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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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252797.X

(22)申请日 2016.12.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76577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5.31

(73)专利权人 东南大学

地址 210000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南大

学路2号

(72)发明人 殷勇高　张凡　张小松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瑞弘专利商标事务所

(普通合伙) 32249

代理人 张耀文

(51)Int.Cl.

F24F 5/00(2006.01)

F24F 13/3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267325 A,2013.08.28,

CN 101701737 A,2010.05.05,

CN 101846365 A,2010.09.29,

US 2010/0083683 A1,2010.04.08,

审查员 武姿

 

(54)发明名称

一种冷凝与溶液分级除湿的高效新风空调

处理装置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冷凝与溶液分级除湿的

高效新风空调处理装置及方法，该装置包括蒸气

压缩制冷循环回路、溶液除湿再生循环回路、新

风处理装置、冷冻水循环回路和冷却水循环回

路。该装置采用冷凝与溶液除湿相结合的方式对

新风进行分级除湿，降低了溶液除湿器的除湿负

荷，减少了再生后的溶液回带到蒸发器的冷凝热

量；利用高温冷凝热，可以实现比现有热泵驱动

溶液除湿新风机组更高的溶液运行浓度，在满足

较低送风含湿量要求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提高蒸

发温度。本发明有利于提高现有溶液除湿新风机

组的能效，降低压缩机耗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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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冷凝与溶液分级除湿的高效新风空调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蒸气压缩制

冷循环回路、溶液除湿再生循环回路、新风处理装置、冷冻水循环回路和冷却水循环回路；

所述蒸气压缩制冷循环回路包括压缩机(1)、显热回收器(2)、水冷冷凝器(3)、节流阀

(4)和高温蒸发器(5)；压缩机(1)的排气端依次通过显热回收器(2)、水冷冷凝器(3)和节流

阀(4)与高温蒸发器(5)的输入端连接；高温蒸发器(5)的输出端与压缩机(1)的吸气端连

接；

所述溶液除湿再生循环回路包括显热回收器(2)、溶液冷却器(6)、除湿器(7)、第一除

湿溶液流量调节阀(8-1)、第二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8-2)、第一溶液泵(9)、回热器(10)、第

一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11-1)、第二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11-2)、第二溶液泵(12)、再生器

(13)和再生风机(14)；所述除湿器(7)的下侧输出端分别通过第一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8-

1)与回热器(10)的下侧输出端连接和第二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8-2)与回热器(10)的下侧

输入端连接；所述第一溶液泵(9)的输入端与回热器(10)的下侧输出端和第一除湿溶液流

量调节阀(8-1)的输出端连接；第一溶液泵(9)的输出端通过溶液冷却器(6)与除湿器(7)的

输入端连接；再生器(13)的下侧输出端分别通过第一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11-1)与回热器

(10)的上侧输出端连接和第二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11-2)与回热器(10)的上侧输入端连

接；第二溶液泵(12)的输入端与回热器(10)的上侧输出端和第一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11-

1)的下侧输出端连接；第二溶液泵(12)的输出端通过显热回收器(2)与再生器(13)的上侧

输入端连接；

所述新风处理装置包括除湿器(7)、表面冷却器(15)、新风机(16)和过滤器(17)；

所述冷冻水循环回路包括高温蒸发器(5)、溶液冷却器(6)、表面冷却器(15)和冷冻水

泵(18)；高温蒸发器(5)的输出端与冷冻水泵(18)的输入端连接；冷冻水泵(18)的输出端分

为两路：一路与表面冷却器(15)的上侧输入端连接，另一路与溶液冷却器(6)的输入端连

接；溶液冷却器(6)的输出端、表面冷却器(15)的上侧输出端均与高温蒸发器(5)的输入端

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冷凝与溶液分级除湿的高效新风空调处理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表面冷却器(15)位于所述除湿器(7)的上游，二者使用的高温冷冻水来自同一台高

温蒸发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冷凝与溶液分级除湿的高效新风空调处理装置，其特征在

