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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Semiconductor mist-type air-conditioning equipment is
provided. The air conditioning includes a housing (A3) whose interior is
divided into a refrigeration room (A), a heat dissipation room (Al) and a
water atomization tank (A2). In the refrigeration room (A), a semiconduc
tor refrigerating chip (4) is arranged and the cold side of the semiconduc
tor refrigerating chip (4) is adjacent to a heatsink (1) so as to enlarge the
refrigerating area of the semiconductor refrigerating chip (4). Besides, a
first fan (3) is adjacent to the heatsink (1) in order to blowing the pro
cessed air. In the heat dissipation room (Al), another heatsink (5) is adj a
cent to the heat side of the semiconductor refrigerating chip (4), and a sec
ond fan (3 1) is used to dissipate the heat from the heatsink (5). In the water
atomization tank (A2), an electronic chip (72) is arranged to atomizate the
water stored in the tank into mist, and the mist is guided into the re igera
tion room (A) so as to humidify the processed air. The semiconductor
mist-type air- conditioning equipment can work at cooling, heating, hu
midifying or dehumidifying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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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提供了半早休水霎型空凋裝置 咳空凋包括外甲 (A3 ) • 其內部分隔力制冷室 CA) 、散熟室 ( Al ) 以及霎

化水箱 ( A2 ) 。在核制冷室 (( AA)) 中 , 役置有半早休制冷晶片 ((44 )) ,, 咳半早休制冷晶片 (4) 的冷側勻散熟片 ( 1)

相卻 以便放大咳半早休制冷品片 (4) 的制冷面秧 此外 第—爪扇 ( 3 ) 卻近咳散熟片 ( 1) 以便吹胭她理后的

空丘 在咳散熟室 ( Al ) 中 另 散熟月 ( 5) 卻近咳半早休制冷晶月 ( 4 ) 的熟側 以及第二凡扇 ( 31) 用于村

咳散熟片 ( 5 ) 形成散熟 。在霉化水箱 ( A2 ) 中 役置有屯于晶片 (72) , 用于將咳水箱中忙布的水霉化力水霉

咳水事被引守至核制冷室 (A) 中以便鈷她理后的牢丘加棍。核半守休水霉型牢凋裝 可以在冷丘、暖丘、加棍或

除涅的模式下工作



技木領域

本友明夫于一神半早休水霎式空稠裝置，尤其指一神肘于室內溫度形成稠市

背景技木
一般空稠投各，主要指冷乞投各，而冷乞的返特枸造以及這特方式，通常是

透迂庄縮帆將冷媒匝縮成高庄高溫的乞休冷媒，估迭到冷凝器將冷媒伶卸，冷媒

由高匝高溫放熱冷即后，成力高庄低溫的腋悉冷媒，再鋒由冷媒蓄瓶儲存多余的
冷媒，其它伶媒在膨服凋她減庄成低庄低溫，再流到蒸友器，透迂低匝低溫的乞
悉冷媒可以吸收室內的溫度，井透泣低溫伶媒吸熟后，藉由功力吹至室內空同，

