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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

检测方法，涉及变频空调技术领域，可对变频空

调的换热器是否满足除尘条件进行检测。上述检

测方法包括：S1：判断变频空调处于制冷还是制

热模式；S2：对室内、室外环境温度、不同频率节

点的压缩机的相电压和相电流参数、不同频率节

点的室内和室外换热器的温度进行测量；S3：根

据所测量的参数，判断变频空调是否处于安全运

行的状态；若是，则进入S4；若否，则退出检测；

S4：根据变频空调所处的模式，以及所测量的参

数，判断室内和室外换热器是否满足除尘条件。

该检测方法用于实现变频空调换热器是否满足

除尘条件的检测。

权利要求书3页  说明书8页  附图4页

CN 106642558 B

2019.06.25

CN
 1
06
64
25
58
 B



1.一种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

测方法包括：

步骤S1：判断变频空调处于制冷模式还是制热模式；

步骤S2：在所述变频空调内压缩机安全运行的速度区间内，在室内风机转速、室外风机

转速、电子膨胀阀开度值不变的情况下，对室内环境温度、室外环境温度、不同频率节点下

的压缩机的相电压和相电流参数、不同频率节点下的室内换热器的温度和室外换热器的温

度进行测量；

步骤S3：判断所述变频空调是否安全运行，具体包括：

步骤S311：在所述速度区间内，根据所测量的压缩机的相电压和相电流参数，计算各频

率节点下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

步骤S312：根据计算得到的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绘制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曲线；

步骤S313：根据所测量的室内环境温度和室外环境温度，以及所述变频空调的运行模

式，调取对应的预设标称压缩机输入功率曲线；

步骤S314：预设各频率节点下的压缩机安全运行的输入功率阈值；

步骤S315：根据所述实测输入功率曲线以及所述预设标称压缩机输入功率曲线，判断

各频率节点下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与预设标称压缩机输入功率之间的误差是否超出所

对应的输入功率阈值，若各频率节点下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与预设标称输入功率的误差

均没有超出所对应的输入功率阈值，则判定所述压缩机正常运行；若至少一个频率节点下

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与预设标称压缩机输入功率的误差超出所对应的输入功率阈值，则

判定所述压缩机不正常运行；

根据所测量的各频率节点下的室内换热器的温度和室外换热器的温度来判断所述变

频空调的冷媒是否正常；

根据所述变频空调的压缩机是否安全运行以及所述变频空调的冷媒是否正常来判断

所述变频空调是否处于安全运行的状态；

若是，则进入步骤S4；若否，则退出检测；

步骤S4：根据所述变频空调所处的模式，以及所测量的室内环境温度、室外环境温度、

各频率节点下的室内换热器的温度，判断室内换热器是否满足除尘条件；根据所述变频空

调所处的模式，以及所测量的室内环境温度、室外环境温度、各频率节点下的室外换热器的

温度，判断室外换热器是否满足除尘条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

中，所述判断所述变频空调是否处于安全运行的状态具体包括：

判断所述变频空调的压缩机是否安全运行，以及所述变频空调的冷媒是否正常；当判

定所述变频空调的压缩机安全运行且所述变频空调的冷媒正常时，则判定所述变频空调处

于安全运行的状态；当判定所述变频空调的压缩机不安全运行和/或所述变频空调的冷媒

不正常时，则判定所述变频空调处于不安全运行的状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14

中，所述输入功率阈值为所述预设标称输入功率曲线中对应频率节点的预设标称输入功率

的20％～30％。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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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断所述变频空调的冷媒是否正常具体包括：

步骤S321'：根据所测量的各频率节点下室内换热器的温度，绘制室内换热器实测温度

变化曲线，根据所测量的各频率节点下室外换热器的温度，绘制室外换热器实测温度变化

曲线；

步骤S322'：若所述变频空调处于制冷模式，判断所述变频空调是否满足：随着所述压

缩机的运行频率的上升，所述室内换热器实测温度变化曲线呈递减趋势，所述室外换热器

实测温度变化曲线呈递增趋势；若满足，则判定所述变频空调的冷媒正常；若不满足，则判

定所述变频空调的冷媒不正常；

若所述变频空调处于制热模式，判断所述变频空调是否满足：随着所述压缩机的运行

频率的上升，所述室内换热器实测温度变化曲线呈递增趋势，所述室外换热器实测温度变

化曲线呈递减趋势；若满足，则判定所述变频空调的冷媒正常；若不满足，则判定所述变频

空调的冷媒不正常。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

中，所述判断室内换热器是否满足除尘条件具体包括：

步骤S41：根据所述变频空调所处的模式，以及所测量的室内环境温度和室外环境温

度，调取对应的室内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度曲线；

步骤S42：从所述室内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度曲线中获取最小频率节点所对应的室内换

