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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采用制冰换热器代替

室内侧换热器的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采用毛

细管作双向节流装置，翅片式换热器与制冰换热

器通过四通阀门控制，都能各自运行冷凝或蒸发

工况，机组可以分别运行空气源制热、热气融霜、

制冰蓄冷、融冰脱冰工况，无需配套冷却塔，无需

配套额外的室内侧冷凝器，机组结构非常简单、

生产工艺非常简单、制作很容易、成本很低，同时

能有效降低机组配套功率，利用峰谷电价差减少

用户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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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包括压缩机、四通阀、翅片式换热器、制冰换热器、毛细

管，它还包括系统内相连接的管道、气液缓冲装置及检测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极简

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可以分别构成空气源制热循环回路、热气逆流融霜回路、制冰蓄冷循环

回路、热气逆流融冰脱冰回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源制热循

环回路包括依次管路连接并构成回路的压缩机排气口、四通阀上右通道、制冰换热器、毛细

管、翅片换热器、四通阀左下通道、压缩机进气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气逆流融霜

回路包括依次管路连接的压缩机排气口、四通阀上左通道、翅片换热器、毛细管、制冰换热

器、四通阀右下通道、压缩机进气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冰蓄冷循环

回路包括依次管路连接并构成回路的压缩机排气口、四通阀上左通道、翅片换热器、毛细

管、制冰换热器、四通阀右下通道、压缩机进气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气逆流融冰

脱冰回路包括依次管路连接的压缩机排气口、四通阀上右通道、制冰换热器、毛细管、翅片

换热器、四通阀左下通道、压缩机进气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其特征在于，所述极简型制冰空

气源热泵的翅片式换热器与制冰换热器之间采用毛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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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空气源热泵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中国城市化发展很快，空调、供暖已经是现代城市人们生活和工作中必不可

少的刚性需求，已经占到建筑物能源消耗量的2/3左右，已经占到总能源消耗量的22%左右；

中国目前主流技术还是采用燃煤供暖+空调供冷，供冷、供暖两套系统，双倍投资，供冷供暖

能耗都高，而且燃煤供暖是雾霾形成的重要原因，空调负荷则是夏季电网尖峰负荷形成的

主要原因，从我国国情结合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新能源发展趋势来看，空气源热泵供暖+蓄

冰供冷将是冷暖联供的主流解决方案。

[0003] 空气源热泵的热源来自于空气，突出优点是空气作为热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采

用电能蒸汽压缩制热，高效节能而且环保；缺点是空气源热泵夏季不能制冰、制冷必须使用

昂贵峰电、白天高温时段制冷低效高能耗、机组功率配套大、投资成本高。

[0004] 水冷冷水机组是高效节能的制冷装置，目前是大型建筑物供冷的首选，因为建筑

物的制冷需求负荷大，制冷机组配置需要满足夏季最大制冷负荷，配置功率大，设备投资

大；而且因为无法利用低温热源，不能用于制热供暖，冬季则完全闲置。它的优点是制冷高

效；缺点是必须使用昂贵峰电，造成电网高峰负荷，配套冷却塔散热，不能利用空气源制热

供暖。

[0005] 常规冰蓄冷空调是水冷冷水机组节能升级产品，优点是可以使用低价谷电电代替

昂贵峰电，为电网削峰填谷，节能减排，为用户节省电费；缺点是投资成本高、不能制热供

暖。

[0006] 专利申请CN107843039A提供了一种节能动态板冰热泵，夏季采用晚上低价谷电制

冰蓄冰代替白天高价峰电供冷，冬季制热热源采用0℃以上未结冰的水制冰制热；优点：1.

