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362828.5

(22)申请日 2018.03.16

(73)专利权人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地址 266101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

号海尔工业园

(72)发明人 刘光朋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瀚仁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482

代理人 宋宝库　王世超

(51)Int.Cl.

F24F 1/0038(2019.01)

F24F 1/0063(2019.01)

F24F 12/00(2006.01)

F24F 3/16(2006.01)

F24F 13/30(2006.01)

F24F 7/007(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空调室内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空气调节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空调室内机。本实用新型旨在解决现有新风系

统存在的占用空间大、改造成本高的问题。为此

目的，本实用新型的空调室内机包括外壳、回风

口、出风口和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净化装置包

括双向进出风管、进风系统和排风系统，双向进

出风管包括外管、第一内管和第二内管，外管中

设置有热交换芯，热交换芯将外管分隔为第一部

分和第二部分，第一内管和第二内管分别位于第

一部分与第二部分，进风系统包括外管的第二部

分、热交换芯、引风机和第一内管，排风系统包括

外管的第一部分、热交换芯、排风机和第二内管。

通过上述设置，本实用新型够拓展空调室内机的

应用，使空调室内机增加净化空气和换新风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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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调室内机，包括外壳、回风口和出风口，其特征在于，所述空调室内机还包括

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所述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包括双向进出风管、进风系统和排风系统，

所述双向进出风管包括外管和设置于所述外管中的第一内管和第二内管，所述外管中设置

有热交换芯，所述热交换芯将所述外管分隔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述第一内管和所述

第二内管分别位于所述第一部分与所述第二部分，

所述进风系统按照空气流动方向包括所述外管的第二部分、所述热交换芯、引风机和

所述第一内管，所述引风机安装于所述第一内管，所述第一内管与所述空调室内机的回风

口或出风口连通，所述进风系统设置成能够在所述引风机的带动下，将室外新风通过所述

外管的第二部分引入所述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并穿过所述热交换芯后，通过所述第一内管

引入所述空调室内机；

所述排风系统按照空气流动方向包括所述外管的第一部分、所述热交换芯、排风机和

所述第二内管，所述排风机安装于所述第二内管，所述排风系统设置成能够在所述排风机

的带动下，将室内空气通过所述外管的第一部分引入所述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并穿过所述

热交换芯与所述进风系统引入的新风进行热交换后，通过所述第二内管排放至室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调室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热交换芯包括环状主体，所述

环状主体沿轴向的第一侧形成有第一内环面和第一外环面，所述环状主体沿轴向的第二侧

形成有第二内环面和第二外环面，所述第二外环面和所述第一内环面之间形成有多个进风

流道，所述第一外环面和所述第二内环面之间形成有多个出风流道，所述多个进风流道和

所述多个出风流道交叉排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调室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热交换芯包括棱状主体，所述

棱状主体沿所述外管的长度方向的第一侧形成有至少两个第一内棱面和至少两个第一外

棱面，所述棱状主体沿所述外管的长度方向的第二侧形成有至少两个第二内棱面和至少两

个第二外棱面，所述第二外棱面和对应的所述第一内棱面之间形成有多个进风流道，所述

第一外棱面和对应的所述第二内棱面之间形成有多个出风流道，所述多个进风流道和所述

多个出风流道交叉排列。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空调室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内管远离所

述热交换芯的一端还连接有导流管，所述导流管的管口面积沿远离所述热交换芯的方向逐

渐增大。

5.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空调室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排风系统按照空

气流动方向还包括套设于所述第一内管的第一过滤组件，所述第一过滤组件用于去除引入

所述空调室内机的室内空气中的甲醛和/或TVOC。

6.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空调室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系统按照空

气流动方向还包括套设于所述第二内管的第二过滤组件，所述第二过滤组件用于对引入所

述空调室内机的新风进行过滤。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空调室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系统按照空气流动方向还

包括位于所述第二过滤组件之后且套设于所述第二内管的NCCO氧解聚组件，所述NCCO氧解

聚组件用于分解引入所述空调室内机的新风中的细菌和有害气体。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空调室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系统按照空气流动方向还

包括位于所述第二过滤组件之后且套设于所述第二内管的负离子组件，所述负离子组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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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去除引入所述空调室内机的新风中的臭氧和氨气；并且/或者

所述进风系统按照空气流动方向还包括位于所述第二过滤组件之后且套设于所述第

二内管的电辅热组件，所述电辅热组件用于对引入所述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的新风进行加

热。

9.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空调室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部分远离所

述热交换芯的一端还设置有第一风栅，所述第一风栅上开设有第一通孔，所述第一内管从

所述第一通孔穿出；所述第二部分远离所述热交换芯的一端还设置有第二风栅，所述第二

风栅上开设有第二通孔，所述第二内管从所述第二通孔穿出。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空调室内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内管的外壁还设置有第

一定位结构，所述第一内管通过所述第一定位结构实现在所述第一风栅和所述热交换芯之

间的定位；并且/或者所述第二内管的外壁还设置有第二定位结构，所述第二内管通过所述

第二定位结构实现在所述第二风栅和所述热交换芯之间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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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室内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空气调节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空调室内机。

背景技术

[0002]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空气污染报告中明确提到：多达97％的中国人都暴露在超过世

