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520141.9

(22)申请日 2019.06.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24302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9.17

(73)专利权人 东莞理工学院

地址 523000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

业园区大学路1号

(72)发明人 杨宇　黄斯珉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信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50218

代理人 孔玲珑

(51)Int.Cl.

F24F 3/14(2006.01)

F25B 41/40(2021.01)

F25B 41/31(2021.01)

(56)对比文件

CN 109821368 A,2019.05.31

CN 109821368 A,2019.05.31

CN 103961980 A,2014.08.06

CN 107477720 A,2017.12.15

CN 101975421 A,2011.02.16

CN 104236283 A,2014.12.24

US 2014/0245772 A1,2014.09.04

钟文锋等.膜式液体除湿器研究进展.《化工

进展》.2013,第32卷(第5期),

审查员 樊云飞

 

(54)发明名称

一种家用膜式溶液除湿机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家用膜式溶液除湿机，包

括：室内机和室外机，所述室内机和室外机通过

管道连通；所述室内机包括轴流风机和膜式溶液

除湿器，所述室外机包括热泵循环回路、再生装

置、热交换器及除湿泵。结构具有便于安装布置，

操作简单，低噪音，处理后的空气洁净抑菌，能连

续稳定、大除湿量工作，再生性能好，节能高效等

优点，还可以在结构中增设冷水回路，以进一步

地提高溶液除湿效率；且结构中的膜式溶液除湿

器可设置为两种结构，其中一种为平板式结构，

便于安装拆卸，结构紧凑，传热和密封性能好，金

属耗量少，另一种为中空纤维式结构，方便安装

管理，除湿性能更优；室外机可实现除湿液的循

环再生，提高能量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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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家用膜式溶液除湿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室内机和室外机，所述室内机和室外

机通过管道连通；所述室内机包括轴流风机和膜式溶液除湿器，所述轴流风机设置于所述

膜式溶液除湿器上方；所述室外机包括热泵循环回路、再生装置、热交换器及除湿泵，所述

热泵循环回路包括除湿液箱、压缩机和风冷冷凝器，所述再生装置包括再生器、再生液箱和

电加热器，所述再生液箱与所述除湿液箱连通，所述再生器的出液口插设于所述再生液箱

中，且在所述再生器的与其进液口连通的管道上安装有电加热器，所述压缩机的出液口与

所述风冷冷凝器的进液口通过管道连通，所述再生器的进气端与所述风冷冷凝器的出气端

通过管道连通，所述再生器的出气端与膜式溶液除湿器的进气端连通，所述膜式溶液除湿

器的出气端与风冷冷凝器的进气端连通；

所述室外机还包括冷水循环回路，所述冷水循环回路包括冷水箱，所述冷水箱的第一

进液口和第一出液口分别通过管道与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连通，所述冷水箱的第二出液口

与所述压缩机连通，所述冷水箱的第二进液口与所述再生液箱连通；所述除湿液箱内设置

有第一蛇形弯管，所述再生液箱内设置有第二蛇形弯管，所述风冷冷凝器内设置有第三蛇

形弯管，所述冷水箱内设置有第四蛇形弯管，第一蛇形弯管通过除湿液箱的第一出液口与

冷水箱的箱体上开设的第一进液口通过管道连通，第一蛇形弯管通过除湿液箱的第一进液

口与冷水箱的箱体上开设的第一出液口通过管道连通，第二蛇形弯管通过再生液箱的第一

进液口与所述第三蛇形弯管的第一出液口通过管道连通，所述第二蛇形弯管通过再生液箱

的第一出液口与所述第四蛇形弯管通过冷水箱的第二进液口通过管道连通，第三蛇形弯管

的第一进液口与压缩机的出液口通过管道连通，第四蛇形弯管通过冷水箱的第二出液口与

所述压缩机的进液口通过管道连通；

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为中空纤维式结构，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部中空设置，在所述壳

体内部设置有多个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所述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相邻设置，在所述第一

腔室中设置有多个溶液流道，所述溶液流道的进液口与所述除湿液箱的第二出液口通过管

道连通，所述除湿泵安装于所述除湿液箱与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连通的管道上；所述溶液

