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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辅助蒸发器和冷凝器盘管的除湿器

(57)摘要

一种除湿系统，包括压缩机、主蒸发器、主冷

凝器、辅助蒸发器和辅助冷凝器。辅助蒸发器接

收入口气流，并且将第一气流输出到主蒸发器。

主蒸发器接收第一气流，并且将第二气流输出到

辅助冷凝器。辅助冷凝器接收第二气流，并且将

第三气流输出到主冷凝器。主冷凝器接收第三气

流并且输出除湿后的气流。压缩机接收来自主蒸

发器的制冷剂流，并且将制冷剂流提供到主冷凝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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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除湿系统，包括：

主计量装置；

辅助计量装置；

辅助蒸发器，该辅助蒸发器可操作地：

接收来自所述主计量装置的制冷剂流；并且

接收入口气流并且输出第一气流，所述第一气流包括比所述入口气流更冷的空气，所

述第一气流是当所述入口气流通过所述辅助蒸发器时通过将热量从所述入口气流转移到

所述制冷剂流而产生的；

主蒸发器，该主蒸发器可操作地：

从所述辅助计量装置接收所述制冷剂流；并且

接收所述第一气流并且输出第二气流，所述第二气流包括比所述第一气流更冷的空

气，所述第二气流是当所述第一气流通过所述主蒸发器时通过将热量从所述第一气流转移

到所述制冷剂流而产生的；

辅助冷凝器，该辅助冷凝器可操作地：

接收来自所述辅助蒸发器的所述制冷剂流；并且

接收所述第二气流并输出第三气流，所述第三气流包括比所述第二气流更温暖、湿度

更小的空气，所述第三气流是当所述第二气流通过所述辅助冷凝器时通过将热量从所述制

冷剂流转移到所述第三气流而产生的；过冷盘管，该过冷盘管可操作地：

接收来自所述主冷凝器的所述制冷剂流；

将所述制冷剂流输出到所述主计量装置；并且

接收所述第三气流并且输出第四气流，所述第四气流包括比所述第三气流更温暖、湿

度更小的空气，所述第四气流是当所述第三气流通过所述过冷盘管时通过将热量从所述制

冷剂流转移到所述第四气流而产生的；

主冷凝器，该主冷凝器可操作地：

接收来自压缩机的所述制冷剂流；并且

接收所述第四气流并且输出除湿后的气流，所述除湿后的气流包括比所述第四气流更

温暖、湿度更小的空气，所述除湿后的气流是当所述第四气流通过所述主冷凝器时通过将

热量从所述制冷剂流转移到所述除湿后的气流而产生的；

压缩机，该压缩机可操作地接收来自所述主蒸发器的所述制冷剂流，并且将所述制冷

剂流提供到主冷凝器，提供到所述主冷凝器的所述制冷剂流包含比在所述压缩机处接收的

所述制冷剂流更高的压力；和

风扇，该风扇可操作地产生所述入口气流、第一气流、第二气流、第三气流、第四气流和

除湿后的气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除湿系统，其中：

所述辅助计量装置是固定的或可变的膨胀装置；并且

所述主计量装置是固定的或可变的膨胀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除湿系统，其中，所述主冷凝器或辅助冷凝器中至少有一个包

括微通道冷凝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除湿系统，其中，所述除湿系统被包括在独立的便携式除湿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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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除湿系统，其中，所述除湿系统可操作地使制冷剂在一个制冷

循环中蒸发两次并且冷凝两次。

6.一种除湿系统，包括：

主计量装置；

辅助计量装置；

辅助蒸发器，该辅助蒸发器可操作地：

接收来自所述主计量装置的制冷剂流；并且

接收入口气流并且输出第一气流，所述第一气流包括比所述入口气流更冷的空气，所

述第一气流是当所述入口气流通过所述辅助蒸发器时通过将热量从所述入口气流转移到

所述制冷剂流而产生的；

主蒸发器，该主蒸发器可操作地：

从所述辅助计量装置接收所述制冷剂流；并且

接收所述第一气流并且输出第二气流，所述第二气流包括比所述第一气流更冷的空

气，所述第二气流是当所述第一气流通过所述主蒸发器时通过将热量从所述第一气流转移

到所述制冷剂流而产生的；辅助冷凝器，该辅助冷凝器可操作地：

接收来自所述辅助蒸发器的所述制冷剂流；并且

接收所述第二气流并且输出第三气流，所述第三气流包括比所述第二气流更温暖、湿

度更小的空气，所述第三气流是当所述第二气流通过所述辅助冷凝器时通过将热量从所述

制冷剂流转移到所述第三气流而产生的；主冷凝器，该主冷凝器可操作地：

接收来自所述压缩机的所述制冷剂流；并且

接收所述第三气流并且输出除湿后的气流，所述除湿后的气流包括比所述第三气流湿

度更小、更温暖的空气，所述除湿后的气流是当所述第三气流通过所述主冷凝器时通过将

热量从所述制冷剂流转移到所述除湿后的气流而产生的；和

压缩机，该压缩机可操作地接收来自所述主蒸发器的所述制冷剂流，并且将所述制冷

剂流提供给所述主冷凝器，提供给所述主冷凝器的制冷剂流包含比在所述压缩机处接收到

的制冷剂流更高的压力。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除湿系统，其中：

所述辅助计量装置是固定的或可变的膨胀装置；并且

所述主计量装置是固定的或可变的膨胀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除湿系统，进一步包括可操作地产生所述入口气流、第一气