界卫生组织标准的PM2.5的危害下，严重的空气污染已导致中国人均寿命缩短25月，生活在

重雾霾区的人群心肺免疫力下降了10％。近些年，由于空气污染加剧，雾霾频发，人们无法

经常开窗通风换气，导致室内空气中的PM2.5等细菌颗粒极易侵入肺部及呼吸道，引起咳

嗽、哮喘、肺炎甚至肺癌等疾病的同时，也引起人群间的交叉感染，被视为呼吸道流行病的

根本原因。再加上人们长期处于室内的密闭环境中，甲醛、TVOC等装修污染物和人们呼出的

二氧化碳不能及时排出室外而导致上述参数的浓度超标，还极易导致头晕、耳鸣，恶心，四

肢乏力等症状。

[0003] 为解决上述无法开窗通风换气的问题，现有技术中通常有两种解决方案，其一是

购买空气净化器对室内空气进行过滤，其二是在室内安装大型新风系统，将室外新风通入

室内，对室内空气进行过滤和更换。虽然相比于空气净化器，新风系统由于可以将室外新风

引入室内而具有更好的换气效果，但是新风系统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以下问题。首先，新风系

统不仅需要对室内进行改造、工程繁琐、改造成本高，而且还占用了大量室内空间，影响室

内美观，实用性差，不是普通家庭的最佳选择。其次，现有新风系统中通常使用的热交换芯

为棱柱状(如六棱柱或四棱柱)，该热交换芯的进风通道和出风通道需要单独连接进风管道

和出风管道，这样一来，进风管道和出风管道不仅占用了新风主机(或称为全热交换器)的

空间，而且还导致在墙体上或玻璃上需要开设两个管道孔，增加了穿墙或穿窗的次数，影响

室内美观、提高了安装成本。

[0004] 相应地，本领域需要一种新的空调室内机来解决上述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上述问题，即为了解决现有的采用棱柱状热交换芯的新风

系统存在的占用空间大、改造成本高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空调室内机，包括外

壳、回风口和出风口，所述空调室内机还包括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所述双流式新风净化装

置包括双向进出风管、进风系统和排风系统，所述双向进出风管包括外管和设置于所述外

管中的第一内管和第二内管，所述外管中设置有热交换芯，所述热交换芯将所述外管分隔

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述第一内管和所述第二内管分别位于所述第一部分与所述第二

部分，所述进风系统按照空气流动方向包括所述外管的第二部分、所述热交换芯、引风机和

所述第一内管，所述引风机安装于所述第一内管，所述第一内管与所述空调室内机的回风

口或出风口连通，所述进风系统设置成能够在所述引风机的带动下，将室外新风通过所述

外管的第二部分引入所述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并穿过所述热交换芯后，通过所述第一内管

引入所述空调室内机；所述排风系统按照空气流动方向包括所述外管的第一部分、所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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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芯、排风机和所述第二内管，所述排风机安装于所述第二内管，所述排风系统设置成能

够在所述排风机的带动下，将室内空气通过所述外管的第一部分引入所述双流式新风净化

装置并穿过所述热交换芯与所述进风系统引入的新风进行热交换后，通过所述第二内管排

放至室外。

[0006] 在上述空调室内机的优选技术方案中，所述热交换芯包括环状主体，所述环状主

体沿轴向的第一侧形成有第一内环面和第一外环面，所述环状主体沿轴向的第二侧形成有

第二内环面和第二外环面，所述第二外环面和所述第一内环面之间形成有多个进风流道，

所述第一外环面和所述第二内环面之间形成有多个出风流道，所述多个进风流道和所述多

个出风流道交叉排列。

[0007] 在上述空调室内机的优选技术方案中，所述热交换芯包括棱状主体，所述棱状主

体沿所述外管的长度方向的第一侧形成有至少两个第一内棱面和至少两个第一外棱面，所

述棱状主体沿所述外管的长度方向的第二侧形成有至少两个第二内棱面和至少两个第二

外棱面，所述第二外棱面和对应的所述第一内棱面之间形成有多个进风流道，所述第一外

棱面和对应的所述第二内棱面之间形成有多个出风流道，所述多个进风流道和所述多个出

风流道交叉排列。

[0008] 在上述空调室内机的优选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二内管远离所述热交换芯的一端还

连接有导流管，所述导流管的管口面积沿远离所述热交换芯的方向逐渐增大。

[0009] 在上述空调室内机的优选技术方案中，所述排风系统按照空气流动方向还包括套

设于所述第一内管的第一过滤组件，所述第一过滤组件用于去除引入所述空调室内机的室

内空气中的甲醛和/或TVOC。

[0010] 在上述空调室内机的优选技术方案中，所述进风系统按照空气流动方向还包括套

设于所述第二内管的第二过滤组件，所述第二过滤组件用于对引入所述空调室内机的新风

进行过滤。

[0011] 在上述空调室内机的优选技术方案中，所述进风系统按照空气流动方向还包括位

于所述第二过滤组件之后且套设于所述第二内管的NCCO氧解聚组件，所述NCCO氧解聚组件

用于分解引入所述空调室内机的新风中的细菌和有害气体。

[0012] 在上述空调室内机的优选技术方案中，所述进风系统按照空气流动方向还包括位

于所述第二过滤组件之后且套设于所述第二内管的负离子组件，所述负离子组件用于去除

引入所述空调室内机的新风中的臭氧和氨气；并且/或者所述进风系统按照空气流动方向

还包括位于所述第二过滤组件之后且套设于所述第二内管的电辅热组件，所述电辅热组件

用于对引入所述净化模块的新风进行加热。

[0013] 在上述空调室内机的优选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部分远离所述热交换芯的一端还