流道与所述第二腔室连通，所述第二腔室中设置有冷水流道，所述冷水流道贯穿所述第二

腔室，所述第一腔室上设置有空气流道，空气通过所述空气流道填充于所述第一腔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膜式溶液除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冷水循环回路还

包括膨胀阀，且所述膨胀阀安装在与所述冷水箱的第二进液口连通的管道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膜式溶液除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室外机还包括液

位平衡管，所述液位平衡管分别与所述除湿液箱和所述再生液箱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膜式溶液除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再生器包括再生

塔，所述再生塔的进液口通过管道与所述再生液箱连通，且管道穿过所述进液口延伸至所

述再生塔内部，在管道的端部安装有喷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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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用膜式溶液除湿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室内环境调节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家用膜式溶液除湿机。

背景技术：

[0002]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更加重视生活品质的提高，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已成为人们

的刚性需求。在我国南方地区，空气长期处于高温潮湿状态，极易导致衣物受潮发霉；食物、

药品变质；电器及精密仪器受潮受损；墙壁地板出现水渍，使文件、收藏品受潮发霉；细菌滋

生，易诱发呼吸道疾病、风湿病等。因此，空气除湿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0003] 除湿机可分为民用除湿机和工业除湿机两大类。现有民用除湿机主要采用冷凝除

湿或固体吸附除湿。冷凝除湿通过风扇将潮湿的空气抽入机内，经压缩冷却后使空气温度

达到露点以下，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此外还需将干燥空气的空气加热达到送风状态才能排

出机外。这种除湿方法因为有压缩机不仅震动噪音很大，而且除湿效率低，能耗高。固体吸

附除湿则是直接应用具有吸湿能力的固体吸附剂(硅胶、氯化钙等)吸收周围环境水分，达

到除湿目的。由于吸附剂的吸水能力有限，该方法仅适用于空间体积小的密闭环境，且吸附

剂必须定期更换，难以保证恒定湿度的要求，管理麻烦。

[0004] 膜式溶液除湿技术利用具有吸湿能力的盐溶液(LiCl，LiBr和CaCl2等)对空气除

湿，使用选择性透过膜将溶液与空气隔开，利用两者之间的表面水蒸气分压差进行水质交

换。除湿后的溶液浓度降低，温度升高，除湿能力下降。通过加热稀溶液提高其表面水蒸气

分压，然后用干燥热风将水蒸气带走，稀溶液变成浓溶液完成再生。该技术具有(1)利用低

品位热能和可再生能源，实现露点之上高效除湿；(2)机组便于安装布置；(3)再生能力强，

能耗低；(4)除湿效率和空气品质均有效提高等优点。

[0005] 因此，本发明开发了一种家用除湿机结合膜式溶液除湿技术，以解决现有家用除

湿机噪音大、无法连续稳定工作、除湿效率低和能耗高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就在于克服上述缺陷，开发一种能连续稳定、大除湿量工作，再生性

能好，且节能高效的家用膜式溶液除湿机。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8]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家用膜式溶液除湿机，包括：室内机和室外机，所述室内机和室

外机通过管道连通；所述室内机包括轴流风机和膜式溶液除湿器，所述轴流风机设置于所

述膜式溶液除湿器上方；所述室外机包括热泵循环回路、再生装置、热交换器及除湿泵，所

述热泵循环回路包括除湿液箱、压缩机和风冷冷凝器，所述除湿液箱的第一出液口与所述

压缩机的进液口通过管道连通，所述压缩机的出液口与所述风冷冷凝器的进液口通过管道

连通，所述再生装置包括再生器、再生液箱和电加热器，所述再生器的出液口插设于所述再

生液箱中，且在所述再生器的进液口连通的管道上安装有电加热器，所述再生器的进气端

与所述风冷冷凝器的出气端通过管道连通，所述再生液箱与所述除湿液箱连通，所述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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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器分别通过管道与所述热泵循环回路及所述再生装置连通，所述除湿液箱的第二出液口

通过管道与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连通，所述除湿泵安装于所述除湿液箱与所述膜式溶液除

湿器连通的管道上。

[0009] 所述热泵循环回路还包括膨胀阀，且所述膨胀阀安装在与所述除湿液箱的第一进

液口连通的管道上。

[0010] 所述室外机还包括冷水循环回路，所述冷水循环回路包括冷水箱，所述冷水箱的

第一进液口和第一出液口分别通过管道与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连通，所述冷水箱的第二出