能使用水冰相变潜热制热，热源来源较充足，可以使用城市污水中水，2.制热与环境温度无

关，即使-50℃环境温度下制热COP可达3.3左右，3.夏天高效制冰蓄冰供冷，可以大幅节省

电费，同时为电网削峰填谷；缺点：1.  城市污水中水来源有一定限制，水源设施需要投资，

2.副产冰砂量大需要处理，3.不适用于缺水地区供暖；适用于：1.  污水中水等水源方便地

区供冷、供暖，2.冰砂可以资源化利用的细分领域。

[0007] 专利申请CN108413648A提供了一种气水双热源热泵，夏季采用晚上低价谷电制冰

蓄冰代替白天高价峰电供冷；冬季-5℃以上环境温度下运行空气源制热模式，既高效节能、

又不耗水，-5℃以下环境温度下，运行制冰制热模式，热泵机组既保持高效节能、又能少耗

水，减少热泵机组供暖季需水总量和冰处理总量；优点：1.能使用水冰相变潜热制热，热源

来源较充足，可以使用城市污水中水，2.高环境温度和低环境温度制热都高效，3.夏天高效

制冰蓄冰供冷，可以大幅节省电费，同时为电网削峰填谷；缺点：1.  低温环境制冰制热还是

需要水源，水源设施需要投资，也不适用于缺水地区供暖，2.副产冰砂还是需要外排处理，

冰处理设施需要投资。适用于：1.  污水中水等水源方便地区供冷、供暖，2.冰砂可以资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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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细分领域。

[0008] 专利申请CN109724290A提供了一种制冰空气源热泵，在空气源热泵上增加制冰换

热器,可以形成多种回路,运行空气源制热、制冰制热、蓄热、制冰蓄冷、直接制冷等多种模

式、多种工况,无需配套冷却塔,能全天候制冰制热却无需水源设施、无需冰处理设施,一套

设备同时解决了冬季空气源制热供暖、夏季削峰填谷节能供冷，优点：1.冬季制热具有空气

源热泵热源方便、高效节能的优点，2.夏天高效制冰蓄冰供冷，可以大幅节省电费，同时为

电网削峰填谷；缺点：制冷系统结构复杂、阀门多、生产工艺复杂、成本高。

[0009] 故现有技术有待改进和发展。

发明内容

[0010]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在空气源热

泵机组基础上采用制冰换热器代替室内侧换热器，在所述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的翅片式

换热器与制冰换热器之间采用毛细管作双向节流装置，通过四通阀门控制，使极简型制冰

空气源热泵的翅片式换热器和制冰换热器都能各自连通压缩机排气口或者压缩机进气口，

都能运行冷凝或蒸发工况，能在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制冰蓄冷模式时采用制冰换热器制

冰同时能采用翅片式换热器作为冷凝器向空气中散发冷凝热从而无需配套冷却塔，能在极

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空气源制热模式时采用翅片式换热器作为蒸发器吸收空气的温差热

并采用制冰换热器冷凝制热，来达到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供冷季制冰蓄冷供冷、无需配

套冷却塔、无需配套额外室内侧换热器、供暖季能全天候空气源制热、制冰换热器既能蒸发

制冰又能冷凝制热、同时制冷系统管路非常简单、阀门极少、生产工艺非常简单、成本很低

的目的。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一种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包括压缩机、四通

阀、翅片式换热器、制冰换热器、毛细管，它还包括系统内相连接的管道、气液缓冲装置及检

测控制系统；在空气源热泵机组基础上采用制冰换热器代替室内侧换热器，在所述极简型

制冰空气源热泵的翅片式换热器与制冰换热器之间采用毛细管作双向节流装置，通过四通

阀门控制，使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的翅片式换热器与制冰换热器都能各自连通压缩机排

气口或者压缩机进气口，都能各自运行冷凝或蒸发工况；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可以分别

构成空气源制热循环回路、热气逆流融霜回路、制冰蓄冷循环回路、热气逆流融冰脱冰回

路。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的压缩机可以采用变频喷气增焓低温热泵压缩机及其配套系

统，也可以根据用户工况需要采用定频低温热泵压缩机或者常温热泵压缩机；在压缩机排

气口管路上也可以增加一个水冷冷凝器用作热水热回收器，副产热水可用于生活热水等；

制冰换热器采用吹胀式蒸发器结构，材料可以采用不锈钢板或铝板，制冷剂在管内流动，立

式安装，水从制冰换热器板外表面淋下；毛细管也可以采用双向电子膨胀阀代替或者其他

组合式双向节流装置代替。

[0012] 其中，所述空气源制热循环回路包括依次管路连接并构成回路的压缩机排气口、

四通阀上右通道、制冰换热器、毛细管、翅片换热器、四通阀左下通道、压缩机进气口，翅片

换热器用作蒸发器吸收空气温差热量，制冰换热器用作冷凝器制取热水。所述热气逆流融

霜回路包括依次管路连接的压缩机排气口、四通阀上左通道、翅片换热器、毛细管、制冰换

热器、四通阀右下通道、压缩机进气口。在空气源制热模式下，空气源制热循环回路循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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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运行过程中翅片换热器结霜严重需要除霜时，热气逆流融霜回路连通。通过四通阀切