设置有第一风栅，所述第一风栅上开设有第一通孔，所述第一内管从所述第一通孔穿出；所

述第二部分远离所述热交换芯的一端还设置有第二风栅，所述第二风栅上开设有第二通

孔，所述第二内管从所述第二通孔穿出。

[0014] 在上述空调室内机的优选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内管的外壁还设置有第一定位结

构，所述第一内管通过所述第一定位结构实现在所述第一风栅和所述热交换芯之间的定

位；并且/或者所述第二内管的外壁还设置有第二定位结构，所述第二内管通过所述第二定

位结构实现在所述第二风栅和所述热交换芯之间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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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理解的是，在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技术方案中，空调室内机包

括外壳、回风口和出风口，其特征在于，空调室内机包括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双流式新风

净化装置包括双向进出风管、进风系统和排风系统，双向进出风管包括外管和设置于外管

中的第一内管和第二内管，外管中设置有热交换芯，热交换芯将外管分隔为第一部分和第

二部分，第一内管和第二内管分别位于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进风系统按照空气流动方向

包括外管的第二部分、热交换芯、引风机和第一内管，引风机安装于第一内管，第一内管与

空调室内机的回风口或出风口连通，进风系统设置成能够在引风机的带动下，将室外新风

通过外管的第二部分引入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并穿过热交换芯后，通过第一内管引入空调

室内机；排风系统按照空气流动方向包括外管的第一部分、热交换芯、排风机和第二内管，

排风机安装于第二内管，排风系统设置成能够在排风机的带动下，将室内空气通过外管的

第一部分引入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并穿过热交换芯与进风系统引入的新风进行热交换后，

通过第二内管排放至室外。

[0016] 通过空调室内机设置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本实用新型能够拓展空调室内机的应

用，使得空调室内机能够在调节空气的基础功能上，通过增加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的方式

增加净化室内空气和换新风的功能。并且由于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由双向进出风管和双向

进出风管中设置的热交换芯组成，而热交换芯由于其独特的结构能够在不影响净化装置的

净化效果的前提下，大大减小进风管道和出风管道的空间占用，因而空调室内机能够在不

影响室内美观的情形下，增加上述功能，解决了现有新风系统占用空间大的问题。并且由于

管状的净化装置在安装时可以直接将外管安装在墙体中或窗体中，因而还减小了安装时的

打孔数量，提高了室内的美观性，极大地降低了安装和改造的成本。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参照附图来描述本实用新型的用于双向进出风管的热交换芯。附图中：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种实施方式中用于双向进出风管的热交换芯的结构示意

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种实施方式中用于双向进出风管的热交换芯的主视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种实施方式中用于双向进出风管的热交换芯的俯视图；

[0021] 图4为图3沿A-A方向的剖视图；

[0022] 图5为图3沿B-B方向的剖视图；

[0023]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种实施方式中热交换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A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种实施方式中环状主体沿径向的截面示意图；

[0025] 图7B-7F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种实施方式中环状主体的几种其他不同实施方式的

截面示意图；

[0026]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二种实施方式中用于双向进出风管的热交换芯的结构示意

图；

[0027] 图9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二种实施方式中用于双向进出风管的热交换芯的主视图；

[0028] 图10为图9沿C-C方向的剖视图；

[0029] 图11为图9沿D-D方向的剖视图；

[0030] 图12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二种实施方式中热交换器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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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13为本实用新型的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无导流管)；

[0032] 图14为本实用新型的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的工作原理示意图(无导流管)；

[0033] 图15为本实用新型的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有导流管)；

[0034] 图16为本实用新型的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的工作原理示意图(有导流管)；

[0035] 图17为本实用新型的柜式空调室内机的结构示意图(一)；

[0036] 图18为本实用新型的柜式空调室内机的结构示意图(二)。

[0037] 附图标记列表

[0038] 1、热交换芯；11、环状主体；12、第一内环面；13、第一外环面；14、第二内环面；15、

第二外环面；16、进风流道；17、出风流道；2、双向进出风管；21、外管；22、第一内管；23、第二

内管；3、热交换芯；31、棱状主体；32、第一内棱面；33、第一外棱面；34、第二内棱面；35、第二

外棱面；36、进风流道；37、出风流道；4、双向进出风管；41、外管；42、第一内管；5、双流式新

风净化装置；511、外管；512、第一内管；5121、第一定位结构；513、第二内管；5131、第二定位

结构；52、热交换芯；531、引风机；532、第二过滤组件；533、NCCO氧解聚组件；534、负离子组

件；535、电辅热组件；536、第一风栅；537、第一导流管；541、排风机；542、第一过滤组件；

543、第二风栅；544、第二导流管；6、柜式空调室内机；61、外壳；62、回风口；63、出风口；7、墙

体；8、连接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参照附图来描述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的

是，这些实施方式仅仅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原理，并非旨在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例如，虽然附图中的进风流道和出风流道的横截面为矩形，但是这种设置形式非一成

不变，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需要对其作出调整，以便适应具体的应用场合。例如，进风

流道和出风流道的横截面还可以设置为圆形或其他任何形状。

[0040]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术语“中心”、“上”、“下”、“左”、“右”、“竖

