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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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408682.9

(22)申请日 2016.06.0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09121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11.09

(73)专利权人 海信（山东）空调有限公司

地址 266100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

151号

(72)发明人 谢宝臣　赵希枫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中博世达专利商标代理

有限公司 11274

代理人 李桦

(51)Int.Cl.

F24F 7/007(2006.01)

F24F 13/14(2006.01)

F24F 13/3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2792426 U,2013.03.13,说明书第

【0023】-【0034】段，附图1-2.

CN 103574777 A,2014.02.12,说明书第

【0024】-【0027】段，附图1-4.

CN 103574770 A,2014.02.12,说明书第

【0033】-【0040】段，附图1-2.

CN 105444260 A,2016.03.30,全文.

JP H09189445 A,1997.07.22,全文.

CN 102980244 A,2013.03.20,全文.

CN 104422036 A,2015.03.18,全文.

CN 104791908 A,2015.07.22,全文.

审查员 庄利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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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可远距离送风的柜

式空调器，涉及空调器的技术领域，为解决现有

柜式空调器不能广域送风且送风距离近的问题

而发明。本发明提供的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

器，包括固定单元和旋转单元，固定单元包括固

定壳体及位于固定壳体内的蒸发器和轴流风机，

固定壳体的侧壁对应蒸发器的位置开设有第一

进风口；旋转单元包括旋转壳体及位于旋转壳体

内的离心风机，旋转壳体位于固定壳体上部且与

固定壳体内部连通；旋转单元与固定单元之间通

过导向机构连接，旋转单元连接有驱动组件，驱

动组件可驱动旋转单元相对于固定单元旋转。所

述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用以调节室内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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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固定单元，所述固定单元包括固定壳体以及位于所述固定壳体内的蒸发器和轴流风

机，所述固定壳体的侧壁对应所述蒸发器的位置开设有第一进风口，所述轴流风机的入风

侧与所述蒸发器相对；

旋转单元，所述旋转单元包括旋转壳体以及位于所述旋转壳体内的离心风机，所述旋

转壳体位于所述固定壳体上部且与所述固定壳体内部连通，所述离心风机的入风侧与所述

轴流风机的出风侧相对，所述旋转壳体的侧壁对应所述离心风机的出风侧开设有出风口；

所述旋转单元与所述固定单元之间通过导向机构连接，所述旋转单元连接有驱动组

件，所述驱动组件可驱动所述旋转单元相对于所述固定单元旋转。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离心风机为双

联离心风机，所述旋转壳体的顶部开设有第二进风口，所述双联离心风机的一个进风侧与

所述轴流风机的出风侧相对，另一个进风侧与所述第二进风口相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组件包括

固定于所述固定单元上的电机、设置于所述电机输出轴上的齿轮、以及固定于所述旋转单

元底部的齿圈，所述齿轮与所述齿圈啮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机构包括

固定于所述固定单元上的环形导轨，所述旋转单元与所述环形导轨滑动配合。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一进风口为相对设置的两个。

6.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蒸发器为U形蒸发器。

7.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固定壳体上开设有显示窗口，所述显示窗口内设有显示屏。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进风口处

设有PM2.5净化模块，所述PM2.5净化模块可过滤PM2.5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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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调器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空调器已成为人们调节室内温度的重要手段，家用空

调器通常分为挂壁式空调器、柜式空调器、窗式空调器以及吊顶式空调器这四类，若室内空

间较大，一般多采用柜式空调器。空调通过风机将内部系统制热或制冷产生的热量或冷量

送到室内，从而达到调节室内温度的目的。

[0003] 为使室内换热较为均匀，现有柜式空调器多在其出风口处设置可左右摆动的导风

板，通过导风板的摆动将出风口处吹出的风的方向从垂直于出风口的方向导向出风口的左

右两侧，但使用导风板改变出风口的出风方向时，会出现以下三种问题：

[0004] 1、由于现有柜式空调器是通过导风板将风生硬的导向左右，必然伴随着风量的损

失，且由于随着导风板的摆动，风量不断地从大到小，又从小到大，可能会听见较明显的风

声的变化声音，引起用户反感；

[0005] 2、依靠导风板导风，送风角度较小，仅在出风口正前方的90°扇形范围以内，其他

的空间无法覆盖；

[0006] 3、当导风板摆到左右两侧的最大角度后，此时风量也最小，影响了此时的换热效

果，即柜式空调器的导风板摆动时的换热效果无法达到风直接朝前吹的时候的换热效果。

[0007] 同时，柜式空调器的送风距离也是衡量柜式空调器换热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对

于送风距离来说，送风距离越远，柜式空调器开启后，室内的各个角落都能有经过换热后的

风的存在，会使室内很快达到制冷或制热效果。然而现有的柜式空调器，由于其多使用离心

风道或贯流风道，从出风口吹出的风的压力不高，不足以克服外界的负压，导致风速的衰竭

速度大，使该柜式空调器的送风距离较近。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能够实现广域送风且送风