造成冷室效果。然而，先前技木存有汗重的弊端，主要由于冷煤含有氟氯碳化物
CFCs ，在大自然中不容易分解，而其累秧的含量丐特性合消耗乎流尾中的臭氧，

使得臭氧含量日漸降低，形成地球保折的缺洞，而紫外哉在元阻磚的情況百接照

射地球，除了肘人癸及生物容易造成各神病交，且肘于生悉杯境而言，亦合芒生

乞候交迂及生悉稠市失衡的汗重后果。

友明內容
有鑒于先前技木使用冷媒作力空稠的原料所芹生的芹重河題，本友明者臥力

匝有一神可以改善弊端的枸造，本友明夫于一神半早休水霉式空稠裝置，主要目
的藉由半早休屯于致冷 以上及以下的致冷，相肘力致熱，以下統一以致冷林 或咄

熱管致熱所芒生冷源勻熟源，鋒 由致冷片做放大致冷面秧 。再利用屯子霉化晶片
所形成的霉化水微粒做力佳旱冷或熟的介廈 其原理力 u 3 U m 的霎化水微粒

熱估旱率仇于一般空乞 ，霉化水微粒鋒第一凡扇帶功鋒迂致冷片組在熟交換勻熱

佳早的作用下，迭到芹生冷乞或熟乞的目的。

而力迭成前迷 目的，本友明所使用的技木手段，主要投汁枸成包括一致冷室，

咳致冷室內部投有一半早休致伶片的冷側 一致冷片坦，致冷片組勻半早休致冷

片的冷側相卻接 一屯熟管，屯熱管亦勻致冷片組相卻接 致冷片組可放大半早

休致冷片勻冉熟管致冷面秧 一霎化水微粒迸乞口，夏數力較佳，做力霎化水微

粒迸入致冷室入口 一第一凡扇，卻近于致冷片組，形成冷 熟 空乞的吹軀 一冷



凝水集水盎，做力搜集致冷迂程中在致冷片組所芒生的冷凝水，零化水微粒迸乞
口裝置于冷凝水集水盎底部上面 致冷室內居采亮面可熱反射且力耐熱及隔熟材

廈夏合組成勻其它枸成相隔萬。一半早休致冷片散熟室，咳半早休致冷片散熟室
汝有一散熟片組，散熟片組卻近于半早休致冷片的熱側 一第二凡扇，勻散熟片

組形成散熱。一霉化水箱，咳霎化水箱內投有一再于霉化晶片，屯于霎化晶片形

成的霎化水微粒 一寡化水微粒出乞口，夏數力較佳，霎化水微粒出乞口投于霎
化水箱上，井達接至霎水微粒管一端，霎化水微粒管另一端連接至致冷室內的冷
凝水集水盎上的霉化水微粒迸乞口，水鋒屯于霎化晶片芒生霉化水微粒，霉化水

微粒鋒零化水微粒管通往致冷室 一空乞迸乞口，夏數力較佳，咳空乞迸乞口投

于霉化水箱上，做力平衡霉化水箱中空乞匝力 一迸水口，迸水口投于霎化水箱

上，做力霉化水箱注水口。

舀霎化水箱里的水鋒迂屯于霎仕晶片芹生霎化水微粒，霉化水微粒在第一凡
扇吸入軀功作用，鋒霎化水微粒管迸入致冷室，致冷室里的半早休致冷片或屯熱

管芒生冷或熟，鋒致冷片組放大致冷面秧，霉化水微粒在第一凡扇的吸入軀功鋒

迂致冷片坦，在熱交換的作用下，迭到芒生冷乞或熱乞的目的。

而半早休致冷片在致冷迂程芒生的熟需要排出半早休水霉式空稠裝置，故在
半旱休致冷片的熟側裝置一散熟片組勻一第二凡扇，形成散熱將芒生的熱排出半

旱休水霎式空稠裝置。

本友明吹一目的是可控制杯境混度即肘空乞有加棍占除混的功能，由于本友

明在芒生冷乞或熱乞迂程，是以霉化水微粒力估早冷源及熟源的介廈而非一般空
乞，而霉化水微粒全增加空乞混度，所以本友明在一般芒生冷乞或熟乞迂程肘亦
力空乞加混析，此部分有別于估統空稠在工作肘合造成郎境混度迂低的弊病 舀

