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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空调的室外单

元包括：外壳；以及安装在外壳中的控制箱，其中

一阶梯部从控制箱的上表面突出，且该阶梯部处

形成多个空气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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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调的室外单元，包括：

外壳，包括：

基盘，构造为限定下表面；

外面板，联接到并直立于所述基盘的边缘处；以及

盖板，安设在所述外面板的上表面上并具有排放口；

控制箱，容置在所述外壳中并且安装在所述外面板的后表面的一侧；

热交换器，容置在所述外壳中；

风扇电机组件，容置在所述外壳中；以及

压缩机，安设在所述基盘上，

其中，所述控制箱包括：

壳体，包括左侧表面和右侧表面、上表面和后表面，且所述壳体的前表面和下表面为开

放；

多个电气部件，容置在所述壳体中；

阶梯部，构造为从所述上表面进一步向上延伸；

多个出口，形成在所述阶梯部；以及

阻挡肋，所述阻挡肋从所述上表面上的一部分突出且沿所述上表面的宽度方向延伸，

其中，所述控制箱的上表面形成为从其前端向其后端向下倾斜，

其中，所述上表面上的所述部分对应于所述阶梯部与所述控制箱的上表面的前端之间

的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室外单元，其中，从所述上表面的前端到所述阻挡肋的中心的

距离短于从所述上表面的前端到所述阻挡肋的一端的距离。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室外单元，还包括套管，所述套管沿所述多个出口中的每个出

口的边缘延伸预定高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室外单元，还包括上盖，所述上盖联接到所述上表面并遮盖所

述阻挡肋和所述阶梯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室外单元，其中，所述上盖的后端比所述壳体的后表面向后延

伸得更远，从而在所述上盖的后端与所述壳体的后表面之间形成排气口。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室外单元，其中，所述上盖的后端沿所述壳体的后表面向下弯

折，从而将所述排气口导向所述控制箱的下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室外单元，还包括：

至少一个散热孔，形成在所述壳体的左侧表面或右侧表面处；

散热板，安装在所述至少一个散热孔处；以及

冷却管或热管，安设在所述散热板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室外单元，其中，所述冷却管包括制冷剂管，经过膨胀阀的两

相制冷剂在所述制冷剂管中流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室外单元，还包括通过切去所述外面板的一部分而形成的维

护窗，

其中，所述控制箱的前表面与所述维护窗对准。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室外单元，还包括维护门，所述维护门打开和关闭所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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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室外单元，还包括内盖，所述内盖遮盖所述多个电气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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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的室外单元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空调的室外单元。

背景技术

[0002] 空调是根据使用者及其意图而将室内空气保持在最佳状态的家用电器。例如，在

夏天将室内控制为冷却状态，在冬天控制为加温状态，并且还控制室内的湿度，以及将室内

空气保持为新鲜和清洁的状态。

[0003] 具体来说，空调在制冷循环中(该循环中执行制冷剂的压缩、冷凝、膨胀和蒸发过

程)被驱动，由此可执行室内空间的冷却和加温操作。

[0004] 根据室内单元与室外单元是否分开，可将空调分类为分体式空调和整体式空调，

在分体式空调中室内单元和室外单元彼此分开，在整体式空调中室内单元和室外单元被整

合为一个单元。室外单元包括与室外空气进行热交换的室外热交换器，而室内单元包括与

室内空气进行热交换的室内热交换器。

[0005] 在制冷循环执行冷却操作时，室外热交换器作为冷凝器，室内热交换器作为蒸发

器。然而，在制冷循环执行加温操作时，室内热交换器作为冷凝器，室外热交换器作为蒸发

器。

[0006] 同时，近年来，具有制冷剂回路的多体式空调被广泛使用，在上述多体式空调中，

多个室外单元设置在外部(如在建筑的屋顶上)，而多个室内单元分别与室内单元连接以对

各个室内空间进行独立的冷却或加温。

[0007] 在韩国未审查的专利申请公开KR10-2009-0031133中披露了一种控制箱的结构。

发明内容

[0008] 技术问题

[0009]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空调的室外单元，其中在控制箱的上表面形成空气排放口，

并阻止雨水通过空气排放口进入控制箱。

[0010] 技术方案

[0011] 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空调的室外单元，其包括外壳和安装在外壳中的控