流、第二气流、第三气流和除湿后的气流的风扇。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除湿系统，其中所述除湿系统被包括在独立的便携式除湿单

元中。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除湿系统，其中，所述除湿系统可操作地使得所述制冷剂在

一个制冷循环中蒸发两次并且冷凝两次。

11.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除湿系统，进一步包括过冷盘管，该过冷盘管可操作地：

接收来自所述主冷凝器的所述制冷剂流；

将所述制冷剂流输出到所述主计量装置；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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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所述第三气流并且输出第四气流，所述第四气流包括比所述第三气流更温暖、湿

度更小的空气，所述第四气流是当所述第三气流通过所述过冷盘管时通过将热量从所述制

冷剂流转移到所述第四气流而产生的；其中，所述主冷凝器可操作地：

接收所述第四气流而不是所述第三气流；并且

当所述第四气流通过所述主冷凝器时，通过将热量从所述制冷剂流转移到所述除湿后

的气流而产生除湿后的气流，所述除湿后的气流包括比所述第四气流更温暖、湿度更小的

空气。

12.一种除湿系统，包括：

压缩机；

主蒸发器和主冷凝器；和

辅助蒸发器和辅助冷凝器，其中：

所述辅助蒸发器可操作地接收入口气流并且输出第一气流，所述第一气流包括比所述

入口气流更冷的空气，所述第一气流是当所述入口气流通过所述辅助蒸发器时通过将热量

从所述入口气流转移到制冷剂流而产生的；

主蒸发器可操作地接收所述第一气流并且输出第二气流，所述第二气流包括比所述第

一气流更冷的空气，所述第二气流是当所述第一气流通过所述主蒸发器时通过将热量从所

述第一气流转移到所述制冷剂流而产生的；

辅助冷凝器可操作地接收所述第二气流并且输出第三气流，所述第三气流包括比所述

第二气流更温暖、湿度更小的空气，所述第三气流是当所述第二气流通过所述辅助冷凝器

时通过将热量从所述制冷剂流转移到所述第三气流而产生的；

所述主冷凝器可操作地接收所述第三气流并且输出除湿后的气流，所述除湿后的气流

包括比所述第三气流湿度更小、更温暖的空气，所述除湿后的气流是当所述第三气流通过

所述主冷凝器时通过将热量从所述制冷剂流转移到所述除湿后的气流而产生的；并且

所述压缩机可操作地接收来自所述主蒸发器的制冷剂流，并且将所述制冷剂流提供给

所述主冷凝器。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除湿系统，进一步包括：

主计量装置；和

辅助计量装置。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除湿系统，其中：

所述辅助计量装置是固定的或可变的膨胀装置；并且

所述主计量装置是固定的或可变的膨胀装置。

15.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除湿系统，进一步包括可操作地产生所述入口气流、第一气

流、第二气流、第三气流和除湿后的气流的风扇。

16.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除湿系统，其中，所述除湿系统被包括在独立的便携式除湿

单元中。

17.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除湿系统，其中，所述除湿系统可操作地使得所述制冷剂在

一个制冷循环中蒸发两次并且冷凝两次。

18.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除湿系统，进一步包括过冷盘管，所述过冷盘管可操作地：

接收所述第三气流并且输出第四气流，所述第四气流包括比所述第三气流更温暖、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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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更小的空气，所述第四气流是当所述第三气流通过所述过冷盘管时通过将热量从所述制

