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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热泵机组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换热设备，尤其是涉及一种

热泵机组。热泵机组，包括机柜，还包括位于机柜

上端的换热器和位于机柜下端的压缩机、冷凝器

和控制柜，机柜上设置有用于控制控制柜的操作

按钮，换热器与冷凝器之间设置有膨胀阀，换热

器包括壳体、位于壳体上侧的出风口、位于壳体

上的进风口、位于进风口上的吸热组板，吸热组

板包括若干相互平行呈阵列布置的翅片、若干吸

热管，所述吸热管呈迂回结构并垂直穿过翅片，

所述吸热管沿着翅片的轴向均匀布置，所述翅片

的材质为亲水铝箔，机柜表面向内凹陷有凹腔，

操作按钮位于凹腔的底面处。本发明具有能够有

效地提高换热效率、降低能量消耗、避免形成冷

凝水珠等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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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热泵机组，包括机柜，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位于机柜上端的换热器和位于机柜下

端的压缩机、冷凝器和控制柜，机柜上设置有用于控制控制柜的操作按钮，换热器与冷凝器

之间设置有膨胀阀，换热器包括壳体、位于壳体上侧的出风口、位于壳体上的进风口、位于

进风口上的吸热组板，吸热组板包括若干相互平行呈阵列布置的翅片、若干吸热管，所述吸

热管呈迂回结构并垂直穿过翅片，所述吸热管沿着翅片的轴向均匀布置，所述翅片的材质

为亲水铝箔，机柜表面向内凹陷有凹腔，操作按钮位于凹腔的底面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泵机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热管的材质为纯铜。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泵机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热组板的数量为两个，所

述吸热组板位于壳体左右两侧，两个吸热组板之间呈倒八字形摆放。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热泵机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一侧设有呈U字形的主

管，所述主管位于吸热组板之间，所述主管包括左右两根竖段、位于竖段之间的横段，所述

横段中间设有接口，左右两侧的吸热组板的吸热管的一端连接在对应的竖段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热泵机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热管两端均位于壳体同一

侧。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或5所述的一种热泵机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翅片的厚度从

上往下逐渐变薄。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或5所述的一种热泵机组，其特征在于，机柜包括面板，面

板靠近换热器的一侧面上铺设有防护网，防护网包括间隔排列的横条筋和纵条筋，面板上

间隔设置有若干个通风窗口，相邻两个通风窗口之间的部分为加强筋。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热泵机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护网边缘与面板边缘焊

接固定，防护网中部与加强筋重合的位置焊接固定。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或5所述的一种热泵机组，其特征在于，凹腔截面呈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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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热泵机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换热设备，尤其是涉及一种热泵机组。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换热设备采用加热源对循环的介质加热，再由加热后的介质对流经介质管

的流体进行换热。这类换热设备热效率低，而且消耗的能量较大。而采用空气经过换热器的

方式时，空气上的热量被翅片吸收，翅片的热量被吸热管内的制剂吸收，翅片温度降低，水

汽会在翅片表面冷凝形成水珠，从而影响制剂从空气中吸收热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主要是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能够有效地提高换热效率、降低能量消耗、

避免形成冷凝水珠的热泵机组。

[0004] 本发明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下述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热泵机组，包括机柜，还包括

