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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种附接到空调器具(100)的外壳

(114)的伸缩增压室(200)和空调器具(100)。伸

缩增压室(200)可沿着轴向方向接纳在由结构壁

(150)限定的壁通道(152)内。伸缩增压室(200)

可以包括内部部分(210)和外部部分(212)。内部

部分(210)可包括管道壁(216)和外部凸缘

(220)，该外部凸缘从管道壁(216)径向向外延伸

以接触结构壁(150)的内表面(154)。外部部分

(212)可包括具有无凸缘外表面(246)的管道壁

(218)，以选择性地沿着轴向方向穿过壁通道

(152)。外部部分(212)可以与内部部分(210)可

滑动地接合，以沿着轴向方向移动。提供能够在

不从建筑物或结构的外部插入零件的情况下安

装的多零件增压室将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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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空调器具的伸缩增压室，所述伸缩增压室可沿着轴向方向接纳在由结构壁

限定的壁通道内，所述伸缩增压室包括：

内部部分，包括管道壁和外部凸缘，所述外部凸缘从所述管道壁径向向外延伸以接触

所述结构壁的内表面；和

外部部分，包括具有无凸缘外表面的管道壁，以选择性地沿着所述轴向方向穿过所述

壁通道，所述外部部分与所述内部部分可滑动地接合，以沿着所述轴向方向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伸缩增压室，其中所述内部部分选择性地嵌套在所述外部部

分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伸缩增压室，还包括位于所述无凸缘外表面上的嵌缝珠，以将

所述无凸缘外表面联接到所述结构壁的外表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伸缩增压室，还包括在所述伸缩增压室内限定上部通道和下

部通道的分隔壁，所述分隔壁包括内部分隔板和可沿着所述内部分隔板轴向滑动的外部分

隔板。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伸缩增压室，其中所述内部分隔板固定到所述内部部分的所

述管道壁。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伸缩增压室，其中所述外部部分包括从所述外部部分的所述

管道壁径向向内延伸的内部唇缘，其中所述外部分隔板包括固定到所述内部唇缘的前襟

翼。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伸缩增压室，其中所述伸缩增压室限定在垂直方向定位在所

述上部通道与所述下部通道之间的侧通道，以选择性地接纳所述内部部分的所述管道壁。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伸缩增压室，其中所述侧通道在所述外部分隔板与所述外部

部分的所述管道壁之间侧向延伸。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伸缩增压室，其中所述外部部分包括从所述外部部分的所述

管道壁径向向内延伸的内部唇缘，其中所述外部分隔板包括固定到所述内部唇缘的前襟

翼。

10.一种限定相互垂直的垂直方向、侧向方向和横向方向的单柜式空调器单元，所述单

柜式空调器单元包括：

外壳，限定室外部分和室内部分；

室外热交换器组件，设置在所述室外部分中，并且包括室外热交换器和室外风扇；

室内热交换器组件，设置在所述室内部分中，并且包括室内热交换器和室内风扇；

压缩机，与所述室外热交换器和所述室内热交换器流体连通，以使制冷剂在所述室外

热交换器与所述室内热交换器之间循环；以及

伸缩增压室，附接到所述外壳，并且可沿着轴向方向接纳在由结构壁限定的壁通道内，

所述伸缩增压室包括：

内部部分，包括管道壁和外部凸缘，所述外部凸缘从所述管道壁径向向外延伸以接触

所述结构壁的内表面，和

外部部分，包括具有无凸缘外表面的管道壁，以选择性地沿着所述轴向方向穿过所述

壁通道，所述外部部分与所述内部部分可滑动地接合，以沿着所述轴向方向移动。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单柜式空调器单元，其中所述内部部分选择性地嵌套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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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外部部分内。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单柜式空调器单元，还包括位于所述无凸缘外表面上的嵌

缝珠，以将所述无凸缘外表面联接到所述结构壁的外表面。

13.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单柜式空调器单元，还包括在所述伸缩增压室内限定上部

