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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实时闭环控制

的AI空调系统涉及一种民用空调系统；以分布在

建筑物内各相对封闭空间的高灵敏度温度湿度

计为主要传感器，通过路由器、物联网，按不同时

段大气温度、各房间内的即时温度和湿度、人员

活动情况以及该时段电价协调闭环控制AI空调

内机、A工去湿加湿机、AI进气排气风扇自动保持

有人活动空间的温度和湿度在最佳区间，暂时无

人活动空间的温度和湿度维持在候客的节能状

态；有特殊需要的厅、室的温度湿度可以通过语

音加以调整控制，AI空调室内机能够听懂多种语

言的命令，并以同种语言回复命令执行情况；本

发明可以明显提高空调系统的用户使用体验；明

显减小空调外机的选配功率；明显减小整个空调

系统的投资、能耗和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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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实时闭环控制的AI空调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空调外机

(1)、制冷/制热四通切换阀(2)、可调节流阀(3)、AI空调内机(4)、AI去湿加湿机(5)、高灵敏

度温度湿度计(6)、AI进气排气风扇(7)、支持物联网的路由器；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6)是

高灵敏度支持NB-IoT的温度湿度计的简称，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6)提供精确到1mK的干球

温度和湿球温度，RH(Relative  Humidity相对湿度)的计算值达5位有效数字，显示值4位有

效数字；AI空调内机(4)包括蒸发器/冷凝器、通风机、通风机驱动电机、变频控制板、通风出

口导向风叶、导向风叶驱动电机及控制板、红外传感器、AI板加喇叭话筒及NB-IoT板；AI去

湿加湿机(5)包括进风/出风换热器、蒸发器/冷凝器、通风机、通风机驱动电机、变频控制

板、通风出口导向风叶、导向风叶驱动电机及控制板、排水装置/喷水装置、红外传感器、AI

板加喇叭话筒及NB-IoT板；AI进气排气风扇(7)包括进气风扇、进气挡板、排气风扇、排气挡

板、高精度支持NB-IoT的温度计、AI板加喇叭话筒及NB-IoT板；AI空调系统至少有一台空调

外机(1)，也可2台或者3台并联使用；空调外机(1)包括蒸发器/冷凝器、变频风扇、风扇变频

控制板、全密封变频压缩机、压缩机变频控制板、制冷剂进口压力传感器、制冷剂出口压力

传感器、NB-IoT板；制冷/制热四通切换阀(2)按制冷剂最大通流量选用，全密封、电动可远

方控制；可调节流阀(3)全密封、双向可调节流、电动可远方控制、最大通流量与相连接的AI

空调内机(4)和AI去湿加湿机(5)相配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实时闭环控制的AI空调系统，其特征是

所述的AI空调内机(4)和AI去湿加湿机(5)配置的红外传感器只能生成“马赛克”式的图像，

且无长时间存储器配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实时闭环控制的AI空调系统，其特征是

所述的AI空调内机(4)和AI去湿加湿机(5)配置的AI语音仅有半双工能力，也不会主动发

话，不具有长期音频记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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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实时闭环控制的AI空调系统

(一)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实时闭环控制的AI空调系统涉及一种民用空调系统；

以分布在建筑物内各相对封闭空间的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为主要传感器，通过路由器、物

