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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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1397312.0

(22)申请日 2018.08.28

(73)专利权人 杨军

地址 213000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红星新

村18-1甲501

(72)发明人 杨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常州市江海阳光知识产权代

理有限公司 32214

代理人 翁坚刚　曹焕元

(51)Int.Cl.

F24F 1/42(2011.01)

F24F 13/2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冷凝水回收再利

用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

冷凝水回收再利用装置。该装置包括左右向设置

的集水分水管。所述的集水分水管的侧面上设置

有若干个分水孔，左端设有封头。使用时，集水分

水管设置在室外机的上盖上，并在集水分水管的

右端与冷凝水的排水软管相连接。由于挂壁式分

体空调器的室内机高于室外机，冷凝水由于自重

可自动地流入集水分水管，并在集水分水管中集

聚，实现了集水分水管的集水功能。当冷凝水液

位面超过分水孔的底端后，冷凝水开始随机均匀

地从各分水孔向外溢出，滴到下面的散热片上，

从而实现了集水分水管的分水功能，对散热片进

行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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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冷凝水回收再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沿左右向设置

的集水分水管（1）；集水分水管（1）的侧面上设置有若干个分水孔（1-1），左端设有封头

（11）；使用时，集水分水管设置在室外机的上盖上，并在集水分水管（1）的右端与冷凝水的

排水软管（6）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冷凝水回收再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分水孔（1-1）有一排，沿着集水分水管（1）的左右向设置，且设置在集水分水管（1）的前

侧面M或后侧面N上；所述的分水孔（1-1）按照从左至右的次序依次称为第一分水孔、第二分

水孔、第三分水孔、以此类推，直至最右侧的分水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冷凝水回收再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分水孔（1-1）为圆孔；所述的分水孔（1-1）的数量有30至80个，最靠近封头（11）的分水

孔（1-1）即为第一分水孔，该第一分水孔至封头（11）的左侧的距离a为50㎜至100㎜；相邻两

个分水孔（1-1）之间的距离b为8㎜至20㎜，且相邻两个分水孔（1-1）之间的距离b相等或/和

不相等；各分水孔（1-1）的孔径d为3㎜至8㎜；各分水孔（1-1）至集水分水管（1）的底端的高

度h为8㎜至1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冷凝水回收再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分水孔（1-1）有前后两排，各排分水孔（1-1）均沿着集水分水管（1）的左右向设置；前排

的分水孔（1-1）设置在集水分水管（1）的前侧面M上，后排的分水孔（1-1）设置在集水分水管

（1）的后侧面N上；各排的分水孔（1-1）按照从左至右的次序依次称为第一分水孔、第二分水

孔、第三分水孔、以此类推，直至最右侧的分水孔，并且前后两排的分水孔（1-1）在左右向上

交错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冷凝水回收再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分水孔（1-1）为圆孔；前排的分水孔（1-1）的数量为30至80个，后排的分水孔（1-1）的数

量为30至80个；所述的前排的最接近封头（11）的分水孔（1-1）即为前排的第一分水孔，该前

排的第一分水孔至封头（11）的左侧的距离a为50㎜至100㎜，后排的最靠近封头（11）的分水

孔（1-1）即为后排的第一分水孔，该后排的第一分水孔至封头（11）的左侧的距离c为55㎜至

110㎜，且c比a大5mm至10mm，并且后排的第一分水孔位于前排的第一分水孔与前排的第二

分水孔之间；同一排的相邻两个分水孔（1-1）之间的距离b为8㎜至20㎜，且相邻两个分水孔

（1-1）之间的距离b相等或/和不相等；各分水孔（1-1）的孔径d为3㎜至8㎜；各分水孔（1-1）

至集水分水管（1）的底端的高度h为8㎜至1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冷凝水回收再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冷凝水的排水软管（6）为4分的PVC排水软管；所述的集水分水管（1）为圆管，且为4分的

