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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干式出风的水冷却式降温

冷气机，主要由本体、传输管、散热风扇及输出风

扇所构成，其中，该传输管为循环管的结构，可概

分成主降温段、次降温段及输出段，以推动泵将

传输管内的内流体，依序自次降温段往输出段、

主降温段流动，并回到次降温段，如此不断循环

回流；并以抽水泵将集水槽内的外流体洒布于主

降温段的外部，通过水的蒸散作用带走热能；该

内流体经主降温段与次降温段降温后，流经该输

出段时会带走输出段的热能而降温，过程中，该

输出段并未与外流体直接接触，而是以内流体作

为低温的传递介质，据此，该输出风扇导引气流

通过该输出段时，得以输出干燥的冷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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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干式出风的水冷却式降温冷气机，其特征在于，包括:

本体，内部设有一集水槽作为一外流体容置，一抽水泵设置于该集水槽内，且该抽水泵

自该集水槽抽取及释出该外流体；

一传输管，为循环管结构设于本体内，概分成一主降温段、一次降温段及一输出段；该

传输管内容置有一内流体，并通过一推动泵将该内流体依序自该次降温段往该输出段、主

降温段流动，并回到该次降温段，如此不断循环回流；令该抽水泵将该集水槽内的该外流体

洒布于该主降温段外部，且该外流体流经该主降温段外部后顺势流回该集水槽内；

一散热风扇，设置于该传输管的主降温段一侧，并对该主降温段以气流吹袭；

一输出风扇，设置于该传输管的输出段一侧，并对该输出段以气流吹袭，藉以导引空气

通过该输出段后得以降温输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干式出风的水冷却式降温冷气机，其特征在于，该外流体及该内

流体均为水所构成。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干式出风的水冷却式降温冷气机，其特征在于，该主降温段、该

次降温段及该输出段的外部，分别增设有一散热鳍片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干式出风的水冷却式降温冷气机，其特征在于，于该传输管外部

贴合一片散热金属片。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干式出风的水冷却式降温冷气机，其特征在于，于该传输管外部

以二散热金属片将该传输管双面夹合。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干式出风的水冷却式降温冷气机，其特征在于，于该集水槽的上

方设置有一集水斗，通过该集水斗的斜面导引该外流体往该集水槽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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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式出风的水冷却式降温冷气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关于一种干式出风的水冷却式降温冷气机；特别是指通过水的蒸散作用

使输水管路内、外的温度阶变化，再通过风扇获致干式冷空气的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习知作为室内降温的水冷式风扇者，请参阅图1所示，此为中国台湾地区专利申请

第  104208096号习知水冷式风扇10，其主要是通过一抽水泵11取水后，对一可吸附水份的

湿濂12  进行循环洒水，并以一风扇13设置于该湿濂12的前方，俾使风扇13吸取经过湿濂12

降温后的湿冷空气后吹出，而得以获致产出湿冷空气。由于习知水冷式风扇整体构造简单，

且并未设有高耗能装置，是为一兼具实用性与经济性的水冷式风扇商品。

[0003] 值得注意的是，习知水冷式风扇其所输出的冷空气，是经过湿濂降温后的湿冷空

气。这对于水冷式风扇的使用者而言，虽可获致人身凉感，却导致使用环境的湿度过高的缺

陷或使用者人身湿气过高的不适感。

[0004] 一般冷气机，是通过压缩机配合冷煤管路，进行高效率的热能吸热、传递、散热等

运作，而得以输出干冷空气。然而，冷气机的购置成本高、用电耗能亦可观。因此，若能设计

出一不需通过高耗能的压缩机，而能产生干冷空气，则势必能符合使用者对于低耗能及低

购置成本的经济需求。

[0005] 有鉴于斯，本案发明人经过潜心构思，终于研发出一种干式出风的水冷却式降温

冷气机，有效运用水冷式降温的高效率及高经济性，并运用分段管路配合风扇产出干冷空

气。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干式出风的水冷却式降温冷气机，其主要目的，是以外流体洒布

