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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健康型空调风管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健康型空调风管系统，

它包含一个健康型空调末端装置、多个消音送风

装置、多个消音回风装置及连接它们或与它们相

连的送风管路、回风管路、新风管路、排风管路、

送风格栅、回风格栅。上述装置和管路形成一个

完整的空调风管系统，新风管路用于向室内补充

新鲜空气，排风管路用于排出室内多余的空气，

以防止室内风压过高。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

新型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室内环境问题，为人们提

供舒适健康的生活工作环境，从根本上解决室内

空气质量差，以及长期都留在空调房间所导致的

细菌感染的肺病，噪音引起的耳鸣，换热温差大

引起的感冒、骨关节疼，以及冬季相对湿度低导

致干燥所引起的口干舌燥等空调病的同时，降低

空调设备的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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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健康型空调风管系统，其特征在于，包含一个健康型空调末端装置（10）、多个消

音送风装置（20a、20b…20n）、多个消音回风装置（30a、30b…30n）及连接它们或与它们相连

的送风管路（40）、回风管路（50）、新风管路（70）、排风管路（60）、送风格栅（80a、80b…80n）、

回风格栅（90a、90b…90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健康型空调风管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健康型空调末端装置（10）包括围护架体（101），所述围护架体（101）内至少安装一

台风机（102）、一台换热器（103）、一个负氧离子发生器（104）、一个接水盘（105）、一个杀菌

装置（107）和一个加湿器（108），所述围护架体（101）通过一个空气过滤与静电除尘杀菌组

件（106）与一个新风与回风混合箱（109）内腔相通、外壳相连，所述新风与回风混合箱（109）

具有一个回风风门（110）和一个新风风门（111），所述新风风门（111）连接与室外相通的所

述新风管路（70），所述回风风门（110）连接一个回风主风管（114），所述回风主风管（114）通

过排风法兰（113）连接与室外相通的所述排风管路（60）、通过回风法兰（115）连接所述回风

管路（50）；所述围护架体（101）具有与所述送风管路（40）相连的送风口（112）；

所述消音送风装置（20a、20b…20n）包括一个送风保温箱体（201），所述送风保温箱体

（201）具有与所述送风管路（40）相连接的送风箱进风口（205），与所述送风格栅（80a、80b…

80n）相连的送风箱出风口（206）；所述送风保温箱体（201）内设置第一消音板（203）、第二消

音板（204），所述第一消音板（203）与所述送风保温箱体（201）左内壁之间形成第一静压箱

（207），所述第一消音板（203）与所述第二消音板（204）之间形成第二静压箱（209），所述第

二消音板（204）与所述保温箱体（201）右内壁之间形成第三静压箱（208），所述第一静压箱

（207）的容积等于所述第三静压箱（208）的容积且大于所述第二静压箱（209）的容积；阻尼

器（202）位于所述第一静压箱（207）内；

所述消音回风装置（30a、30b…30n）包括一个回风保温箱体（301），所述回风保温箱体

（301）具有与所述回风管路（50）相连接的回风箱出风口（305），与所述回风格栅（90a、90b…

90n）相连的回风箱进风口（304）；所述回风保温箱体（301）内设置第三消音板（303），所述第

三消音板（303）将所述回风保温箱体（301）内腔分割成第四静压箱（306）和第五静压箱

（307），所述第四静压箱（306）的容积大于所述第五静压箱（307）的容积，所述第四静压箱

（306）内设置活性炭过滤器（30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健康型空调风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负氧离子发生器

（104）安装在所述风机（102）的吸风口和/或出风口和/或与出风口相连的管道和/或与吸风

口相连的管道上，包括至少一个布满网孔（1041）的网板（1040），所述网孔（1041）周围的网

板（1040）上密布与其固为一体的针刺（104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健康型空调风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回风风门（110）

和新风风门（111）采用电动调风门。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健康型空调风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阻尼器（202）呈

方形槽状，其五个体壁上均布通风孔，槽口朝向所述送风箱进风口（205），槽沿抵接所述送

风保温箱体（201）内壁。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健康型空调风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杀菌装置（107）