PPR管；前排的第一分水孔（1-1）至封头（11）的左侧的距离a为70㎜，后排的第一分水孔（1-

1）至封头（11）的左侧的距离c为75㎜；同一排的相邻两个分水孔（1-1）之间的距离b为10㎜；

分水孔（1-1）的孔径d为5㎜；各分水孔（1-1）至集水分水管（1）的底端的高度h均为10㎜；每

排的分水孔（1-1）的数量为50个。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冷凝水回收再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分水孔（1-1）为分水长孔（1-1a），其形状为长方形；所述的分水长孔（1-1a）的长度m为

50㎜至100㎜，宽度n为3㎜至8㎜；所述的分水长孔（1-1a）的数量为6至20个；最靠近封头

（11）的分水孔（1-1）即为第一分水孔，该第一分水孔至封头（11）的左侧的距离为50㎜至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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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两个分水孔（1-1）之间的距离为8㎜至20㎜，且相邻两个分水孔（1-1）之间的距离相

等或/和不相等；各分水孔（1-1）至集水分水管（1）的底端的高度h为8㎜至12㎜。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冷凝水回收再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分水孔（1-1）为分水长孔（1-1a），其形状为长方形；所述的分水长孔（1-1a）的长度m为

50㎜至100㎜，宽度n为3㎜至8㎜；前排的分水孔（1-1）的数量为6至20个，后排的分水孔（1-

1）的数量为6至20个；所述的前排的最接近封头（11）的分水孔（1-1）即为前排的第一分水

孔，该前排的第一分水孔至封头（11）的左侧的距离称为第一距离，所述的第一距离为50㎜

至100㎜；后排的最靠近封头（11）的分水孔（1-1）即为后排的第一分水孔，该后排的第一分

水孔至封头（11）的左侧的距离称为第二距离，所述的第二距离为55㎜至110㎜，且第二距离

比第一距离大5mm至10mm，并且后排的第一分水孔位于前排的第一分水孔与前排的第二分

水孔之间；同一排的相邻两个分水孔（1-1）之间的距离为8㎜至20㎜，且相邻两个分水孔（1-

1）之间的距离相等或/和不相等；各分水孔（1-1）至集水分水管（1）的底端的高度h为8㎜至

12㎜。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冷凝水回收再利用装置，

其特征在于：集水分水管（1）的长度L为700㎜至1000㎜，集水分水管（1）的外径D为20㎜至25

㎜。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冷凝水回收再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

集水分水管（1）的长度L为700㎜，集水分水管（1）的外径D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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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冷凝水回收再利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空调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冷凝水回收

利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分体式空调实际上是由空调室内机（以下简称为室内机）和空调室外机（以下简称

为室外机）以及相应的连接管组成的空气调节系统，室内机安装在室内，而室外机则安装在

室外，且其中的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室内机高于室外机。分体式空调的制冷系统主要由安

装在室内机内部的蒸发器、以及安装在室外机内部的冷凝器、压缩机和节流阀等所构成。室

内机和室外机内部各自都安装有风机。制冷时，空调中的制冷剂在依次相连的蒸发器、压缩

机、冷凝器和节流装置（也称为膨胀阀，常采用毛细管）中循环运行，制冷剂运行至蒸发器的

内腔中时，由于在前级的膨胀阀的节流减压下成为低温低压的状态，进入蒸发器后随即发

生汽化，从而通过相变吸热的方式降低蒸发器外壳的温度，再由蒸发器外壳通过吸收位于

室内机中的流经蒸发器外壳的外壁表面的气体的热量而实现对空气的制冷。

[0003] 室内机从出风口送出制冷空气的同时，由于室内机的内部空气中的水分遇到冷的

蒸发器后会凝结成水滴（通常称为冷凝水）。冷凝水由位于蒸发器底部的集水盘收集后，从

蒸发器的冷凝水出水管流出至室内机的外部。经测试，分体式空调中蒸发器制冷时所产生

的冷凝水通常温度在  11至13℃。对于湿负荷大的环境，冷凝水量相对较大。而室内空气温

度通常在  25至28℃，因此冷凝水温度是低于室内空气温度的，更远远低于室外空气温度以

及室外机散热器的散热温度。

[0004] 但目前，冷凝水往往都是从室内机的冷凝水排水管直接排放到户外，冷凝水所携

带的低温冷量并没有得到很有效的利用，并且冷凝水的随意排放还经常造成户外高空滴

水，使得路面湿滑，给户外行人带来不便。即使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关于冷凝水回收利用的

