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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区域冷却系统，该区域冷却系统包括：

冷冻水供应管道，该冷冻水供应管道用于将冷能

从水冷冻站输送至多个终端用户；冷冻水返回管

道，该冷冻水返回管道用于将热负荷从终端用户

输送至冷冻站；分支应用，该分支应用包括分支

供应管道和分支返回管道，分支供应管道和分支

返回管道均连接至冷冻水返回管道；所述分支应

用还包括热交换器，所述热交换器布置成接收来

自分支供应管道的水并且将水排出至分支返回

管道；其中，热交换器布置成向室外提供定点冷

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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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区域冷却系统，包括：

冷冻水供应管道，所述冷冻水供应管道用于将冷能从水冷冻站输送至多个终端用户；

冷冻水返回管道，所述冷冻水返回管道用于将热负荷从终端用户输送至冷冻站；

分支应用，所述分支应用包括分支供应管道和分支返回管道，所述分支供应管道和所

述分支返回管道均连接至所述冷冻水返回管道；

所述分支应用还包括热交换器，所述热交换器布置成接收来自所述分支供应管道的水

并且将水排出至所述分支返回管道；

其中，所述热交换器布置成向室外提供定点冷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区域冷却系统，其中，所述热交换器与室外冷却单元流体连

通，所述室外冷却单元包括布置成提供冷气的通风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区域冷却系统，其中，所述热交换器与分配点流体连通，所

述分配点提供接合部，所述接合部布置成接纳用于分配所述冷气的管道。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的任一项所述的区域冷却系统，其中，所述热交换器包括风机

盘管冷却单元。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的任一项所述的区域冷却系统，其中，所述热交换器包括蒸发

冷却单元。

6.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的任一项所述的区域冷却系统，其中，所述热交换器是包括风

机盘管冷却单元和蒸发冷却单元两者的两级冷却系统，所述热交换器布置成将环境空气输

送至所述风机盘管冷却单元，并且随后将冷气输送至所述蒸发冷却单元。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中的任一项所述的区域冷却系统，其中，所述冷气不符合热舒适

度的要求。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中的任一项所述的区域冷却系统，其中，所述分支应用需要所述

冷冻水返回管道的不到1％的流量。

9.一种两级冷却系统，包括：

风机盘管冷却单元；以及

蒸发冷却单元，

其中，所述冷却系统布置成将环境空气输送至所述风机盘管冷却单元，并且随后将冷

气输送至所述蒸发冷却单元。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两级冷却系统，其中，所述风机盘管冷却单元包括盘管，所述

盘管布置成使水流经所述盘管，并且空气被布置成流过所述盘管以实现对流传热。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两级冷却系统，其中，所述水是冷却水或冷冻水。

12.一种用于冷却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从区域冷却系统中的冷冻水返回管道接收冷冻水；

将所述冷冻水供应至热交换器；以及

使所供应的所述冷冻水回流至所述区域冷却系统中的所述冷冻水返回管道，

其中，所述热交换器布置成在不封闭的区域处使空气冷却。

13.一种用于使空气冷却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引导环境空气穿过风机冷却的盘管，所述盘管具有流经所述盘管的水；

并且因此产生风机盘管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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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所述风机盘管冷气通过蒸发冷却系统；

并且因此产生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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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冷却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区域冷却系统，其布置成利用用过的冷冻水来提供室外冷却。

背景技术

[0002] HVAC系统的设计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建筑的居住者的热舒适度。在定义“热舒适度”

时，ASHRAE标准55规定了室内热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的结合，其产生了空间内大多数居住

者可以接受的热环境条件。落在由该标准设定的极限之外的条件被认为不符合“舒适的”空

气调节。例如，用于一些工业工艺流程的空调将具有在ASHRAE标准55之外的空气条件，并且

因此该空调被视为“工艺流程”空调。

[0003] 区域冷却系统是用于空调的现场冷冻水生产的外包替代方案。参照ASHRAE标准

55，同样适用于区域冷却系统提供给居住者的环境条件。区域冷却非常适合于具有高冷却

负荷密度的商业区域。区域冷却更有效地提高了与空气调节相关的能量效率，同时仍旧符

合国际标准、比如ASHRAE标准55的要求。

[0004] 在区域冷却系统中，冷能通过使用水作为介质进行输送，这种水被称为冷冻水。大

约4.5℃的冷冻水供给物从冷水机组通过冷冻水供应管道输送至区域内的建筑物。空调系

统在每个建筑物中使用冷冻水移除内部产生的热负荷，以满足建筑物内居住者的热舒适度

的要求。热负荷被冷冻水返回管道带离返回至机组并在通过冷冻水供应管道送回建筑物之

前进行处理。因此，供应管道与返回管道之间的接合部被限定为当已经为其设计该系统的

终端用户被服务的场合。

[0005] 为了使冷却设备在最优的效率下工作，最优的冷冻水返回温度约为13℃。然而，实

际的返回温度通常低于最优返回冷冻水温度，例如为12℃至12.5℃。

发明内容

[0006] 在第一方面中，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区域冷却系统，该区域冷却系统包括：冷冻水供

