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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冷机组
(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水冷机组。
水冷机组包括
冷媒系统、热交换器和水路系统，
冷媒系统与热
交换器的冷媒端相连，
水路系统与热交换器的水
路端相连。冷媒系统包括换热器和喷液机构，
喷
液机构与换热器相邻设置。
喷液机构用于向换热
器喷液以辅助换热器降温，
喷液机构通过喷液管
线与水路系统相连。
通过喷液管线将水路系统中
的水引入到喷液机构，
让喷液机构喷液以辅助换
热器降温，
从而提高换热器的换热效率，
降低系
统高压压力，
从而降低压缩机负荷，
减小压缩机
产生的噪音。从另一方面来说，
在制冷需求同样
时，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可以采用较小的换热器，
从而降低整机尺寸。

说明书3页

附图3页

CN 109539639 A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1 .一种水冷机组，
包括冷媒系统(10)、热交换器(20)和水路系统(30) ，
所述冷媒系统
(10)与所述热交换器(20)的冷媒端相连，
所述水路系统(30)与所述热交换器(20)的水路端
相连，
所述冷媒系统(10)包括：
换热器(11)；
喷液机构(12) ，与所述换热器(11) 相邻设置，
所述喷液机构(12) 用于向所述换热器
(11)喷液以辅助所述换热器(11)降温，
所述喷液机构(12)通过喷液管线(13)与所述水路系
统(30)相连。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冷机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冷媒系统(10)还包括风机机构
(14) ，
所述风机机构(14)与所述换热器(11)相邻设置，
所述风机机构(14)用于朝向所述换
热器(11)吹风以辅助所述换热器(11)降温。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冷机组，
其特征在于，
所述风机机构(14)包括电机(141)以
及设置在所述电机(141)上的风叶(142)，
所述风叶(142)为轴流风叶。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冷机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喷液机构(12)包括多个喷液头
(121)，
多个所述喷液头(121)在与所述换热器(11)的表面相邻的位置处均布。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冷机组，
其特征在于，
所述换热器(11)为L形。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冷机组，
其特征在于，
所述换热器(11)为翅片式换热器。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冷机组，
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路系统(30)包括分别与所述热
交换器(20)相连的回水管路(31)和供水管路(32)，
所述回水管路(31)用于向所述热交换器
(20)输送待换热的水，
所述供水管路(32)用于从所述热交换器(20)输送走换热后的水。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水冷机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喷液管线(13)与所述供水管路
(32)相连。
9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水冷机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回水管路(31)与所述供水管路
(32)之间设置有水路四通阀(33)。
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冷机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喷液管线(13)上设置有水泵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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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冷机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制冷设备技术领域，
具体而言，
涉及一种水冷机组。
背景技术
[0002] 在风冷冷水机组中，
翅片换热器为其不可缺少的四大件之一，
翅片换热器普遍采
用风机吹风进行空冷换热。
[0003] 目前，
风冷冷水机组行业的发展趋势为低噪音、小尺寸、
高能效。而现有的翅片换
热器与风机搭配的设计，
为了满足换热能力的要求，
在噪音、
尺寸上就难以兼顾。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水冷机组，
以解决现有技术中水冷机组存在的为了满足
换热能力而导致的噪音和尺寸过大的技术问题。
[0005] 本申请实施方式提供一种水冷机组，
包括冷媒系统、
热交换器和水路系统，
冷媒系
统与热交换器的冷媒端相连，
水路系统与热交换器的水路端相连，
冷媒系统包括：
换热器；
喷液机构，
与换热器相邻设置，
喷液机构用于向换热器喷液以辅助换热器降温，
喷液机构通
过喷液管线与水路系统相连。
[0006]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
冷媒系统还包括风机机构，
风机机构与换热器相邻设置，
风机
机构用于朝向换热器吹风以辅助换热器降温。
[0007]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
风机机构包括电机以及设置在电机上的风叶 ，
风叶为轴流风
叶。
[0008]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
喷液机构包括多个喷液头，
多个喷液头在与换热器的表面相
邻的位置处均布。
[0009]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
换热器为L形。
[0010]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
换热器为翅片式换热器。
[0011]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
水路系统包括分别与热交换器相连的回水管路和供水管路，
回水管路用于向热交换器输送待换热的水，
供水管路用于从热交换器输送走换热后的水。
[0012]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
喷液管线与供水管路相连。
[0013]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