相关技术研究，但往往都需要借助水泵、喷淋器等其它的功耗设备得以实现，从整体上难以

真正有效地达到节能的目的。

[0005] 目前对空调冷凝水的常规处理方法是直接由一连接冷凝水集水盘的排水管排放

至室外，温度较低的冷凝水直接排掉造成能源的浪费，同时对建筑外墙造成一定污染和破

坏，影响建筑物外观。

[0006] 中国专利文献CN107655106A（申请号为201710844828.9）公开了一种分体式空调

冷凝水热回收装置，包括有冷凝器、预冷箱体、行程转换器，预冷箱体外部连接一小型水泵，

预冷箱体上部连接有冷凝水进水管，预冷箱体内部有换热盘管，行程转换器连接换热盘管

与冷凝器，冷凝器上方设有直管，直管上安装有喷头，小型水泵通过冷凝水出水管与直管相

连。这种装置增加了水泵、喷头、预冷箱体、行程转换器等零部件，需要消耗一定的功率。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挂壁式分体空

说　明　书 1/6 页

4

CN 208886934 U

4



调器的冷凝水回收再利用装置，能够将冷凝水回收并用于对空调室外机散热片的冷却，解

决现有分体式空调技术中冷凝水利用率不高、冷凝水随意排放的问题，进而达到节能环保

的目的。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的技术方案：一种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

冷凝水回收利用装置，包括沿左右向设置的集水分水管；集水分水管的侧面上设置有若干

个分水孔，左端设有封头；使用时，集水分水管设置在室外机的上盖上，并在集水分水管的

右端与冷凝水的排水软管相连接。

[0009] 所述冷凝水的排水软管为4分（内径为1/2吋）至6分（内径为3/4吋）的PVC圆形排水

软管。所述的集水分水管位于室外机外壳内的散热器的正上方，并接近室外机外壳内的散

热器，是用抱箍和紧定螺栓螺母沿室外机的左右向固定在室外机外壳的上盖的下侧面或上

侧面上。集水分水管与冷凝水的排水软管相连接并用软管夹头固定。当位于室外机外壳的

上盖的上侧面上时，该上盖开设有能够漏水的通道。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分水孔有一排，沿着集水分水管的左右向设置，且设置在集水分

水管的前侧面M或后侧面N上；所述的分水孔按照从左至右的次序依次称为第一分水孔、第

二分水孔、第三分水孔、以此类推，直至最右侧的分水孔。

[0011] 再进一步的，所述的分水孔为圆孔；所述的分水孔的数量有30至80个，最靠近封头

的分水孔即为第一分水孔，该第一分水孔至封头的左侧的距离a为50㎜至100㎜；相邻两个

分水孔之间的距离b为8㎜至20㎜，且相邻两个分水孔之间的距离b相等或/和不相等；各分

水孔的孔径d为3㎜至8㎜；各分水孔至集水分水管的底端的高度h为8㎜至12㎜。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的分水孔有前后两排，各排分水孔均沿着集水分水管的左右向设

