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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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457100.1

(22)申请日 2015.07.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09110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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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宝寒　李雄威　郝本华　徐中华　

侯延慧　李美花　

(74)专利代理机构 青岛联智专利商标事务所有

限公司 37101

代理人 李升娟

(51)Int.Cl.

F24F 1/0011(2019.01)

F24F 13/1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566909 A,2015.04.29,

CN 104566909 A,2015.04.29,

CN 104315608 A,2015.01.28,

CN 202328531 U,2012.07.11,

CN 204943673 U,2016.01.06,

EP 1950501 A1,2008.07.30,

审查员 杜鹃

 

(54)发明名称

立式空调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立式空调，包括空调本

体，所述空调本体包括空调主体，在所述空调主

体内形成有送风风道，所述空调还包括第一面板

和第二面板，以及在空调上电时分别驱动所述第

一面板和所述第二面板背向滑动以在所述第一

面板与所述第二面板及所述送风风道的出风端

之间形成出风口、而在空调断电时分别驱动所述

第一面板和所述第二面板相向滑动以关闭所述

出风口的第一面板驱动机构和第二面板驱动机

构。应用本发明，无需在面板上直接开出风口，也

无需在出风口上再额外设置导风板，避免了因设

置导风板造成的外观美观性差、容易产生缝隙而

进灰尘等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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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立式空调，包括空调本体，所述空调本体包括空调主体，在所述空调主体内形成

有送风风道，其特征在于，所述空调本体还包括第一面板和第二面板，以及在空调上电时分

别驱动所述第一面板和所述第二面板背向滑动以在所述第一面板与所述第二面板及所述

送风风道的出风端之间形成出风口、而在空调断电时分别驱动所述第一面板和所述第二面

板相向滑动以关闭所述出风口的第一面板驱动机构和第二面板驱动机构；

立式空调还包括有与所述空调本体可拆卸式装配的基座，所述基座包括有基座本体，

所述基座本体具有装配部，所述基座本体上形成有本体进风口和本体出风口，所述基座本

体内部形成有空腔，在所述空腔内形成有风机和空气处理模块；在所述空腔内形成有出风

组件，所述出风组件包括有出风框，所述风机形成在所述出风框内，所述出风框上形成有出

风框进风口和出风框第一出风口，所述出风框第一出风口位于所述出风框进风口与所述装

配部之间，所述出风框进风口与所述本体进风口相通，所述出风框第一出风口与所述本体

出风口相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空调主体的边框上形成有滑槽/

轨，所述第一面板和所述第二面板在所述滑槽/轨内、围绕所述空调主体滑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面板驱动机构包括：

第一齿条，形成在所述第一面板靠近所述滑槽/轨的一端；

第一电机，形成在所述空调主体上；

第一齿轮，与所述第一电机转动连接，并与所述第一齿条啮合；

所述第二面板驱动机构包括：

第三齿条，形成在所述第二面板靠近所述滑槽/轨的一端；

第三电机，形成在所述空调主体上；

第三齿轮，与所述第三电机转动连接，并与所述第三齿条啮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立式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面板驱动机构还包括：

第二齿条，形成在与所述第一齿条所在的第一面板的一端相对的第一面板的另一端；

第二电机，形成在所述空调主体上；

第二齿轮，与所述第二电机转动连接，并与所述第二齿条啮合；

所述第二面板驱动机构还包括：

第四齿条，形成在与所述第三齿条所在的第二面板的一端相对的第二面板的另一端；

第四电机，形成在所述空调主体上；

第四齿轮，与所述第四电机转动连接，并与所述第四齿条啮合。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立式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面板驱动机构还包括：

形成在所述第一齿条和/或所述第二齿条上的第一限位部；以及

形成在所述空调主体上、与所述第一限位部配合限位的第二限位部；

所述第二面板驱动机构还包括：

形成在所述第三齿条和/或所述第四齿条上的第三限位部；以及

形成在所述空调主体上、与所述第三限位部配合限位的第四限位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空调，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一面板上形成有第一滑轨/

第一滑轨支架，在所述空调主体上形成有与所述第一滑轨/第一滑轨支架匹配的第二滑轨

支架/第二滑轨；在所述第二面板上形成有第三滑轨/第三滑轨支架，在所述空调主体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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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与所述第三滑轨/第三滑轨支架匹配的第四滑轨支架/第四滑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立式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滑轨/第一滑轨支架形成在

所述第一面板的中部，所述第三滑轨/第三滑轨支架形成在所述第二面板的中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风框第一出风口以出风角度大