制箱，其中，一阶梯部从控制箱的上表面突出，且该阶梯部处形成多个空气出口。

[0012] 一套管可沿每个空气出口的边缘向上突出。

[0013] 此外，在阶梯部的前部可形成阻挡肋，且阶梯部和阻挡肋可被上盖遮蔽。

[0014] 上盖的后端可沿控制箱的后表面向下弯折以形成排气路径。

[0015] 技术效果

[0016] 根据本申请的实施例的具有上述结构的空调的室外单元，可防止进入室外单元中

的雨水被引入到控制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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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空调的室外单元的立体图。

[0018] 图2是该室外单元的分解立体图。

[0019] 图3是示出该室外单元内部的平面图。

[0020] 图4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控制箱的立体图。

[0021] 图5是移除了上盖的该控制箱的部分立体图。

[0022] 图6是沿图4的VI-VI线截取的纵向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文将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多个示例性实施例。然而，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下文所披

露的这些示例性实施例，而是可以多种形式来实现。以下对示例性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了使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具体化和实施本申请。

[0024] 图1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空调的室外单元的立体图。图2是该室外单元的分

解立体图，图3是示出该室外单元的内部的平面图。

[0025] 参见图1至图3，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空调的室外单元1包括：基盘40，其形

成下表面；外面板70，其被联接成直立在基盘40的边缘上；以及盖板10，其遮盖外面板70的

上表面。

[0026] 具体来说，在盖板10处可形成一对排放口11。在排放口11处安装有排放格栅111以

防止异物通过排放口11从外部进入到室外单元1。

[0027] 同时，在室外单元1的四个角部处设有侧支撑件60。各个侧支撑件60均可形成为被

弯折以便能形成室外单元1的各个角部，并且可形成为管状。

[0028] 外面板70设置在这些侧支撑件60之间，并且形成室外单元1的外观。具体来说，外

面板70可包括：侧面板71，其形成室外单元1的左侧表面和右侧表面；前面板74，其形成室外

单元1的前表面；以及后面板72，其形成室外单元1的后表面。通过侧支撑件60，可将前面板

74连接到侧面板71，并且可将后面板72连接到侧面板71。

[0029] 具体来说，侧面板71形成室外热交换器100的左侧表面和右侧表面，且可形成为将

侧支撑件60、基盘40和盖板10的边缘彼此连接的板状。

[0030] 在每个侧面板71的上部区域均可形成遮蔽部771，且可在遮蔽部771的下部区域形

成多个吸入口772。遮蔽部771被限定在与护罩20的安装位置相对应的区域中以引导被排放

的空气，并且可形成为包围护罩20。

[0031] 上述多个吸入口772形成在与吸入的空气进行热交换的室外热交换器100的区域

处，且通过上述多个吸入口772引入到室外单元1中的空气在穿过室外热交换器100的同时

与制冷剂进行热交换。

[0032] 形成在侧面板71的右侧面板711(当在图2中观察时，右侧面板71形成室外热交换

器1的右表面)处的吸入口772可以形成在右侧面板711的除遮蔽部件771之外的全部区域。

然而，形成在侧面板71的左侧面板712(当在图2中观察时，左侧面板712形成室外热交换器1

的左表面)处的吸入口772可以形成在其除遮蔽部件771之外的其它区域，并且可形成在左

侧面板712的前部区域的部分。

[0033] 换言之，左侧面板712的吸入口772仅形成在室外热交换器100延伸到的区域，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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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室外空气与室外热交换器100进行热交换。而吸入口772不形成在左侧面板712的前部区

