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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空调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空

调系统及其使用方法和海水淡化应用方法，空调

系统，其包括：除湿转轮、错流式热交换器、蒸发

冷却装置、太阳能集热器、辅助电加热器、冷凝器

和水箱。该系统利用太阳能产生再生空气，通过

空气热量实现海水淡化过程，生产足够的蒸馏

水，从而实现保持空调性能的基础上进一步节约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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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调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除湿转轮、错流式热交换器、蒸发冷却装置、太阳

能集热器、辅助电加热器、冷凝器和水箱。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蒸发冷却装置的数量为2个。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空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集热器优选为双通道V型

吸收板型太阳能集热器。

4.如权利要求1至3所述的空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湿转轮通过管路与错流式热

交换器连接，错流式热交换器与蒸发冷却装置相连接，蒸发冷却装置与房间连接，错流式热

交换器还与太阳能集热器相连接，太阳能集热器与辅助加热器相连，辅助加热器与除湿转

轮相连接，除湿转轮与冷凝器相连接，冷凝器与水箱连接。

5.权利要求1至4所述的空调系统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空气进入除湿转轮进行加热和除湿，随后进入到错流式热交换器，进行冷却，随后进入

蒸发冷却装置中的一个进一步冷却，并进行加湿，冷却，冷却后的空气进入到室内供使用。

6.采用权利要求1至5所述的空调系统的海水淡化应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室内空气进入双蒸发冷却装置中的另一个进行加湿、冷却，随后进入到错流式热交换

器中进行加热，在错流式热交换器中加热的空气进入双通道V型吸收板太阳能集热器进一

步加热，加热后的空气进入辅助加热器加热到再生温度，将获得再生温度的再生空气经过

除湿转轮进行冷却和加湿，随后进入到冷凝器，冷凝器中流过有待蒸发的冷却咸水，通过对

再生空气的冷却，热量使海水蒸发产生蒸馏水，留到水箱中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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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调系统及其使用方法和海水淡化应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调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空调系统及其使用方法和海水淡化应用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环境恶化，地球变暖，不断突破高温极限。一方面由于天气炎热，对空调的需

求非常大，另一方面，炎热导致地表干燥，对淡化用水的需求激增。传统要满足这两个需求，

需要水淡化装置和空调装置，这两个装置是通过分开的单位消耗大量的能量来完成的。因

此，有必要将水淡化装置与空调装置组结合起来，以达到节能的目的。

[0003] 太阳能是一种再生能源，它对环境使用是安全的，可以很好的实现节能的目的。并

且太阳能既可以用于空调系统中，也应用于海水淡化的过程，通过太阳能可以将海水淡化

装置和空调装置很好的结合起来。

[0004] 有人将空调制冷机与太阳能加湿除湿海水淡化装置的结合使用，结果表明，随着

室外空气湿度和温度的升高以及加热单元温度的升高，馏出物的生产、冷却能力以及功耗

均增加。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全新的空调系统，利用太阳能产生再生空气，通过空气

热量实现海水淡化过程，生产足够的蒸馏水，从而实现保持空调性能的基础上进一步节约

能源。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全新的空调系统，利用太阳能产生再生空气，通

过空气热量实现海水淡化过程，生产足够的蒸馏水，从而实现保持空调性能的基础上进一

步节约能源。

[0007] 基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全新的空调系统，其包括除湿转轮、错流式热交换器、蒸