热器的预设标称温度Tmin1'、最大频率节点所对应的室内换热器的预设标称温度Tmax1'，并根

据ΔT1'＝|Tmin1'-Tmax1'|计算室内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差幅值ΔT1'；

步骤S43：根据所计算出的室内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差幅值ΔT1'，得出室内换热器预设标

称温差阈值ΔTt1'，其中，ΔTt1'为室内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差幅值ΔT1'的120％～130％；

步骤S44：从所述室内换热器实测温度变化曲线中获取最小频率节点所对应的室内换

热器的实测温度Tmin1、最大频率节点所对应的室内换热器的实测温度Tmax1，并根据ΔT1＝|

Tmin1-Tmax1|计算室内换热器实测温差幅值ΔT1；

步骤S45：判断所述室内换热器实测温差幅值ΔT1是否大于所述室内换热器预设标称温

差阈值ΔT1 '，若是，则判定室内换热器满足除尘条件，需要进行除尘处理；若否，则判定室

内换热器不满足除尘条件，无需进行除尘处理。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室内换热

器预设标称温差阈值ΔTt1'为3℃～5℃。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中

判断室外换热器是否满足除尘条件具体包括：

步骤S41'：根据所述变频空调所处的模式，以及所测量的室内环境温度和室外环境温

度，调取对应的室外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度曲线；

步骤S42'：从所述室外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度曲线中获取最小频率节点所对应的室外换

热器的预设标称温度Tmin2'、最大频率节点所对应的室外换热器的预设标称温度Tmax2'，并根

据ΔT2'＝|Tmin2'-Tmax2'|计算室外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差幅值ΔT2'；

步骤S43'：根据所计算出的室外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差幅值ΔT2'，得出室外换热器预设

标称温差阈值ΔTt2'，其中，ΔTt2为室外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差幅值ΔT2'的120％～130％；

步骤S44'：从所述室外换热器实测温度变化曲线中获取最小频率节点所对应的室外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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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器的实测温度Tmin2、最大频率节点所对应的室外换热器的实测温度Tmax2，并根据ΔT2＝|

Tmin2-Tmax2|计算室外换热器实测温差幅值ΔT2；

步骤S45'：判断所述室外换热器实测温差幅值ΔT2是否大于所述室外换热器标称温差

阈值ΔT2'，若是，则判定室外换热器满足除尘条件，需要进行除尘处理；若否，则判定室外

换热器不满足除尘条件，无需进行除尘处理。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室外换热

器预设标称温差阈值ΔTt2'为3℃～5℃。

权　利　要　求　书 3/3 页

4

CN 106642558 B

4



一种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变频空调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空调由于具有制冷和制热功能而得到了广泛应用。在空调的使用过程中，换热器

换热效果下降会影响空调制冷或制热效果，而换器热换热效果下降往往是由于换热器落满

尘埃引起的。为了解决由于换热器落满尘埃引起的空调制冷或制热效果下降的问题，有的

空调器具有换热器落满尘埃报警功能，有的空调甚至开发了换热器的自清洁功能。而在落

满尘埃报警或者执行自清洁之前都需要进行热器满足除尘条件的检测。

[0003] 现有的判定换热器是否满足除尘条件的检测方法主要有：在空调内部安装风压传

感器，通过实时检测风道系统的风压和风机的转速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除尘处理。但是这

种检测方法需要在空调内部增加风压传感器检测模块，同时也需要增加硬件测度电路对电

机的转速进行实时检测，这样一来，会导致系统硬件成本的增加。或是根据室外换热器的外

侧温度和内侧温度来判断换热器是否满足除尘条件，然而这种检测方法需要增加一路温度

采集单元，同样会导致系统成本的增加。上述两种检测方法虽然能够检测出换热器是否满

足除尘条件，但是都是以增加系统成本为代价的。此外，这两种方法都是在定速空调的基础

上，针对压缩机某一个速度节点通过系统参数测量来进行判别的，针对现在应用更为广泛

的变频空调来说，上述方法不一定最合理。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可对变频空调的换热器是否