本裝置在致冷迂程中不激活屯于霎化晶片，即以一般空乞做力估早伶源介廈，此

肘合芒生千冷空乞占冷凝水，即圭以此模式致冷肘，迂程中坪境里的混熟空乞在

第一凡扇軀功吸入至致冷室，混熟空乞在接舢致冷片組肘在熱交換的作用下，除

舍降低空乞溫度井合在致冷片坦上芒生冷凝水，在第一凡扇吹軀下即芒生冷乞亦

合降低杯境空乞中的混度，而所芒生的伶凝水可藉由裝置上的冷凝水集水盎集中
后，井由霎化水微粒迸乞口流入霉化水箱，故本友明在此模式迄作除力一冷乞空

稠析亦力一除混析 本友明藉丙神這作模式切換即可控制杯境中的混度。

本友明另一目的在于可利用控制屯路，控制溫度及混度的高低勻凡力的大小，



管致熱溫度，勻第一凡扇凡力大小、第二凡扇升后夫閉，以及屯于霎化晶片激活

或夫閉，亦可透迫控制晶片占溫混度感測狙件投定空凋的激活占夫岡。

本友明另一目的在于致冷片組析枸投汁，做力放大半早休致冷片及屯熱管致

冷 面秧 來增加勻霉化水微粒或空乞的熱交換效率，其析枸坦成力丙組散熟片組井
以數根奕心或空心螺玟材辰力侶棒或扛銅棒的致冷片狙熱旱管相連接 兩組散熟

片組，一狙力夏數山型轄式散熱片，咳各山型轄式散熱片占半旱休致冷片的冷側
相卻接，其材廈力侶或鋁合金或銅，咳各型轄式散熱片上的散熟片厚度力 1 n 2

咖，丙散熟片勻散熟片相同隔力 2 4 咖 一狙力夏數乎板型散熟片，其材廈力

侶或侶合金或銅，咳各平板型散熟片以侶框做力支撐框架，支撐框架中同乎行焊

接數十片仗方形荼狀散熱片，咳各散熟片材廈力侶片或侶合金片或銅片，弋方形

荼狀散熟片厚度力 0．5 咖 ，咳兩散熱片平行同隔力 2 血
本友明另一目的在于散熟片組析枸投汁，散熟片組是做力排出半早休致冷片

致冷迂程所芒生的熱，其杭枸組成力一散熱抉材廈力鋁或鋁合金或銅及一乎板型

散熟片狙，兩者井以數根安心或空心螺玟的散熱片狙熱早管相連接，材廈力鋁棒、
銅棒或扛銅棒，散熱坎勻半早休致冷片的熟側相卻接 乎板型散熟片組其材辰力
侶或鋁合金或銅，乎板型散熟片坦以侶框做力支撐框架，支撐侶框中同乎行焊接

數十片仗荼狀散熱片，散熟片材廈力侶片或侶合金片或銅片，弋荼狀散熟片厚度
力 0．5 ，散熱片乎行同隔力 2 4 血。

本友明另一目的在于致冷片組勻半早休致冷片的冷側相卻接防水的析枸投

汁，由于做力熱估早的介辰霉化水微粒，全造成半早休致冷片損杯，故投汁采取

使用大于半早休致冷片面秧的山型轄式散熟片，井在山型轄式散熱片的底部勻致

冷室相卻接她裝置防水橡肢荼，形成不損耗半早休致冷片致冷效率防水密閉接舢

本友明另一目的在于致冷室內居所披覆的材辰投汁，由于在致冷勻致熱迂程

中致冷室需避免熟消耗以及熱輻射的集中勻耐熱隔熟 河題，故致冷室內侯采亮面
可熟反射且力耐熱及隔熱材廈夏合坦成，亮面可熟反射且力耐熱材廈可力侶箔片

或侶片，隔熱材廈可力 P 泡棉或 PE 泡棉等低溫保溫材廈。

本友明另一目的在于第一凡扇勻第二凡扇逝用投汁可力直式凡扇或直筒式凡

扇，利用不同形式的凡扇逝用投汁，可使半早休水霎式空稠裝置芒生不同外型如
此即可造用在不同切合勻空同。

本友明另一目的在于半早休水霎式空凋裝置可力直立式以及橫式投汁，藉由



致冷室勻半早休致冷片散熱室以及霎化水箱不同的位置組合，可使半早休水霎式
空凋裝置芒生不同外型如此即可可迢用在不同坊合勻空同。

本友明另一目的在于裝置霎化水箱的零化水微粒出乞口以及空乞迸乞口防止
水溢出的杭枸沒汁，力避免霉化水箱里的水藉由霎化水微粒出乞口以及空乞迸乞
口溢出損及其它屯性析枸狙件，故采取草向投汁，即只允昨霎化水微粒丐空乞可
迸出，寡化水箱里的水元法伙霎化水微粒出乞口以及空乞迸乞口溢出。

本友明另一目的在于裝置于霎化水箱的迸水口析枸投汁，力避免霎化水箱里

的水藉由迸水口溢出損及其它屯性析枸組件，故采取羊向投汁，即只允坪水迸入，

霉化水箱里的水元法伙迸水口溢出 另外屯于霉化晶片在特化水力霎化水微粒迂

程中，需預留空乞勻空間末做力水轉化力霉化水微粒，故霉化水箱在注水迂程中

不能將水注滿，在本友明的迸水口投汁藉由迸水口安裝位置來預留霎化水微粒特

化空同，井配合迸水口內的浮球滿水位止水凋投汁，末避免霎化水箱注水迂滿元
空同未將水特化力霎化水微粒的何題。

本友明又二目的在于霉化水箱里在低水位吋唱于霎化晶片 自功停止劫作投

汁，由于唱于霉化晶片若在元水狀況下錐裝功作舍有燒毀的危險，故投汁寡化水

箱里在低水位肘屯于霉化晶片自功停止功作，采避免咄于霉化晶片燒毀的危險。

本友明再一目的在于霉化水箱里可加入植物香精油使半早休水寡式空稠裝置

交力空乞清淨析勻空乞芳香析，由于冉于霎化晶片是利用 160 方吹震功將水特化

成霉化水微粒，特化迂程中合芒生大量血萬于，擴帶血萬于的水微粒可吸附空乞
中的粉生伙而迭到清淨空乞的目的 若水箱里加入植物香精油在屯子霎化晶片在

功作吋，亦余將植物香精油特化成可漂浮空中的微粒分于，隨第一凡扇的吹砸而
迭到室內空乞迭到芳香的目的。

1 力本友明平面結枸示意團

2 力本友明的致冷/致熱片坦三初圍

3 力本友明的致冷/致熟片組勻第一凡扇百式凡扇

4 力本友明的致冷/致熟片坦勻第一凡扇直筒式凡扇
5 力本友明的集水盎三初團及立休團

6 力本友明的致冷/致熱室框壁剖面圈

7 力本友明的防水橡肢集安裝位置團



團 8 力本友明的霎化水微粒管剖面團
圈 9 力本友明的散熟片組三初團
團 10 力本友明的散熱片組勻第二凡扇直式凡扇三初團
囤 11 力本友明的散熟片狙勻第二凡扇直筒式凡扇