液口与所述压缩机连通，所述冷水箱的第二进液口与所述再生液箱连通。

[0011] 所述冷水循环回路还包括膨胀阀，且所述膨胀阀安装在与所述冷水箱的第二进液

口连通的管道上。

[0012] 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部设置有溶液流道和空气流道，所述

溶液流道和空气流道之间设置有选择性透过膜，所述溶液流道的进液口与所述除湿液箱的

第二出液口通过管道连通，所述空气流道的进气口与所述再生器的出气端通过管道连通。

[0013] 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为平板式结构，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设置有溶液板、空气

板，所述溶液板和空气板相间设置，且在相邻所述溶液板和空气板之间设置有选择性透过

膜，所述溶液板和空气板均为口型框架结构，所述口型框架结构内部为空间部，在所述口型

框架结构相对的一侧对称设置有溶液流道，相对的另一侧对称设置有空气流道，所述溶液

板上的溶液流道与所述空间部之间开设有第一通孔，以连通所述溶液流道和空间部，所述

空气板上的空气流道与所述空间部之间开设有第二通孔，以连通所述空气流道和空间部。

[0014] 所述溶液板的空间部中平行所述溶液流道设置有两根第一冷却水管，在两根所述

第一冷却水管之间并排设置有多根第二冷却水管，所述第二冷却水管与所述溶液流道垂直

设置，所述第一冷却水管上分别开设有冷水入口和冷水出口。

[0015] 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为中空纤维式结构，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部中空设置，在所

述壳体内部设置有多个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所述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相邻设置，在所述

第一腔室中设置有多个溶液流道，所述溶液流道与所述第二腔室连通，所述第二腔室中设

置有冷水流道，所述冷水流道贯穿所述第二腔室，所述第一腔室上设置有空气流道，空气通

过所述空气流道填充于所述第一腔室。所述溶液流道即为中空纤维膜管内部。

[0016] 所述室外机还包括液位平衡管，所述液位平衡管分别于所述除湿液箱和所述再生

液箱连通。

[0017] 所述再生器包括再生塔，所述再生塔的进液口通过管道与所述再生液箱连通，且

管道穿过所述进液口延伸至所述再生塔内部，在管道的端部安装有喷淋装置。

[0018] 所述风冷冷凝器的进气端设置有引风机。

[0019] 本发明一种家用膜式溶液除湿机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结构具有便于安装布置，

操作简单，低噪音，处理后的空气洁净抑菌，能连续稳定、大除湿量工作，再生性能好，节能

高效等优点，还可以在结构中增设冷水回路，以进一步地提高溶液除湿效率；且结构中的膜

式溶液除湿器可设置为两种结构，其中一种为平板式结构，便于安装拆卸，结构紧凑，传热

和密封性能好，金属耗量少，另一种为中空纤维式结构，方便安装管理，除湿性能更优；室外

机可实现除湿液的循环再生，提高能量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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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实施例1提供的一种家用膜式溶液除湿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实施例2提供的另一种家用膜式溶液除湿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实施例1提供的一种家用膜式溶液除湿机的膜式溶液除湿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图3中结构增设冷水管路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实施例1提供的一种家用膜式溶液除湿机的膜式溶液除湿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为图5中结构增设冷水流道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A为室内机，B为室外机；

[0027] 1‑再生器，2‑再生液箱，3‑膨胀阀，4‑再生泵，5‑液位平衡管，6‑板式热交换器，7‑

除湿液箱，8‑除湿泵，9‑膜式溶液除湿器，10‑轴流风机，11‑压缩机，12‑风冷冷凝器，13‑电

加热器，14‑冷水箱，15‑冷水泵，901‑第一溶液流道，902‑第一壳体，903‑第一空气流道，

904‑  冷水入口，905‑第二冷却水管，906‑冷水出口，907‑第二溶液流道，908‑第二空气流

道，909‑  第二壳体，910‑第一腔室，911‑冷水流道，912‑第二腔室，a～l为阀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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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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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

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9] 需要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所有方向性指示(诸如上、下、左、右、前、后……)仅用