距离远。

[0009]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实施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0] 一种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包括固定单元和旋转单元，所述固定单元包括

固定壳体以及位于所述固定壳体内的蒸发器和轴流风机，所述固定壳体的侧壁对应所述蒸

发器的位置开设有第一进风口，所述轴流风机的入风侧与所述蒸发器相对；所述旋转单元

包括旋转壳体以及位于所述旋转壳体内的离心风机，所述旋转壳体位于所述固定壳体上部

且与所述固定壳体内部连通，所述离心风机的入风侧与所述轴流风机的出风侧相对，所述

旋转壳体的侧壁对应所述离心风机的出风侧开设有出风口；所述旋转单元与所述固定单元

之间通过导向机构连接，所述旋转单元连接有驱动组件，所述驱动组件可驱动所述旋转单

元相对于所述固定单元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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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在启动该柜

式空调器后，轴流风机转动，将室内的空气从第一进风口吸入该柜式空调器内部，吸入该柜

式空调器内部的空气在经过蒸发器时，与蒸发器进行热交换，从而形成热空气或冷空气，这

部分热空气或冷空气随着轴流风机的转动，从轴流风机的出风侧吹出并进入离心风机内，

最后由离心风机的出风侧吹出，从该柜式空调器的出风口吹入室内，从而实现改变室内温

度的目的。从轴流风机的出风侧吹出的热风或冷风的速度较快，但静压很低，因而将离心风

机的入风侧与轴流风机的出风侧相对设置，使该风速较快的热风或冷风在从轴流风机的出

风侧吹入离心风机内部，并被离心风机加压送出，最终从该柜式空调器的出风口吹出的热

风或冷风不仅具有较快的速度，且静压较高，能够克服外界大气负压，使热风或冷风能够被

送到较远的地方，实现该柜式空调器远距离送风的目的。同时，该柜式空调器启动后，旋转

组件驱动旋转单元相对于固定单元旋转，此时设置在旋转单元上的出风口随着旋转单元转

动，增大了出风口处吹出的风所覆盖的面积，使出风口中吹出的热风或冷风也能随着出风

口的转动吹入室内不同位置处，实现了该柜式空调器的广域送风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的爆炸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的整机立体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的轴流风机的进出风方向

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的整机进出风方向示意

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的驱动组件的结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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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9]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前”、“后”、“左”、

“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

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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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限制。

[0020]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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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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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机械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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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21] 空调器是将室内空气吸入其内部，与热交换设备进行热交换后，将空气送回室内，

从而调节室内温度的设备。

[002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如图1至图4所示，包括固

定单元1和旋转单元2，固定单元1包括固定壳体11以及位于固定壳体11内的蒸发器12和轴

流风机13，固定壳体11的侧壁对应蒸发器12的位置开设有第一进风口111，轴流风机13的入

风侧与蒸发器12相对；旋转单元2包括旋转壳体21以及位于旋转壳体21内的离心风机22，旋

转壳体21位于固定壳体11的上部且与固定壳体11的内部连通，离心风机22的入风侧与轴流

风机13的出风侧相对，旋转壳体21的侧壁对应离心风机22的出风侧开设有出风口211；旋转

单元2与固定单元1之间通过导向机构连接，旋转单元2连接有驱动组件3，驱动组件3可驱动

旋转单元2相对于固定单元1旋转。

[0023]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在启动该柜

式空调器后，轴流风机13转动，将室内的空气从第一进风口111吸入该柜式空调器内部，吸

入该柜式空调器内部的空气在经过蒸发器12时，与蒸发器12进行热交换，从而形成热空气

或冷空气，这部分热空气或冷空气随着轴流风机13的转动，从轴流风机13的出风侧吹出并

进入离心风机22内，最后由离心风机22的出风侧吹出，从该柜式空调器的出风口211吹入室

内，从而实现改变室内温度的目的。从轴流风机13的出风侧吹出的热风或冷风的速度较快，

但静压很低，因而将离心风机22的入风侧与轴流风机的出风侧相对设置，使该风速较快的

热风或冷风在从轴流风机13的出风侧吹入离心风机22内部，并被离心风机22加压送出，最

终从该柜式空调器的出风口211吹出的热风或冷风不仅具有较快的速度，且静压较高，能够

克服外界大气负压，使热风或冷风能够被送到较远的地方，实现该柜式空调器远距离送风

的目的。同时，该柜式空调器启动后，旋转组件驱动旋转单元2相对于固定单元1旋转，此时

设置在旋转单元2上的出风口211随着旋转单元2转动，增大了出风口211处吹出的风所覆盖

的面积，使出风口211中吹出的热风或冷风也能随着出风口211的转动吹入室内不同位置

处，实现了该柜式空调器的广域送风的目的。

[0024] 可选地，如图1所示，第一进风口111处设置有过滤网112，以使进入该可远距离送

风的柜式空调器内部的空气得到净化，该洁净的空气在空调器内部进行热交换并被加压送

出后，降低了空气中微尘等颗粒物的含量，从而改善了室内的空气质量。

[0025] 为增加进入该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内部的空气的总量，如图1和图4所示，