冷剂流转移到所述第四气流而产生的；

其中，所述主冷凝器可操作地：

接收所述第四气流而不是所述第三气流；并且

当所述第四气流通过所述主冷凝器时，通过将热量从所述制冷剂流转移到所述除湿后

的气流产生除湿后的气流，所述除湿后的气流包括比所述第四气流更温暖、湿度更小的空

气。

19.一种除湿方法，包括：

借助于辅助蒸发器来接收入口气流并且输出第一气流，所述第一气流包括比所述入口

气流更冷的空气，所述第一气流是当所述入口气流通过所述辅助蒸发器时通过将热量从所

述入口气流转移到所述制冷剂流而产生的；

借助于主蒸发器来接收所述第一气流并且输出第二气流，所述第二气流包括比所述第

一气流更冷的空气，所述第二气流是当所述第一气流通过所述主蒸发器时通过将热量从所

述第一气流转移到所述制冷剂流而产生的；

借助于辅助冷凝器来接收所述第二气流并且输出第三气流，所述第三气流包括比所述

第二气流更温暖、湿度更小的空气，所述第三气流是当所述第二气流通过所述辅助冷凝器

时，通过将热量从制冷剂流转移到所述第三气流而产生的；

借助于主冷凝器来接收所述第三气流并且输出除湿后的气流，所述除湿后的气流包括

比所述第三气流更温暖、湿度更小的空气，所述除湿后的空气是当所述第三气流通过所述

主冷凝器时通过将热量从所述制冷剂流转移到所述除湿后的气流而产生的；和

借助于压缩机来接收来自所述主蒸发器的所述制冷剂流，并且将所述制冷剂流提供给

所述主冷凝器。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除湿方法，其中，制冷剂在一个制冷循环中蒸发两次并且冷

凝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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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辅助蒸发器和冷凝器盘管的除湿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总体涉及除湿，更特别地涉及一种具有辅助蒸发器和冷凝器盘管的除湿

器。

背景技术

[0002]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降低建筑物内空气的湿度。例如，在火灾和洪水后的恢复用途

中，可能需要将水从损坏的建筑物区域快速移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在建筑物内放置

一个或多个便携式除湿器，以向被水损坏的区域引导干燥的空气。然而，目前的除湿器已被

证明在各个方面是低效的。

发明内容

[0003] 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可以减少或消除与以前系统相关的缺点和问题。

[0004] 在某些实施例中，除湿系统包括压缩机、主蒸发器、主冷凝器、辅助蒸发器和辅助

冷凝器。辅助蒸发器接收入口气流，并且向主蒸发器输出第一气流。主蒸发器接收第一气

流，并且向辅助冷凝器输出第二气流。辅助冷凝器接收第二气流，并向主冷凝器输出第三气

流。主冷凝器接收第三气流并且输出除湿后的气流。压缩机接收来自主蒸发器的低温、低压

制冷剂蒸汽流，并且向主冷凝器提供高温、高压制冷剂蒸汽流。

[0005] 本公开的某些实施例可以提供一个或多个技术优点。例如，某些实施例包括两个

蒸发器、两个冷凝器和两个利用闭合制冷回路的计量装置。这种构造使系统内的部分制冷

剂在一个制冷循环中蒸发和冷凝两次，从而在不增加压缩机任何额外功率的情况下增大了

超出常规系统的压缩机容量。这进而通过所使用的每千瓦电力而提供更大的除湿量来提高

系统的整体效率。较低的输出气流湿度可以使干燥潜力增加，这在某些用途中可能是有益

的(例如，火灾和洪水后的恢复)。

[0006] 本公开的某些实施例可以包括上述优点中的部分、全部或一个也没有。从本文包

括的附图、说明和权利要求中，一个或多个其他技术优点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是简

单明显的。

附图说明

[0007] 为了对本发明及其特征和优点提供更全面的理解，参照以下结合附图采取的描

述，其中：

[0008] 图1图示了根据某些实施例用于降低建筑物内空气湿度的示例性分体式系统；

[0009] 图2图示了根据某些实施例用于降低建筑物内空气湿度的示例性便携式系统；

[0010] 图3和图4图示了示例性除湿系统，根据某些实施例，图1和图2的系统可以使用该

示例性除湿系统以降低建筑物内空气的湿度；并且

[0011] 图5图示了示例性除湿方法，根据某些实施例，图1和图2的系统可以使用该方法以

降低建筑物内空气的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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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2]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降低建筑物内空气的湿度。例如，在火灾和洪水后的恢复用途