通道和下部通道的分隔壁，所述分隔壁包括内部分隔板和可沿着所述内部分隔板轴向滑动

的外部分隔板。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单柜式空调器单元，其中所述内部分隔板固定到所述内部

部分的所述管道壁。

15.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单柜式空调器单元，其中所述外部部分包括从所述外部部

分的所述管道壁径向向内延伸的内部唇缘，其中所述外部分隔板包括固定到所述内部唇缘

的前襟翼。

16.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单柜式空调器单元，其中所述伸缩增压室限定在垂直方向

定位在所述上部通道与所述下部通道之间的侧通道，以选择性地接纳所述内部部分的所述

管道壁。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单柜式空调器单元，其中所述侧通道在所述外部分隔板与

所述外部部分的所述管道壁之间侧向延伸。

18.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单柜式空调器单元，其中所述外部部分包括从所述外部部

分的所述管道壁径向向内延伸的内部唇缘，其中所述外部分隔板包括固定到所述内部唇缘

的前襟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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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器具和伸缩空气增压室

技术领域

[0001] 本主题总体上涉及空调器具，并且更具体地涉及用于空调器具的空气增压室。

背景技术

[0002] 空调器或空调器具单元通常用于调节结构(诸如住宅和办公楼)内的温度。具体而

言，单单元型房间空调器单元(诸如单封装立式单元(SPVU)或封装终端空调器(PTAC))可用

于调节例如结构的单个房间或一组房间中的温度。典型的单单元型空调器或空调器具包括

室内部分和室外部分。室内部分一般与建筑物内的区域连通(例如，交换空气)，并且室外部

分一般与建筑物外的区域连通(例如，交换空气)。因此，空调器单元一般延伸穿过例如结构

的外壁。一般来说，风扇可以可操作以旋转从而推动空气通过室内部分。另一个风扇可以可

操作以旋转从而推动空气通过室外部分。包含压缩机的密封冷却系统一般容纳在空调器单

元内，以在空气循环通过例如空调器单元的室内部分时处理(例如，冷却或加热)空气。一个

或多个控制板通常被用来指导特定空调器单元的各种元件的操作。

[0003] 一些传统的空调器具包括用于将空气导入空调器具的室外部分或从室外部分导

出空气的增压室。当安装时，增压室可以穿过建筑物或结构的壁定位。所述壁可以是外壁，

使得增压室从建筑物的内部部分延伸到建筑物的外部部分。因此，增压室的一部分常常延

伸到建筑物外部的区域并从该区域可见。然而将增压室暴露于外部环境的程度最小化，一

般是优选的(例如，为了美观、支撑、大小、性能等)。

[0004] 标准壁大小(例如厚度)的缺乏使得增压室的大小难以确定。尽管已经尝试了多零

件增压室的大小来适应一系列的壁，但是这些结构存在几个缺点。例如，这种增压室的外部

零件通常包括抵靠结构壁的外表面安置的凸缘。因此，安装人员被迫从建筑物外部调节和

安装增压室。这在多层建筑中尤其成问题，因为安装者必须使用梯子或高架表面，这增加了

坠落或受伤的危险。

[0005] 因此，对空调器的进一步改进可能是有利的。具体而言，提供能够在不从建筑物或

结构外部插入零件的情况下安装的多零件增压室将是有用的。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各方面和优点将在以下描述中部分阐述，或者可以从描述中显而易见，

或者可以通过实践本发明来了解。

[0007] 在本公开的一个示例性方面中，提供了一种用于空调器具的伸缩增压室。所述伸

缩增压室可以包括内部部分和外部部分。所述内部部分可以包括管道壁和外部凸缘，所述

外部凸缘从所述管道壁径向向外延伸以接触结构壁的内表面。所述外部部分可以包括具有

无凸缘外表面的管道壁，以选择性地沿着轴向方向穿过所述壁通道。所述外部部分可以与

所述内部部分可滑动地接合，以沿着所述轴向方向移动。

[0008] 在本公开的另一个示例性方面中，提供了一种单柜式空调器单元。所述单柜式空

调器单元可包括外壳、室外热交换器组件、室内热交换器组件、压缩机以及伸缩增压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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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外壳可以限定室外部分和室内部分。所述室外热交换器组件可以设置在所述室外部分