为紫外线灯管。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健康型空调风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网板（1040）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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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相间排列矩形的所述网孔(1041) ,所述针刺（1042）一字相间均匀排列在针刺基板

（10421）上，所述针刺基板（10421）固接在相邻所述网孔(1041)之间的所述网板（1040）上。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健康型空调风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网板（1040）上交

错相间排列圆形的所述网孔(1041) ,  相邻所述网孔(1041)之间的所述网板（1040）上固接

所述针刺（1042），所述针刺（1042）为向其自由端尖缩的三棱锥或四棱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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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健康型空调风管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空调，具体是一种健康型空调风管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身心健康。为此，人们通常是安装空调解决

室内的冷暖问题；安装新风机解决室内室内空气新鲜度；安装空气净化器解决室内的洁净

度；安装加湿器解决冬季室内空气干燥问题等等，但因此也带来很多次生问题，诸如新风机

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室内没有新风的问题，但是在夏冬两季运行时，进入室内新风温

度与室内温度差高达10~30℃，造成室内温度极不均匀，忽冷忽热极易引起感冒；过滤效果

好的空气净化器放在卧室噪音大，影响睡眠，出现耳鸣，噪音相对较小的空气净化器过滤效

果又很差；加湿器不仅导致室内湿度不均，而且加湿器盛水箱内大量粉尘的聚集给细菌滋

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导致室内细菌严重超标，使人们感染疾病。

[0003] 事实上，空调的完整概念是空气调节，室内温度、温度场均匀、相对湿度、空气质量

等均属于空气调节的范畴，很明显，传统意义上的空调系统从某种角度上说仅仅是解决了

冷暖问题，不能满足空气调节的基本概念对空调区域的空气指标室内温度、温度场均匀、相

对湿度、空气质量等进行综合性的调节，况且传统空调在解决冷暖的同时，给空调区域带来

了大量的细菌和噪音问题。因此，如果能够实用新型一种完全符合空调基本概念的空调系

统，使之低噪、无菌运行，并能够提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有益气体，通过智能化的控制降低

其运行费用，那么对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延缓环境气温升高速度，有着重大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型空调风管系统，它包含一个健

康型空调末端装置、多个消音送风装置、多个消音回风装置及连接它们或与它们相连的送

风管路、回风管路、新风管路、排风管路、送风格栅、回风格栅。上述装置和通风管路形成一

个完整的空调风管系统，新风管路用于向室内补充新鲜空气，排风管路用于排出室内多余

的空气，以防止室内风压过高。

[0005] 进一步地，所述健康型空调末端装置包括围护架体，所述围护架体内至少安装一

台风机、一台换热器、一个负氧离子发生器、一个接水盘、一个杀菌装置和一个加湿器，所述

围护架体通过一个空气过滤与静电除尘杀菌组件与一个新风与回风混合箱内腔相通、外壳

相连，所述新风与回风混合箱具有一个回风风门和一个新风风门，所述新风风门连接与室

外相通的所述新风管路，所述回风风门与室内回风管路相连接，室内回风的排风则通过室

内回风总管114上的法兰通过排风管路排向室外；所述围护架体具有与所述送风管路相连

的送风口；

[0006] 其中负氧离子发生器在空调末端装置运行过程中向室内空调区域提供的是含有

大量有利于健康的负氧离子空气；接水盘则用于收集夏季制冷所产生的凝结水和冬季制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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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湿时所累积的凝结水；过滤与静电除尘组件则主要是过滤回风与新风的粉尘及杀灭循环

