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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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909375.8

(22)申请日 2018.08.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05933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2.21

(73)专利权人 澳蓝（福建）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 350000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

官洲路12号

    专利权人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

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郭改英　蔡珊瑜　高文佳　叶贤华　

何华明　胡嘉麟　

(74)专利代理机构 福州市博深专利事务所(普

通合伙) 35214

代理人 林志峥

(51)Int.Cl.

F25B 25/00(2006.01)

F25B 1/00(2006.01)

F25B 19/0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6875640 U,2018.01.12

审查员 韦丁萍

 

(54)发明名称

一种复合式高温冷水机组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节约能源且气候条件限

制较小的复合式高温冷水机组。复合式高温冷水

机组包括第一冷源系统、第二冷源系统；第一冷

源系统包括间接蒸发段和直接蒸发段，间接蒸发

段和直接蒸发段分别设于一框架内，间接蒸发段

的一端与直接蒸发段连通；第二冷源系统包括压

缩机、冷凝器、膨胀阀和蒸发器，压缩机、冷凝器、

膨胀阀和蒸发器依次连通并组成封闭循环系统，

冷凝器设于直接蒸发挡水板与第一排风机之间，

蒸发器设于直接蒸发冷却填料与直接蒸发水箱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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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式高温冷水机组，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冷源系统和第二冷源系统；

所述第一冷源系统包括间接蒸发段和直接蒸发段，所述直接蒸发段包括由上到下依次

设置的第一排风机、直接蒸发挡水板、直接蒸发喷淋装置、直接蒸发冷却填料和直接蒸发水

箱；所述间接蒸发段包括由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第二排风机、间接蒸发挡水板、间接蒸发喷淋

装置、露点间接蒸发冷却芯体和间接蒸发水箱；

所述间接蒸发段和直接蒸发段分别设于一框架内，所述间接蒸发段的一端与直接蒸发

段连通，所述第一排风机和第二排风机分别设于框架上，所述第一排风机位于直接蒸发段

的上方，所述第二排风机位于间接蒸发段的上方；

所述第二冷源系统包括压缩机、冷凝器、膨胀阀和蒸发器，所述压缩机、冷凝器、膨胀阀

和蒸发器依次连通并组成封闭循环系统，所述冷凝器设于直接蒸发挡水板与第一排风机之

间，所述蒸发器设于直接蒸发冷却填料与直接蒸发水箱之间；

所述间接蒸发段的数目为两个，两个间接蒸发段分别设于直接蒸发段的两侧；

所述压缩机设于蒸发器与直接蒸发水箱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式高温冷水机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冷源系统还包括

新风过滤段，所述新风过滤段与间接蒸发段的另一端相连，所述新风过滤段内沿进风方向

依次设有防尘网和过滤湿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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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式高温冷水机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蒸发制冷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复合式高温冷水机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温湿度独立控制系统的大力推广与应用，高温冷源问题是温湿度独立控制系

统所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其冷源温度从原来的7℃提高到16～18℃。目前在干燥地区，由于

干空气能含量比较丰富，可以完全利用蒸发冷却式冷水机组制取高温冷水，因蒸发冷却式

冷水机组利用的是自然能源，干空气能即室外空气干湿球温度差制取冷水，制取的冷水温

度易受气候环境的影响而不稳定，致使蒸发冷却冷水机组只能应用到炎热干燥地区对温湿

度要求不高的建筑物，而不能应用到对温湿度要求较高的建筑物和中等湿度以及高湿度地

区，受到了领域和区域应用的限制。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节约能源且气候条件限制较小的复合式

高温冷水机组。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复合式高温冷水机组，包括第一冷源系统和第二冷源系统；

[0006] 所述第一冷源系统包括间接蒸发段和直接蒸发段，所述直接蒸发段包括由上到下

依次设置的第一排风机、直接蒸发挡水板、直接蒸发喷淋装置、直接蒸发冷却填料和直接蒸

发水箱；所述间接蒸发段包括由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第二排风机、间接蒸发挡水板、间接蒸发

喷淋装置、露点间接蒸发冷却芯体和间接蒸发水箱；

[0007] 所述间接蒸发段和直接蒸发段分别设于一框架内，所述间接蒸发段的一端与直接

蒸发段连通，所述第一排风机和第二排风机分别设于框架上，所述第一排风机位于直接蒸

发段的上方，所述第二排风机位于间接蒸发段的上方；

[0008] 所述第二冷源系统包括压缩机、冷凝器、膨胀阀和蒸发器，所述压缩机、冷凝器、膨

胀阀和蒸发器依次连通并组成封闭循环系统，所述冷凝器设于直接蒸发挡水板与第一排风

机之间，所述蒸发器设于直接蒸发冷却填料与直接蒸发水箱之间。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0] (1)充分利用干空气能，依靠蒸发冷却技术制得高温冷水，节能降耗，节能率80％