于：包括冷却塔(20)和冷却水泵(19)，所述冷却塔(20)和冷却水泵(19)与水冷冷凝器(3)连

接成水冷却环路。

4.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冷凝与溶液分级除湿的高效新风空调处理装置实现的一

种冷凝与溶液分级除湿的高效新风空调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如下：

蒸气压缩制冷循环中，压缩机(1)排出的高温高压制冷剂蒸气在显热回收器(2)中放出

冷凝显热加热再生溶液，进入水冷冷凝器(3)继续放出冷凝潜热给循环冷却水变为制冷剂

液体，经节流阀(4)节流降压后成为湿蒸气，进入高温蒸发器(5)吸收循环冷冻水的热量变

成过热蒸气后被压缩机(1)吸入，完成蒸气压缩制冷循环；

溶液除湿再生循环包括除湿侧溶液自循环、再生侧溶液自循环以及除湿侧和再生侧间

的溶液交换过程；浓溶液进入除湿器(7)吸收被处理空气中的水分变为稀溶液；除湿器(7)

出口的一部分稀溶液通过第一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8-1)，与再生器(13)出口经第二再生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6765770 B

2



溶液流量调节阀(11-2)进入回热器(10)被预冷的溶液混合成为浓溶液，经第一溶液泵(9)

送入溶液冷却器(6)被高温蒸发器(5)产生的循环冷冻水冷却后进入除湿器(7)的顶部，完

成除湿侧溶液自循环；再生器(13)出口的一部分浓溶液通过第一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11-

1)，与除湿器(7)出口经第二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8-2)进入回热器(10)被预热的溶液混合

后，经第二溶液泵(12)送入显热回收器(2)被高温高压制冷剂蒸气加热后进入再生器(13)

的顶部，完成再生侧溶液自循环；除湿器(7)出口的另一部分稀溶液通过第二除湿溶液流量

调节阀(8-2)进入回热器(10)被预热后进入再生侧，再生器(13)出口的另一部分浓溶液通

过第二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11-2)进入回热器(10)被预冷后进入除湿侧，从而完成除湿侧

和再生侧间的溶液交换过程；

新风处理过程中，新风即被处理空气先经过表面冷却器(15)被高温蒸发器(5)制取的

冷冻水预冷预除湿，然后进入除湿器(7)与低温浓溶液直接接触，含湿量进一步降低，最后

进入过滤器除去空气中夹带的溶液液滴，完成新风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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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冷凝与溶液分级除湿的高效新风空调处理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除湿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冷凝与溶液分级除湿的高效新风空调处

理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空调系统多采用冷凝除湿方式承担被处理空气的湿负荷，存在制冷机性能系

