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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家用恒温恒湿落地式房

间空调器的控制方法，包括带有加湿模块的空调

器，其中，所述空调器包括有通风、制冷、制热和

除湿模式，所述空调器实时检测室内的环境温度

Tr及环境湿度Φr，以判断是否达到所设定的需

求温度Ts及需求湿度Φs；所述空调器包括手动

加湿功能和智能加湿功能，其中，智能加湿功能

包括通风加湿功能、制冷加湿功能和制热加湿功

能；上述各个加湿功能满足相对应的加湿启动条

件的全部条件时，加湿模块则进行加湿；上述各

个加湿功能满足相对应的加湿停止条件的任一

条件时，加湿模块则停止加湿；所述加湿模块与

空调器的室内风机相联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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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家用恒温恒湿落地式房间空调器的控制方法，包括带有加湿模块的空调器，其

中，所述空调器包括有通风、制冷、制热和除湿模式，其特征在于：所述空调器实时检测室内

的环境温度Tr及环境湿度Φr，以判断是否达到所设定的需求温度Ts及需求湿度Φs；

所述空调器包括手动加湿功能（210）和智能加湿功能（100），其中，智能加湿功能（100）

包括通风加湿功能（110）、制冷加湿功能（120）和制热加湿功能（130）；上述各个加湿功能满

足相对应的加湿启动条件的全部条件时，加湿模块则进行加湿；上述各个加湿功能满足相

对应的加湿停止条件的任一条件时，加湿模块则停止加湿；所述加湿模块与空调器的室内

风机相联动运行；

所述手动加湿功能（210）相对应设有手动加湿启动条件（211）和手动加湿停止条件

（212），其中，手动加湿启动条件（211）包括空调器空调器水位正常和空调器室内风机正常

运转；手动加湿停止条件（212）包括有需求湿度Φs＝环境湿度Φr、环境湿度Φr≥50%RH、

空调器室内风机停止运转、开启除湿模式和空调器水位过低；

所述手动加湿功能（210）包括有以下步骤：

S1.空调器启动运行通风/制冷/制热模式中任一种模式，用户在预设定的湿度范围内

设置需求湿度Φs，并开启手动加湿功能（210）；

S2.空调器开启手动加湿功能（210）后从而进行手动加湿启动条件（211）判定，其中，当

满足手动加湿启动条件（211）的全部条件时，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反之亦然，当空调器

不满足手动加湿启动条件（211）时，加湿模块不进行加湿工作；

S3.满足手动加湿启动条件（211）后，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其中，在此运行过程中，

空调器进行手动加湿停止条件（212）判定，当满足手动加湿停止条件（212）的任意一条时，

加湿模块立即停止加湿；

所述智能加湿功能（100）包括有以下步骤：

P1.空调器运行通风/制冷/制热模式中任一种模式，用户设置需求温度Ts，并开启相对

应的通风/制冷/制热加湿功能（130）；

P2.空调器开启通风加湿功能（110）后从而按预设的智能加湿启动条件进行判定，其

中，当满足智能加湿启动的条件的全部条件时，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反之亦然，当不满

足通风加湿启动条件（111）时，加湿模不进行加湿工作；

P3.在满足智能加湿启动条件且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的运行过程中，空调器按预设

的智能加湿停止条件（112）进行判定，当满足智能加湿停止条件（112）中的任一条件时，加

湿模块立即停止加湿；

所述空调器开启所述通风加湿功能（110）时，智能加湿条件为通风加湿启动条件

（111），其中，通风加湿启动条件（111）包括空调器水位正常、空调器室内风机正常运转、-1

℃≤环境温度Tr-需求温度Ts≤1℃、环境湿度Φr＜50%RH；

所述空调器开启所述制冷加湿功能（120）时，智能加湿条件为制冷加湿启动条件

（121），其中，制冷加湿启动条件（121）包括水位正常、空调器室内风机正常运转、环境温度

Tr-需求温度Ts＞1℃、环境湿度＜50%RH；所述空调器开启所述制热加湿功能（130）时，智能

加湿条件为制热加湿启动条件（131），其中，制热加湿启动条件（131）包括有空调器水位正

常、空调机室内风机正常运转、需求温度Ts-环境温度Tr＞1℃、环境湿度＜50%RH；

所述智能加湿停止条件（112）包括有环境湿度Φr≥60%RH、空调器室内风机停止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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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器开启除湿模式和空调器水位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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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用恒温恒湿落地式房间空调器的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家用恒温恒湿空调器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种家用恒温恒湿落地式