中，可能需要通过在建筑物中放置一个或多个便携式除湿器单元来从损坏的建筑物中去除

水。另一个例子是，在经历高湿度水平天气的地区，或在需要低湿度水平的建筑中(例如，图

书馆)，可能需要在中央空调系统中安装除湿单元。此外，在一些商业用途中，可能必须保持

所需的湿度水平。然而，目前的除湿器已被证明在各个方面存在不足或低效。

[0013] 为解决目前除湿系统的低效和其它问题，本公开的实施例提供一种除湿系统，该

除湿系统包括辅助蒸发器和辅助冷凝器，该除湿系统使得多级式系统内的部分制冷剂在一

个制冷循环中蒸发和冷凝两次。这在不增加压缩机任何额外功率的情况下，增大了超出常

规系统的压缩机容量。这进而通过所使用的每千瓦电力而提供更大的除湿量来提高系统的

整体效率。

[0014] 图1图示了示例性除湿系统100，根据某些实施例，该除湿系统用于向建筑物102提

供除湿后的空气106。除湿系统100包括位于建筑物102内的蒸发器系统104。建筑物102可以

包括一栋建筑或者其他合适的封闭空间(例如公寓建筑、酒店、办公空间、商业建筑或私人

住宅(例如，住房))的全部或部分。蒸发器系统104从建筑物102内接收入口空气101，减少所

接收的入口空气101中的水分，并将除湿后的空气106提供回建筑物102。如图所示，蒸发器

系统104可以经由空气管道将除湿后的空气106分配到遍及建筑物102。

[0015] 一般来说，除湿系统100是分体式系统，其中蒸发器系统104连接到位于建筑物102

外部的远程冷凝器系统108。远程冷凝器系统108可以包括冷凝器单元112和压缩机单元

114，该冷凝器单元和压缩机单元通过将制冷剂流作为制冷循环的一部分进行处理来促进

蒸发器系统104的功能。制冷剂流可以包括任何合适的冷却材料，例如R410a制冷剂。在特定

实施例中，压缩机单元114可以经由制冷剂管线116接收来自蒸发器系统104的制冷剂蒸汽

流。压缩机单元114可以对制冷剂流加压，从而提高制冷剂的温度。可以调整压缩机的速度

以实现所需的工作特性。冷凝器单元112可以接收来自压缩机单元114的经加压的制冷剂蒸

汽流，并且通过促进热量从制冷剂流向建筑物102外部的环境空气转移来冷却经加压的制

冷剂。在某些实施例中，远程冷凝器系统108可以利用热交换器(例如微通道热交换器)从制

冷剂流中去除热量。远程冷凝器系统108可以包括风扇，该风扇从建筑物102外面抽吸环境

空气，用于冷却制冷剂流。在某些实施例中，调整该风扇的速度以实现所需的工作特性。

[0016] 在被冷凝器单元112冷却和冷凝成液体后，制冷剂流可以通过制冷剂管线118输送

到蒸发器系统104。在某些实施例中，制冷剂流可以由膨胀装置(下文进一步详细描述)接

收，该膨胀装置降低制冷剂流的压力，从而降低制冷剂流的温度。蒸发器系统104的蒸发器

单元(下文进一步详细描述)可以接收来自膨胀装置的制冷剂流，并且使用制冷剂流对进入

的气流进行除湿和冷却。然后制冷剂流可以流回到远程冷凝器单元108，并且重复这个循

环。

[0017] 在某些实施例中，蒸发器系统104可以与空气移动器并行安装。空气移动器可以包

括将空气从一个位置吹到另一个位置的风扇。空气移动器可以促进从蒸发器系统104排出

的空气分配到建筑物102的各个部分。空气移动器和蒸发器系统104可以具有分离的返回入

口，从所述返回入口抽取空气。在某些实施例中，从蒸发器系统104排出的空气可以与由另

一个部件(例如空调)产生的空气混合，并且被空气移动器吹送通过风管。在其他实施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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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器系统104可以执行冷却和除湿两者，因此可以在没有常规空调的情况下使用。

