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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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480671.2

(22)申请日 2017.12.2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26686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7.10

(73)专利权人 广东高而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528224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

胜利村河塱沙村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

司11号厂房

(72)发明人 杨杰　林祥明　赖长明　施永康　

孙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市南锋专利事务所有限

公司 44228

代理人 罗晓聪

(51)Int.Cl.

F24F 11/64(2018.01)

F24F 11/41(2018.01)

F25B 47/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6016875 A,2016.10.12

CN 103363600 A,2013.10.23

US 8677772 B2,2014.03.25

CN 107289662 A,2017.10.24

CN 105716355 A,2016.06.29

CN 107514735 A,2017.12.26

CN 101726072 A,2010.06.09

JP 2006052878 A,2006.02.23

CN 105953500 A,2016.09.21

CN 2387435 Y,2000.07.12

CN 101504181 A,2009.08.12

冯海等.“制冷剂除霜结束时风机延时启动

对抑制库温波动的影响”.《制冷学报》.2017,第

114-118页.

审查员 高丽慧

 

(54)发明名称

一种化霜余热吸收再利用的控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化霜余热吸收再利用的

控制方法，在空调系统化霜后，控制系统通过检

测盘管温度Tb和环境温度Tr来控制空调系统对

化霜余热进行热回收处理，比起现有技术，该控

制方法在空调热泵系统化霜结束后，制冷系统先

吸收热源侧换热器热量再启动风机，避免热源侧

换热器化霜余热被低温的空气吸收浪费；该控制

方法不仅降低了空调热泵系统在热源侧换热器

化霜过程中的热量损失，同时通过盘管温度、环

境温度和域值温度△t控制风机的启停，确保系

统在较高的环境温度下制热运行，从而降低了化

霜能量损失和提高了能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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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化霜余热吸收再利用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空调系统化霜后，控制系统通

过检测盘管温度Tb和环境温度Tr来控制空调系统对化霜余热进行热回收处理；包括以下步

骤：

S10.空调系统处于制热运行状态；

S20.控制系统检测到环境温度Tr、盘管温度Tb符合化霜条件要求，空调系统进入化霜

模式且空调系统开始对热源端的换热器进行化霜，直至完成化霜；

S30.空调系统完成化霜后转为制热运行模式时，控制系统通过比较盘管温度Tb与预设

定的温度值Tbs之间关系以控制风机的开启或关闭；

S40.空调系统进入制热运行后，控制系统接着检测盘管温度Tb与环境温度Tr和域值温

度△t之间的关系以控制风机开启或关闭；

S50.当盘管温度Tb小于等于环境温度Tr和域值温度△t之和值时，风机开启运行；

在步骤S20中，当空调系统满足化霜条件后进行化霜，同时在化霜过程中风机关闭；

在步骤S30中，当盘管温度Tb小于预设定的温度值Tbs，风机启动，空调系统通过热源端

换热器吸收空气热量进行制热运行；

在步骤S40中，当盘管温度Tb大于环境温度Tr和域值温度△t之和值时，风机保持关闭，

空调系统吸收热源端换热器所存留的热量进行制热运行；

在步骤S40中，域值温度△t根据空调系统的规格大小以进行相应的调节以适应空调系

统在正常制热条件下保持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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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化霜余热吸收再利用的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调热泵系统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种化霜余热吸收再利用的控制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空调热泵系统在低环境温度下热源侧换热器容易结霜，影响机组换热效果和

制热能力。为保证机组正常运行，现有技术通过检测热源侧换热器盘管温度来对热源侧换

热器进行化霜，当热源侧换热器结霜到一定程度时，盘管温度越来越低，当盘管温度下降到

设定值时，制冷系统关闭风机，换向阀换向对热源侧换热器进行化霜；当盘管温度上升到设

定值时，制冷系统开启风机，换向阀换向进行制热。

[0003] 现有化霜技术在热源侧换热器化霜结束时，热源侧换热器在化霜过程中吸收了部

分热量使自身的温度升高化霜，热源侧换热器的温度比环境的温度高，若此时系统启动风

机在进行制热运行，换热器上的热量被低温的空气吸收带走，造成了大量热量损失，降低了

空调热泵机组的能效比。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化霜余热吸收再利用的控制方

法.；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的目的，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化霜余热吸收再利用的控制方法，在