房间空调器的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重视生活环境质量，并对空调器的使用舒适性

提出了更高要求。现有家用房间空调器无恒温恒湿效果，只能单一的调节和控制生活环境

温度，无法调节和控制生活环境湿度，长时间使用空调器，室内空气变得越来越干燥，无法

达到人们所期望的舒适性要求；同时，现有的空调器无法实现了智能化的温度及湿度的调

节，往往需要消费者进行手动的调节，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尤其是半夜，往往不能及时对

空调器进行调节，试用体验差，造成资源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既能满足生活环境温度调节和

空调，又能对生活环境湿度进行调节和控制，满足人们舒适性要求的家用恒温恒湿落地式

房间空调器的控制方法。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的目的，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家用恒温恒湿落地式房间空调器的控

制方法，包括带有加湿模块的空调器，其中，所述空调器包括有通风、制冷、制热和除湿模

式，所述空调器实时检测室内的环境温度Tr及环境湿度Φr，以判断是否达到所设定的需求

温度Ts及需求湿度Φs；所述空调器包括手动加湿功能和智能加湿功能，其中，智能加湿功

能包括通风加湿功能、制冷加湿功能和制热加湿功能；上述各个加湿功能满足相对应的加

湿启动条件的全部条件时，加湿模块则进行加湿；上述各个加湿功能满足相对应的加湿停

止条件的任一条件时，加湿模块则停止加湿；所述加湿模块与空调器的室内风机相联动运

行。

[0005] 进一步，所述手动加湿功能相对应设有手动加湿启动条件和手动加湿停止条件，

其中，手动加湿启动条件包括空调器空调器水位正常和空调器室内风机正常运转；手动加

湿停止条件包括有需求湿度Φs＝环境湿度Φr、环境湿度Φr≥50%RH、空调器室内风机停

止运转、开启除湿模式和空调器水位过低；所述手动加湿功能包括有以下步骤：

[0006] S1 .空调器启动运行通风/制冷/制热模式中任一种模式，用户在预设定的湿度范

围内设置需求湿度Φs，并开启手动加湿功能；

[0007] S2.空调器开启手动加湿功能后从而进行手动加湿启动条件判定，其中，当满足手

动加湿启动条件的全部条件时，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反之亦然，当空调器不满足手动加

湿启动条件时，加湿模块不进行加湿工作；

[0008] S3.满足手动加湿启动条件后，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其中，在此运行过程中，空

调器进行手动加湿停止条件判定，当满足手动加湿停止条件的任意一条时，加湿模块立即

停止加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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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所述智能加湿功能包括有以下步骤：

[0010] P1.空调器运行通风/制冷/制热模式中任一种模式，用户设置需求温度Ts，并开启

相对应的通风/制冷/制热加湿功能；

[0011] P2.空调器开启通风加湿功能后从而按预设的智能加湿启动条件进行判定，其中，

当满足智能加湿启动的条件的全部条件时，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反之亦然，当不满足通

风加湿启动条件时，加湿模不进行加湿工作；

[0012] P3.在满足智能加湿启动条件且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的运行过程中，空调器按