满足除尘条件进行检测。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所述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

检测方法包括：步骤S1：判断变频空调处于制冷模式还是制热模式；步骤S2：在所述变频空

调内压缩机安全运行的速度区间内，在室内风机转速、室外风机转速、电子膨胀阀开度值不

变的情况下，对室内环境温度、室外环境温度、不同频率节点下的压缩机的相电压和相电流

参数、不同频率节点下的室内换热器的温度和室外换热器的温度进行测量；步骤S3：在所述

速度区间内，根据所测量的室内环境温度、室外环境温度、各频率节点下的压缩机的相电压

和相电流参数、各频率节点下的室内换热器的温度和室外换热器的温度，判断所述变频空

调是否处于安全运行的状态；若是，则进入步骤S4；若否，则退出检测；步骤S4：根据所述变

频空调所处的模式，以及所测量的室内环境温度、室外环境温度、各频率节点下的室内换热

器的温度，判断室内换热器是否满足除尘条件；根据所述变频空调所处的模式，以及所测量

的室内环境温度、室外环境温度、各频率节点下的室外换热器的温度，判断室外换热器是否

满足除尘条件。

[0007] 当变频空调的制冷或制热效果下降时，采用本发明所提供的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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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方法，可实现对变频空调中换热器是否满足除尘条件进行检测。相对于定速空调来

说，变频空调的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因而，本发明所提供的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

具有更为广泛的应用。此外，采用该检测方法进行检测时，只需利用变频空调中现有的传感

器进行参数测量，无需再增加额外的传感器，即无需增加变频空调的硬件成本。

附图说明

[000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它的附图。

[000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的流程图一；

[0010]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的流程图二；

[0011]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的流程图三；

[0012]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的流程图四；

[0013]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的流程图五；

[0014] 图6为不同情况下变频空调样机输出的制冷量的曲线图；

[0015] 图7为不同情况下变频空调样机的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曲线图；

[0016] 图8为不同情况下变频空调样机的室内换热器的温度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

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

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均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18]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该变频空调换

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具体包括：

[0019] 步骤S1：判断变频空调处于制冷模式还是制热模式。

[0020] 步骤S2：在变频空调内压缩机安全运行的速度区间内，在室内风机转速、室外风机

转速、电子膨胀阀开度值不变的情况下，对室内环境温度、室外环境温度、不同频率节点下

的压缩机的相电压和相电流参数、不同频率节点下的室内换热器的温度和室外换热器的温

度进行测量。

[0021] 步骤S3：在速度区间内，根据所测量的室内环境温度、室外环境温度、各频率节点

下的压缩机的相电压和相电流参数、各频率节点下的室内换热器的温度和室外换热器的温

度，判断变频空调是否处于安全运行的状态；若是，则进入步骤S4；若否，则退出检测。

[0022] 步骤S4：根据变频空调所处的模式，以及所测量的室内环境温度、室外环境温度、

各频率节点下的室内换热器的温度，判断室内换热器是否满足除尘条件；根据变频空调所

处的模式，以及所测量的室内环境温度、室外环境温度、各频率节点下的室外换热器的温

度，判断室外换热器是否满足除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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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当变频空调的制冷或制热效果下降时，采用本实施例所提供的变频空调换热器除

尘的检测方法，可实现对变频空调中换热器是否满足除尘条件进行检测。相对于定速空调

来说，变频空调的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因而，本实施例所提供的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