换，控制翅片换热器在空气源制热模式时与压缩机进气口连通，控制翅片换热器在除霜状

态时与压缩机排气口连通。翅片换热器处于除霜状态时，所述除霜翅片换热器的风机断电

和空气停止流动，所述除霜翅片换热器的四通阀连通压缩机排气口，从压缩机排气口引出

高压热气，高压热气在所述除霜翅片换热器中冷凝液化，冷凝热用于除霜，除霜过程产生的

液态制冷剂通过毛细管流入制冰换热器，在制冰换热器中蒸发，再通过四通阀流入压缩机

进气口。

[0013] 其中，所述制冰蓄冷循环回路包括依次管路连接并构成回路的压缩机排气口、四

通阀上左、翅片换热器、毛细管、制冰换热器、四通阀右下通道、压缩机进气口；制冰换热器

用作蒸发器吸收水冰相变热量；翅片换热器用作冷凝器，向空气中散发冷凝热。所述热气逆

流融冰脱冰回路包括依次管路连接的压缩机排气口、四通阀上右通道、制冰换热器、毛细

管、翅片换热器、四通阀左下通道、压缩机进气口。在制冰蓄冷模式下运行过程中，制冰蓄冷

循环回路循环运行，制冰换热器表面冰层到达设定厚度需要脱冰时，热气逆流融冰脱冰回

路连通。通过四通阀切换，控制制冰换热器在制冰蓄冷模式时与所述压缩机进气口连通，控

制制冰换热器在融冰脱冰状态时与压缩机排气口连通；融冰脱冰状态时，从压缩机排气口

引出高压热气，使所述融冰脱冰制冰换热器表面的冰融化，冰板在重力作用下自动滑落,板

冰再破碎为冰砂，落入蓄能槽；气态制冷剂在所述融冰脱冰制冰换热器管中冷凝液化，通过

毛细管，流入翅片式换热器中蒸发，再通过四通阀流入压缩机进气口。

[0014] 供冷季，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可以在晚上空气温度低的时段降低冷凝温度，高

效采用谷电运行制冰蓄冷模式制冰，冷凝热可以通过翅片换热器向环境散热，简单型制冰

空气源热泵制冰蓄冷模式晚上生产的冰储存于蓄能槽可以在白天融冰用于冰蓄冷空调系

统节能供冷；为优化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配置，简单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制冰蓄冷模式还

能运行直接制冷供冷工况，制冰换热器下面采用接水盘，制冰换热器进水12℃，水淋过制冰

换热器后温度降低到7℃再去空调末端供冷，空调末端12℃回水又进制冰换热器冷却，冷凝

热可以通过翅片换热器向环境散热。

[0015] 供暖季，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可以运行空气源制热模式生产热水直接供暖，也

可以采用谷电运行空气源制热模式生产较高温度热水将多余热量储存于蓄能槽替代峰电

时段供暖。

[0016] 本技术方案还可应用于制冰、恒温恒湿系统、工业冷暖冰供应系统等。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提供了一种采用制冰换热器替代空气源热泵室内侧换

热器的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在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制冰蓄冷模式时能采用制冰换热

器作为蒸发器制冰同时能采用翅片式换热器作为冷凝器向空气中散发冷凝热从而无需配

套冷却塔，在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空气源制热模式时能采用翅片式换热器作为蒸发器吸

收空气的温差热制热同时能采用制冰换热器作为冷凝器制取热水从而无需配套室内侧冷

凝器，蒸发制冰、冷凝制热共用同一套制冰换热器，供冷季制冰蓄冷供冷、无需配套冷却塔，

供暖季空气源制热、无需配套额外的室内侧冷凝器、无需水源设施、无需冰处理设施，同时

制冷系统结构非常简单、生产工艺很简单、制作很容易、成本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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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8] 图1本实用新型工艺流程示意图；

[0019] 附图标记说明：1.压缩机、2.四通阀、3.制冰换热器、4.毛细管、5.翅片换热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施例：参阅图1，一种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包括压缩机1、四通阀2、翅片式换

热器5、制冰换热器3、毛细管4，它还包括系统内相连接的管道、气液缓冲装置及检测控制系

统；在空气源热泵机组基础上采用制冰换热器3代替室内侧换热器，在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

泵的翅片式换热器5与制冰换热器3之间采用毛细管4作双向节流装置，通过四通阀2控制，

使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的翅片式换热器5与制冰换热器3都能各自连通压缩机1排气口或