中，并且包括室外热交换器和室外风扇。所述室内热交换器组件可以设置在所述室内部分

中，并且包括室内热交换器和室内风扇。所述压缩机可以与所述室外热交换器和所述室内

热交换器流体连通，以使制冷剂在所述室外热交换器与所述室内热交换器之间循环。所述

伸缩增压室可以附接到所述外壳，并且可以沿着轴向方向接纳在由结构壁限定的壁通道

内。所述伸缩增压室可以包括内部部分以及外部部分。所述内部部分可以包括管道壁和外

部凸缘，所述外部凸缘从所述管道壁径向向外延伸以接触所述结构壁的内表面。所述外部

部分可以包括具有无凸缘外表面的管道壁，以选择性地沿着所述轴向方向穿过所述壁通

道。所述外部部分可以与所述内部部分可滑动地接合，以沿着所述轴向方向移动。

[0009] 参照下面的描述和所附权利要求，本发明的这些和其他特征、方面和优点将变得

更好理解。结合在本说明书中并构成本说明书的一部分的附图示出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并

且与说明书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的原理。

附图说明

[0010] 参考附图，在说明书中阐述了针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本发明的完整且可行的

公开内容，包括其最佳模式。

[0011] 图1提供了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空调器具的透视图。

[0012] 图2提供了图1的示例性空调器单元的局部透明正视图。

[0013] 图3提供了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空调器具的增压室的透视图。

[0014] 图4提供了沿着线4‑4截取的图3的示例性增压室的示意性剖视图。

[0015] 图5提供了沿着线5‑5截取的图3的示例性增压室的示意性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现在将详细参照本发明的实施例，其一个或多个示例在附图中示出。每个示例是

通过解释本发明的方式提供的，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事实上，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

显而易见的是，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修改和变型。例

如，作为一个实施例的部分示出或描述的特征可以与另一实施例一起使用，以产生又一实

施例。因此，本发明旨在覆盖落入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的范围内的此类修改和变型。

[0017] 如本文所用，术语“包括(includes和including)”旨在以类似于术语“包含

(comprising)”的方式包含在内。类似地，术语“或”通常旨在是包含性的(即，“A或B”旨在指

“A”或“B”或两者)。术语“上游”和“下游”是指相对于流体路径中的流体流的相对流动方向。

例如，“上游”是指流体从其流动的流动方向，并且“下游”是指流体流向其的流动方向。

[0018] 现在转向附图，图1和图2示出了示例性空调器具(例如，空调器100)。如图所示，空

调器100可以设置为单单元型空调器100，诸如单封装立式单元。空调器100包括支撑室内部

分112和室外部分110的封装外壳114。

[0019] 一般来说，空调器100限定垂直方向V、侧向方向L和横向方向T。每个方向V、L、T彼

此垂直，以通常限定出正交坐标系。

[0020] 在一些实施例中，外壳114容纳空调器100的各种其他部件。外壳114可以包括，例

如可以沿横向方向T彼此间隔开的后开口116(例如，有或没有格栅或格栅穿过)和前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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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例如，有或没有格栅或格栅穿过)。后开口116可以是室外部分110的部分，而前开口118

