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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冻型空气源热泵用翅片盘管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防冻型空气源热泵

用翅片盘管，包括多个换热管；多个翅片，胀接于

所述换热管上；集液管，与所述多个换热管相连

通；集气管，与所述多个换热管相连通；化霜管

路，设于多个换热管下方，通过单向导流件与所

述集液管相连。本实用新型在正常供热状态下低

温低压的制冷剂不会进入至化霜管路，避免底部

冰层堆积；除霜时，部分高温高压的气体制冷剂

进入盘管底部的化霜管路，有效溶霜，有效提高

翅片盘管的换热效率和压缩机可靠性，制热效果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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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冻型空气源热泵用翅片盘管，其特征在于：包括

壳体(11)；

多个换热管(12)；

多个翅片(13)，胀接于所述换热管(12)上；

集液管(14)，与所述多个换热管(12)相连通；

集气管(15)，与所述多个换热管(12)相连通；

化霜管路，设于多个换热管(12)下方，通过单向导流件(161)与所述集液管(14)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冻型空气源热泵用翅片盘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化霜管路包

括由多个相互连通的管体构成的化霜管(162)、与该化霜管一端相连的进气管(163)及与该

化霜管另一端相连的出气管(164)；所述管体穿设于翅片上，所述进气管(163)与所述集气

管(15)相连，出气管(164)与所述集液管(14)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防冻型空气源热泵用翅片盘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单向导流件

(161)设于所述出气管(164)上，用于导通气体由化霜管向集液管(14)流动的方向，隔断液

体由集液管向化霜管(162)流动的方向。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冻型空气源热泵用翅片盘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换热管

(12)为由上至下多层设置，每层的换热管(12)相互连通形成换热管路(12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防冻型空气源热泵用翅片盘管，其特征在于：所述换热管路

(121)一端通过第一分流管(122)与所述集气管(15)相连通，另一端通过第二分流管(123)

与所述集液管(14)相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冻型空气源热泵用翅片盘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1)通

过隔板(5)分隔为上腔室(113)和下腔室(114)，所述翅片(13)和换热管(12)置于上腔室内，

所述下腔室(114)为排水箱，所述隔板(5)上设有用于将上腔室的水排入至下腔室内的多个

排水口(51)；所述隔板上设有隔热件(5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防冻型空气源热泵用翅片盘管，其特征在于：加热除霜管路

(111)部分位于所述上腔室(113)内，部分位于所述下腔室(114)内，该下腔室底部连接有排

水管(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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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冻型空气源热泵用翅片盘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空气源热泵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防冻型空气源热泵用翅片