于180°的结构形成在所述出风框的侧面。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装配部上形成有装配部出风口，

所述出风框上形成有位于所述出风框第一出风口与所述装配部出风口之间的出风框第二

出风口，所述出风框第二出风口与所述装配部出风口相通，所述空调本体与所述装配部之

间形成结合部出风口，所述结合部出风口与所述装配部出风口相通。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空腔内还形成有电器箱体，所述

装配部上形成有导线开口和连机管开口，所述电器箱体上连接的导线通过所述导线开口伸

出所述基座本体，所述空调本体上的连机管通过所述连机管开口伸入所述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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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空调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空气调节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涉及一种立式空调。

背景技术

[0002] 立式空调因出风量大、制冷制热能力强等特点，被广泛应用在办公场所、公共场所

及家庭客厅中。

[0003] 现有立式空调大多为前出风方式，空调面板固定，在面板上开设出风口，在出风口

处设置导风板。在空调关机时，导风板闭合出风口，与面板平面基本匹配，形成整体式面板

结构。在空调开机时，导风板转动，打开出风口，换热后的热交换风从出风口吹出，对室内空

气进行冷或热的温度调节。

[0004] 现有这种立体空调结构中，由于依靠导风板打开或闭合出风口，需要单独生成面

板和导风板，并进行两部分的装配。而且，如果导风板生产过程中工艺控制不准，极容易在

导风板关闭出风口时不能与面板形成一致性，影响外观。如果导风板与面板间留有缝隙，不

仅影响美观性，环境中的灰尘等容易通过缝隙进入到空调内部。尤其是导风板长时间使用

后，受出风口冷热风的交替影响，导风板易发生变形，在不能完全关闭出风口，使得导风板

与面板之间留有的缝隙增大，进一步影响了空调外观美观性，增加了灰尘从缝隙进入到空

调内部的几率，影响空调内部结构件的使用寿命和空调送风性能。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立式空调，解决现有空调在面板上开设出风口、采用单

独的导风板开闭出风口存在的上述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下述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7] 一种立式空调，包括空调本体，所述空调本体包括空调主体，在所述空调主体内形

成有送风风道，所述空调还包括第一面板和第二面板，以及在空调上电时分别驱动所述第

一面板和所述第二面板背向滑动以在所述第一面板与所述第二面板及所述送风风道的出

风端之间形成出风口、而在空调断电时分别驱动所述第一面板和所述第二面板相向滑动以

关闭所述出风口的第一面板驱动机构和第二面板驱动机构。

[000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本发明通过设置面板驱动机构驱

动两面板滑动，利用面板的背向滑动形成出风口，而利用面板的相向滑动关闭出风口，无需

在面板上直接开出风口，也无需在出风口上再额外设置导风板，避免了因设置导风板造成

的外观美观性差、容易产生缝隙而进灰尘等问题的发生。

[0009] 结合附图阅读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后，本发明的其他特点和优点将变得更加清

楚。

附图说明

[0010] 图1 是本发明立式空调一个实施例关闭出风口时的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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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2是本发明立式空调一个实施例打开出风口时的主视图；

[0012] 图3是本发明立式空调一个实施例去掉部分面板后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是本发明立式空调一个实施例面板的背面结构示意图；

[0014] 图5是本发明立式空调一个实施例面板装配结构分解图；

[0015] 图6是图1实施例立式空调的结构分解图；

[0016] 图7是图6中基座的立体图；

[0017] 图8是图7基座的结构分解图；

[0018] 图9是图6中连接件的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将结合附图和实施例，

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0] 图1至图9所示为本发明立式空调的一个实施例。其中，图1和图2分别是该实施例

