空气加湿室连接出口，除湿装置的另一端通过管道连接微通道换热器，微通

道换热器的另一端通过管道连接空气加湿室；风机为轴流风机；空气净化器由初效过滤网、

静电集尘器和高效过滤网构成；除湿装置由具有吸湿特性的盐溶液、溶液喷淋嘴和换热管

构成；微通道换热器由微通道结构组成；空气加湿室由两个进气口和一个出气口组成；溶液

再生器由储液器、加热器、集气罐和气体分配器组成，吸湿后的盐溶液被输送到储液罐内，

被加热器加热直至吸收的水分蒸发，水蒸气储存在集气罐内；

含有以下步骤；包括空气干湿分离步骤、盐溶液的吸收与再生步骤及空气净化步骤；

还含有以下步骤；空气循环步骤、盐溶液循环步骤和水蒸气循环步骤，完成空气净化过

程、空气除湿过程、换热过程和溶液再生过程四个过程步骤；

还含有以下步骤；

步骤1、风机将室外空气输送到空气净化器内，空气在净化器内经过初效过滤网、静电

集尘器和高效过滤网三个过滤过程，实现对空气的充分净化；

步骤2、净化后的空气进入除湿装置，空气在除湿装置内经过与具有吸湿特性的盐溶液

直接接触，空气中的水分被吸收后，空气变干燥，盐溶液由浓溶液变为稀溶液；

步骤3、除湿后的空气被输送动微通道换热器内，与微通道管内介质进行换热；

步骤4、换热后的干空气进入空气加湿室，通过与水蒸气进行混合，实现对空气干湿度

的调节；

步骤5、通过溶液泵将吸湿后的盐溶液泵送到溶液再生装置内，通过对浓度低的盐溶液

的加热，将溶液的吸收的水分蒸发出来，在通过溶液泵将再生后的浓度高的盐溶液泵送到

除湿装置内；蒸发出来的水蒸气储存在储气罐内，一部分水蒸气被直接排放到室外，另一部

分水蒸气通过排气管被输送到空气加湿室内，与换热后的干空气进行混合，调节室内空气

的干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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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节能的微通道换热器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效节能的微通道换热器装置及方法，属于制冷空调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微通道换热器在制冷空调行业中作为蒸发器时存在排水、除霜、积尘和

腐蚀的四大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高效节能的微通道换热器装置及方

法。

[0004] 一种高效节能的微通道换热器装置，风机通过管道连接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器

的另一端通过管道连接除湿装置，除湿装置的另一端通过管道连接溶液泵，溶液泵的另一

端通过管道连接溶液再生器，溶液再生器的另一端通过管道连接空气加湿室及出口，空气

加湿室连接出口，除湿装置的另一端通过管道连接微通道换热器，微通道换热器的另一端

通过管道连接空气加湿室。

[0005] 风机为轴流风机。

[0006] 空气净化器由初效过滤网、静电集尘器和高效过滤网构成。

[0007] 除湿装置由具有吸湿特性的盐溶液、溶液喷淋嘴和换热管构成。

[0008] 微通道换热器由微通道结构组成。

[0009] 空气加湿室由两个进气口和一个出气口组成。

[0010] 溶液再生器由储液器、加热器、集气罐和气体分配器组成，吸湿后的盐溶液被输送

到储液罐内，被加热器加热直至吸收的水分蒸发，水蒸气储存在集气罐内。

[0011] 一种高效节能的微通道换热方法，含有以下步骤；包括空气干湿分离步骤、盐溶液

的吸收与再生步骤及空气净化步骤。

[0012] 还含有以下步骤；空气循环步骤、盐溶液循环步骤和水蒸气循环步骤，完成空气净

化过程、空气除湿过程、换热过程和溶液再生过程四个过程步骤。

[0013] 还含有以下步骤；

[0014] 步骤1、风机将室外空气输送到空气净化器内，空气在净化器内经过初效过滤网、

静电集尘器和高效过滤网三个过滤过程，实现对空气的充分净化；

[0015] 步骤2、净化后的空气进入除湿装置，空气在除湿装置内经过与具有吸湿特性的盐

溶液直接接触，空气中的水分被吸收后，空气变干燥，盐溶液由浓溶液变为稀溶液；

[0016] 步骤3、除湿后的空气被输送动微通道换热器内，与微通道管内介质进行换热；

[0017] 步骤4、换热后的干空气进入空气加湿室，通过与水蒸气进行混合，实现对空气干

湿度的调节；

[0018] 步骤3、通过溶液泵将吸湿后的盐溶液泵送到溶液再生装置内，通过对浓度低的盐

溶液的加热，将溶液的吸收的水分蒸发出来，在通过溶液泵将再生后的浓度高的盐溶液泵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07192049 B

