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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公开内容涉及空气处理系统，其具有用于

从房间环境吸收暖空气的风扇供应部，以及彼此

间隔开以形成空气室和与该空气室连通的热通

道的第一间接蒸发式冷却子系统(IDEC)和第二

间接蒸发式冷却子系统(IDEC)。空气室和热通道

两者形成在IDEC之间，其中空气室与风扇供应部

连通以接收暖空气。IDEC接收暖空气并冷却该暖

空气，以产生第一冷却气流和第二冷却气流。该

系统还包括与IDEC中的每一个相邻的被间隔开

的冷通道用于将冷却气流引导到蒸发器部中。蒸

发器部产生最终的冷却气流，该最终的冷却气流

被引导回房间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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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气处理系统，包括：

风扇供应部，其用于从所述空气处理系统所位于的房间环境吸收暖空气；

第一间接蒸发式冷却(IDEC)子系统和第二间接蒸发式冷却(IDEC)子系统，所述第一间

接蒸发式冷却(IDEC)子系统和所述第二间接蒸发式冷却(IDEC)子系统彼此间隔开以形成

空气室和与所述空气室连通的热通道，所述空气室和所述热通道两者还形成在所述IDEC子

系统之间，所述空气室与所述风扇供应部气流连通以接收所述暖空气，所述IDEC子系统接

收所述暖空气并冷却所述暖空气，以产生第一冷却气流和第二冷却气流；

与所述IDEC子系统中的每一个相邻的被间隔开的冷通道，其用于接收和引导从所述

IDEC子系统输出的所述第一冷却气流和所述第二冷却气流；以及

与所述冷通道流体连通的蒸发器部，其用于接收所述第一冷却气流和所述第二冷却气

流并产生最终的冷却气流，所述最终的冷却气流被从所述空气处理系统引出回所述房间环

境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每个所述IDEC子系统包括具有至少一个冷凝器风

扇的至少一个冷凝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还包括第一冷凝器和第二冷凝器；

所述第一冷凝器被设置成在高度上在所述第一IDEC子系统上方并与所述第一IDEC子

系统操作地相关联；并且

所述第二冷凝器被设置成在高度上在所述第二IDEC子系统上方并与所述第二IDEC子

系统操作地相关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每个所述IDEC子系统包括喷射部，所述喷射部用

于将经雾化的水喷射到流过所述喷射部的所述暖空气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每个所述IDEC子系统包括蒸发式空气对空气热交

换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还包括与所述蒸发器部连通的压缩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还包括用于将所述空气室与所述热通道分离的第一风

门，所述第一风门能够在打开位置与关闭位置之间移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系统，还包括能够在打开位置与关闭位置之间移动的第二风

门，所述第二风门在所述第一风门处于关闭位置时允许来自所述房间环境的所述暖空气直

接流过所述蒸发器部。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冷凝器包括：

被间隔开的一对冷凝器盘管；和

定位在所述一对冷凝器盘管之间的至少一个冷凝器风扇。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冷凝器中的每一个的所述冷凝器盘管被布

置成V形。

11.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系统，还包括与所述冷凝器连通的外部空气室和集水盘，所

述外部空气室和集水盘用于使来自所述房间环境的所述暖空气能够被吸入到所述IDEC子

系统中的至少之一中。

12.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系统，还包括与两个所述冷凝器连通的外部空气室和集水

盘，所述外部空气室和集水盘用于使来自所述房间环境的所述暖空气能够被吸入到两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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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IDEC子系统中。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蒸发器部被定位成与所述冷通道相邻，使得