空气的细菌，确保送入室内空调区域的空气为洁净、无菌空气；杀菌装置是在空调末端装置

风机停止后杀灭接水盘、换热器及维护架体内部的细菌；加湿器主要解决冬季制热运行时

室内空气的干燥问题，满足人们对相对湿度的要求；新风与回风混合箱主要是用于回风与

补充新风混合混匀，同时降低进入换热器的风速，使之穿过换热器各部风速均匀、有效工

作；新风门主要是控制补充新风量；回风门主要是控制循环风量。

[0007] 所述消音送风装置包括一个送风保温箱体，所述送风保温箱体具有与所述送风管

路相连接的送风箱进风口，与所述送风口相连的送风箱出风口；所述送风保温箱体内设置

第一消音板、第二消音板，所述第一消音板与所述送风保温箱体左内壁之间形成第一静压

箱，所述第一消音板与所述第二消音板之间形成第二静压箱，所述第二消音板与所述保温

箱体右内壁之间形成第三静压箱，所述第一静压箱的容积等于所述第三静压箱的容积且大

于所述第二静压箱的容积；阻尼器位于所述第一静压箱内；

[0008] 送风保温箱体主要是防止空调送风的冷热量损失并防止消音送风装置内部的噪

音传递；阻尼器主要是将风管内的紊流状态的空气使之进入静压箱后变成稳流状态，降低

风管紊流状态的空气所产生的噪音对消音静压装置内噪音的影响；第一、第二消音板主要

是降噪和形成稳流通道及静压箱的作用，使之消音箱内的风速降低，且处于完全稳流状态，

并确保消音送风装置出风口气流处于稳流状态，且风速均匀。

[0009] 所述消音回风装置包括一个回风保温箱体，所述回风保温箱体具有与所述回风管

路相连接的回风箱出风口，与所述回风口相连的回风箱进风口；所述回风保温箱体内设置

第三消音板，所述第三消音板将所述回风保温箱体内腔分割成第四静压箱和第五静压箱，

所述第四静压箱的容积大于所述第五静压箱的容积，所述第四静压箱内设置活性炭过滤

器。

[0010] 回风保温箱体主要是防止空调室内回风的冷热量损失并防止消音回风装置内部

的噪音传递；活性炭滤器则是用于吸附室内因装修、吸烟等不良性气体，确保通过回风管路

进入空调末端装置的室内回风不含有无有害气体；第三消音板的主要作用是构成两个静压

箱，以及消除空调回风管路因风速过高所产生的噪音对室内的影响，两个静压箱的作用就

是降低风速使之回风在进入风管之前处于稳流状态，缓解回风管路噪音对室内的影响。

[0011] 所述空调送风管路、回风管路、新风管路可以采用高速螺旋风管、方风管或者其它

形状的风管。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负氧离子发生器安装在所述风机的吸风口和/或出风口和/或与出

风口相连的管道和/或与吸风口相连的管道上，包括至少一个布满网孔的网板，所述网孔周

围的网板上密布与其固为一体的针刺。

[0013] 本实用新型充分利用水的喷筒电效应也叫勒纳德效应，当风机吸入低压湿空气

后，通过消耗电能排出高速湿空气，由于针刺与风机排出的湿空气是一个迎着风向的锋利

的点接触，因此风机排出的高速湿空气撞击在针刺网板的无数微小针刺上，产生巨大的力，

从而湿空气中的水分子就会因撞击针刺而发生破裂失去电子而成为正离子，而周围空气中

的氧分子捕获这些电子而成为负氧离子。随风机排出的湿空气一起被风机排出。结构简单，

能耗少，但效果好。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回风风门和新风风门采用电动风门。方便进行远程控制和自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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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0015] 进一步地，所述阻尼器呈方形槽状，其五个体壁上均布通风孔，槽口朝向所述送风

箱进风口，槽沿抵接所述送风保温箱体内壁。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杀菌装置为紫外线灯管。

[0017] 更进一步地，所述网板上十字相间排列矩形的所述网孔,所述针刺一字相间均匀

排列在针刺基板上，所述针刺基板固接在相邻所述网孔之间的所述网板上。

[0018] 另一种方案是，所述网板上交错相间排列圆形的所述网孔,  相邻所述网孔之间的

所述网板上固接所述针刺，所述针刺为向其自由端尖缩的三棱锥或四棱锥。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室内环境问题，为人们提供舒适