域(形成制冷循环的元件集中在该区域中)，以使得形成制冷循环的各元件被遮蔽。

[0034] 同时，后面板72安装在室外单元1的与护罩20和风扇电机组件21所在的部分相对

应的后表面处。吸入格栅73可安装在后面板72下端与基盘40之间的空间处。即是说，吸入格

栅73的上端可连接到后面板72的下端，吸入格栅73的下端可置于基盘40上。吸入格栅73可

被限定为连接成栅格形状的多条线缆所构成的组件。因此，吸入格栅73用于保护室外热交

换器100免受外部振动或异物的影响，且使外部空气能够顺利地被引入。

[0035] 当然，虽然本发明的实施例已描述了室外单元1的后表面由后面板72和吸入格栅

73形成，但室外单元1的后表面可形成为与侧面板71具有相同的形状。

[0036] 前面板74设置在室外单元1的前表面处。前面板74可包括维护面板75、管道面板76

和吸入面板77。

[0037] 具体来说，室外单元1的前表面的左侧可被维护面板75和管道面板76遮蔽，而室外

单元1的前表面的右侧可被吸入面板77遮蔽。

[0038] 维护面板75遮盖室外单元1的左部区域，前面板74的所有面板都形成为在组装时

能够彼此独立分离。因此，可以仅分离维护面板75就能够访问室外单元1的内部元件。

[0039] 具体来说，在维护面板75打开时，总体控制箱80可露出于前侧，因此可允许访问形

成制冷循环的每个元件以及将这些元件彼此连接的制冷剂管。

[0040] 同时，维护面板75还可设有维护门752。维护门752可独立地打开和关闭在维护面

板75上形成的维护窗751。维护窗751可形成在控制箱80的某些需要频繁地检查和操作的主

要元件所在的位置。因此，在使用者或操作员想要检查空调是否正常，或者要设定新的运行

状态时，仅通过打开维护门752而不是将整个维护面板75分离，就能够访问控制箱80的主要

元件并执行所需操作。

[0041] 管道面板76设置在维护面板75的下端与基盘40之间，以使连接室外单元1与室内

单元2的连接管能够从管道面板76中穿过并固定在其中。管道面板76形成为与维护面板75

具有相同的宽度，且维护面板75可在管道面板76固定到基盘40的状态下被分离。

[0042] 在管道面板76上形成有管道安装孔761，连接到室内单元的多个室内单元连接管

穿过此管道安装孔761。一制冷剂管从室外单元1的内部穿过管道安装孔761且露出于室外

单元1的外部，以便能够容易地连接和安装与室内单元连接的室内单元连接管，该制冷剂管

上安装有维护阀。如有必要，管道面板76可与维护面板75一体地形成。

[0043] 同时，吸入面板77形成为覆盖室外单元1的右前表面的除维护面板75和管道面板

76之外的外部，且还遮蔽设置在室外单元1的前表面处的室外热交换器100。因此，吸入面板

77的上端可与盖板10接触，而其下端可被放在基盘40上。此外，吸入面板77的左端与维护面

板75和管道面板76接触，而其右端与侧部支撑件60接触。

[0044] 吸入口772和遮蔽部件771还可以形成在吸入面板77处。即是说，遮蔽部件771可形

成在能遮蔽护罩20的区域处，而吸入口772可形成在与室外热交换器100的前部区域相对应

的区域，以使外部空气能被引向室外热交换器100。

[0045] 同时，护罩20被安装在室外单元1的内上部处，且风扇电机组件21被容置在护罩20

中。护罩20是将吸入到室外单元1中的空气引导为沿室外单元1的上部方向排放的元件。因

此，护罩20形成为使得其上端和下端开放，且其截面宽度从上端和下端朝向其中心部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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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排放口11形成为与护罩20的开放上表面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形状，因此当空气通过排

放口11被排放时，可使流动阻力最小化。

[0046] 风扇电机组件21包括电机和风扇211，并且设置在护罩20的内部以强制排放被引

入到室外单元1中的空气。尽管未详细描述，但风扇电机组件21可被安设在安装构件30上，

而护罩20也可被安设在安装构件30上，进而可被固定到室外单元1的内上部。为此，安装构

件30可联接到外面板70的形成室外单元1的侧表面的那一侧。

[0047] 室外单元1的下表面由基盘40限定。具体来说，基盘40可通过基部框架41而被保持

为与安装表面间隔开的状态。而且，形成制冷循环的室外热交换器100、压缩机51、52等部件

可设置在基盘40的上表面上。

[0048] 具体来说，压缩机51、52可位于基盘40的前部处。压缩机51、52是这样的单元：其使

气态制冷剂能够被压缩成高温高压的状态，且其包括恒速压缩机和变频压缩机，恒速压缩

机在恒速旋转的同时以恒定的压缩量执行压缩，而变频压缩机的转速是变化的以便基于负

载控制压缩量。恒速压缩机和变频压缩机可分别被称为第一压缩机51和第二压缩机52。

[0049] 在连接到压缩机51、52的各个出口的制冷剂管上可设置有第一油分离器53和第二

油分离器54，用以分离从压缩机51、52排放的制冷剂中含有的油。

[0050] 同时，第一压缩机51、第二压缩机52、第一油分离器53和第二油分离器54可被噪音

遮蔽件59遮蔽。噪音遮蔽件59用于遮蔽当第一压缩机51、第二压缩机52、第一油分离器53和

第二油分离器54工作时产生的噪音，且可以是包围第一压缩机51、第二压缩机52、第一油分

离器53和第二油分离器54的噪音吸收材料或者噪音隔离材料。

[0051] 图4是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控制箱的立体图，图5是移除上盖后的该控制箱的部