者压缩机1进气口，都能各自运行冷凝或蒸发工况；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可以分别构成空

气源制热循环回路、热气逆流融霜回路、制冰蓄冷循环回路、热气逆流融冰脱冰回路。极简

型制冰空气源热泵的压缩机1采用常温热泵压缩机；制冰换热器3采用吹胀式蒸发器结构，

材料采用不锈钢板激光焊接再氮气吹胀，制冷剂在管内流动，立式安装，水从制冰换热器3

板外表面淋下。

[0021] 其中，所述空气源制热循环回路包括依次管路连接并构成回路的压缩机1排气口、

四通阀2上右通道、制冰换热器3、毛细管4、翅片换热器5、四通阀2左下通道、压缩机1进气

口，翅片换热器5用作蒸发器吸收空气温差热量，制冰换热器3用作冷凝器制取热水。所述热

气逆流融霜回路包括依次管路连接的压缩机1排气口、四通阀2上左通道、翅片换热器5、毛

细管4、制冰换热器3、四通阀2右上通道、压缩机1进气口。在空气源制热模式下，空气源制热

循环回路循环运行；运行过程中翅片换热器5结霜严重需要除霜时，热气逆流融霜回路连

通。通过四通阀2切换，控制翅片换热器5在空气源制热模式时与压缩机1进气口连通，控制

翅片换热器5在除霜状态时与压缩机1排气口连通。翅片换热器5处于除霜状态时，所述除霜

翅片换热器5的风机断电和空气停止流动，所述除霜翅片换热器5的四通阀2连通压缩机1排

气口，从压缩机1排气口引出高压热气，高压热气在所述除霜翅片换热器5中冷凝液化，冷凝

热用于除霜，除霜过程产生的液态制冷剂通过毛细管4流入制冰换热器3，在制冰换热器3中

蒸发，再通过四通阀2流入压缩机1进气口。

[0022] 其中，所述制冰蓄冷循环回路包括依次管路连接并构成回路的压缩机1排气口、四

通阀2上左通道、翅片换热器5、毛细管4、制冰换热器3、四通阀2右下通道、压缩机进1气口；

制冰换热器3用作蒸发器吸收水冰相变热量；翅片换热器5用作冷凝器，向空气中散发冷凝

热。所述热气逆流融冰脱冰回路包括依次管路连接的压缩机1排气口、四通阀2上右通道、制

冰换热器3、毛细管4、翅片换热器5、四通阀2左下通道、压缩机1进气口。在制冰蓄冷模式下

运行过程中，制冰蓄冷循环回路循环运行，制冰换热器3表面冰层到达设定厚度需要脱冰

时，热气逆流融冰脱冰回路连通。通过四通阀2切换，控制制冰换热器3在制冰蓄冷模式时与

所述压缩机1进气口连通，控制制冰换热器3在融冰脱冰状态时与压缩机1排气口连通；融冰

脱冰状态时，从压缩机1排气口引出高压热气，使所述融冰脱冰制冰换热器3表面的冰融化，

冰板在重力作用下自动滑落,板冰再破碎为冰砂，落入蓄能槽；气态制冷剂在所述融冰脱冰

制冰换热器3管中冷凝液化，通过毛细管4，流入翅片式换热器5中蒸发，再通过四通阀2流入

压缩机1进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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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供冷季，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可以在晚上空气温度低的时段降低冷凝温度，高

效采用谷电运行制冰蓄冷模式制冰，冷凝热可以通过翅片换热器5向环境散热，极简型制冰

空气源热泵制冰蓄冷模式晚上生产的冰储存于蓄能槽可以在白天融冰用于冰蓄冷空调系

统节能供冷；为优化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配置，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制冰蓄冷模式还

能运行直接制冷供冷工况，制冰换热器3下面采用接水盘，制冰换热器3进水12℃，水淋过制

冰换热器3后温度降低到7℃再去空调末端供冷，空调末端12℃回水又进制冰换热器3冷却，

冷凝热可以通过翅片换热器5向环境散热。

[0024] 供暖季，极简型制冰空气源热泵可以运行空气源制热模式生产热水直接供暖，也

可以采用谷电运行空气源制热模式生产较高温度热水将多余热量储存于蓄能槽替代峰电

时段供暖。

[0025] 上列详细说明是针对本实用新型可行实施例的具体说明，该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制

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所为的等效实施或变更，均应包含于本案的

专利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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