是室内部分112的部分。室外部分110的部件(诸如室外热交换器120、室外风扇124以及压缩

机126)可以被封闭在前开口118与后开口116之间的外壳114内。在某些实施例中，室外部分

110的一个或多个部件安装在底盘136上，如图所示。

[0021] 在某些操作期间，可以通过后开口116将空气吸入室外部分110。具体地，通过外壳

114限定的室外入口128可以接收由室外风扇124推动的室外空气。在外壳114内，可以将接

收到的室外空气推动通过或穿过室外风扇124。此外，室外空气的至少一部分可以在室外出

口130处离开后开口116之前被推动通过或穿过室外热交换器120。注意，尽管室外入口128

被示出为限定在室外出口130上方，但是可替代实施例可以颠倒这一相对方向(例如，使得

室外入口128限定在室外出口130下方)，或者在室外出口130旁边以并排方向或另一合适分

立方向提供室外入口128。

[0022] 如图所示，室内部分112可包括室内热交换器122、鼓风机142以及加热单元132。这

些部件可以例如容纳在前开口118的后面。隔板134一般可以支撑或容纳室内部分112的各

种其他部件或其部分，诸如鼓风机142。隔板134一般可以分离并且限定外壳114内的室内部

分112与室外部分110。附加地或可替代地，隔板134或室内热交换器122可以安装在基座136

上(例如，在比室外热交换器120更高的垂直位置处)，如图所示。

[0023] 在某些操作期间，可以通过前开口118将空气吸入室内部分112。具体地，通过外壳

114限定的室内入口138可以接纳由鼓风机142推动的室内空气。室内空气的至少一部分可

以被推动通过或穿过室内热交换器122(例如，在通过隔板134之前)。室内空气可以从鼓风

机142被推动(例如，穿过加热单元132)，并且通过室内出口140返回到房间的室内区域，该

室内出口通过外壳114限定(例如，沿着垂直方向V在室内入口138上方)。可选地，一个或多

个导管(未示出)可以安装在室内出口140上或下游，以进一步导引来自空调器100的空气。

注意，尽管室内出口140通常被示出为向上引导空气，但是应当理解，室内出口140可以在可

替代实施例中限定为以任何其他合适的方向引导空气。

[0024] 室外热交换器120和室内热交换器122可以是热力组件(即，密封系统)的部件，其

可以作为制冷组件操作(并因此执行制冷循环)，或在热泵单元实施例的情况下，可以作为

热泵操作(并因此执行热泵循环)。因此，如所理解的，示例性热泵单元实施例可以在某些情

况下(例如，当处于冷却模式时)选择性地操作执行制冷循环，并且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当

处于加热模式时)选择性地操作执行热泵循环。相比之下，示例性A/C专用单元实施例可能

不能执行热泵循环(例如，当处于加热模式时)，但是仍然执行制冷循环(例如，当处于冷却

模式时)。

[0025] 该密封系统可以例如进一步包括压缩机126(例如，安装在基座136上)和膨胀装置

(例如，膨胀阀或毛细管——未示出)。如通常所理解的，这两者都可以与热交换器120,122

流体连通，以使制冷剂从中流过。室外热交换器120和室内热交换器122可各自包括盘管

146,148，如图所示，如通常所理解的，制冷剂可流过盘管146,148以进行热交换。

[0026] 如下文将进一步详细描述的，可以提供伸缩增压室200以将空气向外壳114引导或

自外壳114引导空气。当安装时，伸缩增压室200可以选择性地附接到(例如，固定至或抵靠

于)外壳114(例如，通过合适的机械紧固件、粘合剂、垫圈等)并延伸穿过结构壁150(例如，

空调器100所安装的结构的外壁)。具体而言，伸缩增压室200沿着轴向方向X(例如，平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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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方向T)延伸通过结构壁150中的孔或通道152，该孔或通道从内表面154通向外表面

156。

[0027] 包含压缩机126(并且因此一般是密封系统)、鼓风机142、室外风扇124、加热单元

132和其他合适部件的空调器100的操作可以由控制板或控制器158控制。控制器158可以与

空调器100的上述部件进行通信(通过例如合适的有线或无线连接)。举例来说，控制器158

可以包括存储器和一个或多个处理装置，诸如微处理器、中央处理器(CPU)等，例如通用或

专用微处理器。该通用或专用微处理器可操作以执行与空调器100的操作相关联的编程指

令或微控制代码。存储器可以是与处理器分离的部件，或者可以板上包含在处理器内。存储

器可以代表诸如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的随机存取存储器，或者诸如只读存储器(ROM)或