方法具有更为广泛的应用。此外，采用该检测方法进行检测时，只需利用变频空调中现有的

传感器进行参数测量，无需再增加额外的传感器，即无需增加变频空调的硬件成本。

[0024] 需要说明的是，在变频空调制冷或制热效果下降时，可通过变频空调的遥控器的

功能按键控制检测的开始和结束。

[0025] 在步骤S3中，判断变频空调是否处于安全运行的状态具体包括：

[0026] 判断变频空调的压缩机是否安全运行，以及变频空调的冷媒是否正常，当判定变

频空调的压缩机安全运行以及变频空调的冷媒正常时，则判定变频空调处于安全运行的状

态；当判定变频空调的压缩机不安全运行和/或变频空调的冷媒不正常时，则判定变频空调

处于不安全运行的状态。

[0027] 如图2所示，步骤S3中的判断变频空调的压缩机是否安全运行具体包括：

[0028] 步骤S311：在速度区间内，根据所测量的压缩机的相电压和相电流参数，计算各频

率节点下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P1、P2、…、Pi、…、Px。其中，i＝1～x，x为频率节点的个数。

[0029] 具体的，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的计算过程如下所示：

[0030] 利用变频空调中的相电流检测传感器测量压缩机的三相电流中的两相Iu和Iv，进

而通过公式(1)计算出dq坐标系下的压缩机电流Id：

[0031]

[0032] 其中，θ为压缩机转子的位置角。

[0033] 通过公式(2)计算出dq坐标系下的压缩机电流Iq：

[0034]

[0035] 利用变频空调中的相电压检测传感器测量直流母线电压，通过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方式，根据压缩机电流Id和电流Iq，通过公式(3)计算出dq坐标系下的压缩机电压Ud：

[0036] Ud＝RId+pIdLd-ωLqIq   (3)

[0037] 通过公式(4)计算出dq坐标系下的压缩机电压Uq：

[0038] Uq＝RIq+pIqLq-ωLdId+e0   (4)

[0039] 其中，ω为压缩机转速，R为压缩机电阻，Lq和Ld为dq坐标系下的压缩机的电感，p为

微分算子，e0为压缩机空载电动势。

[0040] 压缩机转速ω的获取是基于转子磁场定向的矢量控制技术，按照dq坐标系下的永

磁同步电机的电压方程式，利用扩展反电动势转子位置估算法，计算转子的位置和转速，并

根据转子位置输出三相电压矢量，控制压缩机运转，得到压缩机转速ω。

[0041] 进而通过公式(5)计算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

[0042] P＝UdId+UqIq   (5)

[0043] 步骤S312：根据计算得到的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绘制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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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步骤S313：根据所测量的室内环境温度和室外环境温度，以及变频空调的运行模

式，调取对应的预设标称压缩机输入功率曲线。

[0045] 步骤S314：预设各频率节点下的压缩机安全运行的输入功率阈值ΔP1'、ΔP2'、…、

ΔPi'、…、ΔPx'。

[0046] 步骤S315：根据实测输入功率曲线以及预设标称压缩机输入功率曲线，判断各频

率节点下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Pi与预设标称压缩机输入功率Pi '之间的误差ΔP＝|Pi-

Pi'|是否超出所对应的输入功率阈值ΔPi'，即判断ΔPi是否大于ΔPi'。若各频率节点下压

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与预设标称输入功率的误差均没有超出所对应的输入功率阈值，则判

定压缩机正常运行；若至少一个频率节点下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与预设标称压缩机输入

功率的误差超出所对应的输入功率阈值，则判定压缩机不正常运行。

[0047] 当判定压缩机不正常运行时，说明变频空调处于不安全运行的状态。在这种情况

下，也就无需再对换热器是否满足除尘条件进行检测。

[0048] 可选的，输入功率阈值ΔPi '为预设标称输入功率曲线中对应频率节点的预设标

称输入功率Pi'的20％～30％。

[0049] 如图3所示，步骤S3中的判断变频空调的冷媒是否正常具体包括：

[0050] 步骤S321'：根据所测量的各频率节点下室内换热器的温度，绘制室内换热器实测

温度变化曲线，根据所测量的各频率节点下室外换热器的温度，绘制室外换热器实测温度

变化曲线。

[0051] 步骤S322'：若变频空调处于制冷模式，判断变频空调是否满足：随着压缩机的运

行频率的上升，室内换热器实测温度变化曲线呈递减趋势，室外换热器实测温度变化曲线

呈递增趋势；若满足，则判定变频空调的冷媒正常；若不满足，则判定变频空调的冷媒不正

常；或者，若变频空调处于制热模式，判断变频空调是否满足：随着压缩机的运行频率的上

升，室内换热器实测温度变化曲线呈递增趋势，室外换热器实测温度变化曲线呈递减趋势；

若满足，则判定变频空调的冷媒正常；若不满足，则判定变频空调的冷媒不正常。

[0052] 当判定冷媒不正常时，当判定冷媒不正常时，无法对变频空调的换热器是否满足

除尘条件进行检测。

[0053] 如图4所示，步骤S4中，判断室内换热器是否满足除尘条件具体包括：

[0054] 步骤S41：根据变频空调所处的模式，以及所测量的室内环境温度和室外环境温

度，调取对应的室内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度曲线。

[0055] 步骤S42：从室内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度曲线中获取最小频率节点所对应的室内换