离开所述IDEC子系统的所述第一冷却气流和所述第二冷却气流各自进行90度转弯，以流入

所述蒸发器部中。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风扇供应部被定位成在高度上在所述蒸发

器部上方。

15.一种空气处理系统，包括：

风扇供应部，其用于从所述空气处理系统所位于的房间环境吸收暖空气；

第一冷凝器部和第二冷凝器部；

第一间接蒸发式冷却(IDEC)子系统和第二间接蒸发式冷却(IDEC)子系统，所述第一间

接蒸发式冷却(IDEC)子系统和所述第二间接蒸发式冷却(IDEC)子系统被定位成与所述风

扇供应部相邻并且在高度上在所述第一冷凝器部和所述第二冷凝器部下方，

所述第一IDEC子系统和所述第二IDEC子系统彼此间隔开以在所述第一IDEC子系统与

所述第二IDEC子系统之间形成空气室和热通道，并且其中，两个所述IDEC子系统都与所述

空气室和所述热通道连通，

所述空气室和所述热通道彼此连通，并且所述空气室与所述风扇供应部气流连通用于

接收所述暖空气，所述IDEC子系统从所述热通道接收所述暖空气并冷却所述暖空气，以产

生第一冷却气流和第二冷却气流；

被间隔开的冷通道，所述冷通道与所述IDEC子系统中的每一个相邻并且在高度上在所

述冷凝器下方，所述冷通道用于接收和引导从所述IDEC子系统输出的所述第一冷却气流和

所述第二冷却气流；以及

蒸发器部，所述蒸发器部被设置成与所述IDEC子系统相邻并与所述冷通道流体连通，

所述蒸发器用于接收所述第一冷却气流和所述第二冷却气流并产生最终的冷却气流，所述

最终的冷却气流被从所述空气处理系统引出回所述房间环境中。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第一IDEC子系统和所述第二IDEC子系统中

的每一个包括：

喷射部，其用于将经雾化的流体喷射到所述暖空气中；和

蒸发式空气对空气热交换器部。

17.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系统，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空气室与所述热通道之间的第一

风门，所述第一风门能够在打开位置与关闭位置之间移动。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系统，还包括能够在打开位置与关闭位置之间移动的第二

风门，所述第二风门在所述第一风门处于所述关闭位置时允许来自所述房间环境的所述暖

空气直接流过所述蒸发器部。

19.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系统，还包括与两个所述冷凝器连通的外部空气室和集水

盘，所述外部空气室和集水盘用于使来自所述房间环境的暖空气能够被吸入到两个所述

IDEC子系统中。

20.一种用于形成空气处理单元的方法，包括：

使用风扇供应部来从空气处理系统所位于的房间环境吸收暖空气；

将第一间接蒸发式冷却(IDEC)子系统和第二间接蒸发式冷却(IDEC)子系统布置成使

权　利　要　求　书 2/3 页

3

CN 111183320 A

3



得彼此间隔开，以在所述IDEC子系统之间形成空气室和热通道；

使所述空气室和所述热通道彼此气流连通；

使所述空气室与所述风扇供应部气流连通，以通过所述风扇供应部接收从所述房间环

境吸入的所述暖空气；

使用所述IDEC子系统来接收流入所述空气室中的所述暖空气并冷却所述暖空气，以产

生第一冷却气流和第二冷却气流；

将所述第一冷却气流和所述第二冷却气流引导到与所述IDEC子系统中的每一个相邻

的被间隔开的冷通道中；以及

使用与所述冷通道流体连通的蒸发器部来接收所述第一冷却气流和所述第二冷却气

流，并将最终的冷却气流输出回房间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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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处理系统以及用于形成空气处理单元的方法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于2018年10月8日提交的美国发明申请第16/154,128号的优先权，并

且还要求于2017年10月25日提交的美国临时申请第62/576,990号的权益。上述申请的全部

公开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

技术领域

[0003] 本公开内容涉及冷却装置，并且更具体地涉及非常适合于数据中心中的空气冷却

操作的空气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4] 该部分中的陈述仅提供与本公开内容相关的背景信息并且可能不构成现有技术。

[0005] 当前的蒸发式自然冷却(“EFC”)装置被广泛用于商业应用中，以用于管理房间中

(例如数据中心房间中)的热状况，在房间中，需要从房间移除相对大量的空气、冷却并重新

供应至房间。本公开内容的受让人维谛公司(Vertiv  Corporation)是EFC装置制造和销售

的领导者。EFC装置依靠装置一侧的水的蒸发(即蒸发冷却)来帮助冷却装置另一侧的暖气

流。水被雾化并喷射入不饱和的吸入空气中。室外环境气流中水的蒸发使室外空气冷却，并

且同时通过传热板使从室内房间吸入的暖空气冷却。当外部环境提供较冷的空气时(诸如

在许多地理区域在冬季月份期间)，可以在自然冷却操作模式下使用环境空气以直接冷却

从室内房间吸入的暖空气(干燥操作模式)。在自然冷却模式下，EFC装置实质上作为空气对

空气热交换器进行操作，以冷却吸入的暖空气。因此，EFC装置提供可以基于外部环境以及

所需的冷却程度来选择的多种操作模式。

[0006] 尽管当前的EFC装置已经被证明在中型和大型冷却应用中是有效和有价值的，但

是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这些装置的构造仍留有改进的空间。例如，采用一种当前的EFC设计，

