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3200877.X

(22)申请日 2021.12.16

(73)专利权人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519070 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六号

(72)发明人 王天春　王现林　安智　游俊雄　

莫建樷　李仕铭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康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责任公司 11240

专利代理师 何冲

(51)Int.Cl.

F24F 1/0035(2019.01)

F24F 1/0022(2019.01)

F24F 1/0011(2019.01)

F24F 13/06(2006.01)

F24F 13/02(2006.01)

F24F 1/0073(2019.01)

F24F 8/108(2021.01)

F24F 13/28(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新风装置及空调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新风装置及空调器，

包括：外壳，外壳具有相互连通的进风口和新风

风道；风叶，可转动地设置在新风风道内；出风结

构，和外壳连接，出风结构具有环形新风出口，环

形新风出口和新风风道连通，环形新风出口的内

壁具有弧形引导面，弧形引导面构造为流体经过

弧形引导面时产生康达效应。采用该方案，通过

在环形新风出口的内壁设置弧形引导面，当新风

风道中的流体经过弧形引导面时，会产生康达效

应，利用康达效应，可以有效增加流体的送风距

离。其中，设置风叶可转动地在新风风道内，能够

加快进风口的进风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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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风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外壳(10)，所述外壳(10)具有相互连通的新风进口(11)和新风风道(12)；

风叶(20)，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新风风道(12)内；

出风结构(30)，和所述外壳(10)连接，所述出风结构(30)具有环形新风出口(31)，所述

环形新风出口(31)和所述新风风道(12)连通，所述环形新风出口(31)的内壁具有弧形引导

面(311)，所述弧形引导面(311)构造为流体经过所述弧形引导面(311)时产生康达效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风结构(30)包括外筒体(32)和

内筒体(33)，所述内筒体(33)穿过所述外筒体(32)，所述内筒体(33)和所述外筒体(32)之

间的环形区域形成所述环形新风出口(31)，所述弧形引导面(311)位于所述外筒体(32)和/

或所述内筒体(3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新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筒体(32)为直筒，所述弧形引

导面(311)位于所述内筒体(33)朝向所述外筒体(32)的一侧；在所述环形新风出口(31)的

出风方向上，所述弧形引导面(311)和所述外筒体(32)内壁之间的距离逐渐减小。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新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筒体(32)和所述内筒体(33)同

轴设置，在所述内筒体(33)的径向截面上，所述弧形引导面(311)和所述内筒体(33)的轴线

之间的夹角在10°～30°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新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形新风出口(31)的出风方向和

所述新风风道(12)的出风方向之间具有夹角，所述出风结构(30)还包括导流斜筒(34)，所

述导流斜筒(34)的两端分别和所述外筒体(32)、所述外壳(10)连接，所述内筒体(33)和所

述导流斜筒(34)连接，其中，所述环形新风出口(31)通过所述导流斜筒(34)内的通道和所

述新风风道(12)连通。

6.一种空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空调器包括室内机(40)和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项所

述的新风装置，所述新风装置和所述室内机(40)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空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新风装置设置在所述室内机(40)的

壳体结构(41)内，所述壳体结构(41)具有新风出风口(411)和空调出风口(412)，所述新风

装置的环形新风出口(31)和所述新风出风口(411)连通；所述新风装置或所述室内机(40)

具有引风通道(35)，所述引风通道(35)将所述空调出风口(412)处的一部分风引导至所述

新风出风口(411)。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空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新风装置的出风结构(30)具有所述

引风通道(35)，所述环形新风出口(31)围绕所述引风通道(35)的出口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空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结构(41)具有间隔设置的换热

腔和安装腔，所述新风装置安装在所述安装腔内，所述新风出风口(411)设置在所述安装腔

的外侧壁上，所述新风出风口(411)和所述换热腔连通；所述换热腔和所述安装腔之间具有

隔板(42)，所述隔板(42)上具有多个过风孔(421)，所述过风孔(421)和所述引风通道(35)

连通。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空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过风孔(421)的直径为D，2mm≤D≤

6mm。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空调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新风出风口(411)、所述环形新风