置；前排的分水孔设置在集水分水管的前侧面M上，后排的分水孔设置在集水分水管的后侧

面N上；各排的分水孔按照从左至右的次序依次称为第一分水孔、第二分水孔、第三分水孔、

以此类推，直至最右侧的分水孔，并且前后两排的分水孔在左右向上交错设置。

[0013] 再进一步的，所述的分水孔为圆孔；前排的分水孔的数量为30至80个，后排的分水

孔的数量为30至80个；所述的前排的最接近封头的分水孔即为前排的第一分水孔，该前排

的第一分水孔至封头的左侧的距离a为50㎜至100㎜，后排的最靠近封头的分水孔即为后排

的第一分水孔，该后排的第一分水孔至封头的左侧的距离c为55㎜至110㎜，且c比a大5mm至

10mm，并且后排的第一分水孔位于前排的第一分水孔与前排的第二分水孔之间；同一排的

相邻两个分水孔之间的距离b为8㎜至20㎜，且相邻两个分水孔之间的距离b相等或/和不相

等；各分水孔的孔径d为3㎜至8㎜；各分水孔至集水分水管的底端的高度h为8㎜至12㎜。

[0014] 更进一步的，所述的冷凝水的排水软管为4分的PVC排水软管；所述的集水分水管

为圆管，且为4分的PPR管；前排的第一分水孔至封头的左侧的距离a为70㎜，后排的第一分

水孔至封头的左侧的距离c为75㎜；同一排的相邻两个分水孔之间的距离b为10㎜；分水孔

的孔径d为5㎜；各分水孔至集水分水管的底端的高度h均为10㎜；每排的分水孔的数量为50

个。再进一步的，所述的分水孔为分水长孔，其形状为长方形；所述的分水长孔的长度m为50

㎜至100㎜，宽度n为3㎜至8㎜；所述的分水长孔的数量为6至20个；最靠近封头的分水孔即

为第一分水孔，该第一分水孔至封头的左侧的距离为50㎜至100㎜；相邻两个分水孔之间的

距离为8㎜至20㎜，且相邻两个分水孔之间的距离相等或/和不相等；各分水孔至集水分水

管的底端的高度h为8㎜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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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更进一步的，所述的分水孔为分水长孔，其形状为长方形；所述的分水长孔的长度

m为50㎜至100㎜，宽度n为3㎜至8㎜；前排的分水孔的数量为6至20个，后排的分水孔的数量

为6至20个；所述的前排的最接近封头的分水孔即为前排的第一分水孔，该前排的第一分水

孔至封头的左侧的距离称为第一距离，所述的第一距离为50㎜至100㎜；后排的最靠近封头

的分水孔即为后排的第一分水孔，该后排的第一分水孔至封头的左侧的距离称为第二距

离，所述的第二距离为55㎜至110㎜，且第二距离比第一距离大5mm至10mm，并且后排的第一

分水孔位于前排的第一分水孔与前排的第二分水孔之间；同一排的相邻两个分水孔之间的

距离为8㎜至20㎜，且相邻两个分水孔之间的距离相等或/和不相等；各分水孔至集水分水

管的底端的高度h为8㎜至12㎜。

[0016] 再进一步的，集水分水管的长度L为700㎜至1000㎜，集水分水管的外径D为20㎜至

25㎜。

[0017] 再进一步的，所述集水分水管的长度L为700㎜，集水分水管的外径D为20㎜。

[0018] 对于已有的室外机，在室外机外壳的上盖与散热器相应的位置开设有一与集水分

水管相对应的长孔，将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分体式空调冷凝水回收利用装置的集水分水管安

装在室外机外壳的上盖上与长孔相对应处，集水分水管的下侧对准散热器的散热片，集水

分水管的一端与冷凝水的排水软管相连接。

[0019] 所述集水分水管是用抱箍和紧定螺栓螺母固定在室外机外壳的上盖的上侧面上。

集水分水管与冷凝水的排水软管的相连接采用软管夹头固定。

[0020] 由于分体式空调的室内机高于室外机，冷凝水由于自重可自动地流入集水分水

管，当冷凝水经排水软管流进集水分水管后，由于封头的封堵，冷凝水在集水分水管中集

聚。当冷凝水液位面J低于分水孔至集水与分水管的底端的高度h时，冷凝水不会外泄而实

现了集水分水管的集水功能。当冷凝水液位面J达到分水孔至集水分水管的底端的高度h

时，冷凝水开始随机均匀地从各分水孔向外溢出，滴到下面的散热片上，从而实现了集水分

水管的分水功能，对散热片进行冷却。

[0021] 本实用新型相对于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是：（1）结构简单，安装方便，对于已在使

