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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式新风除湿干衣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整体式新风除湿干衣机，

包括衣橱和位于衣橱上方的新风除湿一体机，该

新风除湿一体机包括一侧开设有进风口和排风

口、另一侧开设回风口和送风口的壳体；所述进

风口与室外相通可引入室外新风，所述排风口上

连接有第一三通风管，该第一三通风管上的一管

道与室外相通可向室外排风，另一管道与衣橱相

通可向衣橱送风；所述回风口上连接有第二三通

风管，该第二三通风管上的一管道与室内相通可

引入室内回风，另一管道与衣橱相通可引入衣橱

回风；所述送风口上连接有第三三通风管，该第

三三通风管上的一管道与室内相通可向室内送

风，另一管道与衣橱相通可向衣橱送风。本发明

装置采用整体式结构，集成度高、占地面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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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整体式新风除湿干衣机，其特征在于，包括衣橱和位于衣橱上方的新风除湿一

体机，该新风除湿一体机包括一侧开设有进风口(1)和排风口(2)、另一侧开设回风口(3)和

送风口(4)的壳体(5)；所述进风口(1)与室外相通可引入室外新风，所述排风口(2)上连接

有第一三通风管(6)，该第一三通风管(6)上的一管道与室外相通可向室外排风，另一管道

与衣橱相通可向衣橱送风；所述回风口(3)上连接有第二三通风管(7)，该第二三通风管(7)

上的一管道与室内相通可引入室内回风，另一管道与衣橱相通可引入衣橱回风；所述送风

口(4)上连接有第三三通风管(8)，该第三三通风管(8)上的一管道与室内相通可向室内送

风，另一管道与衣橱相通可向衣橱送风；在所述壳体(5)内设有将内腔分割为两个空间的横

隔板(9)，从送风口(4)处向排风口(2)处的空间内依次设有再热冷凝器(10)、蒸发器(11)、

全热交换器(12)和排风冷凝器(13)，从回风口(3)处向进风口(1)处的空间内依次设有回风

风机(14)、压缩机(15)、第一风阀(16)、空气过滤器(17)、第二风阀(18)和送风风机(19)；其

中全热交换器(12)纵向跨设在两个空间内，位于蒸发器(11)和第一风阀(16)之间的横隔板

(9)上设有第三风阀(20)，位于排风冷凝器(13)和第二风阀(18)之间的横隔板(9)上设有第

四风阀(2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整体式新风除湿干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缩机(15)上并联

有第一电磁阀(22)和第二电磁阀(23)，第一电磁阀(22)通过制冷剂管路依次串联有排风冷

凝器(13)和第一节流阀(24)，第二电磁阀(23)通过制冷剂管路依次串联有再热冷凝器(10)

和第二节流阀(25)，节流后的两路制冷剂管道汇合依次连接蒸发器(11)和压缩机(15)形成

闭环制冷系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整体式新风除湿干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5)内、位于蒸

发器(11)的下方设有凝水盘(2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整体式新风除湿干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衣橱上开设有与第

一三通风管(6)相连通的第一进风口(27)、与第三三通风管(8)相连通的第二进风口(28)、

与室外相连通的第一排风口(29)、与第二三通风管(7)相连通的第一回风口(3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整体式新风除湿干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口(1)上连接

有一与室外相通的第一风管(31)，该第一风管(31)内设有第五风阀(32)；所述第一三通风

管(6)上的一管道上连接有与室外相通的第二风管(33)，该第二风管(33)内设有第六风阀

(34)，第一三通风管(6)上的另一管道上连接有与衣橱的第一进风口(27)相通的第三风管

(35)，该第三风管(35)内设有第七风阀(36)；所述第二三通风管(7)上的一管道上连接有与

室内相通的第四风管(37)，该第四风管(37)内设有第八风阀(38)，第二三通风管(7)上的另

一管道上连接有与衣橱的第一回风口(30)相通的第五风管(39)，该第五风管(39)内设有第

九风阀(40)；所述第三三通风管(8)上的一管道上连接有与室内相通的第六风管(41)，该第

六风管(41)内设有第十风阀(42)，第三三通风管(8)上的另一管道上连接有与衣橱的第二

进风口(28)相通的第七风管(43)，该第七风管(43)内设有第十一风阀(4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整体式新风除湿干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衣橱内设有挂衣杆