出口(31)和所述引风通道(35)的轴线均同轴设置，所述过风孔(421)的轴线平行于所述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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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通道(35)的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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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装置及空调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空调器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新风装置及空调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对健康家居环境的重视，越来越多的空调开始增加健康功能，新风就是

其中很重要的一种。但是，由于空调安装条件的限制，新风空调的送风距离较小，舒适性差，

无法满足用户的日常使用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新风装置及空调器，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新风装置送风距

离小的问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方面，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新风装

置，包括：外壳，外壳具有相互连通的新风进口和新风风道；风叶，可转动地设置在新风风道

内；出风结构，和外壳连接，出风结构具有环形新风出口，环形新风出口和新风风道连通，环

形新风出口的内壁具有弧形引导面，弧形引导面构造为流体经过弧形引导面时产生康达效

应。

[0005] 进一步地，出风结构包括外筒体和内筒体，内筒体穿过外筒体，内筒体和外筒体之

间的环形区域形成环形新风出口，弧形引导面位于外筒体和/或内筒体。

[0006] 进一步地，外筒体为直筒，弧形引导面位于内筒体朝向外筒体的一侧；在环形新风

出口的出风方向上，弧形引导面和外筒体内壁之间的距离逐渐减小。

[0007] 进一步地，外筒体和内筒体同轴设置，在内筒体的径向截面上，弧形引导面和内筒

体的轴线之间的夹角在10°～30°之间。

[0008] 进一步地，环形新风出口的出风方向和新风风道的出风方向之间具有夹角，出风

结构还包括导流斜筒，导流斜筒的两端分别和外筒体、外壳连接，内筒体和导流斜筒连接，

其中，环形新风出口通过导流斜筒内的通道和新风风道连通。

[0009]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空调器，空调器包括室内机和上述的新

风装置，新风装置和室内机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新风装置设置在室内机的壳体结构内，壳体结构具有新风出风口和空

调出风口，新风装置的环形新风出口和新风出风口连通；新风装置或室内机具有引风通道，

引风通道将空调出风口处的一部分风引导至新风出风口。

[0011] 进一步地，新风装置的出风结构具有引风通道，环形新风出口围绕引风通道的出

口设置。

[0012] 进一步地，壳体结构具有间隔设置的换热腔和安装腔，新风装置安装在安装腔内，

新风出风口设置在安装腔的外侧壁上，新风出风口和换热腔连通；换热腔和安装腔之间具

有隔板，隔板上具有多个过风孔，过风孔和引风通道连通。

[0013] 进一步地，过风孔的直径为D，2mm≤D≤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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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地，新风出风口、环形新风出口和引风通道的轴线均同轴设置，过风孔的轴

线平行于引风通道的轴线。

[0015] 应用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提供了一种新风装置，包括：外壳，外壳具有相互连

通的进风口和新风风道；风叶，可转动地设置在新风风道内；出风结构，和外壳连接，出风结

构具有环形新风出口，环形新风出口和新风风道连通，环形新风出口的内壁具有弧形引导

面，弧形引导面构造为流体经过弧形引导面时产生康达效应。采用该方案，通过在环形新风

出口的内壁设置弧形引导面，当新风风道中的流体经过弧形引导面时，会产生康达效应，利

用康达效应，可以有效增加流体的送风距离。其中，设置风叶可转动地在新风风道内，能够

加快进风口的进风速率。

附图说明

[0016]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说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本实用

新型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不当限定。

在附图中：

[0017] 图1示出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提供的新风装置的示意图；

[0018] 图2示出了图1中新风装置的剖视图；

[0019] 图3示出了图2中新风装置的局部放大图；

[0020] 图4示出了另一实施例提供的空调器的示意图；

[0021] 图5示出了图4中空调器的局部放大图；

[0022] 图6示出了图4中空调器的侧视图。

[0023] 其中，上述附图包括以下附图标记：

[0024] 10、外壳；11、新风进口；12、新风风道；13、过滤网；

[0025] 20、风叶；

[0026] 30、出风结构；31、环形新风出口；311、弧形引导面；32、外筒体；33、内筒体；34、导

流斜筒；35、引风通道；

[0027] 40、室内机；41、壳体结构；411、新风出风口；412、空调出风口；42、隔板；421、过风

孔；43、挡板；44、防护筋。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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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以下对至少一个示例性实施例的描述实际上仅仅是说明性的，决不作为对本实用