热交换器由36个错流立方体(4×3×3)构造。这种堆叠设计从机械结构的角度来看是简单

的，但是有两个限制。首先，堆叠设计增加了空气流动路径，并且因此增加了空气侧压降和

使吸入的空气移动通过装置所需的风扇功率。此外，立方体之间的板位置的任何轻微不匹

配都可能潜在地引起预料不到的更高的压力损失。其次，极大的错流设计立方体将在排出

空气时产生明显的温度分层。这种温度分层在冬季操作期间可能在立方体底角处在板之间

潜在地产生冰，并且在极少数情况下甚至破坏板结构并导致大量的空气泄漏。另外，每热交

换器体积的传热容量随错流立方体的堆叠设计而大大降低。研究表明，当热交换器的整体

尺寸增加三倍(体积增加将是九倍)时，每体积的容量将减少2/3。这种容量的减少迫使热交

换器的大小和重量的增加。

[0007] 因此，仍然需要改进热交换器的体积效率。改进体积效率将使得能够减小热交换

器的大小和重量。改进体积效率还将有助于减少空气侧的压降，降低使吸入的空气移动通

过热交换器所需的风扇功率，并且降低在低环境温度下冻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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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8] 本部分提供对本公开内容的总体概述，并不是对其全部范围或其全部特征的全面

公开。

[0009] 在一个方面，本公开内容涉及一种空气处理系统。该系统可以包括风扇供应部，所

述风扇供应部用于从空气处理系统所位于的房间环境吸收暖空气。该系统还可以包括彼此

间隔开以形成空气室和与该空气室连通的热通道的第一间接蒸发式冷却(IDEC)子系统和

第二间接蒸发式冷却(IDEC)子系统。空气室和热通道两者形成在IDEC子系统之间，其中空

气室与风扇供应部气流连通以接收暖空气。IDEC子系统接收暖空气并冷却该暖空气，以产

生第一冷却气流和第二冷却气流。该系统还包括与IDEC子系统中的每一个相邻的被间隔开

的冷通道用于接收和引导从IDEC子系统输出的第一冷却气流和第二冷却气流。该系统还包

括与冷通道流体连通的蒸发器部。该蒸发器部接收第一冷却气流和第二冷却气流并产生最

终的冷却气流，该最终的冷却气流被从空气处理系统引出回房间环境中。

[0010] 在另一个方面，本公开内容涉及一种空气处理系统。该系统具有风扇供应部，风扇

供应部用于从空气处理系统所位于的房间环境吸收暖空气。还包括第一冷凝器部和第二冷

凝器部连同第一间接蒸发式冷却(IDEC)子系统和第二间接蒸发式冷却(IDEC)子系统。IDEC

子系统被定位成与风扇供应部相邻并且在高度上在第一冷凝器部和第二冷凝器部下方。第

一IDEC子系统和第二IDEC子系统彼此间隔开以在该第一IDEC子系统与该第二IDEC子系统

之间形成空气室和热通道。两个IDEC子系统都与空气室和热通道连通。空气室和热通道彼

此连通，并且空气室与风扇供应部气流连通用于接收暖空气。IDEC子系统从热通道接收暖

空气并冷却该暖空气，以产生第一冷却气流和第二冷却气流。包括了与IDEC子系统中的每

一个相邻并在高度上在冷凝器下方的被间隔开的冷通道。所述冷通道接收和引导从IDEC子

系统输出的第一冷却气流和第二冷却气流。包括了被设置成与IDEC子系统相邻并与冷通道

流体连通的蒸发器部。该蒸发器部接收第一冷却气流和第二冷却气流并产生最终的冷却气

流，该最终的冷却气流被从空气处理系统引出回房间环境中。

[0011] 在另一个方面，本公开内容涉及一种用于形成空气处理单元的方法。该方法可以

包括使用风扇供应部来从空气处理系统所位于的房间环境吸收暖空气。该方法还可以包括

将第一间接蒸发式冷却(IDEC)子系统和第二间接蒸发式冷却(IDEC)子系统布置成使得彼

此间隔开以在IDEC冷却子系统之间形成空气室和热通道。该方法还可以包括：使空气室和

热通道彼此气流连通；以及使热空气室与风扇供应部气流连通，以通过风扇供应部接收从

房间环境吸入的暖空气。该方法还可以包括使用IDEC子系统来接收流入空气室中的暖空气

并冷却该暖空气，以产生第一冷却气流和第二冷却气流。该方法还可以包括将第一冷却气

流和第二冷却气流引导到与IDEC子系统中的每一个相邻的被间隔开的冷通道中；以及使用

与该冷通道流体连通的蒸发器部来接收第一冷却气流和第二冷却气流。可以使用蒸发器来

将最终的冷却气流输出回房间环境中。

[0012] 根据本文中所提供的描述，另外的适用性领域将变得明显。本发明内容中的描述

和具体示例仅旨在用于说明目的，并且不旨在限制本公开内容的范围。

附图说明

[0013] 本文所描述的附图仅出于说明目的，并且不旨在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公开内容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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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0014] 图1是根据本公开内容的一个实施方式的空气处理单元的高层透视图；