于解释在某一特定姿态(如附图所示)下各部件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运动情况等，如果该

特定姿态发生改变时，则该方向性指示也相应地随之改变。

[0030] 另外，在本发明中涉及“第一”、“第二”等的描述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

示或暗示其相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

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隐含地包括至少一个该特征。另外，各个实施例之间的技术方案可

以相互结合，但是必须是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基础，当技术方案的结合出现

相互矛盾或无法实现时应当认为这种技术方案的结合不存在，也不在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

围之内。

[0031] 根据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家用膜式溶液除湿机，包括：室内机A和室外机B，

所述室内机A和室外机B通过管道连通；所述室内机A包括轴流风机10和膜式溶液除湿器9，

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可为平板式结构或中空纤维式结构，其内部的溶液与空气均呈错流

流动，本发明选用膜式溶液除湿器9来进行除湿，通过将膜式溶液除湿器9设计为平板式结

构或中空纤维式结构，平板式除湿器便于安装拆卸，结构紧凑，传热和密封性能好，金属耗

量少。中空纤维式除湿器则方便安装管理，除湿性能更优，除湿液和空气呈错流的方式流

动，溶液流道和空气流道之间设置有半透膜，由于湿空气与除湿液存在表面水蒸气分压力

差，水蒸气从空气侧转移到了溶液侧。所述轴流风机10设置于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上方；

所述室外机B包括热泵循环回路、再生装置、热交换器6及除湿泵8，所述热泵循环回路包括

除湿液箱7、压缩机11和风冷冷凝器12，所述再生装置包括再生器1、再生液箱2和电加热器

13，所述再生器1的进气端与所述风冷冷凝器12的出气端通过管道连通，所述再生液箱2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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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除湿液箱7连通，所述热交换器分别通过管道与所述热泵循环回路及所述再生装置连

通，所述除湿泵8安装于所述除湿液箱7与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连通的管道上。

[0032]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除湿液箱7在除湿过程中作为蒸发器使用，利用制冷

剂为除湿液箱7降温，同时制冷剂得以加热蒸发，所述除湿液箱7内设置有第一蛇形弯管，所

述再生液箱2内设置有第二蛇形弯管，所述风冷冷凝器12内设置有第三蛇形弯管，所述第一

蛇形弯管的第一出液口与所述压缩机11的进液口通过管道连通，所述除湿液箱7的箱体上

开设的第二出液口通过管道与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连通，且在该管道上安装有除湿泵8及

阀门  f，所述第一蛇形弯管的第一进液口与所述第二蛇形弯管的第一出液口通过管道连

通，且在该管道上安装有膨胀阀3，所述第二蛇形弯管的第一进液口与所述第三蛇形弯管的

第一出液口通过管道连通，且所述室外机还包括液位平衡管5，所述液位平衡管5分别于所

述除湿液箱7  和所述再生液箱2连通，所述液位平衡管5能够平衡除湿液箱7与再生液箱2之

间的液位，避免因液位差而影响再生效果和除湿效果。

[0033]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再生液箱2的箱体上开设的第二出液口通过管道与所

述再生器1连通，所述再生器1的出液口插设于所述再生液箱2中，所述第三蛇形弯管的第一

进液口与所述压缩机11的出液口通过管道连通，且在该管道上靠近所述压缩机11的一端安

装有电加热器13及阀门a，在该管道上靠近所述再生液箱2的一端安装有再生泵4及阀门c，

再生液箱2内除湿液可为制冷剂进行液冷，相应的制冷剂对除湿液的加热有利于溶液的再

生。

[0034]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再生器1包括再生塔，所述再生塔的进液口通过管道

与所述再生液箱2连通，且管道穿过所述进液口延伸至所述再生塔内部，在管道的端部安装

有喷淋装置，除湿液从再生液箱2中经再生泵4抽出，通过电加热器13加热后进入再生塔，而

后通过再生塔的喷淋装置喷淋，从而与空气充分接触，除湿液的水蒸气得以被空气带走完

成浓缩再生。

[0035]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风冷冷凝器12的出风口与所述再生器1的进风口通过

管道连通，所述风冷冷凝器12的进风口与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的空气流道的出风口通过