健康的生活工作环境，从根本上解决室内空气质量差，以及长期都留在空调房间所导致的

细菌感染的肺病，噪音引起的耳鸣，换热温差大引起的感冒、骨关节疼，以及冬季相对湿度

低导致干燥所引起的口干舌燥等空调病的同时，降低空调设备的能耗。

附图说明

[0020] 图1 是健康型空调风管系统示意图。

[0021] 图2是实施例1负氧离子发生器网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图2的局部放大图。

[0023] 图4是实施例1针刺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是实施例2的负氧离子发生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是图5的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所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健康型空调风管

系统，这种健康型空调风管系统的冷介质既可以使用间接制冷的冷系统，也可以使用制冷

剂直接制冷系统。以下结合附图，以举例说明而并非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的方式，详

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

[0027] 实施例1，如图1所示的一种健康型空调风管系统，包含一个健康型空调末端装置

10、多个消音送风装置20a、20b…20n、多个消音回风装置30a、30b…30n及连接它们或与它

们相连的送风管路40、回风管路50、新风管路70、排风管路60、送风格栅80a、80b…80n、回风

格栅90a、90b…90n健康型空调末端装置10具有杀菌、除尘、产生负氧离子、补充新风和冬季

加湿等功能，消音回风装置30具有吸附甲醛等有害气体的功能。

[0028] 具体地，所述健康型空调末端装置10包括围护架体101，所述围护架体101内至少

安装一台风机102、一台换热器103、一个负氧离子发生器104、一个接水盘105、一个杀菌装

置107和一个加湿器108，所述围护架体101通过一个空气过滤与静电除尘杀菌组件106与一

个新风与回风混合箱109内腔相通、外壳相连，所述新风与回风混合箱109具有一个回风风

门110和一个新风风门111，所述新风风门111连接与室外相通的所述新风管路70，所述回风

风门110连接一个回风主风管114，所述回风主风管114通过置于回风法兰113连接与室外相

通的所述排风管路60、通过回风主风管114上的回风法兰115连接所述回风管路50；所述围

护架体101具有与所述送风管路40相连的送风口112；健康型空调末端装置10主要用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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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以及新风与参与循环的回风的处理，通过过滤与静电除尘杀菌组件106中的空气过滤