[0015] 图2是图1的空气处理单元的一部分的图，其中蒸发器部被移除以更好地示出单元

内的内部气流路径；以及

[0016] 图3是图1的单元的简化的端视图，其示出了吸入的热气流如何流过单元内的各种

部件和流动路径。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描述在本质上仅是示例性的，并且不旨在限制本公开内容、应用或用途。应当

理解，在整个附图中，相应的附图标记指示相同或相应的部件和特征。

[0018] 参照图1，示出了根据本公开内容的一个实施方式的空气处理系统10。该空气处理

系统形成集成的空气处理单元，并且为方便起见在下文中将其简称为“空气处理单元”10。

在该示例中，空气处理单元包括风扇供应部12，该风扇供应部12具有用于从室内房间环境

吸收暖空气的多个风扇14。单元10还包括一对冷凝器以及IDEC(间接蒸发式冷却)系统16

(下文中称为“IDEC  16”)，每个IDEC系统16均具有水喷射部16a(下文中称为“喷射部16a”)。

IDEC  16彼此间隔开以在其间形成热空气室18。每个IDEC  16还包括具有多个冷凝器风扇22

的冷凝器20、以及蒸发式空气对空气热交换器24(在图1中仅一个可见)。空气对空气热交换

器24设置在它们各自的喷射部16a的下方。与IDEC  16中的每一个相邻在与热空气室18相对

的一侧上的是冷通道26。具有蒸发器盘管29的蒸发器部28接收流过冷通道26中的每一个的

冷却空气。压缩机30被定位成与蒸发器部28相邻。

[0019] 参照图2，示出了单元10，其中蒸发器部28被移除以更好地示出单元内的内部气流

路径。热空气室18通过可在打开位置与关闭位置之间移动的第一风门34a与热通道32连通。

热通道32由IDEC  16的两个空气对空气热交换器24之间的间隔形成。在该示例中，热通道32

的宽度和高度由IDEC  16的尺寸和他们之间的间隔决定。同样可在打开位置与关闭位置之

间移动的第二风门34b(图1)可以被控制成在第一风门34a关闭时允许返回的暖室内空气直

接流过蒸发器部28(即，因此形成“干燥”系统)。反之，第二风门34b在第一风门34a打开时保

持关闭，使得所有进入热通道32的返回的暖气流将在到达蒸发器部28之前首先流过IDEC 

16。

[0020] 在空气对空气热交换器24和热通道32的下方可以设置有外部空气室和集水盘36

用于接收环境的气流并收集从喷射部16a射出的水以进行再循环。每个喷射部16a的冷凝器

20还可以被看成包括一对冷凝器盘管38，在该示例中，该一对冷凝器盘管38被配置成V取

向。然而，将认识到，冷凝器盘管38可以同样容易地被配置成平行构造。

[0021] 参照图3，示出了单元10的简化的端视图，以帮助示出通过该单元的气流。最初，由

风扇14(图1)吸入的返回的室内房间暖空气40进入热空气室18。暖空气40向下流经打开的

第一风门34a进入热通道32(此动作假定第二风门34b处于关闭)。当暖空气40流过每个IDEC 

16的喷射部16a时，将冷的经雾化的水喷射到暖空气40中。替选地，每个IDEC  16的空气对空

气热交换器24可以排他地用于冷却暖空气40。在任一情况下，每个IDEC  16都会产生冷却气

流42，冷却气流42进入其相应的冷通道26。每个喷射部16a的风扇22将室外环境空气41向上

抽吸通过每个IDEC  16的空气对空气热交换器部24，以帮助冷却暖空气40并产生冷却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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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可选地，每个IDEC  16的水喷射部16a可以被配置成还将经雾化的水喷射到其冷凝器20

的盘管上，以进一步帮助提高冷凝器的效率。

[0022] 参照图1和图3，在进入冷通道26之后，两个冷却气流42然后进行90度转弯，并大致

水平地流过冷通道26进入蒸发器部28。冷却气流42在其流过蒸发器部28时被进一步冷却以

形成冷气流44(仅图1中所示)，冷气流44被排放到周围环境中。可选地，可以在关闭第一风

门34a的同时，打开第二风门34b，以允许室内房间的暖空气40直接流向并流过蒸发器部28，

在这种情况下，将不执行蒸发式冷却，并且单元10将被用作完全蒸气压缩的冷却系统。

[0023] 取决于所需的容量和/或空间限制，可以将热通道室18和冷通道26改变成增加或

减小其截面流量面积，这将改变单元10的容量和外部尺寸。

[0024] 相对于当前的间接蒸发式冷却系统，单元10的设计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益处。通过