管道连通，所述再生器1的出风口与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的空气流道的进风口通过管道连

通，以使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的空气流道与所述风冷冷凝器12及所述再生器1形成回路，

且在所述风冷冷凝器12的进气端设置有引风机，将经风冷冷凝器12后高温干燥的空气引入

再生器1中对除湿液进行再生。

[0036]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的溶液流道的进液口与所述除湿液

箱7 的箱体的第二出液口通过管道连通，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的溶液流道的出液口与所

述除湿液箱7的箱体的第二进液口通过管道连通，在该管道上安装有阀门g，以使所述膜式

溶液除湿器9的溶液流道与所述除湿液箱7的箱体形成回路。

[0037]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热交换器为板式热交换器6，所述板式热交换器6的第

一出液口与所述除湿液箱7的箱体的第三进液口通过管道连通，所述板式热交换器6的第一

进液口通过管道与所述再生液箱2和再生器1连通的管道连通，且在该管道上安装有阀门d，

所述板式热交换器6的第二出液口与所述再生液箱2的箱体的第二进液口通过管道连通，其

在该管道上安装有阀门b，所述板式热交换器6的第二进液口通过管道与所述除湿液箱7和

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连通的管道连通，其在该管道上安装有阀门e，所述板式热交换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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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泵4和再生液箱2依次连通，形成浓除湿液流道流向；所述板式热交换器6、除湿泵8  和

除湿液箱7依次连通形成稀除湿液流道流向，所述板式热交换器6用于再生回液流回除湿液

箱7和除湿液进入再生器1前的热量交换，有利于再生回液除湿前的冷却和除湿液再生前的

加热，有利于更高效的能量利用，节能环保。

[0038]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部设置有溶液

流道和空气流道，所述溶液流道和空气流道之间设置有选择性透过膜，所述溶液流道的进

液口与所述除湿液箱7的第二出液口通过管道连通，所述空气流道的进气口与所述再生器1

的出气端通过管道连通。

[0039]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如图3和图4所示，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为平板式结构，溶

液在溶液板上端流道沿着孔道向下充满框内空间，完成除湿后又从下端孔道汇聚后离开，

回到除湿液箱7；具体地，其包括第一壳体902，所述第一壳体902内设置有溶液板、空气板，

所述溶液板和空气板相间设置，且在相邻所述溶液板和空气板之间设置有选择性透过膜，

所述溶液板和空气板均为口型框架结构，所述口型框架结构内部为空间部，在所述口型框

架结构相对的一侧对称设置有第一溶液流道901，相对的另一侧对称设置有第一空气流道

903，所述溶液板上的第一溶液流道901与所述空间部之间开设有第一通孔，以连通所述第

一溶液流道901和空间部，溶液得以在板内流动，所述空气板上的第一空气流道903与所述

空间部之间开设有第二通孔，以连通所述第一空气流道903和空间部。

[0040]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溶液板的空间部中平行所述第一溶液流道901设置有

两根第一冷却水管，在两根所述第一冷却水管之间并排设置有多根第二冷却水管905，所述

第二冷却水管905与所述第一溶液流道901垂直设置，所述第一冷却水管上分别开设有冷水

入口  904和冷水出口906，除湿过程中，除湿液吸收水蒸气，潜热和混合热释放到溶液，溶液

温度升高除湿能力下降，可保持除湿液的温度，维持溶液的持续高除湿能力，冷却水从溶液

板内并排的第二冷水管905流动给溶液冷却降温。

[0041]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如图5和图6所示，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还可以为中空纤

维式结构，在横向进行分块，并在块与块之间的第二溶液流道907内通入冷却水错流流动，

溶液与冷水呈逆流流动，除湿液进入分块的中空纤维集束，在膜内流动对膜外的空气完成

除湿，而后从膜的另一端汇聚后离开回到除湿液箱7，具体地，其包括第二壳体909，所述第

二壳体  909内部中空设置，在所述第二壳体909内部设置有多个第一腔室910和第二腔室

912，所述第一腔室910和第二腔室912相邻设置，在所述第一腔室910中设置有多个第二溶

液流道907，所述第二溶液流道907与所述第二腔室912连通，所述第二腔室912中设置有冷

水流道911，所述冷水流道911贯穿所述第二腔室912，冷水流道911的设计可维持空气除湿

过程中溶液的高除湿能力，所述第一腔室910上设置有第二空气流道908，空气通过所述第

二空气流道  908填充于所述第一腔室910，冷却水在分段的第二溶液流道907内冷却溶液。

所述溶液流道即为中空纤维膜管内部。

[0042] 实施例二：

[0043] 根据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家用膜式溶液除湿机，包括：室内机A和室外机B，