应管道，该冷冻水供应管道用于将冷能从水冷冻站输送至多个终端用户；冷冻水返回管道，

该冷冻水返回管道用于将热负荷从终端用户输送至冷冻站；分支应用，该分支应用包括分

支供应管道和分支返回管道，分支供应管道和分支返回管道均连接至冷冻水返回管道；所

述分支应用还包括热交换器，所述热交换器布置成接收来自分支供应管道的水并且将水排

出至分支返回管道；其中，热交换器布置成向室外提供定点冷却。

[0007] 在第二方面中，本发明提供了两级冷却系统，该两级冷却系统包括风机盘管冷却

单元；以及蒸发冷却单元；其中，所述冷却系统布置成将环境空气输送至风机盘管冷却单

元，并且随后将冷气输送至蒸发冷却单元。

[0008] 在第三方面中，本发明提供了用于冷却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从区域冷却

系统中的冷冻水返回管道接收冷冻水；将冷冻水供应至热交换器；以及使所供应的冷冻水

回流至区域冷却系统中的冷冻水返回管道，其中，热交换器布置成在不封闭的区域处使空

气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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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在第四方面中，本发明提供了用于使空气冷却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引导

环境空气穿过风机冷却的盘管，所述盘管具有流经所述盘管的水；并且因此产生风机盘管

冷气；引导风机盘管冷气通过蒸发冷却系统；并且因此产生冷气。

[0010] 因此，本发明提供了来自冷冻水返回管道的分支应用。在由供应管道供水的情况

下，区域冷却系统将冷冻水提供至一系列终端用户。在将冷冻水输送至特定的终端用户后，

冷冻水通过返回管道返回。返回管道向分支应用提供冷冻水。

[0011]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分支应用可以被改造，并且因此可以在区域冷却系统的安装

和试运行后添加。

[0012] 室外冷却应用的特征在于，在不满足用以符合本质上是为了室内舒适空调目的的

ASHRAE标准55的所有必要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冷却。室外冷却用于在没有诸如墙壁、屋顶等

室内空间应该具有的物理界限的区域中提供定点冷却。因为缺少物理界限，所以诸如相对

湿度一类的一些空调过程参数难以有效地保持。因此，在室外冷却的背景下考虑相对湿度

及此类参数没有意义。

[0013] 用于提供室外定点冷却的冷却设备需要非常低的流量。这些为室外活动提供定点

冷却的冷却设备通常总共需要总的区域冷却系统冷冻水流量的不到1％。使用来自区域冷

却系统的返回冷冻水具有在对区域冷却机组没有额外能量消耗的情况下提供室外定点冷

却的优点。

[0014] 分支应用可以具有接合部、比如分配点，以促进被许可的操作员与分支应用之间

的连接。接合部可以布置成连接热交换器，并且因此连接至分支供应管道和分支返回管道。

替代性地，分配点可以越过热交换器，并且因此提供接合部以将空气供应连接至被许可的

操作员。

[0015] 热交换器可以布置成提供空气至室外冷却单元，以将冷气分配至所需位置内的通

风口。

附图说明

[0016] 参照示出了本发明的可能的布置的附图将方便地进一步描述本发明。本发明的其

他布置是可能的，并且因此，附图的特殊性不应被理解为取代本发明的前述描述的一般性。

[0017]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的区域冷却系统的示意图；

[0018] 图2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方式的区域冷却系统的示意图；

[0019] 图3A是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的一级热交换器的示意图；

[0020] 图3B是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的两级热交换器的示意图，以及；

[0021] 图4是基于图3B的两级热交换器绘制温度和湿度的组合变化的湿度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如本领域技术人员将理解的，应当理解的是参照ASHRAE标准55是就居住者的“舒

适”而言表达环境条件的手段。因此，术语“舒适”并非是一个随意的度量，我们用该术语来

限定对建筑设计、并且更具体的是对冷却系统的设计的明确要求。提供了作为在工业中使

用的特定工具的图4的湿度图和ASHRAE标准55中来表达该信息。

[0023] 图1示出了区域冷却系统5，其具有冷冻水供应管道10和冷冻水返回管道15。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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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5布置成传递冷能以服务于具有终端用户阵列25的区域20，每个终端用户需要区域冷却