直”、“水平”、“内”、“外”等指示的方向或位置关系的术语是基于附图所示的方向或位置关

系，这仅仅是为了便于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述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

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

“第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41]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

语“安装”、“相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

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

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可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

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42] 实施例1

[0043] 首先参照图1至图6，对本实用新型的用于双向进出风管的热交换芯的第一种实施

方式进行描述。其中，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种实施方式中用于双向进出风管的热交换芯

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种实施方式中用于双向进出风管的热交换芯的主

视图；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种实施方式中用于双向进出风管的热交换芯的俯视图；图4

为图3沿A-A方向的剖视图；图5为图3沿B-B方向的剖视图；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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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中热交换器的结构示意图。

[0044] 如图1至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首先提供了一种用于双向进出风管2的热交换芯1，

双向进出风管2包括外管21和设置于外管21中的第一内管22和第二内管23，热交换芯1包括

环状主体11，环状主体11沿轴向的第一侧形成有第一内环面12和第一外环面13，环状主体

11沿轴向的第二侧形成有第二内环面14和第二外环面15，第二外环面15和第一内环面12之

间形成有多个进风流道16，第一外环面13和第二内环面14之间形成有多个出风流道17，多

个进风流道16和多个出风流道17交叉排列。热交换芯1设置于外管21中时，环状主体11的外

缘将外管21分隔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第一内管22和第二内管23分别位于第一部分与第

二部分，多个进风流道16的进口和出口分别与第二部分和第一内管22连通从而形成进风通

道，多个出风流道17的进口和出口分别与第一部分和第二内管23连通从而形成出风通道。

[0045] 进一步参照图4和图5，在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环状主体11沿径向的横截面(即

图4或图5中垂直于附图面的截面)为圆环形，沿轴向的纵截面(指沿轴向且穿过热交换芯1

中心的截取面，即图4和图5所示出的截面)为相对于环状主体11的轴线上下对称的两个菱

形，两个菱形靠近彼此的顶点重合，两个菱形远离彼此的顶点与彼此重合的顶点处在同一

条竖直线上，从而第一内环面12和第二内环面14互不连通，第一外环面13与第二外环面15

互不连通。继续参照图4和图5，第二外环面15与第一内环面12之间设置有多个横截面为矩

形的直线型进风流道16，第一外环面13与第二内环面14之间设置有多个横截面为矩形的直

线型出风流道17，并且由图可以看出，出风流道17与进风流道16呈90°垂直设置。

[0046] 参照图6并结合图4和图5，外管21、第一内管22和第二内管23均为圆形管的双向进

出风管2设置于墙体7内，热交换芯1设置于双向进出风管2中，环状主体11的外缘与外管21

的内壁匹配，从而将外管21分为位于热交换芯1左侧的第一部分和位于热交换芯1右侧的第

二部分。第一内管22与环状主体11的第一内环面12密封地连通，第二内管23与环状主体11

的第二内环面14密封地连通，从而外管21的第一部分、出风流道17和第二内管23形成出风

通道，室内空气能够通过该出风通道流出室外，外管21的第二部分、进风流道16和第一内管

22形成进风通道，室外新风能够通过该进风通道流入室内，并且在穿过进风流道16的过程

中与出风流道17中的室内空气进行热交换。

[0047] 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通过在环状主体11上开设交叉排列的进风流道16和出风流

道17，使得本实用新型的热交换芯1能够应用于双向进出风管2中，并且多个进风流道16的

进口和出口分别与第二部分和第一内管22连通从而形成进风通道，多个出风流道17的进口

和出口分别与第一部分和第二内管23连通从而形成出风通道，从而热交换芯1与双向进出

风管2结合成管状的热交换器。该热交换芯1独特的环状结构使得在不影响热交换器的换风

量的前提下，通过第一内管22和第二内管23设置于外管21内，大大减小进风管道和出风管

道的空间占用，并且由于管状的热交换器在安装时可以直接将外管21安装在墙体中或窗体

中，并不占用室内空间，因而还减小了安装时的打孔数量，提高了室内的美观性，极大地降

低了安装和改造的成本。

[0048] 进一步地，环状主体11的外缘与外管21的内壁匹配和两个菱形靠近彼此的顶点重

合的设置方式，使得进风通道与出风通道完全隔绝，加强了热交换器的换气效果。沿轴向的

纵截面为上下对称的两个菱形且菱形靠近彼此的点和远离彼此的点处于同一竖直线的设

置方式，则同时保证了进风风量和出风的风量相匹配，进一步增强了室内空气和室外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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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交换效果。矩形的进风通道和出风通道的设置，保证了环状主体11开设流道的数量充

足以及不同流道间的间距的一致性，提高了环状主体11的利用率和热交换效果。

[0049] 此外，由于现有技术中热交换芯1通常为棱柱状，还未曾有使用如本实用新型的环

状的热交换芯1的技术方案，因此本实用新型的热交换芯1由于其结构新颖而具有突出的实

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极大地丰富了热交换芯1的产品种类，增加了热交换芯1和热交换

器的产品多样性。

[0050] 当然，上述设置方式仅仅用来阐述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并非旨在于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在不偏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条件下，本领域技术人员有能力对本实用新型