[0018] 虽然对除湿系统100具体的实施进行了图示和初步描述，但是本公开根据特定需

要考虑除湿系统100的任何合适的实施。此外，虽然除湿系统100的各个部件被描述为位于

特定位置，但本公开考虑这些部件根据特定的需要被放置在任何合适的位置。

[0019] 图2图示了根据本公开的某些实施例用于降低建筑物102内空气湿度的示例性便

携式除湿系统200。除湿系统200可以位于建筑物102内的任何便于将除湿后的空气106引导

向需要除湿的区域(例如，被水损坏的区域)的位置。一般来说，除湿系统200接收入口气流

101，从入口气流101中去除水，并且将除湿后的空气106排放回建筑物102中。在某些实施例

中，建筑物102包括遭受水损坏的空间(例如，由于洪水或火灾)。为了恢复被水损坏的建筑

物102，可以在建筑物102内策略性地放置一个或多个除湿系统200，以便迅速降低建筑物

102内空气的湿度，从而使建筑物102的遭受水损坏的部分干燥。

[0020] 虽然对便携式除湿系统200的具体实施进行了图示和初步描述，但本公开根据特

定需要考虑便携式除湿系统200的任何合适的实施。此外，虽然便携式除湿系统200的各个

部件被描述为位于建筑物102内的特定位置，但本公开考虑这些部件根据特定需要位于任

何合适位置。

[0021] 图3和图4图示了示例性除湿系统300，图1和图2的除湿系统100和便携式除湿系统

200可以使用该示例性除湿系统以降低建筑物102内的空气湿度。除湿系统300包括主蒸发

器310、主冷凝器330、辅助蒸发器340、辅助冷凝器320、压缩机360、主计量装置380、辅助计

量装置390和风扇370。在一些实施例中，除湿系统300另外可以包括过冷盘管350。如图所

示，制冷剂305流循环通过除湿系统300。一般来说，除湿系统300接收入口气流101，从入口

气流101中去除水，并且排出除湿后的空气106。使用制冷剂305流的制冷循环从入口气流

101中去除水。然而，通过包括辅助蒸发器340和辅助冷凝器320，除湿系统300在单一制冷循

环中至少使部分制冷剂305流蒸发和冷凝两次。这增大了超出常规系统的压缩机容量，而不

增加压缩机的任何额外功率，从而提高了系统的整体效率。

[0022] 一般来说，除湿系统300尝试将辅助蒸发器340的饱和温度与辅助冷凝器320的饱

和温度匹配。辅助蒸发器340和辅助冷凝器320的饱和温度通常根据程式：(入口空气101的

温度+第二气流315的温度)/2控制。当辅助蒸发器340的饱和温度低于入口空气101时，在辅

助蒸发器340中发生蒸发。当辅助冷凝器320的饱和温度高于第二气流315时，在辅助冷凝器

320中发生冷凝。在辅助蒸发器340中制冷剂305的蒸发量等于辅助冷凝器320中制冷剂的冷

凝量。

[0023] 主蒸发器310从辅助计量装置390接收制冷剂305流，并且向压缩机360输出制冷剂

305流。主蒸发器310可以是任何类型的盘管(例如，翅片管、微通道等等)。主蒸发器310接收

来自辅助蒸发器340的第一气流345，并且向辅助冷凝器320输出第二气流315。第二气流315

的温度总体上比第一气流345的温度低。为了冷却进入的第一气流345，主蒸发器310将热量

从第一气流345转移到制冷剂305流，从而使制冷剂305流至少部分地从液体蒸发成气体。这

种从第一气流345向制冷剂305流的热量转移还从第一气流345中去除水。

[0024] 辅助冷凝器320接收来自辅助蒸发器340的制冷剂305流，并且向辅助计量装置390

输出制冷剂305流。辅助冷凝器320可以是任何类型的盘管(例如，翅片管、微通道等等)。辅

助冷凝器320接收来自主蒸发器310的第二气流315，并且输出第三气流325。第三气流325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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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比第二气流315更温暖、更干燥(即，露点不变，但相对湿度更低)。辅助冷凝器320通过