系统来为比如办公楼、会议空间或酒店中的每个居住者提供热舒适度等级。为此，每个用户

25包括接收冷冻水50、40的空气处理单元30的集合，该冷冻水在使供给物返回35、45至冷冻

水返回管道15从而将热负荷运送至冷冻站之前在空气处理单元(AHU)中被使用。供水温度

和返回温度将根据设计条件变化，但是，举例来说，冷冻水供应可以最佳地以4.5℃提供并

且将返回温度设计为13℃。

[0024] 使用返回冷冻水进行室外定点冷却可以有助于解决区域冷却系统运行中的两种

情形。首先，如果冷冻水返回温度达到或略微高于设计值，由于规模效益，可以在不影响区

域冷却系统的能量性能的情况下提供室外冷却。其次，如果冷冻水返回温度低于设计值，室

外冷却将有助于利用未被区域内的建筑利用的冷能。

[0025] 图1中示出了执行室外定点冷却的实施方式。可以通过提供辅助分支机构55、比如

将热交换器60添加到联接至冷冻水返回管道15的管道回路65、70来更好地利用冷能。为此，

分支管道65将一部分的返回冷冻水转移至热交换器60，该热交换器60然后可以为单独的应

用75传递一部分的过量的冷能。在该实施方式中，冷能的传递是经由分配点72进行的，该分

配点72用作将单独的应用“插入”74到分支应用55中的接合部。单独的应用75可以用于下述

许可用户：其寻求创立临时活动并且因此寻求冷气以使其顾客感到舒适。为此，在分支应用

将冷气提供至分配点的情况下，许可用户将比如说空气导管插入74到永久放置的分配点72

中。

[0026] 分支55可以仅引入总冷冻水流中的少部分，并且因此允许多个这样的分支应用，

这些分支应用可以以各种方式应用于向公共空间供冷或其他永久或临时的应用。通过示例

的方式，在区域冷却系统中，返回冷冻水流量可以是12000m3/h，而分支应用可能仅需要

120m3/h的流量。因此，在返回冷冻水温度上的影响可能较小。因此，即使与设计回水温度相

差很小，也可能为许多此类分支应用提供机会。

[0027] 图2示出了一个这样的应用80，热交换器60由此将冷气运送至室外冷却单元

(OCU)。这种室外冷却单元可以被便利地放置以用于包括室外活动的偶然的专用用途，由

此，参加节日、室外展览等的大量人员可以得到本质上是室外空调的缓解作用。因此，根据

本发明的区域冷却系统不仅替代了分离式空调系统，还通过使用来自低于设计温度的返回

冷冻水的潜在的未被利用的冷能来使分支应用55、比如OCU具有提高环境中顾客的舒适度

的机会，否则很难提供或者需要消耗大量能量提供这种机会。

[0028] 本发明提供了室外使用的多个优点。首先，对于室外使用，不需要达到室内的热舒

适度等级。提供的温度比环境温度低几度便是对室外用户提供了缓解作用。为此，温度的降

低可能在1℃至5℃或1℃至10℃或5℃至10℃的范围内。

[0029]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分支应用55可以是永久的并且因此可能位于地下的专用服务

管道中。替代性地，这种分支55可以是临时的并且可以根据需要安装成插入返回冷冻水管

道中。

[0030] 在又一实施方式中，分支55与应用80可以是半永久的，在这种情况下，室外冷却单

元是临时附加件。为此，应用80可以位于地面之上，以便在需要时易于安装和拆除。这种应

用可以用于对临时占用建成环境的活动进行室外冷却，并且因此可能需要被拆除以使建成

环境恢复成其以前的状态。这种应用的示例可以是年度游行或室外展览。此外，在街道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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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供大量观众的赛车活动可以利用这种临时应用来提高这类观众的舒适度。

[0031] 为此，在分支55与应用80之间的接合部可以易于安装和拆除，例如安装在建成环

境中的配电箱可能是有效的，以便根据需求接纳临时应用而在拆除后又不会造成干扰。

[0032] 鉴于这种分支应用可能需要用于区域冷却系统的返回冷冻水管道的不到1％的流

量，这样的流量可能在用于返回冷冻水管道的流量计的测量误差范围内。这说明了这种分

支应用可以对区域冷却系统具有极小影响的同时提高系统在使用这种应用时的整体效率。

[0033] 这种系统还可以是“使用支付”系统，最适合用于快闪餐厅、临时市场、VIP帐篷或

者永久性、半永久性或临时提供的其他高级服务。在这种安排下，本发明可以实施为下述分

支应用：该分支应用包括用以输送冷气的热交换器和接合部处的末端。这种接合部可以位

于为专项活动构建的空间中以允许许可的用户建立临时的基础设施，这些临时的基础设施

适于接合所述接合部，并且因此在不受控制的相对湿度下提供冷气。在许可期结束时，许可

的操作器从根据本发明的接合部中“拔出”。

[0034] 图3A示出了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作为一级冷却系统90，其包括风机冷却的盘