联网，按不同时段大气温度、各房间内的即时温度和湿度、人员活动情况以及该时段电价协

调闭环控制AI空调内机、AI去湿加湿机、AI进气排气风扇自动保持有人活动空间的温度和

湿度在最佳区间，暂时无人活动空间的温度和湿度维持在候客的节能状态；有特殊需要的

厅、室的温度湿度可以通过语音加以调整控制，AI空调室内机能够听懂多种语言的命令，并

以同种语言回复命令执行情况；本发明可以明显提高空调系统的用户使用体验；明显减小

空调外机的选配功率；明显减小整个空调系统的投资、能耗和电费。

(二)背景技术：

[0002] 国际实用温标是以一些可复现的平衡态(定义固定点)的温度指定值，以及在国际

实用温标这些固定点上分度的标准内插仪器作为基础的。1968年国际实用温标分成三个温

区，分别用标准铂电阻温度计、标准铂铑(10％)铂热电偶和普朗克辐射定律来定义这些温

区内的温度数值。

[0003] 现有技术的石英晶体温度计的核心部件是谐振式石英晶体振荡器，其工作机制与

传统的温度传感器(铂电阻温度计、热电偶温度计等)不同，其工作机制是“谐振”，不是靠分

子的热运动产生的“电阻”或“电动势”。

[0004] 现有技术的石英晶体振荡器，其频率——温度特性是一条颇接近直线的三次多项

式曲线；a、b、c分别为一、二、三次多项式的系数，与石英晶片的切割类型及振型有关。

[0005] 现有技术的石英晶体温度计至少有2个石英晶体振荡器，一个是温度为0℃的基准

石英晶体振荡器，一个是用作测定温度的传感器石英晶体振荡器，由两者的频差获得被测

温度；为减少基准石英晶体振荡器的频率漂移，通常把基准石英晶体振荡器置于精确控制

温度的恒温箱中；即使如此，仍然有不可忽略的的基准频率漂移，现有技术的石英晶体温度

计分辨率可以做到0.001K～0.0001K，但其精确度只能做到0.1K～0.05K。

[0006] 现有技术的“成为GPS导航仪和GPS智能导航手机的附加功能的GPS授时的石英晶

体温度计”和“成为北斗导航仪和北斗智能导航手机的附加功能的北斗授时的石英晶体温

度计”以互联网+和微电子技术为手段，在其石英晶体探头所及测温范围内，能够实现1mK的

高精度的温度测量的互联网移动应用。

[0007] 现有技术的民用温度湿度计主要有玻璃杆干湿球温度湿度计；机械式温度湿度计

和基于电子热敏元件、电子湿敏元件的数字式温度湿度计。

[0008] 玻璃杆干球湿球温度湿度计的温度测量误差约±0.5K，湿度测量误差约±5％RH

～±10％RH，不具备互联网+的应用能力；机械式温度湿度计以双金属片为温敏元件，以涂

敷高分子亲水塑料的金属游丝为湿敏元件，其温度测量误差约±1K～±2K，其湿度测量误

差约±5％RH，且时滞特别大，不具备互联网+的应用能力；现有技术电子式数字温度湿度计

的温度测量误差约±0 .3K，校准后的湿度测量误差约±3％RH，其湿度测量年漂移量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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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H另计，时滞较大，已有使用现有技术电子式数字温度湿度计和蓝牙技术用于转速控制

和启、停空调、去湿机、加湿机的工程实例。

[0009] NB-IoT(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窄带-物联网)是基于蜂窝的低功耗窄

带物联网技术。

[0010] 路由器常用于支持一个建筑物范围内的WiFi信号共享，以及与物联网的互联和信

息共享。

[0011] 现有技术的智能音箱让机器在语音对话这一环节拥有近似于人的能力，可以对智

能家居设备进行控制，也是用语音进行上网的一个工具。

[0012] 夏季，人体感到最舒适的气温是19～24℃；冬季，人体感到最舒适的气温是17～22

℃；人体感到最舒适的相对湿度(RH)是40％～50％，夏季以接近40％为佳，冬季以接近50％

为佳。

[0013] 现有技术的空调绝大多数设置的调节目标值为空调出口风温；现有技术的除湿机

绝大多数设置的调节目标值为除湿机出口湿度，使用现有技术电子式数字温度湿度计测

量。

[0014] 现有技术的除湿机，其蒸发器、压缩机、冷凝器、进风出风换热器、通风机和电子式

数字温度湿度计通常装设在同一个机箱内；现有技术的加湿机采用机械雾化、超声波雾化、

加热汽化等技术手段，在冬季适量增加室内的相对湿度。

(三)发明内容：

[0015] 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16] 现有技术的空调在夏季，出口温度目标值调到16℃、12℃甚至8℃，到压缩机跳停

或者显著降速时，室内主体温度仍然高于24℃、26℃甚至28℃是经常的；在冬季，空调出口

温度目标值调到33℃，到压缩机跳停或者显著降速时，室内主体温度可能只有13℃；现有技

术的除湿机，在夏季有强大的除湿能力，但制冷的能效并不高，在冬季也不能转化为加湿机

使用；在淮河以北地区，夏季有比较大的昼夜温差，现有技术的空调系统未能充分利用；现

有技术的电子温度湿度计的灵敏度和精确度较差，零点漂移、时滞较大，蓝牙技术的可靠传

输距离较短，难以实时协调闭环控制一套较大民居的空调、去湿机、加湿机能力。

[0017] 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

[0018] 本发明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实时闭环控制的AI空调系统采取与现有技术完全不

同的技术路线，使用具有极高精度的卫星授时的石英晶体温度计，离开空调内机本体适当

距离，更加客观、真实、及时地实时测量室内有代表性的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使用大气标

准状态下的高精度的数字化的空气焓湿图；卫星导航系统提供当地的海拔标高，大气压力

修正系数；采用高精度的三次多项式曲线的插入算法，RH(Relative  Humidity相对湿度)的

计算值达5位有效数字，显示值4位有效数字；以分布在建筑物内各相对封闭空间的高灵敏

度温度湿度计为主要传感器，通过物联网，按不同时段实时温度湿度、人员在民居内的活动

情况和该时段电价协调闭环控制AI空调内机、AI去湿加湿机、AI进气排气风扇自动保持有

人活动空间的温度和湿度在最佳区间，暂时无人活动空间的温度和湿度维持在候客的节能

状态；有特殊需要的厅、室的温度湿度可以通过语音对相对应的AI空调内机和AI去湿加湿

机加以调整；夏季，昼夜温差较大的地区，AI进气排气风扇在最低气温时段全面换气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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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节能效果；在冬季整个空调系统转入制热工况；去湿加湿机转入加湿工况；进气排气