将热量从制冷剂305流转移到第二气流315而产生第三气流325，从而使制冷剂305流至少部

分地从气体冷凝成液体。

[0025] 主冷凝器330接收来自压缩机360的制冷剂305流，并且向主计量装置380或过冷盘

管350输出制冷剂305流。主冷凝器330可以是任何类型的盘管(例如，翅片管、微通道等等)。

主冷凝器330接收第三气流325或第四气流355，并且输出除湿后的空气106。除湿后的空气

106总体上比第三气流325和第四气流355更温暖、更干燥(即，具有较低的相对湿度)。主冷

凝器330通过将热量从制冷剂305流转移而产生除湿后的空气106，从而使制冷剂305流至少

部分地从气体冷凝成液体。在一些实施例中，主冷凝器330将制冷剂305流完全冷凝成液体

(即，100％液体)。在其他实施例中，主冷凝器330将制冷剂305流部分冷凝成液体(即，少于

100％液体)。

[0026] 辅助蒸发器340接收来自主计量装置380的制冷剂305流，并且向辅助冷凝器320输

出制冷剂305流。辅助蒸发器340可以是任何类型的盘管(例如，翅片管、微通道等等)。辅助

蒸发器340接收入口空气101，并且向主蒸发器310输出第一气流345。第一气流345总体上比

入口空气101的温度更低。为了冷却进入的入口空气101，辅助蒸发器340将热量从入口空气

101转移到制冷剂305流，从而使制冷剂305流至少部分地从液体蒸发成气体。

[0027] 过冷盘管350是除湿系统300的可选部件，当液体制冷剂305离开主冷凝器330时，

过冷盘管使液体制冷剂305流过冷。这进而为主计量装置380提供了温度低至比进入过冷盘

管350之前低30度(或更多)的液体制冷剂。例如，如果进入过冷盘管350的制冷剂305流是

340psig/105°F/60％的蒸汽，那么制冷剂305流离开过冷盘管350时可能是340psig/80°F/

0％的蒸汽。过冷的制冷剂305流具有较大的热焓因子和较大的密度，这使得制冷剂305流蒸

发循环的循环次数和频率降低。这使得除湿系统300的效率更高，能耗更低。除湿系统300的

实施例可以包括或不包括过冷盘管350。例如，在便携式除湿系统200内运用的、具有微管道

冷凝器330或320的除湿系统300的实施例可以包括过冷盘管350，然而运用另一类型冷凝器

330或320的除湿系统300的实施例可以不包括过冷盘管350。另一个例子是，在分体式系统

例如除湿系统100内运用的除湿系统300可以不包括过冷盘管350。

[0028] 压缩机360对制冷剂305流加压，从而提高制冷剂305的温度。例如，如果进入压缩

机360的制冷剂305流是128psig/52°F/100％的蒸汽，那么制冷剂305流离开压缩机360时可

以是340psig/150°F/100％的蒸汽。压缩机360接收来自主蒸发器310的制冷剂305流，并且

向主冷凝器330提供经加压的制冷剂305流。

[0029] 风扇370可以包括可操作地将入口空气101吸入除湿系统300内并且穿过辅助蒸发

器340、主蒸发器310、辅助冷凝器320、过冷盘管350和主冷凝器330的任何合适的部件。风扇

370可以是任何类型的空气移动器(例如，轴流式风机、前斜式叶轮、后斜式叶轮等等)。例

如，如图3所示，风扇370可以是位于主冷凝器330附近的后斜式叶轮。

[0030] 主计量装置380和辅助计量装置390是任何合适类型的计量/膨胀装置。在一些实

施例中，主计量装置380是恒温膨胀阀(TXV)，辅助计量装置390是固定孔口装置(反之亦

然)。一般来说，计量装置380和390从制冷剂305流去除压力，以允许在蒸发器310和340中膨

胀或状态从液体变为蒸汽。进入计量装置380和390的高压液体(或大部分为液体)制冷剂的

温度高于离开计量装置380和390的液体制冷剂305。例如，如果进入主计量装置380的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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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305流是340psig/80°F/0％的蒸汽，则制冷剂305流离开主计量装置380时可能是

196psig/68°F/5％的蒸汽。另一个例子是，如果制冷剂305流进入辅助计量装置390时是

196psig/68°F/4％的蒸汽，则制冷剂305流离开辅助计量装置390时可能是128psig/44°F/

14％的蒸汽。

[0031] 制冷剂305可以是任何合适的制冷剂，例如R410a。一般来说，除湿系统300运用制

冷剂305的闭环制冷回路，制冷剂从压缩机360通过主冷凝器330、过冷盘管350(可选)、主计

量装置380、辅助蒸发器340、辅助冷凝器320、辅助计量装置390和主蒸发器310。压缩机360

加压制冷剂305流，从而提高制冷剂305的温度。主冷凝器330和辅助冷凝器320通过促进热

量从制冷剂305流转移到通过它们的相应气流(即，第四气流355和第二气流315)来冷却增

压的制冷剂305流，主冷凝器330和辅助冷凝器320可以包括任何合适的热交换器。离开主冷

凝器330和辅助冷凝器320的冷却的制冷剂305流可以进入相应的膨胀装置(即，主计量装置

380和辅助计量装置390)，该膨胀装置可操作地降低制冷剂305流的压力，从而降低制冷剂

305流的温度。主蒸发器310和辅助蒸发器340分别从辅助计量装置390和主计量装置380接

收制冷剂305流，主蒸发器310和辅助蒸发器340可以包括任何合适的热交换器。主蒸发器

310和辅助蒸发器340促进热量从通过它们的相应气流(即，入口空气101和第一气流345)转

移到制冷剂305流。制冷剂305离开主蒸发器310后，流回到压缩机360，并且循环往复。

[0032] 在某些实施例中，上述制冷回路可以构造成使得蒸发器310和340在淹没

(flooded)状态下工作。换句话说，制冷剂305流可以以液体状态进入蒸发器310和340，并且

当制冷剂305流离开蒸发器310和340时仍可以有部分处于液体状态。因此，制冷剂305流的

相变(当热量转移到制冷剂305流时，液体变为蒸汽)发生在蒸发器310和340各处，导致整个

蒸发器310和340各处的压力和温度几乎恒定(因此增加了制冷容量)。

[0033] 在除湿系统300的示例性实施例的运行中，可以通过风扇370将入口空气101抽吸

入除湿系统300中。入口空气101通过辅助蒸发器340，在该辅助蒸发器中热量从入口空气

101转移到通过辅助蒸发器340的冷的制冷剂305流。因此，入口空气101可以被冷却。举个例

子，如果入口空气101具有80°F/60％的湿度，那么辅助蒸发器340可能以70°F/84％的湿度

输出第一气流345。这可以使得制冷剂305流在辅助蒸发器340内部分蒸发。例如，如果进入

辅助蒸发器340的制冷剂305流是196psig/68°F/5％的蒸汽，那么制冷剂305流离开辅助蒸

发器340时可能是196psig/68°F/38％的蒸汽。

[0034] 冷却的入口空气101作为第一气流345离开辅助蒸发器340，并且进入主蒸发器

310。和辅助蒸发器340一样，主蒸发器310将热量从第一气流345转移到通过主蒸发器310的

冷的制冷剂305流。因此，第一气流345可以被冷却到其露点温度或低于其露点温度，使得第

一气流345中的水分冷凝(从而降低第一气流345的绝对湿度)。举个例子，如果第一气流345

具有70°F/84％的湿度，则主蒸发器310可以以54°F/98％的湿度输出第二气流315。这可能

使得制冷剂305流在主蒸发器310内部分地或完全地蒸发。例如，如果进入主蒸发器310的制

冷剂305流是128psig/44°F/14％的蒸汽，则制冷剂305流离开主蒸发器310可能是128psig/

52°F/100％的蒸汽。在某些实施例中，来自第一气流345的液体冷凝物可以收集到连接至冷

凝物储存器的排水盘中，如图4所示。此外，冷凝物储存器可以包括冷凝物泵，该冷凝物泵可

以将收集到的冷凝物连续地或周期性间隔地移送出除湿系统300(例如，经由排放软管)，移

送到合适的排放或储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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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冷却的第一气流345作为第二气流315离开主蒸发器310，进入辅助冷凝器320。辅