所述室内机A和室外机B通过管道连通；所述室内机A包括轴流风机10和膜式溶液除湿器9，

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可为平板式结构或中空纤维式结构，其内部的溶液与空气均呈错流

流动，本发明选用膜式溶液除湿器9来进行除湿，通过将膜式溶液除湿器9设计为平板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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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或中空纤维式结构，平板式除湿器便于安装拆卸，结构紧凑，传热和密封性能好，金属耗

量少。中空纤维式除湿器则方便安装管理，除湿性能更优，除湿液和空气呈错流的方式流

动，溶液流道和空气流道之间设置有半透膜，由于湿空气与除湿液存在表面水蒸气分压力

差，水蒸气从空气侧转移到了溶液侧。所述轴流风机10设置于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上方；

所述室外机B包括热泵循环回路、冷水循环回路、再生装置、热交换器6及除湿泵8，所述热泵

循环回路包括除湿液箱7、压缩机11和风冷冷凝器12，所述冷水循环回路包括冷水箱14，所

述再生装置包括再生器1、再生液箱2和电加热器13，所述再生器1的进气端与所述风冷冷凝

器12的出气端通过管道连通，所述再生液箱2与所述冷水箱14连通，所述热交换器分别通过

管道与所述热泵循环回路及所述再生装置连通，所述除湿泵8安装于所述除湿液箱7与所述

膜式溶液除湿器9连通的管道上。

[0044] 所述室外机还包括冷水循环回路，所述冷水循环回路包括冷水箱14，所述冷水箱

14的箱体上的第二进液口和第二出液口分别通过管道与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连通，所述

冷水箱  14的第一出液口与所述压缩机11连通，所述冷水箱的第一进液口与所述再生液箱2

连通。冷水从冷水箱14经冷水泵15抽出，通过管道抽出分别进入除湿液箱7和膜式溶液除湿

器9，最后通过管道流回冷水箱14，构成冷却水循环。冷却水在除湿液箱7和膜式溶液除湿器

9中带走除湿液的热量，再回到冷水箱14储存，避免在除湿过程中，因除湿液吸收水蒸气，潜

热和混合热释放到溶液，溶液温度升高，而导致除湿能力下降，进而保持除湿液的温度，维

持溶液的持续高除湿能力。所述冷水箱14在除湿过程中作为蒸发器使用，利用制冷剂为冷

水箱  14降温，同时制冷剂得以加热蒸发，冷水箱14中溶液经冷水泵抽出，分别为除湿液箱7

和膜式溶液除湿器9提供冷却水。所述冷水循环回路还包括膨胀阀3，且所述膨胀阀3安装在

与所述冷水箱14的第二进液口连通的管道上。

[0045]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除湿液箱7内设置有第一蛇形弯管，所述再生液箱2内

设置有第二蛇形弯管，所述风冷冷凝器12内设置有第三蛇形弯管，所述冷水箱14内设置有

第四蛇形弯管，所述第一蛇形弯管的第一出液口与所述冷水箱14的箱体上开设的第二进液

口通过管道连通，第一蛇形弯管的第一进液口与所述冷水箱14的箱体上开设的第二出液口

通过管道连通，在该管道靠近所述冷水箱的一端安装有阀门e，该管道靠近所述除湿液箱的

一端安装有阀门g，所述除湿液箱7的箱体上开设的第二出液口通过管道与所述膜式溶液除

湿器9 连通，且在该管道上安装有除湿泵8及阀门j。

[0046]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再生液箱2的箱体上开设的第二出液口通过管道与所