5 圈 12 力本友明的水箱三初團勻立休團

囤 13 力本友明的屯于霎化晶片勻水位升夫咄路團
團 14 力力本友明的迸水口剖面團
團 15 力本友明的空乞迸乞口剖面團

圈 16 力本友明的控制吧路的架枸平面示意囤
10 團 17 力本友明的各神結枸坦合團例一

團 18 力本友明的各神拮枸組合團例二
圍 19 力本友明的各神結枸組合團例三。

其申
A．致冷室 A ．半早休致冷片散熱室

15 A2．霎化水箱 A3．框壁

A4．防水橡肢荼 A5．亮面可熟反射且力耐熱及隔熱材廈

A5A．亮面可熟反射材廈 A5B．隔熱材辰

1．致冷片組 11，山型轄式散熟片

12．平板型散熟片 12A，支撐侶框

20 2B．弋集狀散熱片 13．致冷片銅熱早管

2．屯熱管 3．第一凡扇
3A．第一凡扇 直筒式凡扇 3 1．第二凡扇

3 1A．第二凡扇 直筒式凡扇 4．半早休致冷片
5．散熱片組 5 1．散熟抉

25 52．散熱片組熱早管 53．平板型散熱片組
54．支撐鋁框 55．仗荼狀散熱片

6．冷凝水集水盎 7．冉路控制板

7 1．水位升夫 72．屯子霎化晶片

73．控制晶片 74．溫度感測狙件
3 0 75．混度感洲組件 76．咀源

8．霉化水微粒迸乞口 8 1．空乞迸乞口



空底座 8 1 ，安心橡肢球
82．霎化水微粒管 83．霉化水微粒出乞口
84．突心橡肢球 9．迸水口
9 1．空心橡肢球 g2 空底座

93．迸水口孟

具休突施方式
以下藉由團式瑰明本友明的枸造、特貞以及突施例，俾使 寅宙查人貝肘于本

友明有更迸一步的理解。

清參岡團 1 丐團 16 所示，本友明主要夫于一神半早休水霎式空凋裝置，由一
框壁 A3 力外部的概略框園，井且以框壁 A3 分隔界定力一致冷室 A 勻一半早休致

冷片散熟室 A 以及一霉化水箱 A2

咳致冷室A 內部包括有一半早休致冷片 4 的冷側、一致冷片組 1、一咀熱管 2、
夏數霎化水微粒迸乞口 8、一第一凡扇 3、一冷凝水集水盎 6。

咳半早休致冷片散熟室 a 包括，一散熱片坦 5、一第二凡扇 3 1、一半早休

致冷片 4 的熱側。

咳霉化水箱 A2 包括有一屯于霉化晶片 72、夏數霉化水微粒出乞口 83、夏數

空乞迸乞口 8 1、一迸水口9。另外霎化水微粒出乞 83 連接零化水微粒管 82，接

至致冷室 A 內的冷凝水集水盎 6 的霎化水微粒迸乞口 8。

另外致冷室 A 內尾鋪以亮面可熱反射且力耐熱及隔熱材廈 A5，以阻隔半早休

制冷片 4 的熱側所芒生的熱，避免降低致伶室 A 致冷效果。

至于致伶室A 內部基本的枸件包括有

一半早休致冷片 4 的冷側

清配合團 16 所示，咳半早休致冷片 4 的冷側勻唱源 76 枸成冉性連接，井由

屯源 76 供冉軀功致冷。

一致冷片組 1

清配合團 2 所示，卻近于半早休致冷片 4 的冷側勻屯熱管 2，可放大半早休制
冷片 4 以及屯熱管 2 的致冷/致熱面秧 致冷片貌 1 其析枸組成力丙坦散熱片組井
以數根突心或空心螺玟材廈力侶棒或扛銅棒的致冷片組熱早管 13 連接 丙組散熱