器的过滤原理和静电的吸附将回风与新风的尘埃过滤、吸附下来，同时利用静电杀菌的原

理杀灭回风与新风中所带有的细菌，从而实现达到空气净化、无菌的目的；利用风机102排

出的高速、洁净的湿空气与负氧离子发生器104的针刺产生巨大的撞击力，从而使洁净的湿

空气中的水分子破解失去电子而成为正离子，与湿空气中的氧分子捕获这些电子而成为负

氧离子实现给循环空气增添负氧离子的目的；通过回风电动风门110和新风电动风门111的

调节将一部分回风从排风口113排向大气，由新风电动风门111处补充新风，一方面确保通

风系统的风压平衡，另一方面确保室内空气的新鲜度。

[0029] 所述消音送风装置20a、20b…20n包括一个送风保温箱体201，所述送风保温箱体

201具有与所述送风管路40相连接的送风箱进风口205，与所述送风格栅80a、80b…80n相连

的送风箱出风口206；所述送风保温箱体201内设置第一消音板203、第二消音板204，所述第

一消音板203与所述送风保温箱体201左内壁之间形成第一静压箱207，所述第一消音板203

与所述第二消音板204之间形成第二静压箱209，所述第二消音板204与所述保温箱体201右

内壁之间形成第三静压箱208，所述第一静压箱207的容积等于所述第三静压箱208的容积

且大于所述第二静压箱209的容积；阻尼器202位于所述第一静压箱207内；送风保温箱体

201用于消除风管噪音对外传递和进入消音送风装置的冷风的冷量的损失；阻尼器202一方

面是将风管从进风口205进来的紊流状态的冷风使之进入消音送风装置变成稳流状态，另

一方面的作用是对风管中的紊流状态的冷风起到一个阻尼作用，使之降低对静压箱后的噪

音；第一消音板203、第二消音板204是对风管中紊流状态的冷风在其气流方向进行进一步

消音降噪处理；第一静压箱207由于容积、通风截面积的突然扩张使之穿过阻尼器202的冷

风进入第一静压箱207后完全变成稳流状态；消音通风通道209则是使之第一静压箱出来的

稳流状态的冷风以稳流状态经过该通道流向第三静压箱208；第三静压箱208的主要作用是

使之通过送风口206时也处于稳流状态。

[0030] 所述消音回风装置30a、30b…30n包括一个回风保温箱体301，所述回风保温箱体

301具有与所述回风管路50相连接的回风箱出风口305，与所述回风格栅90a、90b…90n相连

的回风箱进风口304；所述回风保温箱体301内设置第三消音板303，所述第三消音板303将

所述回风保温箱体301内腔分割成第四静压箱306和第五静压箱307，所述第四静压箱306的

容积大于所述第五静压箱307的容积，所述第四静压箱306内设置活性炭过滤器302。回风保

温箱体301用于减小从进风口304进入消音回风装置30内的空调房间回风的冷量的损失，同

时消除从出风口305进入回风管后由于回风管风速过高所产生的噪音对空调房间的影响；

活性炭过滤器302用于空调房间内因室内装修、吸烟等所产生的有害气体；第三消音板303

则是消除回风管风速所产生的噪音通过进风口对室内噪音的影响；第四静压箱306是将通

过回风箱进风口304进入消音回风装置内处于稳流状态，第五静压箱307作用是使之消音回

风装置30内的回风通过回风箱出风口305进入风管时也是出于稳流状态，以减少风管噪音

和阻力，与此同时，由于第四静压箱306、第五静压箱307容积和通风截面积足够大，因此其

风速很低，对回风管因风速过高所产生的噪音也是一个阻尼作用，从而进一步消除回风管

噪音对空调房间的影响。

[0031] 所述负氧离子发生器104安装在所述风机102的出风口上，包括两个布满网孔1041

的网板1040，所述网板1040上十字相间排列矩形的所述网孔1041,所述针刺1042一字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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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排列在针刺基板10421上，所述针刺基板10421固接在相邻所述网孔1041之间的所述网

板1040上。

[0032] 实施例2，其他与实施例相同，不同的是，所述网板1040上交错相间排列圆形的所

述网孔1041,  相邻所述网孔1041之间的所述网板1040上固接所述针刺1042，所述针刺1042

为向其自由端尖缩的四棱锥。

[0033] 下面结合附图1就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健康型空调末端装置、消音送风装置、