预设的智能加湿停止条件进行判定，当满足智能加湿停止条件中的任一条件时，加湿模块

立即停止加湿。

[0013] 进一步，所述空调器开启所述通风加湿功能时，智能加湿条件为通风加湿启动条

件，其中，通风加湿启动条件包括空调器水位正常、空调器室内风机正常运转、-1℃≤环境

温度Tr-需求温度Ts≤1℃、环境湿度Φr＜50%RH；

[0014] 进一步，所述空调器开启所述制冷加湿功能时，智能加湿条件为制冷加湿启动条

件，其中，制冷加湿启动条件包括水位正常、空调器室内风机正常运转、环境温度Tr-需求温

度Ts＞1℃、环境湿度＜50%RH；

[0015] 进一步，所述空调器开启所述制热加湿功能时，智能加湿条件为制热加湿启动条

件，其中，制热加湿启动条件包括有空调器水位正常、空调机室内风机正常运转、需求温度

Ts-环境温度Tr＞1℃、环境湿度＜50%RH；

[0016] 进一步，所述智能加湿停止条件包括有环境湿度Φr≥60%RH、空调器室内风机停

止运转、空调器开启除湿模式和空调器水位过低。

[0017] 本发明采用上述的方案，其有益效果在于：通过设置有手动加湿功能及智能加湿

功能，从而实现了空调器的智能加湿的效果，达到恒温恒湿这一舒适性功能，既能实现生活

环境温度、生活环境湿度的调节和控制，又满足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舒适性要求。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空调器的控制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手动加湿功能的流程示意图。

[0020] 图3为通风加湿功能的流程示意图。

[0021] 图4为制冷加湿功能的流程示意图。

[0022] 图5为制热加湿功能的流程示意图。

[0023] 图6为手动加湿启动条件判定模块示意图。

[0024] 图7为手动加湿停止条件判定模块示意图。

[0025] 图8为通风加湿启动条件判定模块示意图。

[0026] 图9为制冷加湿启动条件判定模块示意图。

[0027] 图10为制热加湿启动条件判定模块示意图。

[0028] 图11为智能加湿停止条件判定模块示意图。

[0029] 其中，100-智能加湿功能，110-通风加湿功能，120-制冷加湿功能，130-制热加湿

功能，111-通风加湿启动条件，121-制冷加湿启动条件，131-制热加湿启动条件，112-智能

加湿停止条件，210-手动加湿功能，211-手动加湿启动条件，212-手动加湿停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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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1] 参见附图1所示，在本实施例中，一种家用恒温恒湿落地式房间空调器的控制方