片組，一坦力夏數山型轄式散熱片 11，咳各山型鐘式散熱片 11底部占半早休致冷

片 4 的冷側相卻接，其材廈力鋁或鋁合金或銅，核各山型轄式散熱片 11 的散熱



片厚度力 1血 ，丙散熟片勻散熱片相同隔力 2 4 一狙力夏數平板型

散熱片 12，核夏數乎板型散熟片丐屯熱管 2 相卻接，其材廈力侶或侶合金或桐，

咳各乎板型散熱片 12 以侶框做力支撐框架，支撐框架 12A 中同平行焊接數十片弋
荼狀散熟片 2B，散熱片材辰力侶片或鋁合金片或銅片，長荼狀散熟片 12 厚度
力 0．5 咖，散熱片平行同隔力 2 4

一第一凡扇 3

清參岡團 3 丐囤 4 所示，卻近于致冷片組 1 中的平板型散熟片組 13，勻致冷
片狙 1 形成空乞的吹軀，可力一直式的第一凡扇 3 或力直筒式的第一凡扇 3A 利

用不同形式的凡扇迭用投汁，可使半早休水霉式空稠裝置芒生不同外型如此即可
造用在不同切合勻空同。

一屯熟管 2

卻近于致冷片組 中的乎板型散熱片組 13，勻屯源 76 枸成屯性連接，井由咄

源 76 供冉驅功致熱。

一冷凝水集水盎 6

清參岡團 1 及團 5 所示，其位置裝置于致冷室 A 底部，做力搜集致冷迂程中

在致冷片組 1 所芹生的冷凝水 又冷凝水集水盎 6 底部上面，裝置夏數寡化水微

粒迸乞 8 致冷片組 1所芒生的冷凝水，因冷凝水集水盎 6 采斜面投汁故所搜集

的冷凝水合集中在冷凝水集水盎 6 底部，井藉由霎化水微粒迸乞 8 流入霉化水

箱 A2

晴同吋參岡團 1 及團 6 所示，致冷室 A 的框壁 A3 內尾采亮面可熟反射且力
耐熟及隔熱材辰 A5 夏合組成，勻其它枸成相隔萬 耐熱及隔熟材廈 A5 的夏合組

成，分別由外居的亮面可熱反射材辰 A5A 勻內居的隔熱材廈 A5 所枸成，亮面可
熱反射且力耐熱材廈 A6 可力侶箔或侶片，隔熱材廈 A7 可力 P 泡棉或 PE 泡棉

等低溫保溫材辰。致冷室 A 的框壁 A3 內居采亮面可熱反射且力耐熱及隔熟材辰

的投汁，其目的是在半旱休致冷片 4 致冷迂程避免因冷源外泄影晌致冷效率，或

者在屯熱管 2 在致熱迂程能集中熱輻射，增加致熱效果。

清參岡圍 7 所示，另致冷片組 1 枸成中的的咳各山型轄式散熱片 11底部面秧

需大于半早休致冷片 4 致冷面面秧，井且在核各山型轄式散熱片 11 的底部勻致伶

室 A 相卻接她裝置防水橡肢集 A4，以此形成不損耗半早休致冷片致冷效率的防水

密閉接舢面 其目的在于防止熱佳早的介廈霉化水微粒，造成半早休致冷片損杯。

清同吋參岡團 1及團 5 及圍 8 所示，在致冷室 A 底部的冷凝水集水盎 6 裝置



夏數霎化水微粒迸乞 8，做力霎化水微粒迸入致冷室 A 的入口 霉化水微粒迸

乞 8 達接霎化水微粒管 82，霎化水微粒管 82 接至霎化水箱 A2 上的霎化水微粒
出乞 83 霉化水微粒管 82 其帆枸由一支仗的小直往管于勻一支短的大直往管于
所連接組成，小直往管子連接至霎化水微粒迸乞 8，大直往管于連接至霎化水微

粒出丘口 83，大百往管于內有一顆安心橡肢球 84 安心橡肢球 84 直往大于杭枸
上的小直往管于，但小于霎化水微粒出乞 83，以防止宴心橡肢球 84 脫落 在一
般正常狀況霉化水微粒可正常通往致冷室 A，圭半早休水霎式空稠裝置傾倒吋宴

心橡肢球 84 便合將霎化水微粒迸乞口 8 阻塞，避免霉化水箱 A2 的水由水微粒迸

乞 8 溢出損及半早休水霉式空稠裝置其它屯性組件。

半早休致冷片散熟室 A 內部基本的枸件包括有
一散熱片坦 5

清參岡團 9 所示，卻近于半早休致冷片 4 的熟側，勻第二凡扇 3 1形成散熟

其析枸狙成力一散熟抉 5 1 及一平板型散熟片組 53，其中散熱抉 材廈力侶或侶

合金或銅，丙者井以數根突心或空心螺玟的散熱片組熟早管 52 相連接，材廈力笛

棒或銅棒或紅銅棒 平板型散熱片組 53 其材辰力侶或侶合金或銅，平板型散熱片

組 53 以鋁框做力支撐框架，支撐侶框 54 中同平行焊接數十片弋荼狀散熱片．55

散熟片材廈力偶片或稻合金片或銅片，仗荼狀散熱片 55 厚度力 0．5 呱 nu 散

熱片平行同隔力 2 血
一第二凡扇 3 1

清參岡團 10 占團 11所示，咳第二凡扇 卻近于散熱片組 5 中的平板型散熟

片坦 53 ，勻散熱片組 5 形成散熱，可力一直式的第二凡扇 3 1 或力直筒式的第二凡
扇 3 1A 利用不同形式的凡扇逝用投汁，可使半早休水霎式空碉裝置芒生不同外