发冷却装置、太阳能集热器、辅助电加热器、冷凝器和水箱。

[0008] 其中，所述蒸发冷却装置的数量为2个。

[0009] 其中，所述太阳能集热器优选为双通道V型吸收板型太阳能集热器。

[0010] 其中，所述除湿转轮通过管路与错流式热交换器连接，错流式热交换器与蒸发冷

却装置相连接，蒸发冷却装置与房间连接，错流式热交换器还与双通道V型吸收板太阳能集

热器相连接，太阳能集热器与辅助加热器相连，辅助加热器与除湿转轮相连接，除湿转轮与

冷凝器相连接，冷凝器与水箱连接。

[0011] 本发明还提供上述空调系统的使用方法，其包括：

[0012] 空气进入除湿转轮进行加热和除湿，随后进入到错流式热交换器，进行冷却，随后

进入蒸发冷却装置中的一个进一步冷却，并进行加湿，冷却，冷却后的空气进入到室内供使

用。

[0013] 本发明还提供采用上述空调系统进行海水淡化的应用方法，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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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室内空气进入双蒸发冷却装置中的另一个进行加湿、冷却，随后进入到错流式热

交换器中进行加热，在错流式热交换器中加热的空气进入双通道V型吸收板太阳能集热器

进一步加热，加热后的空气进入辅助加热器加热到再生温度，将获得再生温度的再生空气

经过除湿转轮进行冷却和加湿，随后进入到冷凝器，冷凝器中流过有待蒸发的冷却咸水，通

过对再生空气的冷却，热量使海水蒸发产生蒸馏水，留到水箱中备用。

[0015]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本发明提供的空调系统利用太阳能产生再生空气，通过空气热量实现海水淡化过

程，生产足够的蒸馏水，从而实现保持空调性能的基础上进一步节约能源。

附图说明

[0017] 图1本发明提供的空调系统的整体结构图；

[0018] 图2本发明提供的空调系统中入室空气流速对供气温度、冷却水负荷和蒸馏水产

量的影响；

[0019] 图3本发明提供的空调系统中入室空气流速对系统冷却性能系数、整体性能系数

和系统性能系数提高百分比的影响；

[0020] 图4本发明提供的空调系统中用于海水淡化处理的空气流速对供气温度、冷却水

负荷和蒸馏水产量的影响；

[0021] 图5本发明提供的空调系统中用于海水淡化处理的空气对系统冷却性能系数、整

体性能系数和系统性能系数提高百分比的影响；

[0022] 图6本发明提供的空调系统中用于海水淡化处理的空气温度对对供气温度、冷却

负荷和蒸馏水产量的影响；

[0023] 图7本发明提供的空调系统中用于海水淡化处理的空气温度对系统冷却性能系

数、整体性能系数和系统性能系数提高百分比的影响。

[0024] 图中：1-除湿转轮，2-错流式热交换器，3-蒸发冷却装置，4-太阳能集热器，5-辅助

加热器，6-冷凝器，7-水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发明提供一种全新的空调系统，其包括除湿转轮、错流式热交换器、两个蒸发冷

却装置、双通道V型吸收板太阳能集热器、辅助电加热器、冷凝器和水箱。

[0026] 所述除湿转轮通过管路与错流式热交换器连接，错流式热交换器与蒸发冷却装置

相连接，蒸发冷却装置与房间连接，错流式热交换器还与双通道V型吸收板太阳能集热器相

连接，太阳能集热器与辅助加热器相连，辅助加热器与除湿转轮相连接，除湿转轮与冷凝器

相连接，冷凝器与水箱连接。

[0027] 进入室内的空气(简称入室空气)的路径：空气进入除湿转轮进行加热和除湿，随

后进入到错流式热交换器，进行冷却，随后进入蒸发冷却装置中的一个进一步冷却，并进行

加湿，冷却，冷却后的空气进入到室内供使用。

[0028] 用于海水淡化处理的空气的路径：室内空气进入双蒸发冷却装置中的另一个进行

加湿、冷却，随后进入到错流式热交换器中进行加热，在错流式热交换器中加热的空气进入

双通道V型吸收板太阳能集热器进一步加热，加热后的空气进入辅助加热器加热到再生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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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将获得再生温度的再生空气经过除湿转轮进行冷却和加湿，随后进入到冷凝器，冷凝器

中流过有待蒸发的冷却咸水，通过对再生空气的冷却，热量使咸水蒸发产生蒸馏水，留到水

箱中备用。

[0029] 以下采用实施例和附图来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借此对本发明如何应用技