助冷凝器320促进热量从通过辅助冷凝器320的热的制冷剂305流转移到第二气流315。这再

加热第二气流315，从而降低第二气流315的相对湿度。举一个例子，如果第二气流315具有

54°F/98％的湿度，则辅助冷凝器320可能以65°F/68％的湿度输出第三气流325。这可能使

得制冷剂305流在辅助冷凝器320内部分地或完全地冷凝。例如，如果进入辅助冷凝器320的

制冷剂305流是196psig/68°F/38％的蒸汽，则制冷剂305流离开辅助冷凝器320时可能是

196psig/68°F/4％的蒸汽。

[0036] 在一些实施例中，除湿的第二气流315作为第三气流325离开辅助冷凝器320，并且

进入主冷凝器330。主冷凝器330促进热量从通过主冷凝器330的制冷剂305流转移到第三气

流325。这进一步加热第三气流325，从而进一步降低第三气流325的相对湿度。举个例子，如

果第三气流325具有65°F/68％的湿度，则辅助冷凝器320可能以102°F/19％的湿度输出除

湿后的空气106。这可能使得制冷剂305流在主冷凝器330内部分或完全冷凝。例如，如果进

入主冷凝器330的制冷剂305流是340psig/150°F/100％的蒸汽，则制冷剂305流离开主冷凝

器330时可能是340psig/105°F/60％的蒸汽。

[0037] 如上所述，除湿系统300的一些实施例可以包括在辅助冷凝器320和主冷凝器330

之间的气流中的过冷盘管350。过冷盘管350促进热量从通过过冷盘管350的热的制冷剂305

流转移到第三气流325。这进一步加热第三气流325，从而进一步降低了第三气流325的相对

湿度。举个例子，如果第三气流325具有65°F/68％的湿度，过冷盘管350可能以81°F/37％的

湿度输出第四气流355。这可能使得制冷剂305流在过冷盘管350内部分或完全冷凝。例如，

如果制冷剂305流进入过冷盘管350时是340psig/150°F/60％的蒸汽，则制冷剂305流离开

过冷盘管350时可能是340psig/80°F/0％的蒸汽。

[0038] 除湿系统300的一些实施例可以包括控制器，该控制器可以包括位于一个或多个

位置的一个或多个计算机系统。每个计算机系统可以包括任何合适的输入装置(例如，键

盘、触摸屏、鼠标或其他可以接收信息的装置)、输出装置、大型存储介质或用于接收、处理、

存储和通信数据的其他合适部件。输入装置和输出装置两者可以包括固定的或可拆卸的存

储介质，例如计算机磁盘、CD-ROM或其他合适的介质，以既从用户接收输入又向用户提供输

出。每个计算机系统可以包括个人电脑、工作站、网络电脑、一体机、无线数据端口、个人数

据助手(PDA)、在这些装置或其他装置中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或任何其他合适的处理装

置。简而言之，控制器可以包括软件、固件和硬件的任何合适的组合。

[0039] 控制器可以另外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模块。每个处理模块可以各自包括一个或多

个微处理器、控制器或任何其他合适的计算装置或资源，并且可以单独工作或者与除湿系

统300的其他部件一起工作，以提供本文描述的部分或全部功能。控制器可以另外包括(或

者经由无线或有线通信而通信地耦合到)计算机存储器。该存储器可以包括任何存储器或

数据库模块，并且可以采用易失性或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磁介质、光学介

质、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可拆卸介质或任何其他合适的本地或远程存

储器部件。

[0040] 虽然对除湿系统300的特定实施进行了图示和初步描述，但是本公开根据具体需

要考虑除湿系统300的任何合适的实施。此外，虽然除湿系统300的各个部件被描述为位于

特定位置并且相对于彼此，本公开根据具体的需要考虑这些部件被放置在任何合适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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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0041] 图5图示了示例性除湿方法500，该除湿方法可以由图1和图2中的除湿系统100和

