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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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251628.8

(22)申请日 2016.04.2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92813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9.07

(73)专利权人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地址 266101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

号海尔工业园

(72)发明人 许国景　刘聚科　程永甫　

(74)专利代理机构 青岛联智专利商标事务所有

限公司 37101

代理人 李升娟

(51)Int.Cl.

F24F 11/64(2018.01)

F24F 11/46(2018.01)

F24F 11/86(2018.01)

F24F 7/013(2006.01)

F24F 110/10(2018.01)

(56)对比文件

CN 104697109 A,2015.06.10,

CN 104314796 A,2015.01.28,

JP 2015031419 A,2015.02.16,

CN 101666530 A,2010.03.10,

CN 103245031 A,2013.08.14,

CN 103307713 A,2013.09.18,

审查员 皮理刚

 

(54)发明名称

空调节能控制方法、控制装置及空调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空调节能控制方法、控制

装置及空调，所述方法包括：空调运行，获取实时

室内环境温度和设定目标温度，计算所述实时室

内环境温度与所述设定目标温度之间的温差，作

为实时温差；根据所述实时温差进行PID运算，获

得第一频率，同时，根据已知的温差与风速的对

应关系获取与所述实时温差对应的风速，作为实

时风速；根据已知的风速与频率的对应关系获取

与所述实时风速对应的频率，作为第二频率；选

择所述第一频率与所述第二频率中的较小值作

为目标频率，根据所述目标频率控制空调的压缩

机运行。应用本发明，可以实现空调的节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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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调节能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空调运行，获取实时室内环境温度和设定目标温度，计算所述实时室内环境温度与所

述设定目标温度之间的温差，作为实时温差；

根据所述实时温差进行PID运算，获得第一频率，同时，根据已知的温差与风速的对应

关系获取与所述实时温差对应的风速，作为实时风速；

根据已知的风速与频率的对应关系获取与所述实时风速对应的频率，作为第二频率；

选择所述第一频率与所述第二频率中的较小值作为目标频率，根据所述目标频率控制

空调的压缩机运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风速与频率的对应关系中，一个风速

对应着多个频率，所述第二频率为所述实时风速对应的最大频率。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若所述第一频率与所述第二频率中的

较小值大于设定最高频率，则将所述设定最高频率作为所述目标频率，根据所述目标频率

控制空调的压缩机运行。

4.一种空调节能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

室内环境温度获取单元，用于获取实时室内环境温度；

设定目标温度获取单元，用于获取设定目标温度；

实时温差获取单元，用于计算所述实时室内环境温度和所述设定目标温度之间的温

差，作为实时温差；

PID运算单元，用于根据所述实时温差进行PID运算，获得并输出第一频率；

实时风速获取单元，用于根据已知的温差与风速的对应关系获取与所述实时温差对应

的风速，作为实时风速；

第二频率获取单元，用于根据已知的风速与频率的对应关系获取与所述实时风速对应

的频率，作为第二频率；

压缩机频率获取与控制单元，用于选择所述第一频率与所述第二频率中的较小值作为

目标频率，根据所述目标频率控制空调的压缩机运行。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风速与频率的对应关系中，一个风速

对应着多个频率，所述第二频率获取单元获取的所述第二频率为所述实时风速对应的最大

频率。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若所述第一频率与所述第二频率中的

较小值大于设定最高频率，所述压缩机频率获取与控制单元选择将所述设定最高频率作为

所述目标频率，根据所述目标频率控制空调的压缩机运行。

7.一种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空调包括有上述权利要求4至6中任一项所述的空调节

能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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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节能控制方法、控制装置及空调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空气调节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涉及调节室内空气的空调设备，更具

体地说，是涉及空调节能控制方法、控制装置及空调。

背景技术

[0002] 空调夏天可以制冷、冬天可以制热，能够调节室内温度达到冬暖夏凉，为用户提供

舒适的环境。在空调为用户提供舒适性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与高能耗的矛盾。能量消耗不

仅增加了用户经济负担，也与节能环保的趋势相背。因此，如何在利用空调为用户提供舒适

环境的同时降低空调的能耗，是目前空调器厂家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0003] 现有变频空调能够根据室内环境温度和设定目标温度来控制压缩机运行频率，达

到节能降耗的目的。但是，单纯根据温度控制压缩机运行频率的控制方式并不能实现更优

的节能控制，尤其是在相同温度、不同风速运行的情况下，难以达到理想的节能控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空调节能控制方法、控制装置及空调，实现空调的节能

控制。

[0005]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的空调节能控制方法采用下述技术方案予以实

现：

[0006] 一种空调节能控制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07] 空调运行，获取实时室内环境温度和设定目标温度，计算所述实时室内环境温度