关闭出风口和打开出风口时的主视图，图3是去掉部分面板后的结构示意图，图4是面板的

背面结构示意图，图5是面板装配结构分解图，图6是该实施例立式空调的结构分解图，图7

和图8分别是基座的立体图和结构分解图，而图9是连接件的立体图。

[0021] 如图1和图2所示意，该实施例的立式空调包括整体呈圆柱体的基座7和空调本体

100，基座7和空调本体100可拆卸式装配。但并不局限于圆柱体结构，还可以是其他结构。例

如，空调本体100和基座7均为长方体结构，等等。在该立式空调中，基座7作为空调本体100

的整体底座，放置在地面上，将空调本体100抬高一定高度。空调本体100作为实现空调制

冷、制热、除湿等基本空气调节功能的结构，包括空调主体1，在空调主体1内形成有送风风

道、换热器、风机等（图中未示出）。空调本体100还包括有第一面板2和第二面板3。第一面板

2和第二面板3作为空调本体100的前面板，左、右对称地形成在空调主体1的外侧。其中，第

一面板2和第二面板3不是固定在空调主体1上，而是能够在面板驱动机构的驱动下滑动。具

体来说，在空调主体1的边框上、对应着第一面板2和第二面板3的上边缘和/或下边缘处形

成有滑槽11，第一面板2和第二面板3的上边缘和/或下边缘插入在滑槽11内，在面板驱动机

构的驱动下在滑槽11内、围绕着空调主体1滑动。或者，在空调主体1的边框上、对应着第一

面板2和第二面板3的上边缘和/或下边缘处形成有滑轨（图中未示出），第一面板2和第二面

板3的上边缘和/或下边缘形成有滑槽，包裹在空调主体1的滑轨外，在面板驱动机构的驱动

下，第一面板2和第二面板3也将围绕着空调主体1滑动。通过控制两面板围绕着空调主体1

滑动，使得面板能够与空调主体1比较紧密地贴合，而非远离空调主体1，减少了在空调上

电、面板滑开后对空间的占用，便于空调在房间的安装、布局。

[0022] 其中，面板驱动机构包括驱动第一面板2的第一面板驱动机构5和驱动第二面板3

的第二面板驱动机构（图中未示出）。面板驱动机构的详细结构可参见图3、图4及图5所示。

而且，在空调上电时，第一面板驱动机构5驱动第一面板2、第二面板驱动机构驱动第二面板

3，使得第一面板2和第二面板3背向滑动。例如，第一面板2向左或左后方滑动，而第二面板3

向右或右后方滑动，从而，在第一面板2、第二面板3及送风风道的出风端之间形成出风口4。

那么，热交换器热交换后的空气将从送风风道及出风口4吹出到室内。而在空调断电时，第

一面板驱动机构5驱动第一面板2、第二面板驱动机构驱动第二面板3，使得第一面板2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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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板3相向滑动。例如，第一面板2向右滑动，而第二面板3向左滑动，直至第一面板2和第

二面板3接触或重叠，从而将出风口4关闭。

[0023] 通过设置面板驱动机构驱动两面板滑动，利用面板的背向滑动形成出风口，而利

用面板的相向滑动关闭出风口，无需在面板上直接开出风口，也无需在出风口上再额外设

置导风板，避免了因设置导风板造成的外观美观性差、容易产生缝隙而进灰尘等问题的发

生。

[0024] 参见图3、图4及图5所示，同时结合图1和图2所示意，面板驱动机构采用齿轮与齿

条的配合来实现。而且，对于长度较大的面板，为保证滑动的稳定性，优选采用在面板的上

端和下端各设置一套驱动机构，同步对面板进行驱动。以第一面板驱动机构5为例，其具体

结构如下：

[0025] 第一面板驱动机构5包括位于第一面板1上端部的第一齿条51、第一电机52及第一

齿轮53形成的上端驱动机构和位于第一面板1下端部的第二齿条56、第二电机57及第二齿

轮58形成的下端驱动机构。其中，第一齿条51固设在第一面板1靠近空调主体1上端的滑槽

11处的上端部，第一电机52固设在空调主体1上、与第一齿条51相对应的位置处，第一齿轮

53与第一电机52转动连接，并在第一面板2装配到位后与第一齿条51啮合。而且，第一电机

52容置于第一电机盒54内；而第一电机盒54又与第一齿轮53一同容置于第一齿轮盒55内。

从而，利用电机盒及齿轮盒隐藏、保护相应的结构件。下端驱动机构的结构与上端驱动机构

相类似，具体来说，第二齿条56固设在第一面板1的下端部，第二电机57固设在空调主体1

上、与第二齿条56相对应的位置处，第二齿轮58与第二电机57转动连接，并在第一面板2装

配到位后与第二齿条52啮合。同样的，第二电机57和第二齿轮58也通过电机盒、齿轮盒等进

行隐藏和保护。

[0026] 驱动机构在驱动面板滑动时，面板滑动到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例如，可以

通过程序对电机进行控制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机械机构来实现。在该实施例中，结合驱动机