进行任何形式的修改，以便本实用新型能够应用于更加具体的应用场景。例如，除了圆环

外，环状主体11沿径向的横截面还可以为椭圆环或任意形式的环状，只要该环形与双向进

出风管2相匹配即可，以便丰富本实用新型的应用场景；再如，第一内环面12与第二内环面

14之间、第一外环面13与第二外环面15之间还可以通过设置挡板的方式实现互不连通；再

如，环状主体11沿轴向的纵截面还可以为任意多边形，只要该边数大于四，以便在两侧都能

形成内环面和外环面即可；再如，两个多边形远离彼此的点或边线的中点与两个多边形靠

近彼此的点或边线的中点可以不在同一条竖直线上；再如，进风流道16或出风流道17的横

截面还可以是圆形或其他形状、流道还可以为曲线型流道、流道的数量还可以基于实际应

用场景进行更改等。

[0051] 参照图7A-7F，图7A-7F示出了环状主体11沿轴向的纵截面其他几种可能的情形，

其中，图7A示意出了前述的截面为两个菱形的实施方式；图7B和图7C示出了两个多边形是

正五边形的情形，并且图7B中示出的进风流道16和出风流道17为曲线；图7D和图7E示出了

两个多变性是正六边形的情形，并且图7D中示出了环状主体11具有两个第一外环面13和两

个第二外环面15，图7E中示出的进风流道16和出风流道17还可以为曲线与直线的结合；图

7F示出了两个多边形是正七边形的情形，并且其还示出了环状主体11具有两个第一内环面

12、两个第一外环面13和两个第二外环面15。

[0052] 实施例2

[0053] 下面参照图8至图12，对本实用新型的用于双向进出风管的热交换芯的第二种实

施方式进行描述。其中，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二种实施方式中用于双向进出风管的热交换

芯的结构示意图；图9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二种实施方式中用于双向进出风管的热交换芯的

主视图；图10为图9沿C-C方向的剖视图；图11为图9沿D-D方向的剖视图；图12为本实用新型

的第二种实施方式中热交换器的结构示意图。

[0054] 如图8至图12所示，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用于双向进出风管4的热交换芯3，双

向进出风管4包括外管41和设置于外管41中的第一内管42和第二内管(图中未示出)，热交

换芯3包括棱状主体31，棱状主体31沿X方向(如图8所示的坐标系)的第一侧形成有至少两

个第一内棱面32和至少两个第一外棱面33，棱状主体31沿X方向的第二侧形成有至少两个

第二内棱面34和至少两个第二外棱面35(参照图10)，第二外棱面35和对应的第一内棱面32

之间形成有多个进风流道36，第一外棱面33和对应的第二内棱面34之间形成有多个出风流

道37，多个进风流道36和多个出风流道37交叉排列。参照图12，热交换芯3设置于外管41中

时，棱状主体31将外管41分隔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第一内管42和第二内管分别位于第

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多个进风流道36的进口和出口分别与第二部分和第一内管42连通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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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进风通道，多个出风流道37的进口和出口分别与第一部分和第二内管连通从而形成出

风通道。

[0055] 进一步参照图10和图11，在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棱状主体31沿XOY面(参照图8

的坐标系)的截面为上下对称的两个菱形，两个菱形靠近彼此的顶点重合，两个菱形远离彼

此的顶点与彼此重合的顶点处在同一条竖直线上，从而两个第一内棱面32和两个第二内棱

面34互不连通，两个第一外棱面33与两个第二外棱面35互不连通。继续参照图10和图11，每

个第二外棱面35与第一内棱面32之间设置有多个横截面为矩形的直线型进风流道36，每个

第一外棱面33与第二内棱面34之间设置有多个横截面为矩形的直线型出风流道37，并且由

图10和图11可以联合看出，出风流道37与进风流道36呈90°垂直设置。

[0056] 参照图12并结合图10和图11，外管41、第一内管42和第二内管均为矩形管的双向

进出风管4能够设置于墙体内，热交换芯3设置于双向进出风管4中，棱状主体31的外缘与外

管41的四个内壁相匹配，从而将外管41分为位于热交换芯3前侧的第一部分和位于热交换

芯3后侧的第二部分(图中未示出)。第一内管42与棱状主体31的两个第一内棱面32密封地

连通，第二内管与棱状主体31的两个第二内棱面34密封地连通，从而外管41的第一部分、出

风流道37和第二内管形成出风通道，室内空气能够通过该出风通道流出室外，外管41的第

二部分、进风流道36和第一内管42形成进风通道，室外新风能够通过该进风通道流入室内，

并且在穿过进风流道36的过程中与出风流道37中的室内空气进行热交换。

[0057] 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通过在棱状主体31上开设交叉排列的进风流道36和出风流

道37，使得本实用新型的热交换芯3能够应用于双向进出风管4中，并且多个进风流道36的

进口和出口分别与第二部分和第一内管42连通从而形成进风通道，多个出风流道37的进口

和出口分别与第一部分和第二内管连通从而形成出风通道，从而热交换芯3与双向进出风

管4结合成管状的热交换器。该热交换芯3独特的棱状结构使得在不影响热交换器的换风量

的前提下，通过第一内管42和第二内管设置于外管41内，大大减小进风管道和出风管道的

空间占用；并且由于管状的热交换器在安装时可以直接将外管41安装在墙体中或窗体中，

并不占用室内空间，因而还减小了安装时的打孔数量，提高了室内的美观性，极大地降低了

安装和改造的成本。

[0058] 进一步地，棱状主体31的外缘与外管41的内壁匹配和两个菱形靠近彼此的顶点重

合的设置方式，使得进风通道与出风通道完全隔绝，加强了热交换器的换气效果。沿XOY面

的截面为上下对称的两个菱形且菱形靠近彼此的点和远离彼此的点处于同一竖直线的设

置方式，则同时保证了进风风量和出风的风量相匹配，进一步增强了室内空气和室外新风

的热交换效果。矩形的进风通道和出风通道的设置，保证了棱状主体31开设流道的数量充

足以及不同流道间的间距的一致性，提高了棱状主体31的利用率和热交换效果。

[0059] 当然，上述设置方式仅仅用来阐述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并非旨在于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在不偏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条件下，本领域技术人员有能力对本实用新型