型如此即可造用在不同坊合勻空同。

霉化水箱 A2 內部基本的枸件包括有
一屯于霎化晶片 72

清參岡團 1 勻團 12 所示，咳冉于霉化晶片 72 安裝于霎化水箱 A2 內底部，勻
水位升夫 7 1 形成屯性連接，井由屯源 76 供屯軀功 圭霉化水箱 A2 內部的水位迂

低吋屯于霎化晶片 72 可自功停止功作，以此避免屯于霎化晶片 72 燒毀，屯子霎
化晶片 72 勻水位升夫 7 1 冉路團清參岡團 13 所示。

一迸水口9

清參岡團 12 團 14 所示，咳迸水口 9 安裝于寡化水箱 A2 上，力霉化水箱 A2



的注水入口 由于啦于霉化晶片 72 在特化水力霎化水微粒迂程中，需預留空乞勻
空同來做力水特化力霎化水微粒，故霎化水箱 A2 在注水迂程中不能將水注滿，在
本友明的迸水 g 投汁藉由迸水 g 安裝位置來預留霎化 水 " 微粒特化空同

迸水 g 析枸組成由大小直往丙段中空管于連拮而成，大百往管內有一空心橡肢

球 9 1，大百往管底部有一中空底座 92 以防止空心橡肢球 9 1 脫落，空心橡肢球 9 1

直往大于小直往中空管但小于大直往中空管，小直往中空管端投一迸水口孟 93

舀水注入至預汁水位吋，空心橡肢球 9 1 便因水浮力浮起將迸水口 9 阻塞住仕多余

的水元法再注入，藉此來避免霎化水箱 A2 注水迂滿元空同未將水特化力霉化水微

粒的同題。

清參蚵圈 12 團 15 所示，此外霎化水箱 A2 投有夏數空乞迸乞 81，做力

平衡霉化水箱舵 中空乞匝力 其析枸組成由大小宣往丙段中空管子連結而成，大
直往管內有一突心橡肢球 8 1 ，大直往管底部有一中空底座 8 1A 以防止突心橡肢

球 8 1B 脫落，安心橡肢球 8 1 盲往大于小直往中空管但小于大直往中空管 在一
般正常狀況空乞可正常通往霉化水箱 A2，圭半早休水霉式空稠裝置傾倒吋突心橡
肢球 8 1B便合將空乞迸乞口 8 1 阻塞，避免霎化水箱 A2 的水由空乞迸乞 8 1 溢出

損及半早休水霉式空稠裝置其它屯性狙件。

參閱團 8 所示，另霉化水箱 A2 上投有夏數霎化水微粒出乞口 83，霎化水微

粒出乞口 83 勻霉化水微粒管 82 連接，力寡化水微粒通往致冷室 A 的入口。

圭霉化水箱 A2 里的水鋒迂屯于霉化晶片 72 芒生霉化微粒，霉化水微粒在第
一凡扇 3 吸入軀劫作用，鋒霉化 水 微粒管 82 迸入致冷室 A，致冷室 A 里的半
早休致冷片 4 或屯熱管 2 芒生冷或熱，鋒致冷片組 1 放大致冷面秧，霎化水微粒