构的结构，采用限位结构的机械方式对面板滑动进行限位。具体来说，仍以第一面板驱动机

构5为例，在第一齿条51上形成有第一限位部511，具体来说是一限位块；在空调主体1上形

成有与第一限位部511配合的第二限位部59，例如是限位开关。此处所说第二限位部59形成

在空调主体1上，可以是直接固定在空调主体1上，也包括形成在与空调主体1固定在一起的

其他部件上，如第一齿轮盒55上，本质是与空调主体1固定、且能够与第一限位部511配合进

行滑动限位。当第一限位部511与第二限位部59接触后，空调控制系统接收到相应的限位信

号，将控制驱动机构的电机停止转动，面板保持在该位置，不再滑动，实现滑动限位。此外，

也可以同时在第二齿条56上形成限位部，在空调主体1上形成与第二齿条56上的限位部配

合的限位部，使得面板的上部和下部均能够进行限位。当然，也可以是仅在下部的驱动机构

上形成匹配的限位结构。

[0027] 对于长度较大的面板，除了采用两端均设置驱动机构来保持其滑动稳定性之外，

还可以通过增设滑轨的方式进一步加强平稳、顺畅地滑动性能。仍以第一面板2为例，在该

实施例中，在第一面板2的背面中部设置有第一滑轨支架21，在空调主体1上、与第一滑轨支

架21对应的位置处设置有第一滑轨12。在第一面板2装配到空调主体1之后，第一滑轨12搭

接在第一滑轨支架21上，第一面板2滑动时，通过第一滑轨12与第一滑轨支架21的限位和导

向，使得第一滑轨支架21沿第一滑轨12滑动，从而使得整个面板1能够更加顺畅、稳定地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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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或者，也可以在第一面板2的背面设置滑轨，而在空调主体1上设置对应的滑轨支架，均

能够实现加强第一面板2平稳、顺畅滑动性能的目的。

[0028] 第二面板驱动机构以及其他辅助结构，均可以参考上述第一面板所对应的结构，

在此不作具体阐述。

[0029] 结合图6至图9所示意，在该实施例中，基座7包括基座本体71，在基座本体71上具

有装配部7121，利用该装配部7121，使得基座7能够与空调本体100实现可拆卸式装配。从

而，基座7成为与空调本体100基本独立的结构。在基座本体71上形成有本体进风口7141和

本体出风口7151，在基座本体71内部形成有空腔，在空腔内形成有风机722和空气处理模块

73。此处的空气处理模块73，是指实现不同于传统空调对空气的制热、制冷、除湿等基本处

理功能的模块，也即实现对空气加湿、净化、清新等附加功能的模块。

[0030] 由于基座本体71上形成有本体进风口7141和本体出风口7151，在基座本体71内部

形成有风机722和空气处理模块73，从而，基座7自身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送风系统。通过合理