进行任何形式的修改，以便本实用新型能够应用于更加具体的应用场景。例如，第一内棱面

32与第二内棱面34之间、第一外棱面33与第二外棱面35之间还可以通过设置挡板的方式实

现互不连通；再如，棱状主体31沿XOY面的截面还可以为任意多边形，只要该边数大于四，以

便在两侧都能形成至少两个内棱面和至少两个外棱面即可；再如，两个多边形远离彼此的

点或边线的中点与两个多边形靠近彼此的点或边线的中点可以不在同一条竖直线上；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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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棱状主体31沿XOY面的截面形成的两个多边形还可以不对称设置，甚至多边形的边数也

可以不同；再如，进风流道36或出风流道37的横截面还可以是圆形或其他形状、流道还可以

为曲线型流道、流道的数量还可以基于实际应用场景进行更改等。特别地，棱状主体31沿

XOY面的截面的形状和流道的形式仍然可以参照图7A-7F进行设置，此处不再赘述。

[0060] 实施例3

[0061] 下面参照图13至图16，对本实用新型的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进行描述。其中，图13

为本实用新型的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无导流管)；图14为本实用新型的双流

式新风净化装置的工作原理示意图(无导流管)；图15为本实用新型的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

的结构示意图(有导流管)；图16为本实用新型的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有导流管)。

[0062] 如图13和图14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5(以下简称净化装置5)主

要包括双向进出风管、进风系统和排风系统。双向进出风管包括外管511和设置于外管511

中的第一内管512和第二内管513，外管511中设置有热交换芯52，该热交换芯52为上述实施

例1中的热交换芯1或实施例2中的热交换芯3。热交换芯52将外管511分隔为第一部分和第

二部分，第一内管512和第二内管513分别位于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参照图14并结合图13，

进风系统按照空气流动方向依次包括：第二风栅543、外管511的第二部分、第二过滤组件

532、电辅热组件535、NCCO氧解聚组件533、负离子组件534、热交换芯52、引风机531和第一

内管512；排风系统按照空气流动的方向依次包括：第一风栅536、外管511的第一部分、第一

过滤组件542、热交换芯52、排风机541和第二内管513。其中，进风系统设置成能够在引风机

531的带动下，将室外新风通过第二风栅543引入净化装置5，并依次通过外管511的第二部

分、第二过滤组件532、电辅热组件535、NCCO氧解聚组件533、负离子组件534、热交换芯52、

引风机531和第一内管512后引入室内；排风系统设置成能够在排风机541的带动下，将室内

污浊空气通过第一风栅536引入净化装置5并依次通过外管511的第一部分、第一过滤组件

542、热交换芯52、排风机541和第二内管513后排放至室外。在通过热交换芯52时，室内污浊

空气与室外新风能够进行充分的热交换，以减少室内空气的能量流失，尽可能利用室内空

气的热量对新风进行初次升温/降温。

[0063] 按照图13所示方位，热交换芯52设置于外管511内并将外管511分为位于热交换芯

52左侧的第一部分和位于热交换芯52右侧的第二部分，第一风栅536和第二风栅543分别通

过螺钉螺接于外管511的两端，第一风栅536开设有与第一内管512匹配的第一通孔，第一内

管512的左端伸出第一通孔与室内连通，右端与热交换芯52的左侧对接连通，且第一内管

512的内部设置有引风机531，如轴流风机、贯流风机或离心风机等。相似地，第二风栅543开

设有与第二内管513匹配的第二通孔，第二内管513的左端与热交换芯52的右侧对接连通，

右端伸出第二通孔与室外连通，且第二内管513的内部设置有排风机541，如仍可以为轴流

风机、贯流风机或离心风机等。继续参照图13，第一风栅536和第二风栅543之间依次设置有

第一过滤组件542、热交换芯52、负离子组件534、NCCO氧解聚组件533、电辅热组件535、第二

过滤组件532。

[0064] 第一过滤组件542优选地为能够去除室内空气中的甲醛和TVOC的装置，如活性炭

滤网等，设置第二过滤组件532的目的在于将室内污浊空气排至室外时吸附空气中的有害

气体，有效保护外界环境，减少室内空气对室外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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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第二过滤组件532优选地为HEPA过滤器，HEPA过滤器通常包括三层过滤层(初级过