在第一凡扇 3 的吸入班功鋒迂致冷片組 1，在熟交換的作用下，迭到芒生冷乞或熱

乞的目的。而半早休致冷片 4 在致冷迂程芒生的熱需要排出半早休水霉式空稠裝
置，故在半早休致冷片 4 的的熱側裝置一散熟片組 5 勻一第二凡扇 3 1，形成散熱

將芒生的熱排出半尋休水霉式空稠裝置。

本友明可藉由冉于霉化晶片 72 激活勻夫閉兩神工作模式末控制杯境混度 本

友明一般在芹生冷乞或熱乞迂程，是以霉化水微粒力估早伶源及熱源的介底，此

吋冉于寡化晶片 72 是激活的，而零化水微粒合增加空乞混度，所以本友明在一般

芒生冷勺或熱乞迂程吋亦力空乞加混析 圭冉子霉化晶片 72 在夫閉狀悉下，即以

一般空乞做力佳早冷源介辰，此肘合芒生干冷空乞勻冷凝水，即圭以此模式致冷

肘，迂程中杯境里的混熱空乞在第一凡扇 3 驅功吸入至致伶室 A，混熱空乞在接



鯉致冷片組 1 吋在熱交換的作用下，除合降低空乞溫度井全在致冷片坦 1 上芒生
冷凝水，在第一凡扇 3 吹軀下即芹生冷乞亦合降低杯境空乞中的混度，而所芒生

的冷凝水可藉由裝置上的冷凝水集水盎 6 集中后，井由霉化水微粒迸乞口 8 1 流入
霎化水箱煜，故本友明在此模式這作除力一冷乞空稠杭亦力一除混析 本友明藉

丙神這作模式切換即可控制杯境中的混度。

清參岡團 1 勻囤 16 所示，本友明可利用屯路控制板 7，投定控制溫度及混度

的高低勻凡力的大小，即可透迂冉路控制板 7 中的控制晶片 73 稠整屯流大小即可
碉整半早休致冷片 4 致冷溫度或屯熱管 2 致熱溫度，占第一凡扇 3 凡力大小及第
二凡扇 3 1 升后夫閉，以及屯于霎化晶片 72 激活或夫閉，亦可透迂控制晶片 73 勻
溫度感測狙 74及混度感洲坦 75 投定空稠的激活勻夫岡。

清參岡團 17 及團 18 及團 19 所示，本友明的半旱休水霎式空稠裝置可力直立
式以及橫式役汁，藉由致冷室 A 勻半早休致冷片散熟室 A 以及霎化水箱 A2 不同

的位置坦合，可使半早休水霉式空稠裝置芒生不同外型，如此即可造用各式不同

切合勻空同。

又本友明的霎化水箱 A2 里可加入植物香精油使半早休水霉式空稠裝置交力
空乞清淨帆丐空乞芳香析，由于冉于霎化晶片 72 是利用 160 方吹震功將水特化成

霎化水微粒，特化迂程中合芒生大量負萬于，搪帶血萬于的水微粒可吸附空乞中
的粉生伙而迭到清淨空乞的目的 若霎化水箱 A2 里加入植物香精油在屯于霎化晶
片 72 在功作肘，亦合將植物香精油特化成可漂浮空中的微粒分子，隨第一凡扇 3

的吹軀而迭到室內空乞迭到芳香的目的。

本友明的功效可以迭到
一、 本友明采以半早休致冷片占屯熱管力冷源及熱源，井利用屯于霉化晶片

所芒生的霎化水微粒力熟估早介辰，藉此芒生冷乞勻暖乞 本友明亦可藉由屯于
霉化晶片升后勻夫閉，末控制杯境混度高勻低 。本友明除力一新友明不使用估統

冷煤的杯保空稠裝置，亦力冷乞、暖乞、除混、加混四合一全方位空稠裝置。

到投定值 如投定溫度撮氏 30 度 即 自功激活控器咀路板的屯源升夫，激活半早休

水霉式空稠裝置。 舀溫度低到投定值 如投定溫度擾氏 20 度 即 自功夫閉半早休水

霎式空碉裝置。

三、 本友明可以稠整溫度。

四、 本友明可以稠整凡力大小。



五、 本岌明可以稠整混度高勻低。

及零化水箱不同的位置組合，可使半早休水零式空稠裝置斤生不同外型如此即可
造用在不同坊合勻空同。

七、 本友明可加入植物香精油使半早休水霉式空稠裝置交力空乞清淨杭丐
空乞芳香杭。

綜上所迷，本友明具各突用效果，末兄于刊物或公升使用，符合寺利要件，
依法提出寺利申清。上迷所陳，力本友明芒血上一較佳安施例，華凡依本友明申

清寺利范固所作的等效交化，皆厲本案申清寺利范園之列。



杖利要求弔
、一神半早休水霎式空稠裝置，括由一框壁框固，且內部隔力

一致冷室
內部投有一半昱休致冷片的冷側，以及一致冷片組 咳致冷片組勻咳半早休

致冷片的伶側相卻接，以及沒一屯熱管，咳屯熟管勻咳致冷片坦相卻接，藉以放
大咳半早休致冷片勻咳屯熟管致冷面秧 沒一第一凡扇，卻近于咳致冷片組，形
成冷/熱空乞的吹驅 核致冷室底部投一冷凝水集水盎 且咳冷凝水集水盎底部投
有一霉化水微粒迸乞口