(45)，该挂衣杆(45)的上方、衣橱内腔顶部设有紫外杀菌装置(46)，该挂衣杆(45)的下方设

有接水盘(47)，该接水盘(47)上连接有排水管(48)。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整体式新风除湿干衣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控制系统，该控

制系统包括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和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分别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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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阀(16)、第二风阀(18)、第三风阀(20)、第四风阀(21)、第五风阀(32)、第六风阀(34)、

第七风阀(36)、第八风阀(38)、第九风阀(40)、第十风阀(42)、第十一风阀(44)、回风风机

(14)、送风风机(19)、紫外杀菌装置(46)和制冷系统相电连接，并根据检测到的温度、湿度、

二氧化碳浓度信号以及人为操作传递的信号控制其启停。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整体式新风除湿干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湿度传感器安装于

回风口(3)、进风口(1)和衣橱的第一排风口(29)处，所述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安装于回风

口(3)处，所述温度传感器安装于送风口(4)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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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式新风除湿干衣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衣橱除湿烘干，尤其涉及一种整体式新风除湿干衣机。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华东地区“黄梅天”和华南地区“南风天”时，空气闷热潮湿不舒适，潮湿的空

气易导致细菌、霉菌的生长和繁殖，影响室内空气品质甚至诱发人体疾病，此外，该季节日

照不足会导致衣物久晒难干。而常用的除湿手段如普通除湿机为升温除湿，室内温升不舒

适，普通空调除湿则为降温除湿，吹冷风且能耗大；常用的住宅用新风设备如单向流新风

机、全热回收双向流新风机则不能满足不同季节气候条件下室内温湿度的需求。

[0003] 现有的除湿机大多是通过连续吸入室内的空气，将其除湿后再热，对衣物进行烘

干后排出室外，长时间运行之后会导致室内形成负压，当室外含湿量较高的空气未经处理

而渗透进房间后反而会加大室内的含湿量。还有的设备在除湿、制冷以及制热过程中，都是

进行室内空气的内循环，并未对室内引入新风，直接将冷凝热排出室外浪费了大量余热，且

在除湿模式运行下送风温度过高。或者系统设备由室内机和室外机组成，机组体积较大，不

适宜普通家庭安装。

[0004] 因此，亟待解决上述技术难题。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集成度高、结构紧凑、可实现除湿、烘干和通

风功能的整体式新风除湿干衣机。

[0006] 技术方案：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整体式新风除湿干衣机，包括衣橱

和位于衣橱上方的新风除湿一体机，该新风除湿一体机包括一侧开设有进风口和排风口、

另一侧开设回风口和送风口的壳体；所述进风口与室外相通可引入室外新风，所述排风口

上连接有第一三通风管，该第一三通风管上的一管道与室外相通可向室外排风，另一管道

与衣橱相通可向衣橱送风；所述回风口上连接有第二三通风管，该第二三通风管上的一管

道与室内相通可引入室内回风，另一管道与衣橱相通可引入衣橱回风；所述送风口上连接

有第三三通风管，该第三三通风管上的一管道与室内相通可向室内送风，另一管道与衣橱

相通可向衣橱送风。

[0007] 其中，在所述壳体内设有将内腔分割为两个空间的横隔板，从送风口处向排风口

处的空间内依次设有再热冷凝器、蒸发器、全热交换器和排风冷凝器，从回风口处向进风口

处的空间内依次设有回风风机、压缩机、第一风阀、空气过滤器、第二风阀和送风风机；其中

全热交换器纵向跨设在两个空间内，位于蒸发器和第一风阀之间的横隔板上设有第三风

阀，位于排风冷凝器和第二风阀之间的横隔板上设有第四风阀。

[0008] 优选的，所述压缩机上并联有第一电磁阀和第二电磁阀，第一电磁阀通过制冷剂

管路依次串联有排风冷凝器和第一节流阀，第二电磁阀通过制冷剂管路依次串联有再热冷

凝器和第二节流阀，节流后的两路制冷剂管道汇合依次连接蒸发器和压缩机形成闭环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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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0009] 再者，所述壳体内、位于蒸发器的下方设有凝水盘。