用中的挂壁式分体空调器也便于改装。（2）在不借助水泵、喷淋器、预冷箱体、行程转换器等

零部件的前提下，利用冷凝水直接并均匀地对各散热片进行冷却，可以大大改善室外机的

运行环境，延长其使用寿命。（3）由于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室内机高于室外机，冷凝水由于

自重可自动地流入集水分水管，并在集水分水管中集聚，实现了集水分水管的集水功能。当

冷凝水液位面超过分水孔的底端后，冷凝水开始随机均匀地从各分水孔向外溢出，滴到下

面的散热片上，从而实现了集水分水管的分水功能，对散热片进行冷却。冷凝水在散热片上

流淌时的蒸发，避免了冷凝水排放经常造成户外空中滴水、路面湿滑等不便情况，从而解决

了冷凝水随意排放给户外行人和环境卫生和安全带来不便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2] 图  1  为机壳内安装了本实用新型的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冷凝水回收再利用装置

的室外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  2  为图1中的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冷凝水回收再利用装置的示意图，其中的分

水孔的形状为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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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  3为图2的后视示意图。

[0025] 图4为图2中的A-A方向的剖视放大示意图。

[0026] 图5为图3中的B-B方向的剖视放大示意图。

[0027] 图6为图2中的C-C方向的剖视放大示意图。

[0028] 图7为机壳外安装了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冷凝水回收再利用装

置的空调室外机结构示意图。

[0029] 图8为图1中的E-E方向的剖视示意图。

[0030] 图9为图7中F-F方向的剖视示意图。

[0031] 图10为图6中的G-G方向的剖视旋转示意图。

[0032] 图11是本实用新型的集水分水管的另一种结构示意图，其中的分水孔为长条形分

水孔，并称为分水长孔。

[0033] 上述附图中的标记如下：集水分水管1，分水孔1-1，分水长孔1-1a，封头11，散热器

2，散热片21，抱箍3，紧定螺栓螺母4，软管夹头5，排水软管6，室外机外壳7，上盖71，长孔71-

1，集水分水管的长度L，外径D，前侧面M，后侧面N，前侧面M的分水孔至集水分水管的端头的

距离a，后侧面N的分水孔至集水分水管的端头的距离c，相邻两个分水孔之间的距离b，分水

孔至集水分水管的底端的高度h，分水孔的孔径d，冷凝水液位面J，长度m，宽度n。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在文字描述中，

以图1所示的方位作为描述的上下左右基准，并将图1的背面作为后方，将图1的正面作为前

方。

[0035] （实施例1）

[0036]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冷凝水回收利用装置，包括沿左右向

设置的集水分水管1，集水分水管1的侧面上设置有若干个分水孔1-1，左端设有封头11。使

用时，集水分水管1的右端与冷凝水的排水软管相连接。

[0037] 冷凝水的排水软管6为4分（内径为1/2吋）至6分（内径为3/4吋）的PVC圆形排水软

管。

[0038] 如图2及图4所示，集水分水管1的材质为PPR、壁厚为3.6㎜。集水分水管1的前后侧

均设有若干分水孔1-1。集水分水管1的长度L为700㎜至1000㎜，集水分水管1的外径D为20

㎜至25㎜。

[0039] 所述的分水孔1-1有一排，沿着集水分水管1的左右向设置。集水分水管1的前侧面

M的最靠近封头11侧的分水孔1-1至封头11的端头的距离a为50㎜至100㎜，相邻两个分水孔

1-1之间的距离b为8㎜至20㎜，且相邻两个分水孔1-1之间的距离b相等或/和不相等。各分

水孔1-1的孔径d为3㎜至8㎜，各分水孔1-1至集水分水管1的底端的高度h为8㎜至12㎜，分

水孔1-1的数量为30至80个。

[0040] 如图3及图5所示，集水分水管1的后侧面N的最靠近封头11侧的分水孔1-1至封头

11的端头的距离c为55㎜至110㎜，相邻两个分水孔1-1之间的距离b为8㎜至20㎜，且相邻两

个分水孔1-1之间的距离b相等或/和不相等。各分水孔1-1的孔径d为3㎜至8㎜，各分水孔1-

1至集水分水管1的底端的高度h为8㎜至12㎜，分水孔1-1的数量为30至8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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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如图2至图5所示，所述的分水孔1-1有前后两排，各排分水孔1-1均沿着集水分水