3



送到除湿装置内；蒸发出来的水蒸气储存在储气罐内，一部分水蒸气被直接排放到室外，另

一部分水蒸气通过排气管被输送到空气加湿室内，与换热后的干空气进行混合，调节室内

空气的干湿度。

[0019] 本发明的优点是充分利用了空气净化原理、化学吸湿原理以及盐溶液的可再生技

术，可以有效解决微通道换热器作为蒸发器在实际应用中的排水、除霜、防尘和防腐等四大

问题，提高微通道的换热使用率和节能效果。

附图说明

[0020] 当结合附图考虑时，通过参照下面的详细描述，能够更完整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以

及容易得知其中许多伴随的优点，但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

构成本发明的一部分，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

明的不当限定，如图其中：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显然，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本发明的宗旨所做的许多修改和变化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0024] 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除非特意声明，这里使用的单数形式“一”、“一

个”、“所述”和“该”也可包括复数形式。应该进一步理解的是，本说明书中使用的措辞“包

括”是指存在所述特征、整数、步骤、操作、元件和/或组件，但是并不排除存在或添加一个或

多个其他特征、整数、步骤、操作、元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应该理解，当称元件、组件被

“连接”到另一元件、组件时，它可以直接连接到其他元件或者组件，或者也可以存在中间元

件或者组件。这里使用的措辞“和/或”包括一个或更多个相关联的列出项的任一单元和全

部组合。

[0025] 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除非另外定义，这里使用的所有术语(包括技术术

语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的一般理解相同的意义。

[0026] 为便于对本发明实施例的理解，下面将做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且各个实施例并不

构成对本发明实施例的限定。

[0027] 实施例1：如图1所示，一种高效节能的微通道换热器装置，风机1通过管道连接空

气净化器2，空气净化器2的另一端通过管道连接除湿装置3，除湿装置3的另一端通过管道

连接溶液泵7，溶液泵7的另一端通过管道连接溶液再生器6，溶液再生器6的另一端通过管

道连接空气加湿室5及出口，空气加湿室5连接出口，除湿装置3的另一端通过管道连接微通

道换热器4，微通道换热器4的另一端通过管道连接空气加湿室5。

[0028] 实施例2：

[0029] 一种高效节能的微通道换热器装置，由风机1、空气净化器2、除湿装置3、微通道换

热器4、空气加湿室5、溶液再生器6和溶液泵7等七个部件组成。

[0030] 风机1为轴流风机；空气净化器2由初效过滤网、静电集尘器和高效过滤网构成，被

动吸附空气中的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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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除湿装置3由具有吸湿特性的盐溶液、溶液喷淋嘴和换热管构成，湿空气内的水分

在与喷淋盐溶液充分接触时被浓溶液吸收，浓盐溶液的浓度变稀；

[0032] 微通道换热器4由常规尺寸微通道结构组成；

[0033] 空气加湿室5由两个进气口和一个出气口组成；

[0034] 溶液再生器6由储液器、加热器、集气罐和气体分配器组成，吸湿后的盐溶液被输

送到储液罐内，被加热器加热直至吸收的水分蒸发，水蒸气储存在集气罐内。

[0035] 一种高效节能的微通道换热器装置及方法，含有以下步骤；

[0036] 高效节能的微通道换热器新型装置的运行分为空气循环、盐溶液循环和水蒸气循

环等三个循环，同时整个装置完成了空气净化过程、空气除湿过程、换热过程和溶液再生过

程等四个过程。

[0037] 步骤1、风机将室外空气输送到空气净化器内，空气在净化器内经过初效过滤网、

静电集尘器和高效过滤网三个过滤过程，实现对空气的充分净化。

[0038] 说明：初效过滤网和静电除尘器可以定期清洗，高效过滤网不能清洗，需要按要求

定期更换。

[0039] 步骤2、净化后的空气进入除湿装置，空气在除湿装置内经过与具有吸湿特性的盐

溶液直接接触，空气中的水分被吸收后，空气变干燥，盐溶液由浓溶液变为稀溶液。

[0040] 步骤3、除湿后的空气被输送动微通道换热器内，与微通道管内介质进行换热。

[0041] 步骤4、换热后的干空气进入空气加湿室，通过与水蒸气进行混合，实现对空气干

湿度的调节。(水蒸气的混合量可调节)

[0042] 步骤3、通过溶液泵7将吸湿后的盐溶液泵送到溶液再生装置内，通过对浓度低的

盐溶液的加热，将溶液的吸收的水分蒸发出来，在通过溶液泵将再生后的浓度高的盐溶液

泵送到除湿装置3内。蒸发出来的水蒸气储存在储气罐内，一部分水蒸气被直接排放到室

外，另一部分水蒸气通过排气管被输送到空气加湿室5内，与换热后的干空气进行混合，调

节室内空气的干湿度。

[0043] 如上所述，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了详细地说明，但是只要实质上没有脱离本发

明的发明点及效果可以有很多的变形，这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

样的变形例也全部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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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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