空调系统化霜后，控制系统通过检测盘管温度Tb和环境温度Tr来控制空调系统对化霜余热

进行热回收处理。

[0006] 进一步，包括以下步骤：

[0007] S10.空调系统处于制热运行状态；

[0008] S20.控制系统检测到环境温度Tr、盘管温度Tb符合化霜条件要求，空调系统进入

化霜模式且空调系统开始对热源端的换热器进行化霜，直至完成化霜；

[0009] S30.空调系统完成化霜后转为制热运行模式时，控制系统通过比较盘管温度Tb与

预设定的温度值Tbs之间关系以控制风机的开启或关闭；

[0010] S40.空调系统进入制热运行后，控制系统接着检测盘管温度Tb与环境温度Tr和域

值温度△t之间的关系以控制风机开启或关闭；

[0011] S50.当盘管温度Tb小于等于环境温度Tr和域值温度△t之和值时，风机开启运行。

[0012] 进一步，在步骤S20中，当空调系统满足化霜条件后进行化霜，同时在化霜过程中

风机关闭；在步骤S30中，当盘管温度Tb小于预设定的温度值Tbs，风机启动，空调系统通过

热源端换热器吸收空气热量进行制热运行；在步骤S40中，当盘管温度Tb大于环境温度Tr和

域值温度△t之和值时，风机保持关闭，空调系统吸收热源端换热器所存留的热量进行制热

运行；在步骤S40中，域值温度△t根据空调系统的规格大小以进行相应的调节以适应空调

系统在正常制热条件下保持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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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发明采用上述的方案，其有益效果在于：1）减少化霜热量损失：比起现有技术，

该控制方法在空调热泵系统化霜结束后，制冷系统先吸收热源侧换热器热量再启动风机，

避免热源侧换热器化霜余热被低温的空气吸收浪费；2）提高能效比：比起现有技术，该控制

方法不仅降低了空调热泵系统在热源侧换热器化霜过程中的热量损失，同时通过盘管温

度、环境温度和域值温度△t控制风机的启停，确保系统在较高的环境温度下制热运行，从

而降低了化霜能量损失和提高了能效比。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化霜余热吸收控制方法逻辑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6] 参见附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化霜余热吸收再利用的控制方法，在空调系统化

霜后，控制系统通过检测盘管温度Tb和环境温度Tr来控制空调系统对化霜余热进行热回收

处理。

[0017] 在本实施例中，现列举化霜余热吸收再利用控制方法在低温热泵系统里面的实施

例：现有的低温空气源热泵系统在较低环境温度下运行，热源端换热器容易结霜，而影响机

组制热量和能效比，为此，需要空调以化霜模式对热源端换热器进行化霜处理，而在化霜过

程中，空气源热泵机组吸收使用端热量对热源侧换热器进行化霜，制冷系统化霜过程中风

机停止运行，控制系统通过监测盘管温度与化霜退出温度的关系控制制冷系统的化霜。

[0018] 当空调系统满足化霜退出条件时，空调系统停止化霜，换向阀进行换向从而对使

用端进行制热运行；但是空调系统在化霜结束时直接启动风机对使用端进行制热运行，则

会导致热源端换热器化霜余热被低温空气带走，造成热量的损失，为此，本申请的控制方法

在机组化霜模式转为制热运行模式时，通过控制系统先检测盘管温度Tb与预设定的温度值

Tbs之间的关系。

[0019] 当Tb＜Tbs，即盘管温度Tb小于预设定的温度值Tbs时，说明热源端换热器温度较

低，且比所设定的温度值Tbs还低，化霜存留热量较少，则空调系统在制热运行可以启动风

机，且通过热源端换热器吸收空气热量进行制热。

[0020] 当Tb≥Tbs，即盘管温度大于等于预设定的温度值Tbs时，说明热源端换热器温度

较高，热换端换热器在化霜结束后还存留余热，空调可先吸收热源端换热器所存留的热量

进行制热，避免风机将该部分余热吸收而排出外界，造成热量损失。因此，当Tb≥Tbs时，空

调系统在风机处于关闭状态下吸收热源侧换热器热量进行制热运行。

[0021] 在风机处于关闭状态下吸收热源端换热器进行制热运行，热源端换热器温度越来

越低，当热源端换热器盘管温度降低到一定值时，需启动风机，空调系统吸收空气热量进行

制热，确保制冷系统高效制热运行。因此，在空调系统在风机关闭状态进行制热运行时，控

制系统开始检测盘管温度Tb与环境温度Tr。

[0022] 当Tb＞Tr+△t，即盘管温度Tb大于环境温度Tr加上预设定的域值温度△t时，说明

热源侧换热器的温度比环境温度高，因此制冷系统保持风机关闭，制冷系统进行制热运行。

[0023] 当b≤Tr+△t，即盘管温度Tb小于环境温度Tr加上预设定的域值温度△t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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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源侧换热器的温度和环境温度相近，制冷系统应启动风机，通过热源侧换热器吸收空气