滤层、荷电层、静电集尘层)，对直径为0.3微米以下的微粒去除效率可达到99.97％以上。

[0066] 负离子组件534的设置目的在于，负离子能够将新风中的臭氧、氨气等气体去除，

进而达到镇静、镇痛、镇咳、止痒、利尿、增食欲、降血压等功效。

[0067] NCCO氧解聚组件533的设置目的在于，不同于以活性炭为内芯的大多数空气净化

器材料只能吸附不能分解，且滤芯花费大量成本需定时更换，NCCO氧聚解反应层具有的特

点有：1、净化时间短。氧聚解反应层能够在新风通过时即刻捕获空气杂质与吸附家装污染

气体，通过机内活氧发生器释放活氧，在NCCO的纳米环境下，通过几毫秒的催化便可高效彻

底分解甲醛和异味，杀灭99％空气中的有害细菌，对氨气等有害气体的分解效率高达92％。

2、净化效果达医疗级。由于在净化过程中有害气体被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并且处理过程

中无有害物、无臭氧残留，绝不造成二次污染，也无需更换滤芯，因此氧解聚组件还能还原

空气的清新本质，最大限度的做到了节约耗材。

[0068] 电辅热组件535可以为电加热丝或PTC半导体发热陶瓷，其能够在冬天对穿过第二

过滤组件532后的新风进行初次加热，以便室外新风在经过热交换芯52进行热交换时二次

提高新风的温度，维持室温的平衡，提高室内的舒适度。

[0069] 进一步地，第一内管512的内壁上还涂覆有超结构光矿化涂层(图中未示出)，超结

构光矿化涂层用于去除室内空气中的有机污染物。超结构光矿化技术的工作原理系采取全

新的方法制成微纳结构材料，改进其吸附能力，提高对光的响应能力，激活能量从紫外光突

破到可见光，促进载流子分离，减少复合机率，将降解污染物的效率提升了两个量级，矿化

率得到大幅提高。超结构光矿化材料将新型光敏化材料、超微结构金属化合物和纳米氧化

物有机结合，使光催化效率是传统光触媒技术的10至100倍，同时促进光生载流子分离，减

少复合几率，分解污染物时间从几小时缩短为颠覆性的几分钟，矿化率也提高到98.72％。

超结构光矿化技术同时在矿化污染物、有害气体、细菌的时间及消减率方面取得很大成效，

尤其是废水废气中的甲醛、苯等有机污染物得到快速矿化，变成二氧化碳和水。涂覆有超结

构光矿化技术的第一内管512摈弃了传统光触媒重复使用率低的特点，清洗十分方便，只需

用清水简单冲洗后便可长久使用，增加了第一内管512的使用寿命。

[0070] 在第一内管512和第二内管513的定位方式上，第一内管512和第二内管513上还分

别设置有第一定位结构5121和第二定位结构5131(如焊接/粘接有定位环或定位凸起)，第

一内管512和第二内管513分别通过第一定位结构5121和第二定位结构5131实现定位。如第

一过滤组件542上开设有与第一定位结构5121相匹配的槽结构，通过第一定位结构5121嵌

入槽结构后第一风栅536与外管511的左端螺接过程中压紧第一定位结构5121的方式，实现

第一内管512的定位。同样地，第二过滤组件532开设有与第二定位结构5131相匹配的槽结

构，通过第二定位结构5131嵌入槽结构后第二风栅543与外管511的右端螺接过程中压紧第

二定位结构5131的方式，实现第二内管513的定位。显然，槽结构还可以开设在第一风栅

5121或第二风栅5131的内侧等。

[0071] 此外，为了实现净化装置5的自动控制，还可以在净化装置5上设置检测组件(图中

未示出)。例如，在第一内管512的外侧或外管511的第一部分处设置二氧化碳传感器，用以

检测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在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超过一定阈值时，净化装置5可以自动开

启以对室内空气进行净化和换新风。再如，在外管511的第一部分或者第二内管513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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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含量检测器，用以检测室内新风中的细菌含量，在该含量超过一定阈值时，自动开启净

化装置5换新风，以对室内空气进行更换。再如，在第一内管512的管口处设置温度传感器，

用以检测经过热交换后的室外新风的温度，当检测到温度过低时，电辅热组件535自动开

启，对新风进行加热，以提高新风温度，减小新风对室内温度的影响，提高室内舒适度。

[0072] 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通过热交换芯52的设置，本实用新型的双流式新风净化装

置5解决了现有技术中采用新风系统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的技术方案存在的占用空间大、改

造成本高的问题。热交换芯52独特的结构使得在不影响净化装置5的净化效果的前提下，巧

妙地将第一内管512和第二内管513设置于外管511内，大大减小进风管道和出风管道的空

间占用；并且由于管状的净化装置5在安装时可以直接将外管511安装在墙体中或窗体中，

并不占用室内空间，因而还减小了安装时的打孔数量，提高了室内的美观性，极大地降低了

安装和改造的成本。

[0073] 进一步地，第一过滤组件542的设置，能够有效去除室内排放空气中的甲醛和

TVOC，从而保护室外环境，为环保做出应有的贡献，体现企业的责任感。HEPA过滤层的设置，

可以使新风逐级过滤，呼吸更自由。负离子组件534的设置，能够去除新风中的臭氧、氨气等

气体，进而达到镇静、镇痛、镇咳、止痒、利尿、增食欲、降血压等功效。NCCO氧解聚组件533的

设置，能够大大缩短净化时间，提高净化效率，节约耗材。第一内管512中超结构光矿化涂层

的设置，能够提高室内有机污染物的去除效果，增加第一内管512的使用寿命。检测组件的

设置，使净化装置5可以实现各功能组件的自动检测进而实现自动控制，并且，以上多功能

组件在净化装置5内的高度集成还减少了购买单个功能模块的费用，真正实现一机多用。

[0074] 当然，上述设置方式并非一成不变，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对其进行调整，如更改第