数不高、再热过程耗能等问题。溶液除湿技术利用具有吸湿性质的盐溶液与被处理空气进

行直接接触除去空气中的水分，是一种高效的湿度处理方式。近年来，溶液除湿技术与传统

蒸气压缩式制冷系统结合的热泵驱动溶液除湿空调系统受到了广泛关注，特别适合应用于

需要干燥新风的场合。

[0003] 在现有热泵驱动溶液除湿新风机组中，溶液除湿器处理新风的全部湿负荷，导致

溶液再生过程所需的热量较大。溶液再生过程需要的热量来自热泵系统冷凝热，由于再生

空气排除冷凝热的能力有限，再生后的浓溶液携带大量冷凝热返回除湿器，通过溶液冷却

器将冷凝热传递给蒸发器，增加了压缩机耗功。

[0004] 此外，由于现有溶液除湿新风机组采用的冷凝热品位较低，为了满足较低送风含

湿量的要求，所需浓溶液的温度较低。因此，与传统冷凝除湿新风机组相比，现有溶液除湿

新风机组的蒸发温度虽然可以得到提高，但提升幅度不大，导致系统能效提升不多。

[0005] 因此，对于现有热泵驱动溶液除湿新风机组，如何减少再生后的溶液回带到蒸发

器的冷凝热量以及进一步提高系统蒸发温度，是提升热泵系统和整个新风机组性能的关

键，亟待解决。

发明内容

[0006] 技术问题：本发明针对现有热泵驱动溶液除湿新风机组存在的大量冷凝热回带以

及蒸发温度提升不多的问题，提供一种冷凝与溶液分级除湿的高效新风空调处理装置及方

法，以减少再生后溶液回带到蒸发器的冷凝热量，进一步提升系统蒸发温度，从而提高系统

能效。

[0007] 技术方案：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冷凝与溶液分级除湿的高

效新风空调处理装置，包括蒸气压缩制冷循环回路、溶液除湿再生循环回路、新风处理装

置、冷冻水循环回路和冷却水循环回路；

[0008] 所述蒸气压缩制冷循环回路包括压缩机、显热回收器、水冷冷凝器、节流阀和高温

蒸发器；压缩机的排气端依次通过显热回收器、水冷冷凝器和节流阀与高温蒸发器的输入

端连接；高温蒸发器的输出端与压缩机的吸气端连接；

[0009] 所述溶液除湿再生循环回路包括显热回收器、溶液冷却器、除湿器、第一除湿溶液

流量调节阀、第二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第一溶液泵、回热器、第一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第

二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第二溶液泵、再生器和再生风机；所述除湿器的下侧输出端分别通

过第一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与回热器的下侧输出端连接和第二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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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器的下侧输入端连接；所述第一溶液泵的输入端与回热器的下侧输出端和第一除湿溶液

流量调节阀的输出端连接；第一溶液泵的输出端通过溶液冷却器与除湿器的输入端连接；

再生器的下侧输出端分别通过第一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与回热器的上侧输出端连接和第

二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与回热器的上侧输入端连接；第二溶液泵的输入端与回热器的上侧

输出端和第一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的下侧输出端连接；第二溶液泵的输出端通过显热回收

器与再生器的上侧输入端连接；

[0010] 所述新风处理装置包括除湿器、表面冷却器、新风机和过滤器；

[0011] 所述冷冻水循环回路包括高温蒸发器、溶液冷却器、表面冷却器和冷冻水泵；高温

蒸发器的输出端与冷冻水泵的输入端连接；冷冻水泵的输出端分为两路：一路与表面冷却

器的上侧输入端连接，另一路与溶液冷却器的输入端连接；溶液冷却器的输出端、表面冷却

器的上侧输出端均与高温蒸发器的输入端连接。

[0012] 进一步的，所述表面冷却器位于所述除湿器的上游，二者使用的高温冷冻水来自

同一台蒸发器。

[0013] 进一步的，包括冷却塔和冷却水泵，所述冷却塔和冷却水泵与水冷冷凝器连接成

水冷却环路。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冷凝与溶液分级除湿的高效新风空调处理方法，具体步骤如

下：

[0015] 蒸气压缩制冷循环中，压缩机排出的高温高压制冷剂蒸气在显热回收器中放出冷

凝显热加热再生溶液，进入水冷冷凝器继续放出冷凝潜热给循环冷却水变为制冷剂液体，

经节流阀节流降压后成为湿蒸气，进入高温蒸发器吸收循环冷冻水的热量变成过热蒸气后

被压缩机吸入，完成蒸气压缩制冷循环；

[0016] 溶液除湿再生循环包括除湿侧溶液自循环、再生侧溶液自循环以及除湿侧和再生

侧间的溶液交换过程；浓溶液进入除湿器吸收被处理空气中的水分变为稀溶液；除湿器出

口的一部分稀溶液通过第一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与再生器出口经第二再生溶液流量调节

阀进入回热器被预冷的溶液混合成为浓溶液，经第一溶液泵送入溶液冷却器被高温蒸发器

产生的循环冷冻水冷却后进入除湿器的顶部，完成除湿侧溶液自循环；为恢复溶液的除湿

能力，稀溶液进入再生器与再生空气(室外新风或室内回风)进行热质交换后变为浓溶液；

再生器出口的一部分浓溶液通过第一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与除湿器出口经第二除湿溶液