将离心风机22设置为双联离心风机，并在旋转壳体2的顶部开设第二进风口212，这使得该

双联离心风机的一个进风侧与轴流风机13的出风侧相对，另一个进风侧与第二进风口212

相对，在该柜式空调器启动后，轴流风机13转动，将室内空气从第一进风口111吸入该柜式

空调器内部，双联离心风机与轴流风机13同步启动，使双联离心风机将室内空气从第二进

风口212吸入该柜式空调器内部，用以加大出风口211吹出的风的总量，加快室内温度变化

的速度。

[0026] 该柜式空调器的旋转单元通过驱动组件3的驱动来相对于固定组件旋转，具体地，

如图5所示，驱动组件3包括固定于固定单元1上的电机31，电机输出轴上设置有齿轮32、旋

转单元2的底部固连有齿圈33，齿轮32与齿圈33啮合，在该柜式空调器启动后，电机31开始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06091215 B

5



转动，电机输出轴上的齿轮32与电机输出轴同步转动，由于电机31固定于固定单元上，因而

齿轮32转动时，与齿轮32相啮合的齿圈33转动，从而带动旋转单元2相对于固定单元1转动，

使得设置于旋转单元2上的出风口211随旋转单元2转动，从出风口211处吹出的风能够覆盖

室内较大范围的面积。

[0027] 可选地，该柜式空调器上对称设置有两个驱动组件3，以确保旋转单元2转动时的

稳定性，并减轻了电机31的负载，延长了该驱动组件3的使用寿命。

[0028] 导向机构用以防止旋转单元在相对于固定单元转动时出现脱开、错位或是卡顿的

情况，导向机构包括固定于固定单元1上的环形导轨，旋转单元2与环形导轨滑动配合。旋转

单元2在转动时，旋转单元2与环形导轨相配合的部分在环形导轨内滑动，环形导轨可以引

导旋转单元2在转动时仅能沿环形导轨进行旋转，避免了旋转单元2在旋转时出现脱开或是

错位的情况。同时旋转单元2在环形导轨内滑动配合，减小了旋转单元2旋转时与固定单元1

产生的相对摩擦，避免了转动过程中出现卡顿的情况。

[0029] 可选地，环形导轨也可以固定于旋转单元2上，固定单元1与环形导轨滑动配合。旋

转单元2旋转时，带动固连于旋转单元2底部的环形导轨同步转动，固定单元1与环形导轨相

配合的部分不发生转动。

[0030] 为增大该柜式空调器的进风量，如图1所示，在固定壳体11的侧壁上对应蒸发器12

的位置处对称设置两个第一进风口111。该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启动后，轴流风机转

动，将外界空气从第一进风口吸入该柜式空调器内部，空气经过蒸发器后与蒸发器进行热

交换，从而形成高温或低温气流。进入该柜式空调器内部的空气越多，形成的高温或低温的

空气的量也越多，经空调器的出风口送出的热风或冷风的量更充足，使室内的升温或降温

速度更快。

[0031] 为提高该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的换热效果，该柜式空调器采用U形蒸发器

作为热交换设备。U形蒸发器采用小孔密布技术，使得换热效果大大提高，且在制冷量相同

情况下，U形蒸发器的体积和重量远小于直条形蒸发器的体积和重量，使用U形蒸发器能够

减小该柜式空调器的体积和重量。同时，U形蒸发器的芯体可抽出，方便清洗和维修。

[0032] 为使用户能够更为直观地对该柜式空调器进行调节，如图2所示，固定壳体11上开

设有显示窗口，显示窗口内设有显示屏113。该柜式空调器未启动时，显示屏113上无显示；

当启动该柜式空调器后，显示屏113上能够显示该柜式空调器的使用状态，如制冷模式、制

热模式等，便于用户更为直观地进行调节。

[0033] 为改善室内环境，如图1所示，第二进风口212处设有PM2.5净化模块213，PM2.5净

化模块213可过滤PM2.5粉尘。PM2.5又称细颗粒物，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

等于2.5μm(微米)的颗粒物。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细颗粒物粒径小，富含大量的有毒、

有害物质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

更大。细颗粒物的直径越小，进入人体的呼吸道的部位就越深，例如：10μm直径的颗粒物通

常沉积在人体内的上呼吸道中，但2μm以下的细颗粒物可深入到细支气管和肺泡中，细颗粒

物进入到人体到肺泡后，会直接影响肺部的通气功能，使机体容易处在缺氧状态。因此，在

第二进风口212处设置PM2.5净化模块213后，能够有效降低室内空气中PM2.5的含量，提高

室内空气质量。

[0034] 关于本发明实施例的可远距离送风的柜式空调器的其他构成等已为本领域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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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员所熟知，在此不再详细说明。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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