风扇停用，进气口、排气口挡板门关闭。

[0019] 本发明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实时闭环控制的AI空调系统包括空调外机(1)、制冷/

制热四通切换阀(2)、可调节流阀(3)、AI空调内机(4)、AI去湿加湿机(5)、高灵敏度温度湿

度计(6)、AI进气排气风扇(7)、支持物联网的路由器；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6)是高灵敏度

支持NB-IoT的温度湿度计的简称，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6)提供精确到1mK的干球温度和湿

球温度，RH(Relative  Humidity相对湿度)的计算值达5位有效数字，显示值4位有效数字；

AI空调内机(4)包括蒸发器/冷凝器、通风机、通风机驱动电机、变频控制板、通风出口导向

风叶、导向风叶驱动电机及控制板、红外传感器、AI板加喇叭话筒及NB-IoT板；AI去湿加湿

机(5)包括进风/出风换热器、蒸发器/冷凝器、通风机、通风机驱动电机、变频控制板、通风

出口导向风叶、导向风叶驱动电机及控制板、排水装置/喷水装置、红外传感器、AI板加喇叭

话筒及NB-IoT板；AI进气排气风扇(7)包括进气风扇、进气挡板、排气风扇、排气挡板、高精

度支持NB-IoT的温度计、AI板加喇叭话筒及NB-IoT板；AI空调系统至少有一台空调外机

(1)，也可2台或者3台并联使用；空调外机(1)包括蒸发器/冷凝器、变频风扇、风扇变频控制

板、全密封变频压缩机、压缩机变频控制板、制冷剂进口压力传感器、制冷剂出口压力传感

器、NB-IoT板；制冷/制热四通切换阀(2)按制冷剂最大通流量选用，全密封、电动可远方控

制；可调节流阀(3)全密封、双向可调节流、电动可远方控制、最大通流量与相连接的AI空调

内机(4)和AI去湿加湿机(5)相配套。

[0020] 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1] ●以易于获取的具有极高精度的卫星授时信号取代基准石英晶体振荡器使高灵

敏度支持NB-IoT的温度湿度计的温度测量由于授时精度引入的误差可以控制在不超过

0.1PPM(PPM百万分之一)，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是高灵敏度支持NB-IoT的温度湿度计的简

称；

[0022] ●对一台量程为2℃到35℃的卫星授时的高灵敏度支持NB-IoT的温度湿度计的温

度测量值由于授时精度引入的误差可以控制在不超过0.009mK；

[0023] ●以易于获取的具有极高精度的卫星授时信号取代基准石英晶体振荡器使高灵

敏度支持NB-IoT的温度湿度计的的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测量精确度达到1mK(1968年国际

实用温标使用标准铂电阻温度计分度，分度精度优于0.1mK)；

[0024] ●可以选择以华氏温标温标显示温度，温度测量精度不变；

[0025] ●高灵敏度支持NB-IoT的温度湿度计依托温度测量精确度达到1mK的干球温度和

湿球温度、高精度的数字化的空气焓湿图、卫星导航系统提供当地的大气压力修正系数、高

精度的三次多项式曲线的插入算法，RH(Relative  Humidity相对湿度)的计算值达5位有效

数字，显示值4位有效数字，足以显示室内相对湿度的动态变化，足以通过AI空调内机、AI去

湿加湿机、AI进气排气风扇控制室内温度湿度的动态变化，以最低的能耗达到最舒适的状

态；

[0026] ●高灵敏度支持NB-IoT的温度湿度计的温度测量、相对湿度测量的短期和长期零

点漂移均接近为0；

[0027] ●外置并与AI空调内机共用压缩机的AI去湿加湿机，在夏季“桑拿天”不仅除湿效

率高，而且制冷的能效也达到1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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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外置并与AI空调内机共用压缩机的AI去湿加湿机，在冬季制热时，向气流内喷