于主降温段的外部，通过水的蒸散作用带走热能，并以内流体作为低温的传递介质，带走输

出段的热能，藉此，该输出风扇导引气流通过该输出段时，最终得以获致干燥的冷空气输

出。

[0007] 为达成前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干式出风的水冷却式降温冷气机，包括:本体，

内部设有一集水槽作为一外流体容置，一抽水泵设置于该集水槽内，且该抽水泵得自该集

水槽抽取及释出该外流体；一传输管，为循环管结构设于本体内，概分成一主降温段、一次

降温段及一输出段；该传输管内容置有一内流体，并通过一推动泵将该内流体依序自该次

降温段往该输出段、主降温段流动，并回到该次降温段，如此不断循环回流；令该抽水泵将

该集水槽内的该外流体洒布于该主降温段外部，且该外流体流经该主降温段外部后顺势流

回该集水槽内；一散热风扇，设置于该传输管的主降温段一侧，并对该主降温段以气流吹

袭；一输出风扇，设置于该传输管的输出段一侧，并对该输出段以气流吹袭，藉以导引空气

通过该输出段后得以获致降温的干燥冷空气输出。

[0008] 本发明利用所提供的干式出风的水冷却式降温冷气机，可以获得的功效在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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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是通过水流体的蒸散热能作用及传递热能作用，配合散热风扇及输出风扇作为加速热

能蒸散效率及输出冷空气，本发明的装置中并无高耗能的压缩机，而得以建构出构件成本

及运作成本均低的节能降温装置。

[0009] 有关本发明为达成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及其他的功效，兹举一较佳可行

实施例并配合图式，详细说明如后。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习知的水冷式风扇运作状态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发明的构件关系示意图。

[0012] 图3为本发明的运作状态示意图。

[0013] 图4为本发明于该传输管的外部增设散热鳍片的示意图。

[0014] 图5为本发明于该传输管的外部增设散热鳍片及散热金属片的示意图。

[0015] 图5-1为以夹合式散热金属片与传输管结合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2为以单片式散热金属片与传输管结合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3为将图5-1的该传输管成型为扁管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为图5的运作状态示意图。

[0019] 图7为本发明通过多组设备构成多阶降温连结示意图。

[0020] 附图中符号标记说明：

[0021] 〔习知〕

[0022] 10水冷式风扇           11抽水泵

[0023] 12湿濂                 13风扇

[0024] 〔本发明〕

[0025] 20本体                 21集水槽

[0026] 22抽水泵               221喷头

[0027] 30传输管               31主降温段

[0028] 32次降温段             33输出段

[0029] 34推动泵               35散热鳍片组

[0030] 361  362散热金属片

[0031] 40散热风扇

[0032] 50输出风扇

[0033] 60集水斗

[0034] A外流体

[0035] B内流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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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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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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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在本发明被详细描述之前，要注意的是在以下的说明中，类似的组件是以相同的

编号来表示。

[0038] 为使贵审查委员对本发明的目的、特征及功效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以

下兹请配合附图说明详述如后:本发明干式出风的水冷却式降温冷气机的较佳实施例如图

2至图3所示，该降温冷气机主要是由本体、一传输管、一散热风扇及一输出风扇所构成，其

中:

[0039] 该本体20，于内部底侧成型有一集水槽21，该集水槽21是提供作为一外流体A所容

置者；一抽水泵22是设置位于该集水槽21内，且该抽水泵22得自该集水槽21内抽取后经过

一喷头221释出该外流体A，该外流体A为水所构成；

[0040] 该传输管30，为封闭循环管的结构，可概分成一主降温段31、一次降温段32及一输

出段33；该传输管30内则容置有一内流体B，该内流体B为水所构成，将一推动泵34装设于该

主降温段31与该次降温段32之间，藉以将该内流体B自该次降温段32依序往该输出段  33、

主降温段31流动，并回到该次降温段32，如此不断循环回流；令该抽水泵22将该集水槽21内

的该内流体B经喷头221洒布于该主降温段31的外部，且该外流体A流经该主降温段31外部

后，得以顺势流回该集水槽21内，供反复循环利用；

[0041] 该传输管30的该主降温段31、该次降温段32及该输出段33，是弯折成型为连续曲

型者；而为了增加该传输管30的热导出能力，请参阅图4所示者，该主降温段31、该次降温段

32  及该输出段33的外部，可分别增设有一散热鳍片组35，俾增加散热能力(增加散热面

积)；另者，请参阅图5至图5-1所示者，可于该传输管30外部以二散热金属片361将该传输管

30 的双面夹设结合，亦或，如图5-2所示者，以单一散热金属片362与该传输管30贴合，俾藉

由前述该散热金属片361、362增加散热能力(散热面积)；此外，该传输管30除了可如图5-1 

所示，成型为圆管结构外，亦可如图5-3所示，将该传输管30成型为扁管结构。

[0042] 该散热风扇40，是设置位于该传输管30的主降温段31一侧，并对该主降温段以气

流吹袭，藉以导引使空气流动通过该主降温段31，使外流体A快速蒸散带走热能；

[0043] 该输出风扇50，设置于该传输管30的输出段33一侧，并对该输出段33以气流吹袭，

藉以导引空气流动通过该输出段33后，获致降温的气流输出。

[0044] 以上所述为本发明实施例主要构件及其组态说明。至于本发明实施例的运作方式

及功效，请参阅图6所示，本发明设备运作时，该传输管30内的内流体B是通过该推动泵34的

推动，而自该次降温段32依序往该输出段33、主降温段31流动，并回到该次降温段32如此不

断循环回流；而该抽水泵22则将位于该集水槽21内的外流体A抽取后，经过喷头221向该主

降温段31浇洒，使该主降温段31的外部及该散热鳍片组35为外流体A所淋湿的状态，同时，

该主降温段31并为该散热风扇40所吹袭者，使该主降温段31外部所留附的水分(外流体A)

得以快速蒸发，水分蒸发过程，则恰可带走该主降温段31的热能，而达到降低该主降温段31

温度的目的；再者，位于该主降温段31表面及散热鳍片组35的部份留附水分(外流体A)，会

被该散热风扇40吹往该次降温段32的表面及该散热金属片361表面，且该散热风扇40的吹

出气流穿过该主降温段31后，同样会对该次降温段32及该散热金属片361所留附水分(外流

体A)吹袭，而加速蒸发带走该次降温段32热能，换言之，本发明主要是通过该散热风扇40对

该主降温段31及该次降温段32依序吹袭，而将附着于该主降温段31及该次降温段32外表面

的留附水分蒸发带走热能，藉使该内流体B流经该主降温段31及该次降温段  32时，该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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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B的热能得以被带走而达到降低内流体B温度的目的；据此，经过该主降温段31及该次降

温段32降温后的内流体B会继续往该输出段33流动，由于该输出段33为该输出风扇50所吹

袭者，该输出风扇50会引导空气气流通过该输出段33而产出较环境温度为低温的气流输

出。

[0045] 值得一提者是，本发明该输出段33并未与该外流体A直接接触，而是以该内流体B

作为低温的传递介质，该内流体B经该主降温段31与该次降温段32降温后，流经该输出段33 

时会带走该输出段33的热能而降温，而被该输出风扇导引通过该输出段33的气流，为干燥

的冷空气。

[0046] 再者，如图6所示者，为了使该外流体A自该主降温段31及该次降温段32流下的该

外流体A更有效率地流回该集水槽21，于该集水槽21的上方设置有一集水斗60，俾通过该集

水斗60的斜面有效率地导引集中该外流体A往该集水槽21流动。

[0047] 此外，本发明设备除了可如前述的单组运作，请参阅图7所示，亦得以将多组的本

发明设备以相紧邻方式排列构成多阶运作，使经过第一阶降温的空气提供给下一阶设备接

续降温，最终仍得以获致干燥的冷空气输出，且经过多阶运作处理后，温度降低的效果将更

为明显。

[0048] 综上所述，上述各实施例及附图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定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皆应

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386919 A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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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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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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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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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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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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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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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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