新型及其应用或使用的任何限制。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

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9]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新风装置，包括：外壳10，外壳

10具有相互连通的新风进口11和新风风道12；风叶20，可转动地设置在新风风道12内；出风

结构30，和外壳10连接，出风结构30具有环形新风出口31，环形新风出口31和新风风道12连

通，环形新风出口31的内壁具有弧形引导面311，弧形引导面311构造为流体经过弧形引导

面311时产生康达效应。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216620040 U

5



[0030] 采用该方案，通过在环形新风出口31的内壁设置弧形引导面311，当新风风道12中

的流体经过弧形引导面311时，会产生康达效应，利用康达效应，可以有效增加流体的送风

距离。其中，设置风叶20可转动地在新风风道12内，能够加快进风口的进风速率。其中，康达

效应也称柯恩达效应。

[0031] 其中，出风结构30包括外筒体32和内筒体33，内筒体33穿过外筒体32，内筒体33和

外筒体32之间的环形区域形成环形新风出口31，弧形引导面311位于外筒体32和/或内筒体

33。通过设置外筒体32和内筒体33，并且将内筒体33穿过外筒体32，这样在外筒体32和内筒

体33之间能够形成环形新风出口31；其中，弧形引导面311可设置在外筒体32和/或内筒体

33上，设置弧形引导面311，当流体经过弧形引导面311时，会产生康达效应，从而增加流体

的送风距离。

[0032] 进一步地，外筒体32为直筒，弧形引导面311位于内筒体33朝向外筒体32的一侧；

在环形新风出口31的出风方向上，弧形引导面311和外筒体32内壁之间的距离逐渐减小。在

本实施例中，将外筒体32设置成直筒，弧形引导面311设置在内筒体33上，并朝向外筒体32

的一侧，如此设置，当流体经过弧形引导面311时，能够产生康达效应，流速增大，进而增加

流体的送风距离。其中，内筒体33不同位置的壁厚均相同。

[0033] 在本实施例中，外筒体32和内筒体33同轴设置，在内筒体33的径向截面上，弧形引

导面311和内筒体33的轴线之间的夹角在10°～30°之间。将弧形引导面311和内筒体33的轴

线之间的夹角限定在上述角度范围内，能够形成康达效应；将外筒体32和内筒体33同轴设

置，这样能够使环形新风出口31流出的流体更加均匀，提高用户的舒适性。

[0034] 在本实施例中，环形新风出口31的出风方向和新风风道12的出风方向之间具有夹

角，出风结构30还包括导流斜筒34，导流斜筒34的两端分别和外筒体32、外壳10连接，内筒

体33和导流斜筒34连接，其中，环形新风出口31通过导流斜筒34内的通道和新风风道12连

通。通过将环形新风出口31的出风方向和新风风道12的出风方向之间设有夹角，并且设置

导流斜筒34，这样能够对流体起到导流作用，同时在出风时能够使流体更好地混合。而且，

通过上述设置可使得新风装置结构紧凑，减小占用空间。

[0035] 其中，环形新风出口31的出风方向和新风风道12的出风方向垂直设置。风叶20为

离心风叶。外壳10和出风结构30为一体结构。将外壳10和出风结构30设置为一体结构，便于

加工，降低生产成本。新风装置还包括过滤网13，过滤网13设置在外壳10内。设置过滤网13，

能够对进入新风装置的流体起到过滤作用，防止杂质进入室内。

[0036]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空调器，空调器包括室内机40和上述的

新风装置，新风装置和室内机40连接。采用该方案，通过将新风装置和室内机40连接，并且

在环形新风出口31的内壁设置弧形引导面311，当新风风道12中的流体经过弧形引导面311

时，会产生康达效应，利用康达效应，可以有效增加流体的送风距离，即能够增加空调器的

送风距离。

[0037] 其中，新风装置设置在室内机40的壳体结构41内，壳体结构41具有新风出风口411

和空调出风口412，新风装置的环形新风出口31和新风出风口411连通；新风装置或室内机

40具有引风通道35，引风通道35将空调出风口412处的一部分风引导至新风出风口411。

[0038] 采用上述设置方式，将新风装置的环形新风出口31和新风出风口411连通，并且引

风通道35将空调出风口412处的一部分风引导至新风出风口411，这样在当空调制冷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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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若需要新风换气，新风装置开启，风叶20转动，此时形成负压，从而将室外的温度较高的