热器的预设标称温度Tmin1'、最大频率节点所对应的室内换热器的预设标称温度Tmax1'，并根

据ΔT1'＝|Tmin1'-Tmax1'|计算室内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差幅值ΔT1'。

[0056] 步骤S43：根据所计算出的室内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差幅值ΔT1 '，得出室内换热器

预设标称温差阈值ΔTt1 '，其中，ΔTt1 '为室内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差幅值ΔT1 '的120％～

130％。

[0057] 步骤S44：从室内换热器实测温度变化曲线中获取最小频率节点所对应的室内换

热器的实测温度Tmin1、最大频率节点所对应的室内换热器的实测温度Tmax1，并根据ΔT1＝|

Tmin1-Tmax1|计算室内换热器实测温差幅值ΔT1。

[0058] 步骤S45：判断室内换热器实测温差幅值ΔT1是否大于室内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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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ΔT1 '，若是，则判定室内换热器满足除尘条件，需要进行除尘处理；若否，则判定室内

换热器不满足除尘条件，无需进行除尘处理。

[0059] 其中，室内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差阈值ΔTt1'的范围为3℃～5℃。

[0060] 尘埃是热的不良导体，当室内换热器落满尘埃时，会导致室内换热器的热交换不

充分。随着压缩机的频率的上升，若室内换热器温度下降或上升的室内换热器实测温差幅

值大于预设标称温差阈值，可判定室内换热器满足除尘条件，需要进行除尘处理。

[0061] 如图5所示，步骤S4中判断室外换热器是否满足除尘条件具体包括：

[0062] 步骤S41'：根据变频空调所处的模式，以及所测量的室内环境温度和室外环境温

度，调取对应的室外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度曲线。

[0063] 步骤S42'：从室外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度曲线中获取最小频率节点所对应的室外换

热器的预设标称温度Tmin2'、最大频率节点所对应的室外换热器的预设标称温度Tmax2'，并根

据计算室外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差幅值ΔT2'。

[0064] 步骤S43'：根据所计算出的室外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差幅值ΔT2'，得出室外换热器

预设标称温差阈值ΔTt2 '，其中，ΔTt2为室外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差幅值ΔT2 '的120％～

130％。

[0065] 步骤S44'：从室外换热器实测温度变化曲线中获取最小频率节点所对应的室外换

热器的实测温度Tmin2、最大频率节点所对应的室外换热器的实测温度Tmax2，并根据ΔT2＝|

Tmin2-Tmax2|计算室外换热器实测温差幅值ΔT2。

[0066] 步骤S45'：判断室外换热器实测温差幅值ΔT2是否大于室外换热器标称温差阈值

ΔT2'，若是，则判定室外换热器满足除尘条件，需要进行除尘处理；若否，则判定室外换热

器不满足除尘条件，无需进行除尘处理。

[0067] 其中，室外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差阈值ΔTt2'的范围为3℃～5℃。

[0068] 当室外换热器落满尘埃时，会导致室外换热器的热交换不充分。随着压缩机的频

率的上升，若室外换热器温度下降或上升的室外换热器实测温差幅值大于预设标称温差阈

值，可判定室外换热器满足除尘条件，需要进行除尘处理。

[0069] 需要说明的是，基于上述步骤，在检测过程中所需的参数为室内环境温度、室外环

境温度、各频率节点下的压缩机的相电压和相电流参数、各频率节点下的室内换热器的温

度和室外换热器的温度。而在变频空调中，本身就安装有用于测量室内环境温度、室外环境

温度、室内换热器的温度和室外换热器的温度的温度传感器，以及安装有用于测量压缩机

相电压参数的相电压检测传感器和用于测量压缩机相电流参数的相电流检测传感器。因

此，变频空调无需再增加其他硬件，即可完成对换热器除尘条件的检测。

[0070] 为了使本实施例所提供的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叙述更加清楚，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方案对本发明的检测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0071] 结合图1～5所示的本实施例所提供的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的检测方法的流程图，