回风装置及包含它的智能化空调风管系统工作原理予以简要说明。

[0034] 如图1所示，从室内返回的空气一部分经过回风管114上连接的排风法兰113经过

排风管路60排向大气，另一部分通过回风风门110进入新风与回风混合箱109，与经过新风

管70通过新风风门111进入新鲜空气混合后，在风机210的带动下经过过滤与静电除尘杀菌

组件106，将回风与新风中的粉尘颗粒过滤、吸附下来，将新风与回风中所含有的细菌通过

静电发生器进行杀菌，使之进入新风进入回风静压箱的混合湿空气为洁净、无菌的湿空气，

而后掠过换热器103。

[0035] 夏季制冷运行时，低温介质从介质入口1031进入换热器103，与掠过的温度较高的

新风与回风混合湿空气进行热交换，介质温度升高从介质出口1032返回介质系统进一步冷

却，新风与回风混合湿空气得到温度降低，被风机102吸入，在风机102高速离心的作用下低

速湿空气变成高速冷湿空气排出，风机102排出的高速冷湿空气在出风口撞击在置于风机

102出口的带有有无数针刺形状的2个网板1040组成的负氧离子发生器104，高速、洁净的湿

空气与负氧离子发生器104的针刺产生巨大的撞击力，从而使洁净的湿空气中的大量水分

子破解失去电子而成为正离子，与湿空气中的氧分子捕获这些电子而成为大量负氧离子随

风机102排出的空气经过送风口112进入送风管路40分别送至置于室内空调区域的每个空

调房间的消音送风装置20a~20n，由于送风管路40分别与消音送风装置20a~20n的送风箱进

风口205相连接，这时进入消音送风装置20a~20n的洁净、无菌、大量带有负氧离子的冷湿空

气，经过阻尼器202后，由于阻尼器202是一个多孔网板制成，这时风管中的高速洁净、无菌、

带有大量负氧离子的冷湿空气在进入消音送风装置20a~20n在阻尼器202的作用下，变成低

速洁净、无菌、带有大量负氧离子的冷湿空气，而风管中紊流状态的高速洁净、无菌、带有大

量负氧离子的冷湿空气所产生的噪音也被阻尼器202阻碍了一部分，从而降低了风管中的

噪音对消音送风装置20a~20n影响，穿过阻尼器202低速洁净、带有负氧离子的冷湿空气进

入第一静压箱207，由于第一静压箱207容积和通风截面积的突然扩张，进入消音送风装置

20a~20n低速洁净、带有负氧离子的冷湿空气的速度进一步得到降低，其噪音进一步下降，

在第一消音板203的作用下，进一步消除了风管噪音的传递，这时得到第二次降低的低速洁

净、无菌、带有大量负氧离子的冷湿空气通过第一消音板203和第二消音板204及消音送风

装置的消音保温箱体形成的第二静压箱209进入第三静压箱208，第二消音板也对风管噪音

进行了第三次降噪，低速、洁净、无菌、带有大量负氧离子的冷湿空气在第三静压箱208中的

风速极低，而第二静压箱的容积相对于送风箱出风口206来说足够大，从而使之经过消音送

风装置20a~20n的送风箱出风口206的洁净、无菌、带有大量负氧离子的冷湿空气处于稳流

状态，并经过连接于消音送风装置20a~20n的送风箱出风口206上的带有格栅的送风口80a~
80n送入每个空调区域的房间，从而在实现了送入空调房间为洁净、无菌、带有大量大量负

氧离子的冷湿空气同时，解决了空调送风管路噪音对室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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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低噪、洁净、无菌、带有大量大量负氧离子的冷湿空气通过送风格栅80a~80n送入

空调房间后，吸收空调房间围护结构、房间内设施、物品和人的热量后冷湿空气温度升高，

相对湿度降低，实现了空调房间温度降低、相对湿度降低目的，而后温度升高、相对湿度降

低的湿空气，连同房间内装修、物体所产生的有害气体，以及人呼吸所排出的二氧化碳等气

体，在健康型空调末端装置10中的风机102的吸风力作用下，经过回风格栅90a~90n与连接

消音回风装置30a~30n的回风箱进风口304进入消音回风装置30a~30n内，首先掠过设置在

第四静压箱306内部的活性炭过滤器302将回风所含有的装修、物品及人呼吸所排放的二氧

化碳等有害气体吸附下来，经过第三消音板303与消音回风装置30a~30n箱体301所形成的

的通风通道进入第五静压箱307，而后经过其出风口305进入回风管路50，由于消音回风装

置30a~30n所构成的第四静压箱306、第五静压箱307容积和通风截面积额足够大，因此其中

的风速很低，极低的风速掠过活性炭过滤器302时，使之活性炭过滤器302的吸附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同时，第四静压箱306、第五静压箱307的低速风速对回风管高速回风所产生的噪

音起到了阻碍作用，第三消音板303对从回风管高速回风所产生的噪音进行了吸音、隔离降

噪的作用，而使之进入回风管路50的湿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得到清除，由于回风管路50在进