空气经由新风风道12导入室内。由于在环形新风出口31的内壁设置弧形引导面311，当新风

风道12中的流体经过弧形引导面311时，会产生康达效应，可以有效增加流体的送风距离，

同时空调出风口412经由空调冷却的空气会经由过引风通道35从而和室外导入的新风混

合，高温气流和低温气流两种空气混合形成冷热混合风，避免了温度较高的空气直接进入

室内，使混合后的空气的温度更加适宜，最后同时从新风出风口411吹出，送风距离增加，提

升了用户的舒适性。

[0039] 进一步地，新风装置的出风结构30具有引风通道35，环形新风出口31围绕引风通

道35的出口设置。通过设置引风通道35，能够顺利将空调出风口412处的一部分风引导至新

风出风口411处，同环形新风出口31的流体一起吹出。其中，内筒体33内的通道形成引风通

道35。

[0040] 如图4至图6所示，壳体结构41具有间隔设置的换热腔和安装腔，新风装置安装在

安装腔内，新风出风口411设置在安装腔的外侧壁上，新风出风口411和换热腔连通；换热腔

和安装腔之间具有隔板42，隔板42上具有多个过风孔421，过风孔421和引风通道35连通。

[0041] 在空调制热的过程中，若需要新风换气，新风装置开启，风叶20转动，此时形成负

压，从而将室外的冷空气经由新风风道12导入室内。由于在环形新风出口31的内壁设置弧

形引导面311，当新风风道12中的流体经过弧形引导面311时，会产生康达效应，可以有效增

加流体的送风距离，同时空调出风口412经由空调加热的空气会经过引风通道35和过风孔

421和室外导入的新风混合，低温气流和高温气流两种空气混合形成冷热混合风，避免了温

度较低的空气直接进入室内，使空气的温度更加适宜，最后同时从新风出风口411吹出。

[0042] 其中，新风出风口411位于壳体结构41的侧面，空调出风口412位于壳体结构41的

正面，新风出风口411的出风方向垂直于空调出风口412的出风方向。

[0043] 进一步地，过风孔421的直径为D，2mm≤D≤6mm。将过风孔421的直径设置在上述数

值范围内，既能够保证空调出风口412处的一部分风进入到新风出风口411处，又可以保证

结构强度，对新风装置起到防护作用。

[0044] 进一步地，新风出风口411、环形新风出口31和引风通道35的轴线均同轴设置，过

风孔421的轴线平行于引风通道35的轴线。通过将新风出风口411、环形新风出口31和引风

通道35的轴线设置在同一轴线上，并且过风孔421的轴线平行于引风通道35的轴线，这样便

于流体顺利的通过。其中，新风出风口411、环形新风出口31和引风通道35的轴线均水平设

置。

[0045] 可选地，如图6所示，室内机40的新风出风口411处设置有挡板43和围绕挡板43设

置的多个防护筋44，挡板43位于新风出风口411的中部区域，每个防护筋44的两端分别和挡

板43、壳体结构41连接，防护筋44之间的区域用于出风。挡板43和防护筋44可起到防护作

用。

[0046] 进一步地，引风通道35为圆形通道，挡板43为圆形板，挡板43和引风通道35同轴设

置，挡板43的直径小于引风通道35的直径，通过挡板43的遮挡作用，可使从引风通道35输出

的室内风在围绕挡板43的区域吹出，从而室内风和从环形新风出口31输出的室外风更充分

的混合，混合后再从新风出风口411吹出，提高用户舒适性。

[004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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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

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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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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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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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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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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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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