便携式除湿系统200使用，以降低建筑物102内空气的湿度。方法500可以从步骤510开始，其

中辅助蒸发器接收入口气流并且输出第一气流。在一些实施例中，辅助蒸发器是辅助蒸发

器340。在一些实施例中，入口气流是入口空气101，第一气流是第一气流345。在一些实施例

中，步骤510的辅助蒸发器接收来自主计量装置(例如，主计量装置380)的制冷剂流，并且将

制冷剂流(处于已变化的状态)提供给辅助冷凝器(例如，辅助冷凝器320)。在一些实施例

中，方法500的制冷剂流是上文所述制冷剂305流。

[0042] 在步骤520，主蒸发器接收步骤510的第一气流并且输出第二气流。在一些实施例

中，主蒸发器是主蒸发器310，第二气流是第二气流315。在一些实施例中，步骤520的主蒸发

器接收来自辅助计量装置(例如，辅助计量装置390)的制冷剂流，并且向压缩机(例如，压缩

机360)提供制冷剂流(处于已变化的状态)。

[0043] 在步骤530，辅助冷凝器接收步骤520的第二气流并且输出第三气流。在一些实施

例中，辅助冷凝器是辅助冷凝器320，第三气流是第三气流325。在一些实施例中，步骤530的

辅助冷凝器从步骤510的辅助蒸发器接收制冷剂流，并且为辅助计量装置(例如，辅助计量

装置390)提供制冷剂流(处于已变化的状态)。

[0044] 在步骤540，主冷凝器接收步骤530的第三气流，并且输出除湿后的气流。在一些实

施例中，主冷凝器是主冷凝器330，除湿后的气流是除湿后的空气106。在一些实施例中，步

骤540的主冷凝器接收来自步骤520的压缩机的制冷剂流，并且向步骤510的主计量装置提

供制冷剂流(处于已变化的状态)。在可替代的实施例中，步骤540的主冷凝器将制冷剂流

(处于已变化的状态)提供给过冷盘管，例如过冷盘管350，该过冷盘管进而将制冷剂流(处

于已变化的状态)提供给步骤510的主计量装置。

[0045] 在步骤550，压缩机接收来自步骤520的主蒸发器的制冷剂流，并且将制冷剂流(处

于已变化的状态)提供给步骤540的主冷凝器。在步骤550之后，方法500可以结束。

[0046] 具体实施例可以在适当情况下重复图5方法500的一个或多个步骤。虽然本公开将

图5方法的具体步骤描述并图示为按照特定顺序发生，但是本公开考虑图5方法的任何合适

步骤以任何合适顺序发生。此外，虽然本公开描述和图示了一种用于减少建筑物内的空气

湿度的、包括图5方法的具体步骤的示例性除湿方法，但是本公开考虑用于降低建筑物内空

气湿度的包括任何合适步骤的任何合适的方法，该方法可以在合适的情况下包括图5方法

的步骤的全部、一些或一个也没有。此外，虽然本公开描述并图示了执行图5方法的具体步

骤的具体部件、装置或系统，但本公开考虑执行图5方法的任何合适步骤的任何合适部件、

装置或系统的任何合适的组合。

[0047] 本文中，计算机可读非临时性存储介质可以包括一个或者更多的基于半导体的或

其他集成电路(ICs) (例如，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s)或特定于应用程序的集成电路

(ASICs))、硬盘驱动(HDDs)、混合硬盘驱动(HHDs)、光盘、光盘驱动(ODDs)、磁光盘、磁光盘

驱动、软盘、软盘驱动(FFDs)、磁带、固态驱动(SSDs)，RAM驱动，安全数字(SECURE  DIGITAL)

卡或驱动，计算机可读的非临时的任何其他合适的存储介质，或者这些中的两种或两种以

上在合适情况下的任意合适的组合。计算机可读的非临时存储介质在合适的情况下可以是

易失性的、非易失性的或易失性与非易失性组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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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本文中，“或”是包含性的，并且不是排他性的，除非另外明确指出或者由上下文另

外指出。因此，在本文中，“A或B”指的是“A、B或两者兼有”，除非另外明确指出或者由上下文

另外指出。此外，“和”既是共同的又是各自的，除非另外明确指出或者由上下文另外指出。

因此，在本文中，“A和B”指的是“A和B，共同或各自的”，除非另外明确指出或者由上下文另

外指出。

[0049] 本公开的范围包括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理解的本文中描述或图示的示例实施例

的所有变化、替换、变型、变更和修改。本公开的范围不限于本文描述或图示的示例性实施

例。此外，虽然本公开在本文中描述和图示了包括特定部件、元件、特征、功能、操作或步骤

的相应实施例，但是这些实施例中的任意实施例可以包括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理解的本文

任何位置描述或图示的任意部件、元件、特征、功能、操作或步骤的任意组合或排列。此外，

所附权利要求中对适应成、放置成、能够、构造成、使能够、可操作的、运转着的执行特定功

能的设备、系统、或者设备或系统的部件的参考包括该设备、系统、部件，无论它或者该特定

功能是否被激活、打开、解锁，只要该设备、系统或部件是这样适应、放置、能够、构造、使能

够、可操作或运转着。此外，虽然本公开描述或图示了提供特定优点的特定实施例，但是特

定实施例可以提供这些优点中的一些、全部、或一个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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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16

CN 110402354 A

16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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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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