一风栅536和第二风栅543的连接方式，采用粘接或卡扣连接等；如对上述各组件进行添加、

删减或其他形式的组合、对热交换芯52进行如实施例1或2中的其他形式的更换等。

[0075] 下面参照图15和图16，在另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为增强出风效果，提高净化效

率、减少室外新风和室内浑浊空气之间在通过双向进出风管时相互干渉，还可以分别在第

一内管512的室内端和第二内管513的室外端设置第一导流管537和第二导流管544，如第一

导流管537/第二导流544管采用螺接、焊接或粘接的方式与第一内管512/第二内管513连

接。优选地，第一导流管537和第二导流管544的管口面积分别沿远离第一内管512和第二内

管513的方向逐渐增大，即沿新风流入室内的方向和室内空气排出的方向呈截面为圆形或

矩形的喇叭状。此时，超结构光矿化涂层可以涂覆在第一导流管537中，以增大与室内空气

的接触面积。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一方面，进风系统和排风系统各自组成了文丘里管，通

过文丘里效应实现室外新风和室内气流的加速流通，提高净化效率和换新风效率；另一方

面，防止了室外新风和室内浑浊空气之间的相互干渉，有效避免了室外新风刚入室内就被

排气系统吸走排出室外的现象以及室内污浊空气排至室外后又被吸回室内的现象出现。而

热交换芯52的独特结构设计，则巧妙地实现了气流的平滑的合并与分离的同时，也为文丘

里效应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0076] 实施例4

[0077] 下面参照图17和图18并结合图13至图16，对本实用新型的柜式空调室内机进行描

述。其中，图17为本实用新型的柜式空调室内机的结构示意图(一)；图18为本实用新型的柜

式空调室内机的结构示意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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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如图17和图18所示，本实用新型的柜式空调室内机6主要包括外壳61、回风口62、

出风口63以及上述实施例3中所描述的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5，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5包括

进风系统和排风系统，进风系统的第一内管512与柜式空调室内机6的回风口62或出风口63

连通。进风系统设置成能够在引风机的带动下，将室外新风通过外管的第二部分引入双流

式新风净化装置并穿过热交换芯后，通过第一内管512引入柜式空调室内机6，然后借助柜

式空调室内机6的出风口63排出，参与室内的空气循环；排风系统设置成能够在排风机的带

动下，将室内空气通过外管的第一部分引入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5并穿过热交换芯与进风

系统引入的新风进行热交换后，通过第二内管排放至室外。

[0079] 参照图18，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5安装在空调室内机右侧的墙体7内，其第一内管

512通过连接管8与柜式空调室内机6背面的壳体连通，进而与回风口62连通。当然，第一内

管512还可以直接与柜式空调室内机6背面的壳体连通，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还可以设置在

空调室内机的左侧、左侧上方、附近的窗体上等。通过上述设置方式，可以在不影响室内美

观的情形下，达到净化室内空气和换新风的效果，并且这种方式改造成本和投入成本相较

于购买空气净化器或安装新风系统来说大大降低。

[0080] 在控制方式上，净化装置5可以单独控制，例如净化装置5内部配置有电控组件(图

中未示出)，为净化装置5配置遥控器或使用手机APP等方式对净化装置5内部的电控组件进

行控制，也可以将净化装置5与空调器结合控制，例如在空调遥控器上事先预留用于控制净

化装置5的按键，通过空调遥控器直接、或将主控组件连接至空调器预留接口的方式实现对

净化装置5的一体化控制。

[0081]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用于双向进出风管的热交换芯、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以

及柜式空调室内机的设置方式，带来的效果有：(1)创新性的热交换芯结构，丰富了热交换

芯的产品种类，增加了产品的多样性；(2)无需开窗即可实现通风换气的效果，轻松地将净

化后室外新鲜空气因入室内，增加室内含氧量，提高空气净化程度，满足大部分客户群体需

求，大大增强了实用性；(3)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采用双向进出风管实现了双向换风的同

时，减少了穿墙或穿窗次数和占用空间，增加室内美观性；(4)双流式新风净化装置的结构

简单，成本低，涵盖多个目前先进的的功能组件，能够与空调器的完美结合，智能化的实现

了一机多用；(5)负离子被医学界誉为“空气中的维生素",负离子组件的设置，可促进人体

的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6)NCCO氧解聚组件的设置，大大缩短了净化装置的净化时间，提

高了净化效率，节约了耗材；(7)结构光矿化涂层的设置，提高了室内有机污染物的去除效

果，增加了第一内管的使用寿命；(8)各功能模块设有检测组件，通过遥控器的智能按键可

实现对室内空气的自动调节；(9)冬季和夏季新风交换实现冷热平和交互，使室内空气始终

平衡。

[0082]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实施方式中是以柜式空调室内机进行描述的，但是这

并非在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理解的是，本实用新型的双流式

新风净化装置还能够应用于其他空调室内机，如挂式空调室内机、窗式空调器、或者中央空

调器等。

[0083] 至此，已经结合附图所示的优选实施方式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但是，本

领域技术人员容易理解的是，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显然不局限于这些具体实施方式。在

不偏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的前提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相关技术特征作出等同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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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替换，这些更改或替换之后的技术方案都将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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