回水管路与供水管路之间设置有水路四通阀。
[0014]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
喷液管线上设置有水泵。
[0015] 在上述实施例中，
通过在换热器上增加喷液机构，
再通过喷液管线将水路系统中
的水引入到喷液机构，
让喷液机构喷液以辅助换热器降温，
从而提高换热器的换热效率，
降
低系统高压压力，
从而降低压缩机负荷，
减小压缩机产生的噪音。从另一方面来说，
在制冷
需求同样时，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可以采用较小的换热器，
从而降低整机尺寸。这样一来，
整
机尺寸及噪音均可以大幅降低，
优化了外机部分工作环境，
提高整机可靠性以及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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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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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图中：
[0017]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水冷机组的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图1的水冷机组的换热器及喷液机构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图2的换热器及喷液机构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
下面结合实施方式和附图，
对
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在此，
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
但并
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1] 图1示出了本发明的水冷机组的实施例，
该水冷机组包括冷媒系统10、
热交换器20
和水路系统30，
冷媒系统10与热交换器20的冷媒端相连，
水路系统30与热交换器20的水路
端相连。冷媒系统10包括换热器11和喷液机构12，
喷液机构12与换热器11相邻设置。
喷液机
构12用于向换热器11喷液以辅助换热器11降温，
喷液机构12通过喷液管线13与水路系统30
相连。
[0022] 应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通过在换热器11上增加喷液机构12，
再通过喷液管线13
将水路系统30中的水引入到喷液机构12，
让喷液机构12喷液以辅助换热器11降温，
从而提
高换热器11的换热效率，
降低系统高压压力，
从而降低压缩机负荷，
减小压缩机产生的噪
音。从另一方面来说，
在制冷需求同样时，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可以采用较小的换热器11，
从
而降低整机尺寸。这样一来，
整机尺寸及噪音均可以大幅降低，
优化了外机部分工作环境，
提高整机可靠性以及寿命。
[0023] 可选的，
喷液管线13上设置有水泵131，
以给喷液管线13中的水流提供动力。
[0024] 如图2所示，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
冷媒系统10还包括风机机构14，
风机机构
14与换热器11相邻设置。风机机构14用于朝向换热器11吹风以辅助换热器11降温，
通过风
机机构14吹风既可以帮助换热器11空冷换热，
还可以让换热器11表面的水分加速蒸发以带
走换热器11的热量。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提高了换热器11的换热效率，
从而可以降低风
机转速，
减少噪音的产生。
[0025]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
在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中，
风机机构14包括电机141以
及设置在电机141上的风叶142，
风叶142为轴流风叶，
轴流风叶可以产生大流量的气流。
[0026] 可选的，
如图2和图3所示，
在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中，
喷液机构12包括多个喷液头
121，
多个喷液头121在与换热器11的表面相邻的位置处均布。这样，
可以在换热器11的表面
更为均匀地喷液，
提高换热器11的换热效率。
[0027]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
换热器11为L形。这样，
可以更符合矩形体的机身，
以增
大换热面积。可选的，
在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中，
换热器11为翅片式换热器。翅片式换热器
在空冷换热时，
性能更优。
[0028] 如图1所示，
在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中，
水路系统30包括分别与热交换器20相连的
回水管路31和供水管路32，
回水管路31用于向热交换器20输送待换热的水，
供水管路32用
于从热交换器20输送走换热后的水。在使用时，
通过回水管路31向热交换器20输送待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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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
于此同时冷媒系统10会向热交换器20输送冷媒让冷媒与水进行换热。之后，
换热后的
水供水管路32输送走。
[0029] 优选的，
在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中，
喷液管线13与供水管路32相连。在制冷时，
通
过喷液管线13将供水管路32中的部分冷水喷洒到换热器11上，
可以更有助于帮助换热器11
降温，
进而可以降低系统高压压力，
降低风机转速以及压缩机负荷。
[0030] 优选的，
如图1所示，
回水管路31与供水管路32之间设置有水路四通阀33，
通过四
通阀可以改变回水管路31与供水管路32中的水路流向。
[003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 ，
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
本发明实施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
所作的
任何修改、
等同替换、
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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