入健康型空调末端装置10上有一个电动的回风风门110的开度可以调整，因此从空调房间

进行热量交换，并经过消音回风装置30除去有害气体后，通过回风管50进入健康型空调末

端装置10的回风一部分通过接在电动调风的新风风门111上的排风管60排向大气，另一部

分通过电动调风的回风风门110进入新风与回风混合箱109，连同经过新风管路70与连接新

风管路70的新风风门111进入新风与回风混合箱109的新风进行混合后，在风机102的带动

下经过过滤与静电除尘杀菌组件106，如此不断地连续循环从而实现了夏季空调房间降温

的目的的同时，解决了空调房间噪声问题、空调运行的细菌问题、室内装修、呼吸所产生的

二氧化碳的不良性气体问题以及空调房间没有新风，或者新风量太少，或者新风没有经过

换热处理所导致的温度长不均匀等一系列问题，并向空调房间提供了大量有益于人们身心

健康的负氧离子。

[0037] 在冬季制热运行时，高温介质从介质入口进入换热器103，与掠过的温度较低的新

风与回风混合湿空气进行热交换，介质温度降低从介质出口返回介质系统进一步加热，而

新风与回风混合湿空气得到温度升高，相对湿度降低，这时就会导致空调房间内相对湿度

很低，空调房间内的人就会感到口干舌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冬季运行时，健康型空调

末端装置10内的加湿器108给回风与新风的混合空气进行加湿，提高掠过健康型空调末端

装置10中的换热器103的新风与回风的混合气体的含湿量，从而使之空调房间的相对湿度

满足舒适的温湿度要求。冬季运行时健康型空调风管系统的杀菌、降噪、提供负氧离子和不

良性气体的清除与夏季制冷运行一致，为了节约篇幅，此不赘述。

[0038] 换季季节的运行，换季节由于室外温度、湿度比较适合人们的需求，而空调房间的

冷负荷很小，这是可以通过调整置于健康型空调末端装置10上的回风风门110和新风风门

111的开度，利用环境大气的新风量调整室内温度，这是置于健康型空调末端装置10内的换

热器103的介质不需要流通，也就是说给换热器103提供冷源的系统不需要工作。我们知道

任何一种制冷、制热的方式，能量消耗都很大，因此，在换季季节利用调节新风比例控制房

间的温湿度可以发幅度降低空调系统的能耗，从而在确保空调房间舒适、健康的同时，最大

限度地节约能源，这无论是对于降低用户的使用费用，还是对于缓解环境气温的升高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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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更主要的是这种能源节约方式，并不影响空调房间温度、相对湿

度、无菌、静音、清除有害气体，以及提供负氧离子的性能，而且由于新风量的加大，室内空

气更加清新。

[0039] 从前面的实施例中可以看出，空调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空调末端装置10始终处于

相对高湿状态，夏季运行时，湿空气通过换热器103进行热交换时会产生水的凝结问题，凝

结的水会低落在接水盘105内，在冬季运行时，加湿器108工作也会导致部分水雾的低落在

接水盘105，而为了确保接水盘105中的水能够顺利排出，接水盘105的的排水管必须安装反

水弯，也就是说接水盘105中会始终存有少量的水，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空调末端装置10在停

止运行后引起细菌的滋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空调末端装置10停机后，置于空调末端装

置10中的杀菌装置107会自动投入工作，以免下次工作时，因停机产生细菌随送风管理送入

空调房间。

[0040] 由此可见，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健康型空调末端装置、消音送风装置、回风装

置及包含它的智能化空调风管系统是完全满足空气调节基本概念的空调系统，该系统的实

用新型不仅能够一年四季为人们提供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确保了空调房间的空气质量，

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而且可以大幅度降低空调系统的运行费用。解决了传统空调所带

来的因室内空气质量、温度与温度场、风速、相对湿度、噪音等一系列问题所引起的空调病。

[0041] 进一步地，通过消音送风装置、消音回风装置的使用，可以有效地在减小风管尺寸

同时，降低风管过大带来占据大量室内空间以及制造安装风管的成本升高，而这两个问题

的解决，同时实现了空调房间静音的效果。

[0042] 更加有利的是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健康型空调末端装置、消音送风装置、回

风装置及包含它的智能化空调风管系统可以通过智能化的控制，实现无人值守、精准控制

的同时，可以根据室内温度、湿度要求，自动控制调节新风与回风比例，使之空调房间处于

完全恒温、恒湿、无菌、静音、空气清新，并含有大量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负氧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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