与所述设定目标温度之间的温差，作为实时温差；

[0008] 根据所述实时温差进行PID运算，获得第一频率，同时，根据已知的温差与风速的

对应关系获取与所述实时温差对应的风速，作为实时风速；

[0009] 根据已知的风速与频率的对应关系获取与所述实时风速对应的频率，作为第二频

率；

[0010] 选择所述第一频率与所述第二频率中的较小值作为目标频率，根据所述目标频率

控制空调的压缩机运行。

[0011] 优选的，所述风速与频率的对应关系中，一个风速对应着多个频率，所述第二频率

为所述实时风速对应的最大频率。

[0012] 如上所述的方法，若所述第一频率与所述第二频率中的较小值大于设定最高频

率，则将所述设定最高频率作为所述目标频率，根据所述目标频率控制空调的压缩机运行。

[0013] 为实现前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的空调节能控制装置采用下述技术方案予以实

现：

[0014] 一种空调节能控制装置，所述装置包括：

[0015] 室内环境温度获取单元，用于获取实时室内环境温度；

[0016] 设定目标温度获取单元，用于获取设定目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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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实时温差获取单元，用于计算所述实时室内环境温度和所述设定目标温度之间的

温差，作为实时温差；

[0018] PID运算单元，用于根据所述实时温差进行PID运算，获得并输出第一频率；

[0019] 实时风速获取单元，用于根据已知的温差与风速的对应关系获取与所述实时温差

对应的风速，作为实时风速；

[0020] 第二频率获取单元，用于根据已知的风速与频率的对应关系获取与所述实时风速

对应的频率，作为第二频率；

[0021] 压缩机频率获取与控制单元，用于选择所述第一频率与所述第二频率中的较小值

作为目标频率，根据所述目标频率控制空调的压缩机运行。

[0022] 优选的，所述风速与频率的对应关系中，一个风速对应着多个频率，所述第二频率

获取单元获取的所述第二频率为所述实时风速对应的最大频率。

[0023] 如上所述的方法，若所述第一频率与所述第二频率中的较小值大于设定最高频

率，所述压缩机频率获取与控制单元选择将所述设定最高频率作为所述目标频率，根据所

述目标频率控制空调的压缩机运行。

[0024] 此外，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具有上述空调节能控制装置的空调。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

[0026] 本发明首先计算室内环境温度与设定目标温度之间的温差，根据温差进行PID运

算，得到第一频率；同时，根据温差确定空调的实时风速，并根据实时风速确定所对应的频

率，作为第二频率；然后，选择第一频率和第二频率中的较小值作为目标频率，控制空调压

缩机运行。也即，在对压缩机进行频率控制时，综合考虑了温差因素和风速因素间的配合，

使得压缩机运行时驱动冷媒所产生的换热量与该过程中风机运转驱动的气流所形成的热

交换量相匹配，避免了压机频率过高或风机转速过高所产生的无谓能耗，实现空调的节能

运行。

[0027] 结合附图阅读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后，本发明的其他特点和优点将变得更加清

楚。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空调节能控制方法一个实施例的流程图；

[0029] 图2是本发明空调节能控制装置一个实施例的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将结合附图和实施例，

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请参见图1，该图所示为本发明空调节能控制方法一个实施例的流程图。

[0032] 如图1所示，该实施例实现空调节能控制的方法采用具有下述步骤的流程来实现：

[0033] 步骤11：空调运行，获取实时室内环境温度和设定目标温度，计算实时室内环境温

度与设定目标温度之间的温差，作为实时温差。

[0034] 具体来说，在空调开机运行时，实时检测空调所处房间的室内环境温度，实时检测

的温度作为实时室内环境温度。所谓的实时室内环境温度，是指在空调开机运行后，根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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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温度采用频率不断获取并更新的室内环境温度。实时室内环境温度的获取可以采用现有

技术来实现。例如，通过设置在空调进风口或靠近空调进风口处的温度传感器检测进风温

度，空调的主控板通过采集温度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并进行处理，从而获取到进风温度，并将