位于机柜上端的换热器和位于机柜下端的压缩机、冷凝器和控制柜，机柜上设置有用于控

制控制柜的操作按钮，换热器与冷凝器之间设置有膨胀阀，换热器包括壳体、位于壳体上侧

的出风口、位于壳体上的进风口、位于进风口上的吸热组板，吸热组板包括若干相互平行呈

阵列布置的翅片、若干吸热管，所述吸热管呈迂回结构并垂直穿过翅片，所述吸热管沿着翅

片的轴向均匀布置，所述翅片的材质为亲水铝箔，机柜表面向内凹陷有凹腔，操作按钮位于

凹腔的底面处。利用压缩机压缩二氧化碳进行循环，循环过程中向换热器部位吸入外界空

气并吸收外界空气中的热能，亲水铝箔避免水珠的形成，迂回结构增加吸热管的长度，以及

二氧化碳吸收热量的时间，多个吸热管的设计增加吸热效率，利用冷凝器实现生活用水等

外部流体的换热。

[0005] 作为优选，吸热管的材质为纯铜。吸热管采用纯铜，纯铜具有很好的热传导性，能

很好的帮助二氧化碳吸收空气的热量。

[0006] 作为优选，吸热组板的数量为两个，所述吸热组板位于壳体左右两侧，两个吸热组

板之间呈倒八字形摆放。吸热组板对称布置，出风口设有风机，风机运行的时候，两个吸热

组板进风相等，倒八字布置一定程度可以增大吸热组板底端的进风量，吸热效率高。

[0007] 作为优选，壳体一侧设有呈U字形的主管，所述主管位于吸热组板之间，所述主管

包括左右两根竖段、位于竖段之间的横段，所述横段中间设有接口，左右两侧的吸热组板的

吸热管的一端连接在对应的竖段上。结构简单。

[0008] 作为优选，吸热管两端均位于壳体同一侧。结构简单。

[0009] 作为优选，翅片的厚度从上往下逐渐变薄。风机运行时，壳体内的气压会降低，由

于壳体内部上侧距离风机距离比较近，因此壳体内从上到下气压逐渐增大，吸热组板两侧

的压差从上到下逐渐减小，本发明中，翅片的厚度从上到下逐渐减小，因此翅片的间距从上

到下逐渐增大，从而使得空气在吸热组板上下两端的进气速度更加均匀，吸热组板的吸热

效率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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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优选，机柜包括面板，面板靠近换热器的一侧面上铺设有防护网，防护网包括

间隔排列的横条筋和纵条筋，面板上间隔设置有若干个通风窗口，相邻两个通风窗口之间

的部分为加强筋。在面板上间隔设置通风窗口，而任意相邻两个通风窗口之间的部分能够

作为加强筋，增强面板的边框的结构强度，在面板上靠近机组内部的一侧铺设防护网，防护

网上横向和纵向间隔设置的横条筋和纵条筋能够阻挡树叶等异物进入。加强筋不仅能够增

强面板的结构强度，而且能够降低防护网所受的外力，避免防护网朝向机组内部过度受力，

防止防护网变形。整个面板结构采用通风窗口结构，在相邻两个通风窗口之间的部分作为

加强筋，增强面板结构强度的同时能够降低防护网所受外力，避免防护网变形，有效地提升

防护网对异物的防护效率。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的防护网边缘与面板边缘焊接固定，防护网中部与加强筋重合的

位置焊接固定。防护网的边缘与面板的边缘焊接，于此同时，在防护网的中间位置与加强筋

重合的地方也采用焊接固定的方式，将防护网的受力点分散到整个防护网的面上，避免防

护网边缘受力过度。降低防护网与面板脱离的几率，增强防护网与面板的连接强度。

[0012] 作为优选，凹腔截面呈矩形。矩形截面的凹腔便于冲压成型，而且成型后的凹腔不

易变形。

[0013] 因此，本发明的一种热泵机组具备下述优点：利用压缩机压缩二氧化碳进行循环，

循环过程中向换热器部位吸入外界空气并吸收外界空气中的热能，亲水铝箔避免水珠的形

成，迂回结构增加吸热管的长度，以及二氧化碳吸收热量的时间，多个吸热管的设计增加吸

热效率，利用冷凝器实现生活用水等外部流体的换热。

附图说明

[0014] 附图1是本发明中换热器的结构示意图；

附图2是本发明中换热器的侧视图；

附图3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附图4是本发明中操作按钮处的局部放大图；

附图5是本发明中面板的局部放大图。

[0015] 图示说明：1-壳体，2-出风口，3-机柜，4-翅片，5-吸热管，6-主管，7-竖段，8-横段，

9-接口，10-控制柜，11-压缩机，12-冷凝器，13-操作按钮，14-凹腔，15-面板，16-横条筋，

17-纵条筋，18-通风窗口，19-加强筋。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0017] 实施例1：如图1、2、3所示，一种热泵机组，包括机柜3、位于机柜上端的换热器和位