盘管。

背景技术

[0002] 常规的空气源热泵冬天制热运行时，翅片式盘管用作蒸发器，低温低压的液体制

冷剂通过在翅片式盘管蒸发回路中的蒸发，从空气中吸取热量而蒸发为气体。由于空气中

含有水蒸汽，在被低温低压液体制冷剂的冷却过程中，空气中的水蒸汽以凝结水或霜的形

式析出。

[0003] 当盘管的翅片表面结霜较厚时，随着制冷剂与空气之间的霜层传热热阻的增加盘

管的传热效率下降，且空气通过盘管时因风阻增大风量减小，翅片式盘管从室外空气中吸

热能力急剧减少，上述因素将导致蒸发温度的降低，进一步加剧了盘管的结霜速度和换热

效率，此时必须对盘管进行除霜。除霜时翅片式盘管用作冷凝器，高温高压制冷剂蒸气进入

盘管的各换热回路，将融解盘管表面的霜层，融霜水从盘管顶部逐渐往下流，越接近盘管底

部，融霜水越多，盘管底部的换热回路中制冷剂的冷凝效果越好，所以这些换热回路中所积

存的液体制冷剂也就越多。

[0004] 除霜结束后空气源热泵机组转换到正常制热运行，翅片式盘管又重新变成蒸发

器，盘管中的制冷剂压力迅速下降，盘管底部换热回路中的液体制冷剂将急剧蒸发，室外气

温低于5℃时液体制冷剂温度一般将低于0℃，而由于此时盘管底部的融霜水往往尚未完全

排放干净，故这些融霜水将结冰。等下次化霜时，盘管底部因结冰较厚，融解较慢，导致从盘

管上部流下来的融霜水流到冰层时将受阻，排放不畅，化霜结束转为正常制热时，这些融霜

水又将结冰。

[0005] 经过数次结霜化霜循环之后，盘管底部的冰将逐渐向上堆积，导致制热运行时风

量严重衰减，蒸发温度和制热量、制热能效快速下降，且由于冰层完全堵塞空气，冰层对应

处的盘管蒸发回路大部分液体制冷剂未能有效蒸发为气体，进入压缩机后将导致压缩机带

液运行，引起动静涡盘润滑和密封性能、轴承失效和轴套磨损，严重影响压缩机寿命和运行

可靠性。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不易结霜、压缩机使用寿命长的

防冻型空气源热泵用翅片盘管。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防冻型空气源热泵用翅

片盘管，包括

[0008] 多个换热管；

[0009] 多个翅片，胀接于所述换热管上；

[0010] 集液管，与所述多个换热管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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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集气管，与所述多个换热管相连通；

[0012] 化霜管路，设于多个换热管下方，通过单向导流件与所述集液管相连。

[0013] 本实用新型中通过将在换热管底部设置了化霜管路，且通过单向导流件与集液管

相连，使得正常供热状态下低温低压的制冷剂不会进入至化霜管路，底部的温度不会过低，

不易出现底部结冰或结霜的情况，从而避免底部冰层堆积的现象，避免化霜后的融霜水结

冰及冰层堆积和蔓延，从而有效提高制热量和制热能效，且避免压缩机的液压缩；同时，除

霜时，部分高温高压的气体制冷剂进入盘管底部的化霜管路，可有效融化盘管底部可能存

在的少量霜层或冰层，融霜速度快，融霜水排放顺畅，故可有效提高翅片盘管的换热效率和

压缩机可靠性，制热效果较好。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化霜管路包括由多个相互连通的管体构成的化霜管、与该化霜管

一端相连的进气管及与该化霜管另一端相连的出气管；所述管体穿设于翅片上，所述进气

管与所述集气管相连，出气管与所述集液管相连；保证化霜管路能够将集气管中高温高压

的气体能够通过化霜管路输送至集液管，通过高温高压气体对盘管底部进行溶霜处理，且

高温高压气体能够在溶霜的过程中放热而成为液态制冷剂。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单向导流件设于所述出气管上，用于导通气体由化霜管向集液管

流动的方向，隔断液体由集液管向化霜管流动的方向；保证低温低压的液态制冷剂不会进

入至化霜管路内，仅高温高压的气体制冷剂能够进入化霜管路，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0016] 进一步的，所述多个换热管为由上至下多层设置，每层的换热管相互连通形成换

热管路；换热管路为多组设置，换热效果良好，换热效率高。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换热管路一端通过第一分流管与所述集气管相连通，另一端通过

第二分流管与所述集液管相连通；通过分流管的设置，使得每个分流管与换热管路之间构

成独立的回路，进一步提高换热效果。

[0018] 进一步的，所述壳体通过隔板分隔为上腔室和下腔室，所述翅片和换热管置于上

腔室内，所述下腔室为排水箱，所述隔板上设有用于将上腔室的水排入至下腔室内的多个

排水口；所述隔板上设有隔热件；由于下部的排水箱内未设置换热管，从而不会受到低温低

压的制冷剂的影响，排水箱内不易残留水并结冰的情况；当进行溶霜操作时，溶霜产生的水

将流入至下腔室内，在下腔室内进行存储，由排水管处陆续向外排出，从而下腔室起到过渡

室的作用，相较传统的盘管结构而言，上腔室内不易留存溶霜水，从而可有效避免盘管底部

存在的少量霜层或冰层的情况，盘管融霜速度快，融霜水排放顺畅，有效提高翅片盘管的换

热效率和压缩机可靠性，制热效果较好。

[0019] 进一步的，所述加热除霜管路部分位于所述上腔室内，部分位于所述下腔室内，该

下腔室底部连接有排水管；加热除霜管路能够同时对上下腔室进行加热，有效避免上下腔

室内出现冰层，保证下腔室内融冰快速，不会出现下腔室内冰层未融化而无法供溶霜水流

入至下腔室的情况。

[0020]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在正常供热状态下低温低压的制冷剂不会

进入至化霜管路，避免底部冰层堆积；除霜时，部分高温高压的气体制冷剂进入盘管底部的

化霜管路，有效溶霜，有效提高翅片盘管的换热效率和压缩机可靠性，制热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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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第一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图1中A处的放大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另一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的理解本实用新型方案，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