流量调节阀进入回热器被预热的溶液混合后，经第二溶液泵送入显热回收器被高温高压制

冷剂蒸气加热后进入再生器的顶部，完成再生侧溶液自循环；除湿器出口的另一部分稀溶

液通过第二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进入回热器被预热后进入再生侧，再生器出口的另一部分

浓溶液通过第二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进入回热器被预冷后进入除湿侧，从而完成除湿侧和

再生侧间的溶液交换过程；

[0017] 新风处理过程中，新风(被处理空气)先经过表面冷却器被高温蒸发器制取的冷冻

水预冷预除湿，然后进入除湿器与低温浓溶液直接接触，含湿量进一步降低，最后进入过滤

器除去空气中夹带的溶液液滴，完成新风处理过程。

[0018] 有益效果：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9] 1)采用冷凝除湿方式，用高温冷冻水除去高温高湿新风的大部分湿负荷，大大减

少了溶液除湿器的除湿负荷，从而减少再生后的溶液回带到蒸发器的冷凝热量，降低压缩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06765770 B

5



机耗功。

[0020] 2)由于冷凝除湿的高温冷冻水承担部分除湿量后，溶液除湿系统仅需承担少部分

空气除湿量，因此溶液系统仅需理由高温冷凝热即可满足溶液再生需求。鉴于利用了高温

冷凝热，本装置可以实现比传统热泵驱动溶液除湿新风机组更高的溶液运行浓度，在满足

较低送风含湿量要求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提高蒸发温度，从而提高系统能效。

附图说明

[0021] 附图1是本发明的示意图。

[0022] 其中有：压缩机1，显热回收器2，水冷冷凝器3，节流阀4，高温蒸发器5，溶液冷却器

6，除湿器7，第一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8-1，第二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8-2，第一溶液泵9，回

热器10，第一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11-1，第二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11-2，第二溶液泵12，再

生器13，再生风机14，表面冷却器15，新风机16，过滤器17，冷冻水泵18，冷却水泵19，冷却塔

20。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1和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该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

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在阅读了本发明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各种等价形

式的修改均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0024] 一种冷凝与溶液分级除湿的高效新风空调处理装置，包括蒸气压缩制冷循环回

路、溶液除湿再生循环回路、新风处理装置、冷冻水循环回路和冷却水循环回路。其中：

[0025] 蒸气压缩制冷循环回路包括压缩机1、显热回收器2、水冷冷凝器3、节流阀4和高温

蒸发器5；压缩机1的排气端依次通过显热回收器2、水冷冷凝器3、节流阀4与高温蒸发器5的

左侧输入端连接；高温蒸发器5的右侧输出端与压缩机1的吸气端连接。

[0026] 溶液除湿再生循环回路与蒸气压缩制冷循环回路共用显热回收器2，还包括溶液

冷却器6、除湿器7、第一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8-1、第二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8-2、第一溶液

泵9、回热器10、第一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11-1、第二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11-2、第二溶液泵

12、再生器13和再生风机14；除湿器7的下侧输出端分别通过第一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8-1、

第二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8-2与回热器10的下侧输出端、输入端连接；第一溶液泵9的右侧

输入端与回热器10的下侧输出端、第一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8-1的左侧输出端连接；第一溶

液泵9的左侧输出端通过溶液冷却器6与除湿器7的上侧输入端连接；再生器13的下侧输出

端分别通过第一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11-1、第二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11-2与回热器10的上

侧输出端、输入端连接；第二溶液泵12的右侧输入端与回热器10的上侧输出端、第一再生溶

液流量调节阀11-1的下侧输出端连接；第二溶液泵12的左侧输出端通过显热回收器2与再

生器13的上侧输入端连接。

[0027] 新风处理装置与溶液除湿再生循环回路共用除湿器7，还包括表面冷却器15、新风

机16和过滤器17；表面冷却器15的右侧输出端与除湿器7的左侧输入端连接；除湿器7的右

侧输入端通过新风机16与过滤器17的左侧输入端连接。

[0028] 冷冻水循环回路与蒸气压缩制冷循环回路共用高温蒸发器5，与溶液除湿再生循

环回路共用溶液冷却器6，与新风处理装置共用表面冷却器15，还包括冷冻水泵18；高温蒸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06765770 B