以上；

[0011] (2)相比传统的高温冷水机组，将蒸发冷却技术与机械制冷技术相结合，克服了极

端天气及室外环境相对湿度较大时对机组蒸发冷却效率的影响，避免了由于气候原因造成

机组出水温度升高，影响用户使用，效果稳定性更好；

[0012] (3)机械制冷压缩机系统运行的热量直接利用直接蒸发冷却功能段的排风，无需

单独设置排风机进行热量的排出，降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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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复合式高温冷水机组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复合式高温冷水机组的结构原理图；

[0015] 标号说明：

[0016] 1、直接蒸发挡水板；

[0017] 2、直接蒸发喷淋装置；

[0018] 3、直接蒸发冷却填料；

[0019] 4、直接蒸发水箱；

[0020] 5、压缩机；

[0021] 6、冷凝器；

[0022] 7、膨胀阀；

[0023] 8、蒸发器；

[0024] 91、间接蒸发挡水板；92、间接蒸发喷淋装置；93、露点间接蒸发冷却芯体；94、间接

蒸发水箱；

[0025] 10、第一排风机；

[0026] 11、第二排风机；

[0027] 12、防尘网；

[0028] 13、过滤湿帘；

[0029] 14、框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详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内容、所实现目的及效果，以下结合实施方式并配合附

图予以说明。

[0031] 本发明最关键的构思在于：设置了两个冷源系统，采用蒸发冷却与机械制冷结合

的方式获得满足要求的高温冷水。

[0032] 请参照图1‑2，一种复合式高温冷水机组，包括第一冷源系统和第二冷源系统；

[0033] 所述第一冷源系统包括间接蒸发段和直接蒸发段，所述直接蒸发段包括由上到下

依次设置的第一排风机10、直接蒸发挡水板1、直接蒸发喷淋装置2、直接蒸发冷却填料3和

直接蒸发水箱4；所述间接蒸发段包括由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第二排风机11、间接蒸发挡水板

91、间接蒸发喷淋装置92、露点间接蒸发冷却芯体93和间接蒸发水箱94；

[0034] 所述间接蒸发段和直接蒸发段分别设于一框架14内，所述间接蒸发段的一端与直

接蒸发段连通，所述第一排风机10和第二排风机11分别设于框架14上，所述第一排风机10

位于直接蒸发段的上方，所述第二排风机11位于间接蒸发段的上方；

[0035] 所述第二冷源系统包括压缩机5、冷凝器6、膨胀阀7和蒸发器8，所述压缩机5、冷凝

器6、膨胀阀7和蒸发器8依次连通并组成封闭循环系统，所述冷凝器6设于直接蒸发挡水板1

与第一排风机10之间，所述蒸发器8设于直接蒸发冷却填料3与直接蒸发水箱4之间。

[003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复合式高温冷水机组为双冷源系统。第一冷源系统是基于

水的蒸发冷却，以空气的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差为驱动势，利用空气和水之间的热湿交换

作用，使水温降低；第二冷源系统是依靠压缩机制冷系统，凭借制冷剂的状态变化进行冷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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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传递，进一步使水温降低。

[0037] 具体而言：第一冷源系统中，室外空气首先进入间接蒸发段，间接蒸发段主要采用

露点间接蒸发冷却技术，利用空气的干球温度和不断降低的湿球温度之差实现传热，间接

蒸发喷淋装置92工作时，对露点间接蒸发冷却芯体93内的湿通道空气同时进行等湿冷却和

绝热加湿过程，露点间接蒸发冷却芯体93内的干通道的空气等湿冷却，使得空气的干球温

度和湿球温度被同时降低，降温后进入直接蒸发段，经过间接蒸发段处理后的空气温度可

降低到室外环境空气的湿球温度，蒸发冷却效率为100％。进入直接蒸发段的空气在直接蒸

发冷却填料表面与水进行热质交换，液体水中的一部分热量以水蒸发的形式进入空气排出

机组，而液体水因失去热量温度降低，得到高温冷水。

[0038] 第二冷源系统中，压缩机将制冷剂压缩成高压饱和气体，该气态制冷剂再经过管

路到达冷凝器中冷凝，同时冷凝器受到机组直接蒸发段排风的冷却作用，冷凝效果更好。冷

凝后的制冷剂通过节流装置，也就是膨胀阀的节流作用，压力减小，温度降低，进入蒸发器

中，喷淋水淋在蒸发器上，将经过直接蒸发段冷却的高温冷水进一步冷却，获得温度更低的

冷水。

[0039] 由于蒸发冷却技术受室外环境参数的影响较大，当室外处于极端天气情况或环境

空气相对湿度较大时，会降低机组蒸发冷却芯体和蒸发冷却填料的蒸发冷却效率，机组制

得的冷水温度达不到设计要求时，开启第二冷源系统。

[0040] 综上，当第一冷源系统和第二冷源系统同时工作时，从直接蒸发喷淋装置喷淋出

的水在直接蒸发冷却填料表面与空气进行热质交换，完成第一次冷却，接着继续下落至蒸

发器，从而完成第二次冷却，最后落入直接蒸发水箱内，获得所需高温冷水。

[0041] 从上述描述可知，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42] (1)充分利用干空气能，依靠蒸发冷却技术制得高温冷水，节能降耗，节能率80％