的结构设计，使得风机722工作时，将外部的风经本体进风口7141吸入到基座本体71内部，

经过空气处理模块73处理，然后从本体出风口7151吹出，实现了利用空气处理模块73对空

气的处理。例如，空气处理模块73为加湿模块，将对环境中的空气进行加湿；若空气处理模

块73为净化模块，则将对环境中的空气进行净化；若空气处理模块73为香薰除异味模块，则

将对环境中的空气进行香薰除异味处理，等等。而且，由于该基座7与空调本体100基本独

立，可以单独控制，实现附加空气处理功能与空调原有基本功能的独立运行；由于基座7不

依赖空调本体100的原有空间和风道结构，不会影响空调原有的空气调节性能，无需对空调

风道结构做特殊设计，简化了实现多空气调节功能的结构和设计。

[0031] 具体来说，基座本体71包括有底座711、基座主体712、基座支撑713、后壳714和前

壳715。底座711作为整个基座7的底盘结构，与基座主体712可拆卸式连接。例如，通过螺钉、

卡扣等实现可拆卸式连接。基座主体712上、与底座711相对的顶端上形成整个基座7的装配

部7121，因而，装配部7121位于整个基座7的顶部。基座主体712内部形成有空腔，用来容纳

要装配的风机722、空气处理模块73等结构。这样一来，势必会使得基座主体712的支撑强度

变差。为增加整个基座7的支撑强度和支撑稳固性，在底座711和基座主体712之间、具体来

说是在底座711和装配部7121之间形成有基座支撑713。基座主体712外周形成有包裹基座

主体712的外壳。具体而言，包裹基座主体712的外壳包括后壳714和前壳715，且前壳715分

为左、右两部分。后壳714及前壳715均分别与底座711、基座主体712及基座支撑713通过卡

扣、螺钉等固定连接。本体进风口7141形成在后壳714上，用来引入外部的空气；本体出风口

7151形成在前壳715上，用来送出经空气处理模块73处理后的空气。

[0032] 在基座主体712所形成的空腔中形成有出风组件72，该出风组件72包括有出风框

721，风机722形成在出风框721内。具体而言，出风组件72与基座主体712通过卡扣、螺钉等

固定；风机722为离心风机，固定在出风框721内。出风框721两端开口，一端朝向底座711，另

一端朝向装配部7121。出风框721朝向底座711的一端形成出风框进风口7211，并与基座本

体71上的本体进风口7141相通；出风框721朝向装配部7121的一端形成出风框第二出风口

7213。在出风框721上、出风框进风口7211与出风框第二出风口7213之间形成有出风框第一

出风口7212。出风框第一出风口7212与基座本体71上的本体出风口7131相通。优选的，出风

框第一出风口7212以出风角度大于180°的结构形成在出风框721的侧面上，从而，增大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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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在该实施例中，出风框第一出风口7212包括有间隔分布在出风框721侧面上的三个出

风口，能够形成270°左右的送风角度。空气处理模块73也形成在出风框721上，具体来说，空

气处理模块73形成在出风框进风口7211和出风框第一出风口7212之间。优选的，空气处理

模块73以可抽拉式结构形成在出风框721上，方便售后和用户更换同类型的空气处理模块，

以及根据需要安装实现不同空气处理功能的空气处理模块，方便使用，并满足用户个性化

需求。

[0033] 在基座主体712所形成的空腔中、出风组件72的下方形成有电器箱体74。该电器箱

体74中可以放置基座7的控制板，还可以放置与基座7装配的空调本体100的控制板，优选将

基座7及空调本体100的控制板均放置于该电器箱体74中。而且，电器箱体74远离基座本体

71上的本体进风口7141，能够在电器箱体74、本体进风口7141及空气处理模块73之间形成

进风腔75，保证基座7顺畅地进风和出风。

[0034] 对于装配部7121，其上形成有装配部出风口（图中未标注）、导线开口71211和连机

管开口71212。其中，装配部出风口与出风组件72上的出风框第二出风口7213相通。而且，在

空调本体100通过装配部7121与基座7装配后，空调本体100将与装配部7121之间形成结合

部出风口91，该结合部出风口91与装配部出风口相通。从而，经空气处理模块73处理后的空

气，除了从出风框第一出风口7212和本体出风口7151吹出之外，还可以通过出风框第二出

风口7213、装配部出风口及结合部出风口91吹出，也即还从基座7的顶部、空调本体100的底

部吹出，从而，实现了多角度、多高度的全方位送风，增加了立式空调的出风范围和出风方

式。导线开口71211提供与电器箱体74电连接的各导线的通道，可以将空调本体100的带电

部件与电器箱体74相连接的导线通过该导线开口71211伸出基座本体71而进入到空调本体

100中。连机管开口71212提供连接空调本体100与空调室外机的连机管的通道。

[0035] 采用上述结构的基座7与空调本体100结合所构成的立式空调，结构合理，出风范

围大，出风方式多，能够实现模块化生产、装配，方便进行个性化选择。

[0036] 而且，在结合部出风口91上形成有出风格栅92，以梳理出风风向。而且，在结合部

出风口91上、出风格栅92外侧设置有出风盖板93，用于打开/关闭结合部出风口91，控制结

合部出风口91是否出风。譬如，出风盖板93以与基座7或/和空调本体100卡扣式连接结构形

成在结合部出风口91处，用户可以手动拆装出风盖板93。如果希望结合部出风口91出风，则

将出风盖板93拆卸下来，打开结合部出风口91，则基座7的风机722上电工作后，经空气处理

模块73处理后的空气从结合部出风口91吹出。如果出风盖板93装配在结合部出风口91上，

关闭该出风口的出风，则即使风机722上电工作，也不会有空气从结合部出风口91吹出，出

风范围和出风方式可控性高。作为优选实施方式，出风格栅92和出风盖板93均呈环状，从而

可以实现环形出风，出风角度大，送风范围广。

[0037] 为便于基座7与空调本体100的装配，增加两者的装配强度，空调本体100将通过连

接件8与基座7进行可拆卸式装配。具体来说，连接件8与基座7及空调本体100外形结构类似

的圆盘或方形盘，装配时，先将连接件8通过连接件固定板83固定到基座7的装配部7121上，

然后，再将空调本体100与连接件8固定。在空调本体100与基座7通过连接件8连接固定时，

结合部出风口91将形成在装配部7121与连接件8之间。而且，连接件8的底面上开设与装配

部7121上的导线开口71211相对应的导线开口81，以及与装配部7121上的连机管开口71212

相对应的连机管开口82。且，在导线开口81与连机管开口82处均设置密封结构，避免结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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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风口91的空气从连接件8处泄露。

[0038]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进行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

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依然可以对前述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替

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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