一半旱休致冷片散熟室
內部投有一散熱片組，咳散熱片坦卻近于半早休致冷片的熱側 以及投一第

二凡扇，可供肘咳散熱片組形成散熱
一霎化水箱
內部投有一屯于寡化晶片，可供水形成霎化水微粒 以及投有一霉化水微粒

出乞口，咳霎化水微粒出乞口連通一霉化水微粒管，咳霎化水微粒管則達通咳霎
化水微粒迸乞口，霉化水微粒鋒霉化水出乞口通往致冷室 以及一空乞迸乞口，
供平衡霎化水箱中空乞庄力 以及投一迸水口，提供注水。

2 、如杖利要求1所迷的半早休水霎式空稠裝置，其中咳致冷室內居采亮面可
熱反射且力耐熱及隔熟材廈夏合組成，且勻其它枸成相隔萬。

3 、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半早休水霎式空稠裝置，其中更役一控制冉路，可
供控制溫度及混度的高低丐凡力的大小，藉透迂冉路控制板控制晶片稠整屯流大
小即可稠整半旱休致冷片制冷溫度或屯熟管致熱溫度，勻第一凡扇風力大小、第
二凡扇升后夫閉，以及屯于霉化晶片激活或夫閉，亦可透迂控制晶片勻溫混度感

測坦件役定空稠的激活勻夫閉。

4 、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半早休水霎式空凋裝置，其中咳致冷片組力丙組散
熟片組，井以數根突心或空心螺玟材廈力侶棒或扛銅棒的致冷片坦熟早管相連接。

5 、如杖利要求 4 所迷的半早休水霎式空稠裝置，其中咳兩狙散熱片組，一
貌力夏數山型轄式散熱片，咳各山型轄式散熱片勻半早休致冷片的冷側相卻接，
其材廈力鋁或侶合金或銅，咳各山型轄式散熱片上的散熱片厚度力1咖 恤，且
咳兩散熱片相同隔力2卹 一坦力夏數平板型散熱片，其材廈力鋁或鋁合金

或銅，咳各平板型散熱片以館框做力支擋框架，支撐框架中同平行焊接數十片弋
方形荼狀散熱片，咳各散熟片材旗力侶片或侶合金片或銅片，弋方形荼狀散熱片
厚度力0．5 ，且咳兩散熟片平行同隔力



6 、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半早休水霎式空凋裝置，其中核散熟片組力一散熱
抉材辰力侶或侶合金或銅及一平板型散熱片坦，丙者井以數根安心或空心螺玟的
散熟片狙熟早管相連接，材廈力鋁棒或銅棒或扛銅棒，散熱抉勻半早休致冷片的
熱側相卻接 平板型散熱片組其材廈力鋁或鋁合金或銅，平板型散熱片組以鋁框
做力支撐框架，支撐鋁框中同平行焊接數十片仗荼狀散熱片，散熟片材辰力侶片
或鋁合金片或桐片，弋荼狀散熱片厚度力0． ，散熟片乎行同隔力2呱
咖。

7 、杖利要求 所迷的半早休水霎式空稠裝置，其中于致冷片組勻半早休致
冷片的冷側相卻接投一防水析枸，咳防水析枸使用大于半早休致冷片面秧的山型
轄式散熱片，井在山型轄式散熱片的底部勻致冷室相卻接她裝置防水橡肢荼，形

8 、如杖利要求 2 所迷的半早休水霉式空稠裝置，其中咳致冷室內尾力鋁箔

或侶片，且核隔熱材廈可力P 泡棉或PE泡棉等低溫保溫材廈。

9 、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半早休水霎式空稠裝置，其中咳第一凡扇勻第二凡
扇逝用投汁可力直式凡扇或百筒式凡扇。

0 、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半早休水霉式空凋裝置，其中咳框壁力直立式或
橫式投汁。

、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半早休水霉式空稠裝置，其中咳霎化水箱的霎化
水微粒出乞口以及空乞迸乞口防止水溢出的析枸投汁，其投汁采取草向役汁，即

只允昨霉化水微粒勻空乞可迸出，霉化水箱里的水元法伙霎化水微粒出乞口以及
空乞迸乞口溢出。

2 、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半早休水霉式空稠裝置，其中咳霎化水箱的迸水

口析枸役汁，即只允昨水迸入，霎化水箱里的水元法伙迸水口溢出 以及藉由迸
水口安裝位置末預留霎化水微粒特化空同，井配合迸水口內的浮球滿水位止水凋

投汁，末避免霉化水箱注水迂滿元空回未將水特化力霉化水微粒的同題。

3 、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半早休水霎式空稠裝置，其中咳屯于霎化晶片可
受寡化水箱內的水位控制。

4 、如杖利要求 所迷的半早休水霎式空稠裝置，其中咳霉化水箱里內可
加入植物香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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