在单元10内创建热通道并将室内房间暖气流40分成两个大体相等的暖气流，一个进入各自

IDEC  16，每个IDEC  16(即，每个热交换器“立方体”)的效率得到改善，同时减少温度分层。

因此，在单元10的冬季操作期间，存在降低的结冰的风险。对于任何给定的容量，单元10的

重量也比常规系统减轻，这是因为可以使用更小、更轻的热交换器部24(即，“立方体”)连同

减少的框架材料和返回室的消除。更进一步，由于可以使用较小的蒸发器部24来满足给定

的冷却要求，因此与常规的IDEC系统相比，对于任何给定的冷却容量，系统10可以利用较少

的电力进行操作。

[0025] 尽管已经描述了各种实施方式，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将认识到在不脱离本公开内

容的情况下可以做出修改或变型。示例示出了各种实施方式，并且不旨在限制本公开内容。

因此，鉴于相关的现有技术，说明书和权利要求应当用仅必要的这种限制来自由地解释。

[0026] 提供示例实施方式，使得本公开内容将变得透彻，并且将向本领域技术人员充分

传达范围。阐述了许多具体细节，例如具体部件、装置和方法的示例，以提供对本公开内容

的实施方式的透彻理解。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将明显的是，不需要采用具体细节，示例实施

方式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施，并且都不应当被解释为限制本公开内容的范围。在一

些示例实施方式中，未详细描述公知的过程、公知的装置结构和公知的技术。

[0027] 本文所使用的术语仅出于描述特定示例实施方式的目的，而不旨在是限制性的。

如本文中所使用的，单数形式“一个”、“一种”和“该”也可以旨在包括复数形式，除非上下文

另外明确指示。术语“包括(comprises)”、“包括(comprising)”、“包含”和“具有”是包括性

的，并且因此指定所陈述的特征、整数、步骤、操作、元件和/或部件的存在，但不排除一个或

更多个其他特征、整数、步骤、操作、元件、部件和/或其组的存在或添加。除非被特别地标识

了执行顺序，否则本文中描述的方法步骤、过程和操作不应被解释为必须要求以所讨论或

所示出的特定顺序执行。还应理解，可以采用附加或替选步骤。

[0028] 当元件或层被称为在另一元件或层“上”、“接合至”、“连接至”或“耦接至”另一元

件或层时，该元件或层可以直接在其他元件或层“上”、“接合至”、“连接至”或“耦接至”其他

元件或层，或者可以存在中间元件或层。相反，当元件被称为“直接在另一元件或层上”、“直

接接合至”、“直接连接至”或“直接耦接至”另一元件或层时，可能不存在中间元件或层。应

当以类似的方式来解释用于描述元件之间的关系的其他词语(例如，“在……之间”与“直接

在……之间”，“相邻”与“直接相邻”等)。如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和/或”包括相关联所列

项目中的一个或更多个的任意和所有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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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尽管在本文中可以使用术语第一、第二、第三等来描述各种元件、部件、区域、层

和/或部分，但是这些元件、部件、区域、层和/或部分不应受这些术语的限制。这些术语可以

仅用于将一个元件、部件、区域、层或部分与另一个区域、层或部分区分开。除非上下文明确

指示，否则本文中使用的诸如“第一”、“第二”和其他数字术语的术语并不暗示序列或顺序。

因此，在不脱离示例实施方式的教导的情况下，下面讨论的第一元件、部件、区域、层或部分

可以被称为第二元件、部件、区域、层或部分。

[0030] 为了便于描述，在本文中可以使用空间相对术语诸如“内部”、“外部”、“之下”、“下

方”、“下部”、“上方”、“上部”等来描述如图所示的一个元件或特征与另外的元件或特征的

关系。空间相对术语可以旨在涵盖除了附图所描绘的定向之外在使用或操作时装置的不同

定向。例如，如果装置在附图中被翻转，则被描述为在其他元件或特征“下方”或“之下”的元

件将被定向成在其他元件或特征的“上方”。因此，示例术语“下方”可以涵盖上方和下方两

种取向。装置可以以其他方式定向(旋转90度或处于其他取向)，并且本文中所使用的空间

相对描述符也被相应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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