以检测变频空调样机的室内换热器是否满足除尘条件为例进行说明。

[0072] a、对变频空调样机的运行模式进行设置：

[0073] 将变频空调样机的工作模式设置为制冷模式，将室内风机转速设为高风档，此时

风量720.0m3/h，功率33.6W，将室外风机转速设为高风档，此时最高转速755.6rpm，功率

68.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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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b、标准工况下，对变频空调样机的各参数进行测量：

[0075] 通过对室内环境温度和室外环境温度进行测量，得出室内的干球温度为27℃，室

内的湿球温度为19℃，室外的干球温度为35℃，室外的湿球温度为24℃。

[0076] 将压缩机的频率分别设置为40Hz、45Hz、50Hz、55Hz、60Hz、65Hz，分别测量出不同

频率节点下变频空调系统的输入功率、室内换热器的温度、变频空调样机输出的制冷量、室

内风机的实际风量、压缩机的相电压和相电流参数，并通过压缩机的相电压和相电流参数

计算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各参数数值如表1所示。

[0077] 需要说明的是，当压缩机的频率低于40Hz时，变频空调进入低速运行区域时，会进

行低频转矩前馈补偿控制，这时压缩机的功率会与补偿控制策略相关。当压缩机的频率为

65Hz时，变频空调系统输入功率已经达到变频空调的额定运行功率，因而压缩机的频率也

不宜高于65Hz。因此，将压缩机的频率设置为40Hz～65Hz之间，可保证变频空调的安全运

行。

[0078] 表1

[0079]

运行频率(Hz) 40 45 50 55 60 65

变频空调系统输入功率(W) 610.3 700.2 779.5 878.4 995.3 1105.6

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W) 508.4 598.3 677.6 776.5 898.4 1003.7

输出的制冷量(W) 2740 2810 3077 3357 3702 3769

室内换热器的温度(℃) 18.6 17.8 17.3 16.7 16.1 15.2

室内风机的实际风量(m3/h) 724 729 728 724 722 719

[0080] c、模拟室内换热器落满尖埃，对变频空调样机的各参数进行测量：

[0081] 用塑料纸将变频空调的室内机的风道封住，模拟室内换热器落满尖埃时的情况。

[0082] 这种情况下，通过对室内风机和室外风机的运行参数进行测量可以发现，室内风

机的实际风量降为307.0m3/h，室内风机的输入功率也下降到21.7W，而室外风机转速和功

率保持不变。

[0083] 同样地，将压缩机的频率分别设置为40Hz、45Hz、50Hz、55Hz、60Hz、65Hz，分别测量

出不同频率节点下变频空调系统的输入功率、室内换热器的温度、变频空调输出的制冷量、

室内风机的实际风量、压缩机的相电压和相电流参数，并计算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各参

数数值如表2所示。

[0084] 表2

[0085]

运行频率(Hz) 40 45 50 55 60 65

变频空调系统输入功率(W) 583.2 649.8 733.3 820.5 916.0 1008.2

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W) 493.2 559.8 643.3 730.5 826.0 918.2

输出的制冷量(W) 2159 2313 2460 2548 2684 2729

室内换热器的温度(℃) 15.8 14.9 14.0 13.2 12.3 11.2

室内风机的实际风量(m3/h) 307 307 308 309 308 307

[0086] d、模拟冷媒轻微泄漏，对变频空调样机的各参数进行测量：

[0087] 由于冷媒的轻微泄漏也会影响变频空调的制冷或制热效果，因此，为了更为详细

地叙述本实施例所提供的检测方法，本实施方案中也对冷媒轻微泄漏的情况进行了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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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为了模拟冷媒泄漏对变频空调制冷能力的影响，在制冷模式下将样机的冷媒人为