法，包括有带加湿模块的空调器，其中，空调器包括有通风、制冷、制热和除湿模式；用户开

启空调器后可选择空调器通风/制冷/制热/除湿模式中任一种模式，从而进入设定风速、风

向、摆风等其它参数（此参数设置作为公知常识，在本申请中不再对其原理进行赘述）。在空

调器开启后，空调器（空调器预装有的温度和湿度传感器，此类传感器作为公知常识此处不

再对其原理进行赘述）实时检测室内的环境温度Tr及环境湿度Φr，以判断是否达到所设定

的需求温度Ts及需求湿度Φs，若空调器检测到室内环境Tr或环境湿度Φr达到需求值，则

会进入达温停机状态，此时空调器的室内风机和加湿模块有正常运行状态转为停机状态。

[0032] 在本实施例中，空调器包括有手动加湿功能210和智能加湿功能100，其中，智能加

湿功能100包括通风加湿功能110、制冷加湿功能120和制热加湿功能130；通风加湿功能

110、制冷加湿功能120和制热加湿功能130分别对应在空调器处于通风、制冷和制热模式才

能开启。其次，当空调器处于除湿模式下，加湿模块禁止加湿，从而避免出现一边除湿，一边

加湿的情况，有效地避免除湿和加湿的冲突。上述各个加湿功能满足相对应的加湿启动条

件的全部条件时，加湿模块则进行加湿；上述各个加湿功能满足相对应的加湿停止条件的

任一条件时，加湿模块则停止加湿。空调器开启后，用户可选择空调器通风/制冷/制热模式

中任一种模式后，由用户决定是否进行加湿，若用户不需加湿，则空调器按用户锁舌定的运

行模式参数运行；若用户需加湿，则根据需求相应开启对应的加湿功能。

[0033] 在本实施例中，加湿模块与空调器的室内风机相联动运行，即，若室内风机已运行

时，加湿模块才能运行，反之，若室内风机停止运行，加湿模块也停止运行，即，当空调器满

足达温停机（Tr=Ts）时，室内风机会停止运行且加湿模块也随之停止运行；当空调器达温重

启（Tr与Ts之间差值达到预设值时）或室内风机由停止状态转为正常运行状态时，则加湿模

块由停止状态转为加湿启动条件的判定，若满足加湿启动条件的全部条件后，加湿模块开

始运行。

[0034] 参见附图2、附图6和附图7所示，现对手动加湿功能210作进一步说明：本实施例的

手动加湿功能210相对应设有手动加湿启动条件211和手动加湿停止条件212，其中，手动加

湿启动条件211包括有空调器水位正常和室内风机正常运转，通过对空调器的水位和室内

风机的检测，从而确保在空调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进行运行，避免故障运行的情况。手动加

湿停止条件212包括有需求湿度Φs＝环境湿度Φr、环境湿度Φr≥50%RH、空调器室内风机

停止运转、开启除湿模式和空调器水位过低。手动加湿功能210包括有以下步骤：

[0035] S1.空调器运行通风/制冷/制热模式中任一种模式，用户在预设定的湿度范围（在

本实施例中，湿度范围为30~50%RH）内设置需求湿度Φs，并开启手动加湿功能210；

[0036] S2.空调器开启手动加湿功能210后从而进行手动加湿启动条件211判定，其中，当

满足手动加湿启动的条件的全部条件时，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反之亦然，当不满足手动

加湿启动条件211时，加湿模不进行加湿工作；

[0037] S3 .满足手动加湿启动条件211后，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其中，在此运行过程

中，空调器进行手动加湿停止条件212判定，当满足手动加湿停止条件212的任意一条时，加

湿模块立即停止加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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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通过上述的手动加湿功能210的步骤，从而实现了加湿操作，不论是在通风制冷/

制热模式中用户根据自己需求情况进行手动加湿，同时，通过实时检测室内环境的湿度以

及设置有手动加湿停止条件212，从而出现过度加湿的问题；另外通过对空调器的水位、室

内风机的状态进行实时检测，确保空调器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工作。

[0039] 在本实施例中，根据空调器所处的模式从而相应设置有对应的智能加湿启动条

件，其中，当空调器开启所述通风加湿功能110时，智能加湿条件为通风加湿启动条件111；

当空调器开启所述制冷加湿功能120时，智能加湿条件为制冷加湿启动条件121；当空调器

开启所述制热加湿功能130时，智能加湿条件为制热加湿启动条件131。

[0040] 参见附图3、附图8所示，现对通风加湿功能110作进一步说明：本实施例的通风加

湿功能110的通风加湿启动条件111包括有空调器水位正常、室内风机正常运转、-1℃≤环

境温度Tr-需求温度Ts≤1℃、环境湿度Φr＜50%RH；，通过对空调器的水位和室内风机工作

状态的检测，从而确保在空调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进行运行和避免故障运行的情况，通过

对环境温度和湿度的检测判断，从而实现了空调器根据室内环境进行加湿；通风加湿功能

110包括有以下步骤：

[0041] P101.空调器运行通风模式，用户设置需求温度Ts，并开启通风加湿功能110；

[0042] P102.空调器开启通风加湿功能110后从而进行通风加湿启动条件111判定，其中，

当满足通风加湿启动的条件的全部条件时，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反之亦然，当不满足通

风加湿启动条件111时，加湿模不进行加湿工作；

[0043] P103.满足通风加湿启动条件111后，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其中，在此运行过程

中，空调器进行预设有的智能加湿停止条件112判定，当满足通风加湿停止条件的任意一条

时，加湿模块立即停止加湿。

[0044] 通过上述的通风加湿功能110的步骤，使得空调器通风模式下，进行通风加湿启动

条件111判定，一旦满足通风加湿启动条件111，空调器智能启动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从