述再生器1及热交换器连通，且在该管道上靠近所述压缩机11的一端安装有电加热器13及

阀门  a，在该管道上靠近所述再生液箱2的一端安装有再生泵4，在再生泵4和电加热器13之

间的管道上安装有阀门b，在再生泵4和电加热器13之间的管道上安装有阀门c，再生泵4将

再生液箱2内除湿液泵出，分别供应至再生器1和热交换器6中，所述再生器1的出液口插设

于所述再生液箱2中，所述第二蛇形弯管的第一进液口与所述第三蛇形弯管的第一出液口

通过管道连通，所述第二蛇形弯管的第一出液口与所述第四蛇形弯管的第一进液口通过管

道连通，且在该管道上安装有膨胀阀3，所述第三蛇形弯管的第一进液口与所述压缩机11的

出液口通过管道连通，所述第四蛇形弯管的第一出液口与所述压缩机的进液口通过管道连

通。再生液箱2内除湿液可为制冷剂进行液冷，相应的制冷剂对除湿液的加热有利于溶液的

再生。且所述室外机还包括液位平衡管5，所述液位平衡管5分别于所述除湿液箱7和所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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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液箱2连通，所述液位平衡管5能够平衡除湿液箱7与再生液箱2之间的液位，避免因液位

差而影响再生效果和除湿效果。

[0047]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再生器1包括再生塔，所述再生塔的进液口通过管道

与所述再生液箱2连通，且管道穿过所述进液口延伸至所述再生塔内部，在管道的端部安装

有喷淋装置，除湿液从再生液箱2中经再生泵4抽出，通过电加热器13加热后进入再生塔，而

后通过再生塔的喷淋装置喷淋，从而与空气充分接触，除湿液的水蒸气得以被空气带走完

成浓缩再生。

[0048]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风冷冷凝器12的出风口与所述再生器1的进风口通过

管道连通，所述风冷冷凝器12的进风口与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的空气流道的出风口通过

管道连通，所述再生器1的出风口与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的空气流道的进风口通过管道连

通，以使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的空气流道与所述风冷冷凝器12及所述再生器1形成回路，

且在所述风冷冷凝器12的进气端设置有引风机，将经风冷冷凝器12后高温干燥的空气引入

再生器1中对除湿液进行再生。

[0049]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的溶液流道的进液口与所述除湿液

箱7 的箱体的第二出液口通过管道连通，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的溶液流道的出液口与所

述除湿液箱7的箱体的第二进液口通过管道连通，在该管道上安装有阀门k，以使所述膜式

溶液除湿器9的溶液流道与所述除湿液箱7的箱体形成回路，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的冷水

流道的进液口通过管道与所述冷水箱14和所述除湿液箱7连通的管道连通，且在所述冷水

箱14和所述除湿液箱7连通的管道上安装有冷水泵15和阀门f，通过冷水泵15将冷水箱14中

冷却水泵出，供应至所述除湿液箱7和膜式溶液除湿器9中，通过所述阀门f控制所述冷水箱

14 的出液；在靠近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一侧的管道上安装有阀门l，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

9 的冷水流道的出液口通过管道与所述冷水箱14和所述除湿液箱7连通的管道连通，且在

所述冷水箱14和所述除湿液箱7连通的管道上安装有阀门e和阀门f，在近所述膜式溶液除

湿器  9一侧的管道上安装有阀门h，通过所述阀门e控制所述冷水箱14的进液。

[0050]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热交换器为板式热交换器6，所述板式热交换器6的第

一出液口与所述除湿液箱7的箱体的第三进液口通过管道连通，所述板式热交换器6的第一

进液口通过管道与所述再生液箱2和再生器1连通的管道连通，且在该管道上安装有阀门c，

所述板式热交换器6的第二出液口与所述再生液箱2的箱体的第二进液口通过管道连通，其

在该管道上安装有阀门d，所述板式热交换器6的第二进液口通过管道与所述除湿液箱7和

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连通的管道连通，其在该管道上安装有阀门j，除湿泵8将除湿液箱7 