热量来保持制冷系统高效制热运行。

[0024] 因此，当Tb≤Tr+△t时，制冷系统启动风机进行制热运行。

[0025] 在空调运行过程中，各温度监测点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也就是空调系统实际温

度可能比检测到的要高一点或低一点，而实际的温度探头通过铜管传热后才反馈到控制系

统，因此，为了防止空调系统吸收化霜余热过程中出现换热器温度低于环境温度时，空调系

统还没有启动风机，控制系统通过增加了一个值温度△t，△t可根据不同的制冷系统调大

或调小，即，当空调系统在吸收化霜余热进行制热运行时，控制风机启停的温度增加域值温

度△t后，使开启风机时盘管温度Tb比实际环境温度Tr略大，确保制冷系统及时吸收较高的

热源热量进行制热运行。

[0026] 通过上述的控制方法，通过盘管温度Tb、系统设定的盘管温度Tbs、环境温度Tr和

域值温度△t共同控制低温空气源热泵系统化霜余热吸收再利用功能。

[0027] 进一步，在化霜结束后，当Tb≥Tbs时，空调系统先进行制热再开启风机。

[0028] 进一步，在化霜结束后，当Tb＜Tbs时，空调系统开启风机进行制热运行。

[0029] 进一步，空调系统关闭风机制热运行后，Tb＞Tr+△t时，机组继续关闭风机制热运

行。

[0030] 进一步，空调系统关闭风机制热运行后，Tb≤Tr+△t时，机组启动风机进行制热运

行。

[0031] 一种化霜余热吸收再利用的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2] S10.空调系统处于制热运行状态；

[0033] S20.控制系统检测到环境温度Tr、盘管温度Tb符合化霜条件要求，空调系统进入

化霜模式且空调系统开始对热源端的换热器进行化霜，直至完成化霜；

[0034] S30.空调系统完成化霜后转为制热运行模式时，控制系统通过比较盘管温度Tb与

预设定的温度值Tbs之间关系以控制风机的开启或关闭；

[0035] S40.空调系统进入制热运行后，控制系统接着检测盘管温度Tb与环境温度Tr和域

值温度△t之间的关系以控制风机开启或关闭；

[0036] S50.当盘管温度Tb小于等于环境温度Tr和域值温度△t之和值时（Tb≤Tr+△t），

风机开启运行。

[0037] 进一步，在步骤S20中，当空调系统满足化霜条件后进行化霜，同时在化霜过程中

风机关闭。

[0038] 进一步，在步骤S30中，当盘管温度Tb小于预设定的温度值Tbs（即，Tb＜Tbs），风机

启动，空调系统通过热源端换热器吸收空气热量进行制热运行。

[0039] 进一步，在步骤S40中，当盘管温度Tb大于环境温度Tr和域值温度△t之和值时

（即，Tb＞Tr+△t），风机保持关闭，空调系统吸收热源端换热器所存留的热量进行制热运

行。

[0040] 进一步，在步骤S40中，域值温度△t根据空调系统的规格大小以进行相应的调节

以适应空调系统在正常制热条件下保持高效运行。

[0041] 空调系统通过盘管温度控制风机启停和空调系统的制热运行，确保机组在化霜过

程存留在热源侧的热量得到吸收再利用，防止热量被低温的空气吸收带走，造成热量损失；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8266863 B

5



空调系统在吸收化霜余热进行的制热运行过程中，控制系统通过盘管温度、环境温度和域

值温度△t进行控制，确保空调系统在合理的盘管温度下高能效吸收化霜余热；空调系统在

吸收化霜余热过程，风机启停温度受制于环境温度和域值温度△t，而域值温度△t设成可

调温度值，确保该控制方法在不同制热能力的空调系统高能效控制系统吸收化霜余热的制

热运行。

[0042] 以上所述之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

制。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情况下，利用上述揭示的技

术内容对本发明技术方案作出更多可能的变动和润饰，或修改均为本发明的等效实施例。

故凡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之思路所作的等同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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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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