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

[0025] 如图1-3所示，一种防冻型空气源热泵用翅片盘管，如图1所示，所述空气热源泵包

括翅片盘管1、与该翅片盘管相连的储液罐2、与该储液罐相连的气液分离器3及与该气液分

离器相连的压缩机4；如图2-3所示，所所述翅片盘管1包括壳体11、多个换热管12、多个翅片

13、集液管14、集气管15以及化霜管路，所述多个换热管12  为市面上直接购买得到，结构不

再赘述；所述翅片也为市面上购买，结构不再赘述，翅片上设有供换热管穿过的开口，且换

热管与翅片之间通过胀接实现固连；所述集液管14与所述多个换热管12相连通，所述集气

管15同样与所述多个换热管12相连通；所述化霜管路设于多个换热管12下方，且通过单向

导流件161与所述集液管14相连；进而在正常供热状态下低温低压的制冷剂不会进入至化

霜管路，避免底部冰层堆积；除霜时，部分高温高压的气体制冷剂进入盘管底部的化霜管

路，有效溶霜，有效提高翅片盘管的换热效率和压缩机可靠性，制热效果较好。

[0026] 具体的，所述化霜管路包括化霜管162、进气管163及出气管164，所述化霜管162由

多个相互连通的管体构成，这些管体同样为市面上购买的换热管，所述管体同样通过胀接

固连在翅片上；所述进气管  163与该化霜管一端相连，出气管164与该化霜管另一端相连，

且所述进气管163与所述集气管15相连，所述出气管164与所述集液管  14相连；所述单向导

流件161设于所述出气管164上，优选的，该单向导流件161为市面上直接购买得到的单向

阀，用于导通气体由化霜管向集液管14流动的方向，隔断液体由集液管向化霜管162流动的

方向；于其他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所述单向导流件161也可设置为市面上直接购买得到的

电磁阀。

[0027] 所述多个换热管12为由上至下多层设置，每层均包括沿壳体宽度方向排列的多个

换热管12，且两排换热管相互连通形成一组换热管路121，进而壳体内将沿高度方向上分布

有多组换热管路；且多组换热管路121均为一端通过第一分流管122与所述集气管15相连

通，另一端通过第二分流管123与所述集液管14相连通，通过集液管输送的低温低压制冷剂

能够通过第二分流管输送至换热管路内，通过集气管输送的高温高压气体能够通过第一分

流管输送至换热管路内。

[0028] 所述壳体11内设有隔板5，该隔板5将壳体分隔为上腔室113  和下腔室114，所述翅

片13和换热管12置于上腔室内，下腔室114  为排水箱，底部连接有排水管115，所述隔板5上

设有多个条形的排水口51，在溶霜时，上腔室内的水能够通过这些排水口留至下腔室内；为

了提高溶霜效果，我们在所述壳体11下部设置了加热除霜管路111，且加热除霜管路111部

分位于所述上腔室113内，部分位于所述下腔室114内；所述化霜管路通过一管道与该加热

除霜管路111  相连，从而能够利用经过高温高压气体为加热除霜管路111提供热源；为了避

免上腔室内的换热管在通过低温低压制冷剂时造成下腔室内的温度过低，我们在所述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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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设置了隔热件52，其中，隔板为金属制成，优选为不锈钢制成；所述隔热件为保温棉，隔板

上对应于相邻两排水口之间均设有空腔，所述保温棉置于该空腔内，从而对上下腔室之间

的温度传递进行一定程度的隔断。

[0029] 上述提及的壳体、各个管道、管、管路为金属制成。

[0030] 具体工作原理如下：正常制热时，因单向导流件的流通方向是从化霜管路单向流

至集液管,反向不能导通，故膨胀阀节流后的低温低压液体制冷剂进入集液管后，所有液体

制冷剂均通过设置在集液管上的分配器、第二分流管进入翅片式盘管的换热管路。由于盘

管底部化霜管路没有供入低温低压液体制冷剂，故底部不会形成霜层，也可有效避免将从

上部流下来的融霜水凝结成冰块，更可避免冰层朝盘管上部堆积；化霜时，部分高温高压的

气体制冷剂进入盘管底部化霜管路，迅速融化该处可能的冰层或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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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208887190 U

8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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