FLASH的只读存储器。

[0028] 空调器100可以另外包括控制面板160和一个或多个用户输入162，该一个或多个

用户输入162可以包含在控制面板160中。用户输入162可以与控制器158进行通信。空调器

100的用户可以与用户输入162交互以操作空调器100，并且用户命令可以在用户输入162与

控制器158之间传输，以有利于基于这样的用户命令操作空调器100。显示器164可以另外设

置在控制面板160中，并且可以与控制器158进行通信。显示器164可以例如是触摸屏或其他

文本可读显示屏，或者可替代地可以简单地是可以根据需要被激活和去激活的灯，以提供

例如空调器100的事件或设定的指示。

[0029] 现在尤其转向图2至图5，将更详细地描述示例性伸缩增压室200。图3至图5具体提

供了单独的伸缩增压室200的各种视图，并且为了清楚起见，其中内部部分210与外部部分

212被分开。

[0030] 尽管在图3至图5中分开示出，但是应当注意，组装的伸缩增压室200提供了滑动接

合的内部部分210与外部部分212(例如，使得外部部分212可在内部部分210上沿着轴向方

向X移动)。例如，内部部分210和外部部分212中的至少一个可以选择性地彼此嵌套(例如，

使得嵌套构件至少部分地被接纳构件围绕轴向方向X环绕)。在一些这样的实施例中，内部

部分210选择性地嵌套在外部部分212内，如图1和图2所示。

[0031] 伸缩增压室200的内部部分210包括围绕轴向方向X形成的管道壁216(例如，当通

过壁通道152安装时)。管道壁216可根据任何合适的中空形状(例如具有矩形轮廓(示出)的

导管)制成，这些中空形状限定出空气通道214以导引空气通过。此外，管道壁216可由任何

合适的非渗透材料(例如，钢、铝或合适的聚合物)制成，用于引导或导引空气通过。

[0032] 当组装时，内部部分210选择性地附接到外壳114。具体地，内部部分210可以安装

在室外部分110的近端或室内部分112的远端。在一些这样的实施例中，内部部分210围绕后

开口116的至少一部分固定到外壳114或抵靠外壳114安装(例如，通过一个或多个合适的机

械紧固件、粘合剂、垫圈等)。内部部分210的管道壁216可以环绕例如室外出口130。附加地

或可替代地，内部部分210的管道壁216可以环绕室外入口128。

[0033] 在某些实施例中，内部部分210还包括从管道壁216沿径向方向(例如，垂直于轴向

方向X)延伸的外部凸缘220。具体地，外部凸缘220径向向外延伸(例如，远离轴向方向X的至

少一部分或内部部分210的管道壁216)。因此，外部凸缘220可以避免干扰空气通道214内的

气流或流动路径。

[0034] 外部凸缘220可以从管道壁216的全部或者(可替代地)仅仅一部分径向向外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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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示例性实施例所示，外部凸缘220从内部部分210的管道壁216的顶端222延伸。在图

示的实施例中，外部凸缘220也从内部部分210的管道壁216的两侧230,232延伸。然而，应当

理解，替代实施例可以在沿着内部部分210的管道壁216的轮廓的另外的(例如，一个或多

个)合适的位置处提供外部凸缘220。可选地，内板221可以从管道壁216径向向内延伸(例

如，在底端238处或从底端238延伸)，使得空气通道214的子部分(即，少于整体)被阻塞。

[0035] 当组装时，外部凸缘220可以抵靠结构壁150的内表面154放置(例如，与结构壁150

的内表面154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因此，当内部部分210的管道壁216的至少一部分延伸