而实现了在通风模式下智能加湿的效果；同时，空调器在加湿过程中进行智能加湿停止条

件112判定，一旦满足智能加湿停止条件112，则立即停止加湿工作，从而确保在通风状态

下，保证环境湿度维持在正常范围内。

[0045] 参见附图3、附图9所示，现对制冷加湿功能120作进一步说明：本实施例的制冷加

湿功能120的制冷加湿启动条件121包括有空调器水位正常、室内风机正常运转、环境温度

Tr-需求温度Ts＞1℃、环境湿度Φr＜50%RH；，通过对空调器的水位和室内风机工作状态的

检测，从而确保在空调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进行运行和避免故障运行的情况，通过对环境

温度和湿度的检测判断，从而实现了空调器根据室内环境进行加湿；制冷加湿功能120包括

有以下步骤：

[0046] P201.空调器运行制冷模式，用户设置需求温度Ts，并开启制冷加湿功能120；

[0047] P202.空调器开启制冷加湿功能120后从而进行制冷加湿启动条件121判定，其中，

当满足制冷加湿启动的条件的全部条件时，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反之亦然，当不满足制

冷加湿启动条件121时，加湿模不进行加湿工作；

[0048] P203.满足制冷加湿启动条件121后，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其中，在此运行过程

中，空调器进行预设有的智能加湿停止条件112判定，当满足制冷加湿停止条件的任意一条

时，加湿模块立即停止加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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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通过上述的制冷加湿功能120的步骤，使得空调器制冷模式下，进行制冷加湿启动

条件121判定，一旦满足制冷加湿启动条件121，空调器智能启动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从

而实现了在制冷模式下智能加湿的效果；同时，空调器在加湿过程中进行智能加湿停止条

件112判定，一旦满足智能加湿停止条件112，则立即停止加湿工作，从而确保环境的湿度保

持在正常范围内。

[0050] 参见附图3、附图10所示，现对制热加湿功能130作进一步说明：本实施例的制热加

湿功能130的制热加湿启动条件131包括有空调器水位正常、室内风机正常运转、需求温度

Ts-环境温度Tr＞1℃、环境湿度＜50%RH；，通过对空调器的水位和室内风机工作状态的检

测，从而确保在空调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进行运行和避免故障运行的情况，通过对环境温

度和湿度的检测判断，从而实现了空调器根据室内环境进行加湿；制热加湿功能130包括有

以下步骤：

[0051] P301.空调器运行制热模式，用户设置需求温度Ts，并开启制热加湿功能130；

[0052] P302.空调器开启制热加湿功能130后从而进行制热加湿启动条件131判定，其中，

当满足制热加湿启动的条件的全部条件时，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反之亦然，当不满足制

热加湿启动条件131时，加湿模不进行加湿工作；

[0053] P303.满足制热加湿启动条件131后，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其中，在此运行过程

中，空调器进行预设有的智能加湿停止条件112判定，当满足制热加湿停止条件的任意一条

时，加湿模块立即停止加湿。

[0054] 通过上述的制热加湿功能130的步骤，使得空调器制热模式下，进行制热加湿启动

条件131判定，一旦满足制热加湿启动条件131，空调器智能启动加湿模块进行加湿工作，从

而实现了在制热模式下智能加湿的效果；同时，空调器在加湿过程中进行智能加湿停止条

件112判定，一旦满足智能加湿停止条件112，则立即停止加湿工作，从而确保环境的湿度保

持在正常范围内。

[0055] 参见附图11所示，在本实施例中，通风加湿功能110、制热加湿功能130以及制热加

湿功能130的智能加湿停止条件112均为环境湿度Φr≥60%RH、空调器的室内风机停止运

转、空调器开启除湿模式以及空调器水位过低。

[0056] 以上所述之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

制。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情况下，利用上述揭示的技

术内容对本发明技术方案作出更多可能的变动和润饰，或修改均为本发明的等效实施例。

故凡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之思路所作的等同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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