[0010] 进一步，所述衣橱上开设有与第一三通风管相连通的第一进风口、与第三三通风

管相连通的第二进风口、与室外相连通的第一排风口、与第二三通风管相连通的第一回风

口。

[0011] 优选的，所述进风口上连接有一与室外相通的第一风管，该第一风管内设有第五

风阀；所述第一三通风管上的一管道上连接有与室外相通的第二风管，该第二风管内设有

第六风阀，第一三通风管上的另一管道上连接有与衣橱的第一进风口相通的第三风管，该

第三风管内设有第七风阀；所述第二三通风管上的一管道上连接有与室内相通的第四风

管，该第四风管内设有第八风阀，第二三通风管上的另一管道上连接有与衣橱的第一回风

口相通的第五风管，该第五风管内设有第九风阀；所述第三三通风管上的一管道上连接有

与室内相通的第六风管，该第六风管内设有第十风阀，第三三通风管上的另一管道上连接

有与衣橱的第二进风口相通的第七风管，该第七风管内设有第十一风阀。

[0012] 再者，所述衣橱内设有挂衣杆，该挂衣杆的上方、衣橱内腔顶部设有紫外杀菌装

置，该挂衣杆的下方设有接水盘，该接水盘上连接有排水管。

[0013] 进一步，还包括控制系统，该控制系统包括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二氧化碳浓

度传感器和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分别与第一风阀、第二风阀、第三风阀、第四风阀、第五风

阀、第六风阀、第七风阀、第八风阀、第九风阀、第十风阀、第十一风阀、回风风机、送风风机、

紫外杀菌装置和制冷系统相电连接，并根据检测到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信号以及人

为操作传递的信号控制其启停。

[0014] 优选的，所述湿度传感器安装于回风口、进风口和衣橱的第一排风口处，所述二氧

化碳浓度传感器安装于回风口处，所述温度传感器安装于送风口处。

[0015]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显著优点：首先本发明装置采用整体

式结构，集成度高、占地面积小；其次本发明通过双冷凝器设计和冷媒流量控制，可在除湿

同时调节空气温度，提高热舒适性；根据二氧化碳浓度检测以及风机、风阀控制，可调节室

内氧浓度，提升空气品质；再者本发明将排风余热用于衣物烘干，降低了烘干成本，能源综

合利用率高；还有本发明衣橱中的紫外杀菌装置可在衣物烘干同时杀菌除螨，呵护人体健

康；最后本发明装置具有新风除湿、内循环除湿、全热回收通风和衣物烘干四种运行模式，

可在全年运行，在各种运行模式的切换过程中，冷媒流向无需切换，保证了系统运行稳定

性。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种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中新风除湿一体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中新风除湿模式下的风向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中新风除湿和烘干模式下的风向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中回风除湿模式下的风向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中回风除湿和烘干模式下的风向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中全热回收通风模式下的风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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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8为本发明中循环烘干模式下的风向示意图一；

[0024] 图9为本发明中循环烘干模式下的风向示意图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0026]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一种整体式新风除湿干衣机，包括衣橱和位于衣橱上方的新风