穿过壁通道152时(例如，当外壳114保持与内部部分210的管道壁216相对时，诸如在结构的

内部或室内区域内)，外部凸缘220可以位于内表面154中或被按压成与内表面154接合。

[0036] 伸缩增压室200的外部部分212包括围绕轴向方向X形成的管道壁218(例如，当通

过壁通道152安装时)。管道壁218可以根据任何合适的中空形状制成，但是一般形成为与内

部部分210的管道壁216的形状互补。例如，外部部分212的管道壁218可以形成为与内部部

分210的管道壁216相似的形状，但具有独特的尺寸。在一些这样的实施例中，外部部分212

的轮廓尺寸(例如，垂直长度和侧向宽度)大于内部部分210的尺寸，使得内部部分210可以

选择性地嵌套在外部部分212内。在某些可选择的位置中，外部部分212的管道壁218还可以

从内部部分210限定空气通道214和延伸空气通道214(例如，以导引空气通过)。类似于内部

部分210，外部部分212的管道壁218可由任何合适的非渗透材料(例如，钢、铝或合适的聚合

物)形成，用于引导或导引空气通过。

[0037] 当组装时，外部部分212可相对于内部部分210选择性地移动。例如，外部部分212

可以按照与内部部分210可滑动(例如，按照安装者的指示或定位沿着轴向方向X移动)地接

合的方式安装。因此，当外壳114与内部部分210之间的距离(例如，轴向距离或横向距离)保

持大致固定时，外壳114与外部部分212之间的距离(例如，轴向距离或横向距离)可以选择

性地变化。

[0038] 如图所示，外部部分212的管道壁218具有指向空气通道214或内部部分210的内表

面244，以及背离空气通道214或内部部分210的外表面246。在某些实施例中，外表面246被

提供为无凸缘外表面246。在外表面246处，外部部分212的管道壁218因此可以大致平行于

例如轴向方向X或横向方向T，并且上面没有任何凸缘或障碍物(例如，如传统增压室中所提

供的)。无凸缘外表面246可以从外部部分212的前端248延伸到外部部分212的后端250。

[0039] 当组装时，包含无凸缘外表面246的外部部分212可以沿着轴向方向X延伸穿过(例

如，选择性地穿过)壁通道152。有利的是，外部部分212可以穿过壁通道152(例如，相对于壁

通道152移动)，而不会撞击或接触结构壁150的内表面154或外表面156。在一些这样的实施

例中，后端250被选择性地保持或定位在壁通道152的外部，诸如超过其外表面156(例如，相

对于结构壁150而言，在与外壳114相对的周围环境中)。可选地，嵌缝珠252(即，粘合剂或密

封剂嵌缝)可以位于无凸缘外表面246的至少一部分上或沿着所述至少一部分定位，并将外

表面246联接到结构壁150的外表面156(例如，在壁通道152的周围或外部)。

[0040] 尽管外表面246可以是无凸缘表面，但是内部唇缘254可以从内部部分210的管道

壁218径向向内延伸。例如，内部唇缘254可以从内表面244径向向内延伸(例如，朝向轴向方

向X或空气通道214)。如图所示，只有空气通道214的子部分(即，少于空气通道214整体)被

内部唇缘254阻塞。在一些这样的实施例中，内部唇缘254在侧向边234,236中的一个或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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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从管道壁216径向向内延伸。