管1的左右向设置。前侧面M的最靠近封头11侧的分水孔1-1至封头11的端头的距离a为50㎜

至100㎜，后侧面N的最靠近封头11侧的分水孔1-1至封头11的端头的距离c为55㎜至110㎜，

相邻两个分水孔1-1之间的距离b为8㎜至20㎜，也即相邻两个分水孔1-1之间的距离b相等

或/和不相等，分水孔1-1的孔径d为3㎜至8㎜，各分水孔1-1至集水分水管1的底端的高度h

优选为基本一致，均为8㎜至12㎜。分水孔1-1的数量为30至80个。

[0042] 冷凝水的排水软管6为4分的PVC排水软管。集水分水管1为4分的PPR管，集水分水

管1的前侧面M的最靠近封头11侧的分水孔1-1至封头11的端头的距离a为70㎜，后侧面N的

最靠近封头11侧的分水孔1-1至封头11的端头的距离c为75㎜。集水分水管1的同一排的相

邻两个分水孔1-1之间的距离b为10㎜。各分水孔1-1的孔径d为5㎜，各分水孔1-1至集水分

水管1的底端的高度h一致，均为10㎜。每排的的分水孔1-1的数量为50个，集水分水管1的长

度L为700㎜，集水分水管1的外径D为20㎜。

[0043] （实施例2）

[0044] 如图11所示，本实施例的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冷凝水回收利用装置的其余部分与

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所述的集水分水管1的前后侧面所设置的分水孔1-1是形状为

长方形的分水长孔1-1a。各分水长孔1-1a的长度m为50㎜至100㎜，宽度n为3㎜至8㎜，数量

为6至20个。

[0045] （应用例1）

[0046] 如图1及图8所示，将实施例1得到的集水分水管1沿室外机的左右向设置在室外机

外壳7内的散热器2的正上方、并紧贴室外机外壳内的散热器2的散热片21处，也即在室外机

外壳7的上盖71的下侧面上安装所述的集水分水管1，并使得集水分水管1的右端与冷凝水

的排水软管6的出水口相连接。

[0047] 所述的集水分水管1的安装，是用抱箍3和紧定螺栓螺母4固定在室外机外壳7的上

盖71的下侧面上。集水分水管1与冷凝水的排水软管6的相连接采用软管夹头5固定。

[0048] （应用例2）

[0049] 如图7及图9所示，对于已有的挂壁式分体空调器的室外机，在室外机外壳7的上盖

71与散热器2相应的位置处开设与集水分水管1相对应的长孔71-1。本应用例中，将实施例1

或实施例2得到的集水分水管1沿室外机的左右向安装在室外机外壳7的上盖71的上表面

上。集水分水管1的下侧对准散热器2的散热片21。集水分水管1的右端与冷凝水的排水软管

6相连接。

[0050] 所述集水分水管1是用抱箍3和紧定螺栓螺母4固定在室外机外壳7的上盖71的上

侧面上。集水分水管1与冷凝水的排水软管6的相连接采用软管夹头5固定。

[0051] （应用例3）

[0052] 如图10所示，当冷凝水经排水软管6流进集水分水管1后，由于封头11的封堵，冷凝

水在集水分水管1中集聚。当冷凝水液位面J低于分水孔1-1至集水分水管1的底端的高度h

时，冷凝水不会外泄。当冷凝水液位面J达到分水孔1-1至集水分水管1的底端的高度h时，冷

凝水开始均匀地从各分水孔1-1向外溢出，滴到下面的散热片21上，均匀地对散热片21进行

冷却。

[0053]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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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实用新型。因

此，应将上述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

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也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

求。而且按照本实用新型的基本特征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

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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