6



发器5的左侧输出端与冷冻水泵18的左侧输入端连接；冷冻水泵18的右侧输出端分为两路：

一路与表面冷却器15的上侧输入端连接，另一路与溶液冷却器6的左侧输入端连接；溶液冷

却器6的右侧输出端、表面冷却器15的上侧输出端均与高温蒸发器5的右侧输入端连接。

[0029] 冷却水循环回路与蒸气压缩制冷循环回路共用水冷冷凝器3，还包括冷却水泵19

和冷却塔20；水冷冷凝器3的右侧输出端通过冷却水泵19与冷却塔20的上侧输入端连接；冷

却塔20的下侧输出端与水冷冷凝器3的左侧输入端连接。

[0030] 具体地，基于上述装置的一种冷凝与溶液分级除湿的高效新风空调处理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31] 蒸气压缩制冷循环中，压缩机1排出的高温高压制冷剂蒸气在显热回收器2中放出

冷凝显热加热再生溶液，进入水冷冷凝器3继续放出冷凝潜热给循环冷却水变为制冷剂液

体，经节流阀4节流降压后成为湿蒸气，进入高温蒸发器5吸收循环冷冻水的热量变成过热

蒸气后被压缩机1吸入，完成蒸气压缩制冷循环。

[0032] 溶液除湿再生循环包括除湿侧溶液自循环、再生侧溶液自循环以及除湿侧和再生

侧间的溶液交换过程。浓溶液进入除湿器7吸收被处理空气中的水分变为稀溶液；除湿器7

出口的一部分稀溶液通过第一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8-1，与再生器13出口经第二再生溶液

流量调节阀11-2进入回热器10被预冷的溶液混合成为浓溶液，经第一溶液泵9送入溶液冷

却器6被高温蒸发器5产生的循环冷冻水冷却后进入除湿器7的顶部，完成除湿侧溶液自循

环；为恢复溶液的除湿能力，稀溶液进入再生器13与再生空气(室外新风或室内回风)进行

热质交换后变为浓溶液；再生器13出口的一部分浓溶液通过第一再生溶液流量调节阀11-

1，与除湿器7出口经第二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8-2进入回热器10被预热的溶液混合后，经第

二溶液泵12送入显热回收器2被高温高压制冷剂蒸气加热后进入再生器13的顶部，完成再

生侧溶液自循环；除湿器7出口的另一部分稀溶液通过第二除湿溶液流量调节阀8-2进入回

热器10被预热后进入再生侧，再生器13出口的另一部分浓溶液通过第二再生溶液流量调节

阀11-2进入回热器10被预冷后进入除湿侧，从而完成除湿侧和再生侧间的溶液交换过程。

[0033] 新风处理过程中，新风(被处理空气)先经过表面冷却器15被高温蒸发器5制取的

冷冻水预冷预除湿，然后进入除湿器7与低温浓溶液直接接触，含湿量进一步降低，最后进

入过滤器除去空气中夹带的溶液液滴，完成新风处理过程。

[0034]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的蒸气压缩制冷循环回路中的显热回收器2与溶液除湿再生

循环回路中的显热回收器2为同一部件；蒸气压缩制冷循环回路中的水冷冷凝器3与冷却水

循环回路中的水冷冷凝器3为同一部件；蒸气压缩制冷循环回路中的高温蒸发器5与冷冻水

循环回路中的高温蒸发器5为同一部件。

[0035]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的溶液除湿再生循环回路中的溶液冷却器6与冷冻水循环回

路中的溶液冷却器6为同一部件；溶液除湿再生循环回路中的除湿器7与新风处理装置中的

除湿器7为同一部件；所述的新风处理装置中的表面冷却器15与冷冻水循环回路中的表面

冷却器15为同一部件。

[003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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