泄放一部分，泄放量大约在25％左右。

[0089] 这种情况下，通过对室内风机和室外风机的运行参数进行测量可以发现，此时的

室内风机、室外风机工作状态和变频空调样机在标准工况下室内风机、室外风机的工作状

态相同。

[0090] 同样地，将压缩机的频率分别设置为40Hz、45Hz、50Hz、55Hz、60Hz、65Hz，分别测量

出不同频率节点下变频空调系统的输入功率、压缩机输入功率、室内换热器的温度、变频空

调样机输出的制冷量，室内风机的实际风量、压缩机的相电压和相电流参数，并计算压缩机

的实测输入功率。各参数数值如表3所示。

[0091] 表3

[0092]

运行频率(Hz) 40 45 50 55 60 65

变频空调系统输入功率(W) 598.3 662.0 741.6 815.2 887.0 977.8

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W) 496.4 560.1 639.7 713.3 785.1 875.9

输出的制冷量(W) 2310 2523 2701 2767 2825 2868

室内换热器的温度(℃) 20.8 20.3 20.0 19.7 19.5 19.4

室内风机的实际风量(m3/h) 730 727 726 719 730 729

[0093] e、对各情况下变频空调样机的各参数进行分析：

[0094] 为了分析各参数的变化规律，将三种不同情况下各频率节点下变频空调样机输出

的制冷量、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室内换热器的温度绘制成图，分别如图6～8所示。

[0095]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图6可以看出，变频空调样机在57Hz处达到额定标称制冷

量3500W，这表明变频空调样机的制冷效果良好，是一台合格的产品。

[0096] 如图6所示，当室内换热器落满尘埃或变频空调的冷媒轻微泄漏时，相对于标准工

况，变频空调样机输出的制冷量均明显降低，即变频空调样机的制冷能力显著下降。

[0097] 如图7所示，在最小检测频率节点40Hz处，室内换热器落满尘埃和变频空调的冷媒

轻微泄漏的情况下，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很接近，分别为493.2W和496.4W，与标准工况下

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的误差为2.6％。在最大检测频率节点65Hz处，室内换热器落满尘埃

和变频空调的冷媒轻微泄漏的情况下，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有较大的差距，分别为

918.2W和875 .9W，与标准工况下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的误差显著增大，分别为8.5％、

12.7％。即室内换热器落满尘埃和变频空调的冷媒轻微泄漏的情况下，压缩机的实测输入

功率都会减小，且与标准工况下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的误差会随频率节点的不同而不

同。

[0098] 在本实施方案中，将输入功率阈值设为对应频率节点的预设标称输入功率的

30％。根据图7可知，当室内换热器落满尘埃或冷媒轻微泄漏的情况下，每个频率节点对应

的压缩机的实测输入功率与预设标称压缩机输入功率之间的误差都没有超过输入功率阈

值。即变频空调样机处于安全运行的状态。

[0099] 在本实施方案中，将室内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差阈值设为4.0℃。根据图8所示的室

内换热器的温度变化曲线可见，随着压缩机的频率从40Hz升到65Hz，标准工况下，室内换热

器的温度从18.6℃下降到15.2℃，室内换热器实测温差幅值为3.4℃。当空调样机冷媒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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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时，室内换热器的温度从20.8℃下降到19.4℃，室内换热器实测温差幅值为只有1.2

℃。当室内换热器落满尘埃时，室内换热器的温度从15.8℃下降到11.2℃，室内换热器实测

温差幅值为4.6℃。可见，当室内换热器落满尘埃时，室内换热器实测温差幅值超出室内换

热器预设标称温差阈值。

[0100] 需要说明的是，导致变频空调制冷或制热效果下降的原因有并非只有换热器落满

尘埃，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冷媒轻微泄漏。但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冷媒轻微泄漏时的换热器

的实测温差幅值较低，而换热器落满尘埃时的换热器的实测温差幅值较高。当换热器的实

测温差幅值并没有超出室内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差阈值时，说明变频空调制冷或制热效果下

降并非是由于换热器落满尘埃导致的。而无论是由于冷媒轻微泄漏还是其他原因所导致，

都无需对换热器进行除尘。只有在换热器的实测温差幅值超出室内换热器预设标称温差阈

值时，才能说明变频空调制冷或制热效果下降是由于换热器落满尘埃导致的，这时，就需要

对换热器进行除尘处理。

[0101] 综上，本实施例所提供的检测方法是可以实现对变频空调换热器除尘条件的检测

的。

[0102]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熟悉

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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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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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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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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