以上；

[0043] (2)相比传统的高温冷水机组，将蒸发冷却技术与机械制冷技术相结合，克服了极

端天气及室外环境相对湿度较大时对机组蒸发冷却效率的影响，避免了由于气候原因造成

机组出水温度升高，影响用户使用，效果稳定性更好；

[0044] (3)机械制冷压缩机系统运行的热量直接利用直接蒸发冷却功能段的排风，无需

单独设置排风机进行热量的排出，降低能耗。

[0045] 进一步的，所述间接蒸发段的数目为两个，两个间接蒸发段分别设于直接蒸发段

的两侧。

[0046] 由上述描述可知，间接蒸发段在直接蒸发段的两侧，室外空气首先经过机组两侧

的间接蒸发段等湿处理，使得空气的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被同时降低，随后进入直接蒸发

段。

[0047]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冷源系统还包括新风过滤段，所述新风过滤段与间接蒸发段

的另一端相连，所述新风过滤段内沿进风方向依次设有防尘网12和过滤湿帘13。

[0048] 由上述描述可知，空气经过过滤后进入间接蒸发段，空气首先经过防尘网12，进行

初步过滤，再经过过滤湿帘13，能够有效去除空气中的尘粒，对于PM10的去除效率可达90％

以上，对于PM2.5的去除效率能够达到40％以上。

[0049] 进一步的，所述压缩机5设于蒸发器8与直接蒸发水箱4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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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请参照图1‑2，本发明的实施例一为：

[0051] 一种复合式高温冷水机组，包括第一冷源系统和第二冷源系统；

[0052] 所述第一冷源系统包括新风过滤段、间接蒸发段和直接蒸发段，所述间接蒸发段

和新风过滤段数目分别为两个，所述间接蒸发段分别位于直接蒸发段的两侧，所述间接蒸

发段的一端与直接蒸发段连通，所述间接蒸发段的另一端与新风过滤段相连，所述新风过

滤段内沿进风方向依次设有防尘网12和过滤湿帘13；

[0053] 所述直接蒸发段包括由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第一排风机10、直接蒸发挡水板1、直接

蒸发喷淋装置2、直接蒸发冷却填料3和直接蒸发水箱4，所述第一排风机10设于框架14上，

所述第一排风机10位于直接蒸发段的上方；

[0054] 所述间接蒸发段包括由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第二排风机11、间接蒸发挡水板91、间

接蒸发喷淋装置92、露点间接蒸发冷却芯体93和间接蒸发水箱94；

[0055] 所述露点间接蒸发冷却芯体93的进风口与新风过滤段相连，所述露点间接蒸发冷

却芯体93的出风口与直接蒸发段连通；所述第二排风机11设于框架14上且位于间接蒸发段

的上方，所述露点间接蒸发冷却芯体93的排风口位于自身的顶部，第二排风机11将由露点

间接蒸发冷却芯体93的排风口排出的工作气流排至外部。

[0056] 所述第二冷源系统包括压缩机5、冷凝器6、膨胀阀7和蒸发器8，所述压缩机5、冷凝

器6、膨胀阀7和蒸发器8依次连通并组成封闭循环系统，所述冷凝器6设于直接蒸发挡水板1

与第一排风机10之间，所述蒸发器8设于直接蒸发冷却填料3与直接蒸发水箱4之间，所述压

缩机5设于蒸发器8与直接蒸发水箱4之间。

[0057] 室外空气经新风过滤段过滤后首先经过机组两侧的间接蒸发段等湿处理，随后进

入直接蒸发段。直接蒸发喷淋装置2喷出的水在重力作用下由直接蒸发冷却填料3上部往下

流时，在波纹状纤维材料表面会形成水膜，当自间接蒸发段流入的空气经过直接蒸发冷却

填料3时，水膜中的水以蒸发的形式进入空气，空气得到热量并且继续上升，在经过冷凝器6

时带走冷凝器6的热量，最后经第一排风机10排出；

[0058] 而直接蒸发冷却填料3自上而下流动的液体水失去一部分热量，温度降低，接着在

下落时经过蒸发器8，被进一步的蒸发冷却，最后进入直接蒸发水箱4。

[0059]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节约能源且气候条件限制较小的复合式高温冷水机

组。所述复合式高温冷水机组充分利用干空气能，依靠蒸发冷却技术制得高温冷水，节能降

耗，节能率80％以上；相比传统的高温冷水机组，将蒸发冷却技术与机械制冷技术相结合，

克服了极端天气及室外环境相对湿度较大时对机组蒸发冷却效率的影响，避免了由于气候

原因造成机组出水温度升高，影响用户使用，效果稳定性更好；机械制冷压缩机系统运行的

热量直接利用直接蒸发冷却功能段的排风，无需单独设置排风机进行热量的排出，降低能

耗。

[006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同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

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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