分立体图，图6是沿图4的VI-VI线截取的纵向剖视图。

[0052] 参见图4至图6，根据本发明该实施例的控制箱80可安装在室外单元1的维护面板

75的后表面处。

[0053] 具体来说，控制箱80可设置在与维护面板75上形成的维护窗751相对应的位置。控

制箱80的前表面是开放的，且此开放的前表面与维护窗751对准。因此，当将维护门752与维

护窗751分离时，能够访问控制箱80的内部。

[0054] 此外，控制箱80的下表面可以是开放的，因此，进入到室外单元1中的外部空气在

被引入到控制箱80中且向上流动的同时，可使控制箱80中的生热部件冷却。

[0055] 更具体来说，控制箱80可由侧表面81、后表面83和上表面82形成。电路板和安装在

电路板上的多个控制部件可容置在控制箱80中。多个控制部件的一部分可以是产生高温热

量的生热部件。例如，这些生热部件包括多个电气部件86，这些电气部件86包括电源模块，

该电源模块包括智能电源模块、磁开关、端子台、反应器、滤波器等等，且这些部件可安装在

控制箱80内部。

[0056] 而且，在控制箱80内部可设置内盖85以防止电气部件86直接暴露在外。即是说，即

便当维护门752打开时，电气部件86也不会直接露出，且电气部件86可仅在内盖85被分离时

露出。

[0057] 而且，在控制箱80的两侧表面的至少一侧表面上可单独安装一散热板90，以使具

有高热值的电气部件快速冷却。

[0058] 具体来说，在控制箱80的侧表面处可形成一个或多个散热孔811，且散热板90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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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散热孔811处。在散热板90的朝向控制箱80的内部的一个表面上可安装多个电气部

件，且冷却管91或热管(heat  pipe)可安装在露出于控制箱80的外部的另一侧，以将从电气

部件产生的热量传递到冷却管91。

[0059] 同时，在控制箱80的上表面82处形成多个出口822，以使进入到控制箱80中的空气

被排放到外部。具体来说，通过控制箱80的下表面被引入的空气与控制箱80中的电气部件

进行热交换且被加热。被加热后的空气较轻，因此向上流向控制箱80的上表面82，且通过多

个出口822被排放到控制箱80的外部。

[0060] 室外单元1可被安装在室外，或者可被设置在单独的室内存放空间。当室外单元1

被安装在室外时，雨水可能通过形成在室外单元1的上表面处的排放口11进入。在此情况

下，即使控制箱80安装在室外单元1的内部，雨水仍然可能被引入到控制箱80中。

[0061] 为了防止雨水进入到控制箱80中而导致电气问题或起火，应防止雨水通过控制箱

80的出口822流入到控制箱80中。

[0062] 为此目的，根据本发明的该实施例的控制箱80的特征在于具有以下防止雨水进入

的结构。

[0063] 首先，上表面82形成为从其前端朝其后端向下倾斜，以使滴落到上表面82上的雨

水快速下流。

[0064] 其次，其上形成有出口822的部分被形成在从上表面82向上突起的阶梯部821中。

因此，防止了滴落到上表面82上的雨水进入到排放口822中。

[0065] 第三，在上表面82的前端与阶梯部821之间形成阻挡雨水的阻挡肋824。因此，从上

表面82的前端流向其后端的雨水被阻挡肋824所阻挡，从而流向控制箱80的左边缘和右边

缘，而不是流向阶梯部821。

[0066] 阻挡肋824可形成为沿控制箱80的后端的方向从其中心部朝向其端部倾斜。换言

之，从阻挡肋824的中心部到控制箱80前端的距离可被形成为短于从阻挡肋824的两端之一

到控制箱80的前端的距离。

[0067] 第四，套管823从每个出口822的边缘延伸预定高度。因此，即使雨水流到阶梯部

821的上表面，该雨水也不能够被引向出口822。

[0068] 第五，上表面82可被上盖84遮盖以防止雨水进入到控制箱80中。

[0069] 具体来说，上盖84形成为其尺寸可遮盖阶梯部821和阻挡肋824，且在阶梯部821的

上表面与上盖84之间形成一空气路径。

[0070] 而且，上盖84的后端比控制箱80的后表面83更大程度地向后延伸，从而在控制箱

80的后表面83与上盖84之间形成排气口801。其结果是，通过出口822排放的空气可被容易

地排放到控制箱80的外部。此外，可防止雨水通过排气口801进入到控制箱8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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