术手段来解决技术问题，并达成技术效果的实现过程能充分理解并据以实施。

[0030]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的空调系统包括除湿转轮1、错流式热交换器2、两个蒸发

冷却装置3、双通道V型吸收板太阳能集热器4、辅助电加热器5、冷凝器6和水箱7。

[0031] 空气进入除湿转轮1进行加热和除湿，随后进入到错流式热交换器2，进行冷却，随

后进入一个蒸发冷却装置3中进一步冷却，并进行加湿，冷却，冷却后的空气进入到室内供

使用，室内空气进入一个蒸发冷却装置3进行加湿、冷却，随后进入到错流式热交换器2中进

行加热，在错流式热交换器2中加热的空气进入双通道V型吸收板太阳能集热器4进一步加

热，加热后的空气进入辅助加热器5加热到再生温度，将获得再生温度的再生空气经过除湿

转轮1进行冷却和加湿，随后进入到冷凝器6，冷凝器6中流过有待蒸发的冷却咸水，通过对

再生空气的冷却，热量使咸水蒸发产生蒸馏水，留到水箱7中备用。

[0032] 对本发明提供的空调系统的性能机型测试，结果如下：

[0033] 图2显示了本发明空调系统中入室空气流速对供气温度、冷却负荷和蒸馏水产量

的影响。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空气流速从150m3/h增加到450m3/h，供气温度由18.5℃增加到

21.6℃，冷负荷从821.13W增加到2020.05W，蒸馏水产量从1.635L/h减少到0.105L/h，这主

要是因为随着空气流速的增加，系统通过除湿转轮的空气除湿能力降低，随着空气流速的

增加，供气温度降低，馏出的蒸馏水产量降低。

[0034] 图3显示了入室空气流速对系统冷却性能系数、整体性能系数和系统性能系数提

高百分比的影响。随着空气流速从150m3/h增加到450m3/h，冷却性能系数从0.406增加0.724

增加，整体性能系数从0.918降低到0.832，系统性能系数提高百分比在3.32％-125.98％之

间。

[0035] 用于海水淡化处理的空气流速对供气温度、冷却负荷和蒸馏水产量的影响如图4

所示。当空气流速从75m3/h增加到225m3/h时，供气温度从21.8℃下降到18.4℃，冷却负荷从

1105.5W增加到59130.25W，蒸馏水产量从0.00增加到3.024L/h，这是因为随再生空气流速

的增加，除湿转轮的除湿量增加。

[0036] 图5展示了用于海水淡化处理的空气流速对系统冷却性能系数、整体性能系数和

系统性能系数提高百分比的影响。当空气流速从75m3/h增加到225m3/h时，冷却性能系数从

0.714减少到0.431，整体性能系数从0.718增加到1 .029，系统性能系数提高百分比在

0.52％-183.97％之间。

[0037] 用于海水淡化处理的空气温度对对供气温度、冷却负荷和蒸馏水产量的影响如图

6所示。当空气温度从75℃增加到100℃增加，供气温度从21.2℃下降到18.9℃降低，冷却负

荷从1155.75W增加到1347.37W，蒸馏水产量从0.28L/h增加到1.41L/h，这是因为随着温度

的升高，除湿转轮的除湿量增加。

[0038] 图7展示了用于海水淡化处理的空气温度对系统冷却性能系数、整体性能系数和

系统性能系数提高百分比的影响。随着温度从75℃增加到100℃，冷却性能系数从0.704下

降到0.55，整体性能系数从0.815增加到0.926，系统性能系数提高百分比在1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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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1％之间。

[0039] 所有上述的首要实施这一知识产权，并没有设定限制其他形式的实施这种新产品

和/或新方法。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利用这一重要信息，上述内容修改，以实现类似的执行情

况。但是，所有修改或改造基于本发明新产品属于保留的权利。

[004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发明作其它形式的限制，任

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变化的等

效实施例。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

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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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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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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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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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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