内除湿液泵出，分别供应至热交换器6和膜式溶液除湿器9中，通过阀门j控制所述板式热交

换器6的第二进液口的进液，所述板式热交换器6、再生泵4和再生液箱2依次连通，形成浓除

湿液流道流向；所述板式热交换器6、除湿泵8和除湿液箱7依次连通形成稀除湿液流道流

向，所述板式热交换器6用于再生回液流回除湿液箱7和除湿液进入再生器1前的热量交换，

有利于再生回液除湿前的冷却和除湿液再生前的加热，有利于更高效的能量利用，节能环

保。

[0051]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部设置有溶液

流道和空气流道，所述溶液流道和空气流道之间设置有选择性透过膜，所述溶液流道的进

液口与所述除湿液箱7的第二出液口通过管道连通，所述空气流道的进气口与所述再生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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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气端通过管道连通。

[0052]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如图3和图4所示，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为平板式结构，溶

液在溶液板上端流道沿着孔道向下充满框内空间，完成除湿后又从下端孔道汇聚后离开，

回到除湿液箱7；具体地，其包括第一壳体902，所述第一壳体902内设置有溶液板、空气板，

所述溶液板和空气板相间设置，且在相邻所述溶液板和空气板之间设置有选择性透过膜，

所述溶液板和空气板均为口型框架结构，所述口型框架结构内部为空间部，在所述口型框

架结构相对的一侧对称设置有第一溶液流道901，相对的另一侧对称设置有第一空气流道

903，所述溶液板上的第一溶液流道901与所述空间部之间开设有第一通孔，以连通所述第

一溶液流道901和空间部，溶液得以在板内流动，所述空气板上的第一空气流道903与所述

空间部之间开设有第二通孔，以连通所述第一空气流道903和空间部。

[0053]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溶液板的空间部中平行所述第一溶液流道901设置有

两根第一冷却水管，在两根所述第一冷却水管之间并排设置有多根第二冷却水管905，所述

第二冷却水管905与所述第一溶液流道901垂直设置，所述第一冷却水管上分别开设有冷水

入口  904和冷水出口906，所述冷水出口906通过管道与所述冷水箱与所述除湿液箱连通的

管道连通，在该管道上安装有阀门h，通过阀门h控制所述冷水出口906的出水，所述冷水入

口904  通过管道与所述冷水箱与所述除湿液箱连通的管道连通，在该管道上安装有阀门1，

通过阀门1控制所述冷水入口904的进水，除湿过程中，除湿液吸收水蒸气，潜热和混合热释

放到溶液，溶液温度升高除湿能力下降，可保持除湿液的温度，维持溶液的持续高除湿能

力，冷却水从溶液板内并排的第二冷水管905流动给溶液冷却降温。

[0054]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如图5和图6所示，所述膜式溶液除湿器9还可以为中空纤

维式结构，在横向进行分块，并在块与块之间的第二溶液流道907内通入冷却水错流流动，

溶液与冷水呈逆流流动，除湿液进入分块的中空纤维集束，在膜内流动对膜外的空气完成

除湿，而后从膜的另一端汇聚后离开回到除湿液箱7，具体地，其包括第二壳体909，所述第

二壳体  909内部中空设置，在所述第二壳体909内部设置有多个第一腔室910和第二腔室

912，所述第一腔室910和第二腔室912相邻设置，在所述第一腔室910中设置有多个第二溶

液流道907，所述第二溶液流道907与所述第二腔室912连通，所述第二腔室912中设置有冷

水流道911，所述冷水流道911贯穿所述第二腔室912，冷水流道911的设计可维持空气除湿

过程中溶液的高除湿能力，所述第一腔室910上设置有第二空气流道908，空气通过所述第

二空气流道  908填充于所述第一腔室910，冷却水在分段的第二溶液流道907内冷却溶液，

所述冷水流道  911的出水口通过管道与所述冷水箱与所述除湿液箱连通的管道连通，在该

管道上安装有阀门h，通过阀门h控制所述冷水流道911的出水口的出水，所述冷水流道911

的进水口通过管道与所述冷水箱与所述除湿液箱连通的管道连通，在该管道上安装有阀门

1，通过阀门1  控制所述冷水流道911的进水口的进水，除湿过程中，除湿液吸收水蒸气，潜

热和混合热释放到溶液，溶液温度升高除湿能力下降，可保持除湿液的温度，维持溶液的持

续高除湿能力，冷却水从冷水流道911中流动给溶液冷却降温。

[0055]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上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依然可

以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未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任何修

改或者等同替换，其均应涵盖在本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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