除湿一体机，衣橱和新风除湿一体机为整体式结构。衣橱上开设有与第一三通风管6相连通

的第一进风口27、与第三三通风管8相连通的第二进风口28、与室外相连通的第一排风口

29、与第二三通风管7相连通的第一回风口30；其中第一排风口29上连接有第八风管49作为

衣橱排风通道。衣橱内设有挂衣杆45，该挂衣杆45的上方、衣橱内腔顶部设有紫外杀菌装置

46，该挂衣杆45的下方设有接水盘47，该接水盘47上连接有排水管48。

[0027] 如图2所示，本发明的新风除湿一体机包括壳体5，在壳体5内设有将内腔分割为两

个空间的横隔板9，从送风口4处向排风口2处的空间内依次设有再热冷凝器10、蒸发器11、

全热交换器12和排风冷凝器13，从回风口3处向进风口1处的空间内依次设有回风风机14、

压缩机15、第一风阀16、空气过滤器17、第二风阀18和送风风机19；其中全热交换器12纵向

跨设在两个空间内，位于蒸发器11和第一风阀16之间的横隔板9上设有第三风阀20，位于排

风冷凝器13和第二风阀18之间的横隔板9上设有第四风阀21。本发明壳体5内、位于蒸发器

11的下方设有凝水盘26。本发明的压缩机15上并联有第一电磁阀22和第二电磁阀23，第一

电磁阀22通过制冷剂管路依次串联有排风冷凝器13和第一节流阀24，第二电磁阀23通过制

冷剂管路依次串联有再热冷凝器10和第二节流阀25，节流后的两路制冷剂管道汇合依次连

接蒸发器11和压缩机15形成闭环制冷系统。

[0028] 如图1和图2所示，壳体5的一侧开设有进风口1和排风口2、另一侧开设回风口3和

送风口4。进风口1上连接有一与室外相通的第一风管31作为室外新风通道，该第一风管31

内设有第五风阀32。排风口2上连接有第一三通风管6，该第一三通风管6上的一管道上连接

有与室外相通的第二风管33作为排风通道，该第二风管33内设有第六风阀34，另一管道上

连接有与衣橱的第一进风口27相通的第三风管35作为衣橱送风通道，该第三风管35内设有

第七风阀36。回风口3上连接有第二三通风管7，该第二三通风管7上的一管道上连接有与室

内相通的第四风管37作为室内回风通道，该第四风管37内设有第八风阀38，另一管道上连

接有与衣橱的第一回风口30相通的第五风管39作为衣橱回风通道，该第五风管39内设有第

九风阀40。送风口4上连接有第三三通风管8，该第三三通风管8上的一管道上连接有与室内

相通的第六风管41作为室内送风通道，该第六风管41内设有第十风阀42，另一管道上连接

有与衣橱的第二进风口28相通的第七风管43作为衣橱送风通道，该第七风管43内设有第十

一风阀44。

[0029] 本发明还包括控制系统，该控制系统包括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二氧化碳浓度

传感器和控制器，湿度传感器安装于回风口3、进风口1和衣橱的第一排风口29处，二氧化碳

浓度传感器安装于回风口3处，温度传感器安装于送风口4处。控制器分别与第一风阀16、第

二风阀18、第三风阀20、第四风阀21、第五风阀32、第六风阀34、第七风阀36、第八风阀38、第

九风阀40、第十风阀42、第十一风阀44、回风风机14、送风风机19、紫外杀菌装置46和制冷系

统相电连接。根据检测到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信号以及人为操作传递的信号通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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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控制制冷系统的启停、电磁阀的调节、风阀的开关、风机的风速以及紫外杀菌装置的启

停。

[0030] 如图3和图4所示，当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检测到二氧化碳浓度高于设定值且进风

口1处的湿度传感器检测到湿度大于设定值时，开启新风除湿模式，在该模式下整体式新风

除湿干衣机具有新风除湿和烘干功能。在该模式下制冷系统开启，冷媒从压缩机15中流出，

一部分经第一电磁阀22流向排风冷凝器13后在第一节流阀24中节流，另一部分经第二电磁

阀23流经再热冷凝器10中，经第二节流阀25节流后，两路冷媒汇合进入蒸发器11，换热后进

入压缩机15完成一个循环，温度传感器根据检测到的送风温度调节第一电磁阀22、第二电

磁阀23的开度，控制进入排风冷凝器13和再热冷凝器10的冷媒流量，调节送风温度。第一风

阀16、第二风阀18、第五风阀32、第八风阀38和第十风阀42打开，第三风阀20、第四风阀21、

第九风阀40和第十一风阀44关闭，回风风机14、送风风机19开启，室外新风经第一风管31在

送风风机19的作用下进入新风除湿一体机的壳体5内，在空气过滤器17中过滤污染物，再与

室内回风在全热交换器12中换热后，送入蒸发器11中进行降温除湿，然后再经再热冷凝器

10升温至室内的温度要求，通过第六风管41送入室内满足室内的除湿要求。同时，室内回风

经第四风管37在回风风机14的作用下送回新风除湿一体机后，首先在全热交换器12中与室

外送入的新风进行换热后进入排风冷凝器13，对排风冷凝器13散热后排出。该部分排风温

度高、湿度低，可由用户自行选择用作烘干衣物使用或直接排出，若不使用烘干功能，则第

六风阀34打开、第七风阀36关闭，排风直接由第二风管33排至室外，如图3所示。若使用烘干

功能，如图4所示，则第六风阀34关闭、第七风阀36打开，排风经由第三风管35送入衣橱作烘

干用，经烘干后该部分热湿空气经第一排风口29由第八风管49排至室外，同时紫外杀菌装

置46打开。当人为关机或衣橱第一排风口29处的湿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湿度低于设定值时，