该温度作为实时室内环境温度。

[0035] 设定目标温度是指希望室内环境所能达到的目标温度，该设定目标温度可以是用

户通过遥控器或空调控制终端或空调面板所输入的一个温度值，也可以是空调主控板自动

调用的一个设定值。不管该温度值采用哪种方式设定，均可被空调主控板获取到。

[0036] 主控板在获取到实时室内环境温度和设定目标温度之后，计算两者之间的温差，

作为实时温差。

[0037] 步骤12：根据实时温差进行PID运算，获得第一频率；根据已知的温差与风速的对

应关系获取与实时温差对应的风速，作为实时风速。

[0038] 步骤11获得实时温差之后，根据实时温差进行PID运算，获得对压缩机进行控制的

一个频率，并将该频率定义为第一频率。其中，根据温差进行PID运算、获得对压缩机进行控

制的目标频率的具体方法可以采用现有技术来实现，在此不作详细阐述和限定。

[0039] 同时，还根据已知的温差与风速的对应关系获取与实时温差对应的风速，作为实

时风速。具体来说，在空调主控板的存储器中预先存储有温差与风速的对应关系，其中，温

差是指室内环境温度与设定目标温度之间的温度差，风速是指空调室内机风扇运转的速

度。对于不同的温差，对应有不完全相同或完全不相同的风速。而且，优选的，温差与风速的

对应关系是由研发人员在理论指导下、经过大量的空调运转模拟实验所得到的，能够尽可

能兼顾空调送风舒适性与节能性。因此，在步骤11获得实时温差之后，从温差与风速的对应

关系中先查找到实时温差，然后获取该实时温差所对应的风速，并将该风速作为实时风速。

[0040] 步骤13：根据已知的风速与频率的对应关系获取与实时风速对应的频率，作为第

二频率。

[0041] 具体而言，在空调主控板的存储器中还预先存储有风速与频率的对应关系，其中，

风速是指空调室内机风扇运转的速度，频率是指压缩机的运行频率。对于不同的风速，对应

有不同的频率。而且，优选的，风速与频率的对应关系是由研发人员在理论指导下、经过大

量的空调运转模拟实验所得到的，能够尽可能兼顾空调送风舒适性与节能性。建立风速与

频率的对应关系的出发点为：对于空调系统而言，如果室内机风扇转速一定，风机运转所驱

动的气流一定，也即，风量一定；风量一定，其经过室内机换热器时与换热器形成的热交换

能力一定。如果压缩机运行频率过小，冷媒循环量过少，会降低室内换热器的换热能力，使

得室内送风温度不适宜。而若压缩机运行频率过大，冷媒循环量大，室内换热器换热能力

大，但由于一定内机转速下产生的风量过小，会导致热交换器换热能效下降，且压缩机大功

率运行浪费能耗。因此，有必要对风速与频率作对应和限定。

[0042] 因此，在步骤12获得实时风速之后，从风速与频率的对应关系中先查找到实时风

速，然后获取该实时风速所对应的频率，并将该频率作为第二频率。

[0043] 而且，一个风速可能对应一个频率，也可能对应多个频率。如果一个风速对应着多

个频率，也即一个实时风速对应有多个频率，此情况下，选择多个频率中的最大频率作为第

二频率。

[0044] 步骤14：选择第一频率与第二频率中的较小值作为目标频率，根据目标频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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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的压缩机运行。

[0045] 具体来说，比较步骤12得到的第一频率和步骤13得到的第二频率，选择两者中的

较小值，作为目标频率，根据目标频率控制空调的压缩机运行。

[0046] 采用上述方法对空调压缩机频率进行控制，综合考虑了温差因素和风速因素间的

配合，使得压缩机运行时驱动冷媒所产生的换热量与该过程中风机运转驱动的气流所形成

的热交换量相匹配，避免了压机频率过高或风机转速过高所产生的无谓能耗，实现空调的

节能运行。同时，也提高了送风的舒适性。

[0047] 作为更优选的实施方式，空调主控板的存储器中预先存储有一个设定最高频率，

如果步骤14判定第一频率和第二频率中的较小值大于设定最高频率，则将设定最高频率作

为目标频率。也就是说，不管是根据哪个频率控制压缩机，均保证压缩机的运行频率不超过

设定最高频率。

[0048] 请参见图2，该图示出了本发明空调节能控制装置一个实施例的结构框图。

[0049] 如图2所示，该实施例的空调节能控制装置所包含的结构单元及其功能如下：

[0050] 室内环境温度获取单元21，用于获取实时室内环境温度。

[0051] 设定目标温度获取单元22，用于获取设定目标温度。

[0052] 实时温差获取单元23，用于计算室内环境温度获取单元21输出的实时室内环境温

度和设定目标温度获取单元22获取的设定目标温度之间的温差，并作为实时温差。

[0053] PID运算单元24，用于根据实时温差获取单元23输出的实时温差进行PID运算，获

得并输出第一频率。

[0054] 实时风速获取单元25，用于根据已知的温差与风速的对应关系获取与实时温差获

取单元23输出的实时温差对应的风速，并作为实时风速。

[0055] 第二频率获取单元26，用于根据已知的风速与频率的对应关系获取与实时风速获

取单元25输出的实时风速对应的频率，并作为第二频率。

[0056] 压缩机频率获取与控制单元27，用于选择PID运算单元24输出的第一频率与第二

频率获取单元26输出的第二频率中的较小值作为目标频率，并根据目标频率控制空调的压

缩机运行。

[0057]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风速与频率的对应关系中，一个风速可对应着多个频率。此

情况下，第二频率获取单元26获取的第二频率为实时风速对应的最大频率。

[0058] 作为更优选的实施方式，若第一频率与第二频率中的较小值大于设定最高频率，

则压缩机频率获取与控制单元27选择将设定最高频率作为目标频率，并根据目标频率控制

空调的压缩机运行。

[0059] 上述装置中的各结构单元运行相应的软件程序，并按照图1的流程执行空调节能

控制，实现空调的节能运行。

[0060] 而且，图2的空调控制装置可以应用在空调中，形成具有节能运行功能的空调。

[0061]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进行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

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依然可以对前述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替

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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