于机柜下端的压缩机11、冷凝器12和控制柜10，机柜上设置有用于控制控制柜的操作按钮

13，换热器与冷凝器之间设置有膨胀阀，换热器包括壳体1、位于壳体上侧的出风口2、位于

壳体上的进风口、位于进风口上的吸热组板，吸热组板包括若干相互平行呈阵列布置的翅

片4、若干吸热管5，所述吸热管呈迂回结构并垂直穿过翅片，所述吸热管沿着翅片的轴向均

匀布置，所述翅片的材质为亲水铝箔，如图4所示，机柜表面向内凹陷有凹腔14，凹腔截面呈

矩形，操作按钮位于凹腔的底面处。吸热管的材质为纯铜。吸热组板的数量为两个，所述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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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组板位于壳体左右两侧，两个吸热组板之间呈倒八字形摆放。壳体一侧设有呈U字形的主

管6，所述主管位于吸热组板之间，所述主管包括左右两根竖段7、位于竖段之间的横段8，所

述横段中间设有接口9，左右两侧的吸热组板的吸热管的一端连接在对应的竖段上。吸热管

两端均位于壳体同一侧。翅片的厚度从上往下逐渐变薄。如图5所示，机柜包括面板15，面板

靠近换热器的一侧面上铺设有防护网，防护网包括间隔排列的横条筋16和纵条筋17，面板

上间隔设置有若干个通风窗口18，相邻两个通风窗口之间的部分为加强筋19。防护网边缘

与面板边缘焊接固定，防护网中部与加强筋重合的位置焊接固定。

[0018] 热泵机组，在吸热管内流动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从接口9进入，然后从吸热管另一

端流出，吸热管吸收空气中的热能，翅片4增加了吸热面积，出风口2布置风机，风机运行，空

气从翅片之间流过，将热量传递给翅片然后传递给吸热管内的二氧化碳，翅片上的热量会

被二氧化碳吸收，因此翅片上温度较低，由于翅片采用亲水铝箔，可以很好的避免形成水

珠，同时，吸热管采用纯铜，纯铜具有很好的热传导性，能很好的帮助二氧化碳吸收空气的

热量，风机运行时，壳体内的气压会降低，由于壳体1内部上侧距离风机距离比较近，因此壳

体1内从上到下气压逐渐增大，吸热组板两侧的压差从上到下逐渐减小，本发明中，翅片的

厚度从上到下逐渐减小，因此翅片的间距从上到下逐渐增大，从而使得空气在吸热组板上

下两端的进气速度更加均匀，吸热组板的吸热效率大大增加。吸热组板对称布置，出风口设

有风机，风机运行的时候，两个吸热组板进风相等，倒八字布置一定程度可以增大吸热组板

底端的进风量，吸热效率高。在面板上间隔设置通风窗口，而任意相邻两个通风窗口之间的

部分能够作为加强筋，增强面板的边框的结构强度，在面板上靠近机组内部的一侧铺设防

护网，防护网上横向和纵向间隔设置的横条筋和纵条筋能够阻挡树叶等异物进入。加强筋

不仅能够增强面板的结构强度，而且能够降低防护网所受的外力，避免防护网朝向机组内

部过度受力，防止防护网变形。整个面板结构采用通风窗口结构，在相邻两个通风窗口之间

的部分作为加强筋，增强面板结构强度的同时能够降低防护网所受外力，避免防护网变形，

有效地提升防护网对异物的防护效率。防护网的边缘与面板的边缘焊接，于此同时，在防护

网的中间位置与加强筋重合的地方也采用焊接固定的方式，将防护网的受力点分散到整个

防护网的面上，避免防护网边缘受力过度。降低防护网与面板脱离的几率，增强防护网与面

板的连接强度。矩形截面的凹腔便于冲压成型，而且成型后的凹腔不易变形。

[0019] 应理解，该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

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

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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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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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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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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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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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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