[0041] 在一些实施例中，伸缩增压室200包括位于空气通道214内的分隔壁256。当组装

时，分隔壁256限定了分离的上部通道258和下部通道260。例如，分隔壁256可以沿着侧向方

向L从伸缩增压室200的一个侧向边延伸到另一个侧向边。一般来说，上部通道258和下部通

道260可以为空气通道214分隔或限定两个离散的空气流动路径。例如，上部通道258可以限

定在伸缩增压室200内，并位于分隔壁256与内部部分210或外部部分212之间。类似地，下部

通道260可以限定在伸缩增压室200内，并位于分隔壁256与内部部分210或外部部分212之

间(例如，沿着垂直方向V在上部通道258下方)。当组装时，上部通道258与下部通道260可以

由分隔壁256流体隔离(例如，以防止空气通过分隔壁256或伸缩增压室200的另一部分直接

在通道258和260之间通过)。上部通道258可以位于室外入口128的上游。下部通道260可以

位于室外出口130的下游。

[0042] 如图所示，分隔壁256可以包括分离的内部分隔板262与外部分隔板264。在一些这

样的实施例中，内部分隔板262一般固定到内部部分210，并且外部分隔板264固定到外部部

分212。随着外部部分212相对于内部部分210移动(例如，沿着轴向方向X滑动)，外部分隔板

264也可以相对于内部分隔板262移动。当组装时，外部分隔板264可以搁置在内部分隔板

262上或下面。外部分隔板264可以沿着内部分隔板262轴向滑动(例如，使得外部分隔板264

和内部分隔板262充当独立的空气导引壁)。

[0043] 在某些实施例中，内部分隔板262固定到内部部分210的管道壁216。例如，内部分

隔板262可以在伸缩增压室200的第一侧230或第二侧232处固定到管道壁216的内表面240。

另外，内部分隔板262可以包括固定到内表面240的一个或多个侧翼268(例如，通过合适的

机械紧固件、粘合剂、焊接、焊料等)。在一些实施例中，内部分隔板262跨越从内部部分210

的第一侧230到第二侧232的整个侧向宽度。作为示例，分立侧翼268可以设置在第一侧230

和第二侧232处。可选地，分立侧翼268可以从内部分隔板262向下延伸(例如，朝向下部通道

260延伸)。

[0044] 在附加或替代实施例中，外部分隔板264局部地沿着或跨过外部部分212的侧向宽

度延伸(即，不跨过由空气通道214内的外部部分212限定的整个侧向宽度)。具体而言，间隙

或侧通道266可以限定在外部分隔板264与外部部分212的管道壁218的内表面244之间。在

一些这样的实施例中，侧通道266侧向延伸(即，沿着侧向方向L延伸，从而沿着侧向方向L限

定空隙)。此外，侧通道266可以垂直定位在上部通道258与下部通道260之间。可选地，可以

在外部部分212的第一侧234和第二侧236处提供分立的侧通道266。侧通道266的大小可以

设置成容纳内部部分210的至少一部分，诸如内部部分210的管道壁216或侧翼268。因此，内

部部分210的管道壁216的至少一部分可以容纳在侧通道266内。在一些这样的实施例中，外

部分隔板264位于内部分隔板262的下方(例如，沿着垂直方向V的相对位置低于内部分隔板

262)。

[0045] 在可选实施例中，外部分隔板264固定到内部唇缘254。例如，外部分隔板264可以

包括固定(例如，通过合适的机械紧固件、粘合剂、焊接、焊料等)到内部唇缘254的前襟翼

270(例如，向下延伸到下部通道260)。可选地，前襟翼270可以在外部部分212的第一侧234

和第二侧236处固定到内部唇缘254。

[0046] 在安装期间，外部部分212可以选择性地且有利地在内部部分210上沿着轴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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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穿过壁通道152移动，直到到达期望的位置(例如，直到外部部分212的后端位于周围环境

中并且与结构壁150的外表面156间隔开)。一个或多个紧固件(例如，机械紧固件——诸如

螺钉、螺母或夹子、粘合剂等)可用于固定外部部分212相对于内部部分210的相对位置。例

如，一个或多个固定螺钉可以延伸穿过(并联接)内部分隔板262与外部分隔板264。嵌缝珠

252可随后应用于无凸缘外表面246，将伸缩增压室200密封并固定到结构壁150。

[0047] 此书面描述使用示例来公开本发明，包括最佳模式，并且还使本领域任何技术人

员能够实践本发明，包括制造和使用任何装置或系统以及执行任何并入的方法。本发明的

可取得专利权的范围由权利要求限定，并且可以包括本领域技术人员想到的其它示例。如

果此类其他示例包括与权利要求的文字语言无区别的结构元素，或者如果它们包括与权利

要求的文字语言无实质性差异的等效结构元素，则它们旨在处于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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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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