管100，该风机冷却的盘管100具有由风机95导入110至盘管115中的空气。冷冻水被导入120

至盘管中并且离开125，向流过的空气提供对流换热，并且因此产生冷气144。

[0035] 图3B示出了具有两级冷却系统92的室外冷却定点冷却器的的替代性布置。两级冷

却系统92基于蒸发冷却，已知蒸发冷却在湿度很低的条件下提供了冷却空气的有效方式。

例如，在比如澳大利亚的沙漠的干燥干旱气候下，湿度相对较低，并且因此在干球温度与湿

球温度之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因此，蒸发冷却的冷却效果是非常有效的。在湿度更大并且

因此干球温度与湿球温度之间的差别很小的环境下，比如在新加坡，仅具有蒸发系统的冷

却器的用处较小。因此，图3A中所示的替代性实施方式用于在没有饮用水供应可用的地方

实施不具有蒸发系统的室外定点冷却器，从而排除了蒸发冷却。

[0036] 对本发明来说，冷却系统包括用于驱动空气通过冷却系统的风机95。与图3A中所

示相似，第一级100涉及将冷冻水供给物120引入至水-气热交换器中。如图3A的冷却系统一

样，水-气热交换器可以包括小直径的铜管盘管，该管盘管在热交换器115内从一侧延伸至

另一侧。管盘管可以包括金属散热片以最大化水与空气介质之间的热传导。例如，可以从区

域冷却系统的冷冻水返回管道中排出冷冻水。替代性地，当不与区域冷却系统关联时，可以

为第一级提供返回冷冻水的另一来源。

[0037] 第二级105使用蒸发冷却器，由此，来自供应处130的水被泵送125以施加至介质

120。当空气经过介质120时，被输送140至介质的水蒸发，并且因此既使空气冷却又提高了

相对湿度。

[0038] 为了帮助第二级蒸发冷却器的水的供给和循环，可以将在第一级中形成的冷凝物

进给到蒸发冷却器储液罐中。

[0039] 空气流经两级冷却系统的每一级的结果可以通过一个示例来说明。

[0040] 进入系统110的环境空气可能具有32℃的干球温度和26℃的湿球温度以及62.5％

的相对湿度。经过第一级之后，离开第一级热交换器100的空气可能具有28℃的干球温度和

24.4℃的湿球温度以及75％的相对湿度。然后，离开145第二级蒸发冷却器的空气可能具有

100％的相对湿度并且因此饱和了。因此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两者可能均为24.4℃。

[0041] 图4中所示的湿度图示出了图3B的两级系统对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影响，正如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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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都绘制在图上。因此，进入的空气110在第一级风机盘管冷却单元中被调节以在较低的温

度下以较高的相对湿度产生空气144，并且因此对应于“显冷加潜冷”的转换。对于比如图3

中所示的一级冷却系统，这将是同样的效果。借助于之后流经第二级蒸发冷却单元，空气

145转化为绝热加湿。

[0042] 通过比较的方式，图4还示出了仅经历蒸发冷却的空气的最终结果150。在进入条

件110下的环境空气仅经受蒸发冷却，并且因此经历对应于高温的绝热加湿。由于环境条件

包括相对较高的湿度，因此效果较差。因此，两级冷却系统通过蒸发冷却产生温度较低但是

湿度较高的空气，提高了终端用户的舒适度。在终端用户处于室外的应用中，高相对湿度在

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而冷却效果是主要动机。因此，两级冷却系统非常适合于图1和图2的

分支应用。当两级冷却系统与分支应用结合使用时，冷气向室外的顾客提供了缓解作用。

[0043] 通过将本发明与常规的HVAC系统、或者区域冷却系统的供应侧的终端用户的需求

进行区分，示出了如ASHRAE标准55提出的热舒适度要求155。可以看出，图3A的一级冷却系

统或图3B的两级冷却系统不符合ASHRAE标准55的热舒适度，但是在基于现有技术的能量成

本或基础设施成本为室外用户提供的情况下，仍然满足分支应用的要求。

[0044] 在根据本发明的一级冷却系统和两级冷却系统提供了有用的好处的同时，其对于

室外冷却的应用的重要性在于，在高湿度条件下通常无效的蒸发冷却被转换为有用的冷却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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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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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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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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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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