雾化水，成为加湿机，控制喷水量，可使室内相对湿度在冬季达标，同时制热的能效也达到1

级标准；

[0029] ●在淮河以北地区，夏季有接近10K的昼夜温差，深夜利用电力系统低谷电进行室

内全换风作业，有明显的节能效果，AI进气排气风扇自带高精度支持NB-IoT的温度计，用于

测量户外进风温度，智能判断启动条件；换风作业期间自动关闭该空间的AI空调内机和AI

去湿加湿机；

[0030] ●每一台AI空调内机和AI去湿加湿机都有与其配对的高灵敏度支持NB-IoT的温

度湿度计，通过实测室内的即时温度、湿度和即时温度、湿度变化速率，分别控制相对应的

AI空调内机和AI去湿加湿机的可调节流阀，使室内温度、湿度达到最舒适区间；

[0031] ●如有特殊需要的厅、室的温度湿度可以通过AI语音加以调整控制，AI空调内机

能够听懂多种语言的命令，并以同种语言回复命令执行情况；AI语音以半双工方式工作，即

说时不听，听时不说，可有效避免声反馈引起的啸叫；AI语音偶尔会参与聊天，但仅限于天

气、室内温度和能耗题材，不会涉及敏感话题，也不对外传送音频信号；

[0032] ●AI空调内机和AI去湿加湿机内置的变频通风机的转速分别与相对应的可调节

流阀的开度配合，使AI空调内机和AI去湿加湿机的能效最大化；

[0033] ●AI空调内机和AI去湿加湿机有感知厅/室内人员多少和活动状态的能力，但绝

不侵犯隐私，对外传送视频信号；同一建筑物内的多台AI空调内机和AI去湿加湿机有互相

协调错峰能力，可明显减小空调外机需要的选配功率；明显减小整个空调系统的投资、能耗

和电费；

[0034] ●AI空调内机和AI去湿加湿机有自我学习能力，按主人的作息规律，安排各厅/室

在不同时段的温度湿度并使能耗和电费最少；

[0035] ●AI空调内机和AI去湿加湿机有感知所对口的高灵敏度支持NB-IoT的温度湿度

计的贮水槽缺水的能力，并会用AI语音报警，提示及时添加纯净水；

[0036] ●AI空调内机和AI去湿加湿机通过物联网向特定的智能手机传送指定的房间的

温度和湿度的即时数据与历史数据；该智能手机也可遥控该AI空调内机和AI去湿加湿机的

启停与控制相关的可调节流阀。

(四)附图说明：

[0037] 图1为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实时闭环控制的AI空调系统的系统图。

[0038] 在图1中：

[0039] 1空调外机、                         2制冷/制热四通切换阀、

[0040] 3可调节流阀、                       4AI空调内机、

[0041] 5AI去湿加湿机、                     6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

[0042] 7AI进气排气风扇。

(五)具体实施方式：

[0043] 实施例1：

[0044] 现结合图1以一个服务于4个厅/室的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实时闭环控制的AI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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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为例说明实现发明的优选方式。

[0045] 本发明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实时闭环控制的AI空调系统包括空调外机(1)、制冷/

制热四通切换阀(2)、可调节流阀(3)、AI空调内机(4)、AI去湿加湿机(5)、高灵敏度温度湿

度计(6)、AI进气排气风扇(7)、支持物联网的路由器；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6)是高灵敏度

支持NB-IoT的温度湿度计的简称，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6)提供精确到1mK的干球温度和湿

球温度，RH(Relative  Humidity相对湿度)的计算值达5位有效数字，显示值4位有效数字；

AI空调内机(4)包括蒸发器/冷凝器、通风机、通风机驱动电机、变频控制板、通风出口导向

风叶、导向风叶驱动电机及控制板、红外传感器、AI板加喇叭话筒及NB-IoT板；AI去湿加湿

机(5)包括进风/出风换热器、蒸发器/冷凝器、通风机、通风机驱动电机、变频控制板、通风

出口导向风叶、导向风叶驱动电机及控制板、排水装置/喷水装置、红外传感器、AI板加喇叭

话筒及NB-IoT板；AI进气排气风扇(7)包括进气风扇、进气挡板、排气风扇、排气挡板、高精

度支持NB-IoT的温度计、AI板加喇叭话筒及NB-IoT板；AI空调系统至少有一台空调外机

(1)，也可2台或者3台并联使用；空调外机(1)包括蒸发器/冷凝器、变频风扇、风扇变频控制

板、全密封变频压缩机、压缩机变频控制板、制冷剂进口压力传感器、制冷剂出口压力传感

器、NB-IoT板；制冷/制热四通切换阀(2)按制冷剂最大通流量选用，全密封、电动可远方控

制；可调节流阀(3)全密封、双向可调节流、电动可远方控制、最大通流量与相连接的AI空调

内机(4)和AI去湿加湿机(5)相配套。

[0046] 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6)放置在室内有代表性的位置，高灵敏度温度湿度计实时

闭环控制的AI空调系统可以使整个房间整体温度湿度处于最佳区域，同时也提高了空调系

统的制冷/制热能力的利用率。

[0047] AI空调内机和AI去湿加湿机配置的红外传感器只能生成“马赛克”式的图像，且无

长时间存储器配套。

[0048] AI空调内机和AI去湿加湿机配置的AI语音仅有半双工能力，也不会主动发话，不

具有长期音频记忆能力。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9631382 A

7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109631382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