制冷系统停机，此时紫外杀菌装置46、回风风机14、送风风机19关闭。

[0031] 如图5和图6所示，当位于回风口3处的湿度传感器检测到室内湿度高于设定值时，

开启内循环模式，该模式下本发明具有回风除湿和烘干功能。在该模式下制冷系统开启，冷

媒从压缩机15中流出，一部分经第一电磁阀22流向排风冷凝器13后在第一节流阀24中节

流，另一部分经第二电磁阀23流经再热冷凝器10中，经第二节流阀25节流后，两路冷媒汇合

进入蒸发器11，换热后进入压缩机15完成一个循环，温度传感器根据检测到的送风温度调

节第一电磁阀22、第二电磁阀23的开度，控制进入排风冷凝器13和再热冷凝器10的冷媒流

量，调节送风温度，保持送风温度恒定。第三风阀20、第四风阀21、第五风阀32、第八风阀38

和第十风阀42打开，第一风阀16、第二风阀18、第九风阀40和第十一风阀44关闭，回风风机

14、送风风机19开启，室内回风经第四风管37在回风风机14的作用下进入新风除湿一体机

后，经第三风阀20流经蒸发器11，在蒸发器11中冷却除湿后经再热冷凝器10升温至室内的

温度要求，完成室内空气内循环。同时，室外新风经第一风管31在送风风机19的作用下进入

新风除湿一体机，经第四风阀21进入排风冷凝器13，对排风冷凝器13散热后排出。该部分排

风温度高、湿度低，可由用户自行选择用作烘干衣物使用或直接排出。若不使用烘干功能，

则第六风阀34打开、第七风阀36关闭，排风直接由第二风管33排至室外，如图5所示；若使用

烘干功能，则第六风阀34关闭、第七风阀36打开，排风经由第三风管35送入衣橱作烘干用，

经烘干后该部分热湿空气经第一排风口29由第八风管49排至室外，同时紫外杀菌装置46打

开，如图6所示。当人为关机或衣橱第一排风口29处的湿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湿度低于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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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制冷系统停机，此时紫外杀菌装置46、回风风机14、送风风机19关闭。

[0032] 如图7所示，当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检测到二氧化碳浓度高于设定值且进风口1处

的湿度传感器检测到湿度低于设定值时，开启全热回收通风模式。在该模式下制冷系统关

闭，第一风阀16、第二风阀18、第五风阀32、第六风阀34、第八风阀38和第十风阀42打开，第

三风阀20、第四风阀21、第七风阀36、第九风阀40和第十一风阀44关闭，回风风机14、送风风

机19开启，室外新风经第一风管31在送风风机19的作用下进入新风除湿一体机，首先经过

空气过滤装置17预处理后，与回风在全热交换器12中充分换热后经第六风管41送入室内。

同时，室内回风经第四风管37在回风风机14的作用下送回新风除湿一体机，与室外新风在

全热交换器12中换热后经第二风管33排至室外，达到室内通风换气、全热回收的目的。

[0033] 如图8和图9所示，在冬季有烘干需求时，制冷系统开启，利用空气的不断循环对衣

物进行连续烘干。在该模式下制冷系统开启，冷媒从压缩机15中流出，经第二电磁阀23全部

流向再热冷凝器10中，经第二节流阀25节流后进入蒸发器11，在蒸发器11中与空气换热后

进入压缩机15完成一个循环。第三风阀20和第十一风阀44开启，第一风阀16、第二风阀18、

第五风阀32、第六风阀34、第七风阀36和第十风阀42关闭，回风风机14开启、送风风机19关

闭。运行开始时，第八风阀38打开，第九风阀40关闭，回风风机14通过第四风管37吸收室内

的空气进入新风除湿一体机，室内空气经第三风阀20经过蒸发器11降温除湿后通过再热冷

凝器10加热升温，然后通过第七风管43送入衣橱的第二进风口28，在衣橱中吸收衣物的水

分变为高湿空气，该空气经第一回风口30由第五风管39排出，此时第八风阀38关闭，第九风

阀40打开，空气由第五风管39经回风风机14送回新风除湿一体机，继续经蒸发器11、再热冷

凝器10升温后形成高温低湿的空气对衣物进行烘干，如此不断地往复循环，同时紫外杀菌

装置46打开。当人为关机或衣橱第一排风口29处的湿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湿度低于设定值

时，制冷系统停机，此时紫外杀菌装置46、回风风机14关闭。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09764438 B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9

CN 109764438 B

9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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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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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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