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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再热型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包括送风

箱、排风箱、热泵系统、新风通道，热泵系统的蒸

发器装在送风箱中，冷凝器装在排风箱中，送风

箱中带有再热器，它是空气-空气换热器，夏季利

用室外高温新风加热蒸发器降温除湿后的空气，

节省了热泵系统的再热损耗，提高了热泵的效

率，热泵系统也得到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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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风再热型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该机组包括送风箱、排风箱、新风通道、热泵系统，

送风箱包括新风口、回风口、送风口、蒸发器、再热器、送风机，排风箱包括进风口、新风口、

排风口、冷凝器、排风机，热泵系统包括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膨胀节流器、四通换向阀、

辅助装置、制冷剂循环管，其特征在于，新风口接室外空气，回风口接室内回风，送风口接室

内空调系统，进风口接室内排风，排风口接室外空气；室外新风和室内回风被送风机吸入送

风箱，经过蒸发器、再热器的处理，达到设定的空调参数后，通过送风口送到空调区域；室外

新风和室内排风被排风机吸入排风箱，经过冷凝器处理后，通过排风口排到室外；送风箱与

排风箱是整体式、分体式、多联式连接，送风箱与排风箱之间是密闭隔断的；送风机、排风机

是调速风机；新风口、回风口、进风口为变风量调节风口；热泵系统的蒸发器装在送风箱中，

制冷时，蒸发器对室外新风、室内回风降温除湿，再热器对降温除湿后的空气再热，制热时，

蒸发器转换成冷凝器，对室外新风、室内回风加热，再热器停止工作；热泵系统的冷凝器装

在排风箱中，制冷时，冷凝热被室内排风和室外新风带走，制热时，转换成蒸发器，吸收室内

排风和室外新风中的热量；再热器为空气-空气换热器，装在送风箱中，夏季利用室外高温

新风、室内回风加热蒸发器降温除湿后的空气，再热器是活动部件，冬季移出箱体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风再热型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其特征是，当送风箱与排风

箱是整体式连接时，再热器与新风通道连通，夏季室外高温新风先进入再热器，再进入新风

通道，最后进入排风箱，与室内排风和一部分室外新风混合；当送风箱与排风箱是分体式、

多联式连接时，再热器与新风通道连通，夏季室外高温新风、室内回风先进入再热器，再进

入新风通道，最后进入送风箱，与一部分室外新风、室内回风混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风再热型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其特征是，热泵系统为三管

制多联机热泵系统时，该系统夏季同时制冷，冬季同时制热，或同时制冷和制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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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再热型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暖通空调领域，具体涉及采用热泵进行热能回收的空调机组。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专利ZL201210055160.7《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提出了“再热型的热泵热回收

空调机组”，它是在热泵系统中增加一个换热器作为再热器，夏季利用制冷剂冷凝热加热冷

却除湿后的空气，由于增加一个换热器，热泵系统较为复杂，可靠性差，易出现故障。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不用制冷剂冷凝热加热冷却除湿后的空气，而是

利用新风再热，结构简单、运行可靠的新风再热型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

[0004] 本实用新型的解决方案是：新风再热型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包括送风箱、排风箱、

热泵系统、新风通道。送风箱包括新风口、回风口、送风口、送风机、蒸发器、再热器。排风箱

包括进风口、新风口、排风口、冷凝器、排风机。热泵系统包括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膨胀

节流器、四通换向阀、辅助装置。

[0005] 当设备运行时，室外新风和回风被送风机吸入送风箱内，经过热泵系统蒸发器的

降温除湿（夏季）或加热（冬季），再经过再热器的再热（夏季），空气被处理到设定的参数，通

过送风系统送到各个空调区域。室内排风和室外新风被排风机吸入排风箱，经过热泵系统

冷凝器的加热（夏季）或冷却（冬季）后排出室外。再热器为空气-空气换热器，它是利用温度

较高的室外新风与蒸发器降温除湿后的低温空气热交换，提高空调机组的送风温度，同时

室外新风被冷却降温，然后送到送风箱或排风箱，作为新风箱的新风或排风箱冷凝器的冷

凝用风，由于新风温度降低，使蒸发器的制冷量降低，提高了冷凝器的散热量，热泵系统的

效率提高，实现节能的目的。同时，热泵系统去掉了再热器，系统得到简化，可靠性提高。

[0006] 热泵系统夏季工作时，因室内空气温度比室外低，利用室内排风和室外新风冷却

排风箱中热泵系统的冷凝器，冷量被冷凝器吸收。在送风箱中，室外新风和室内回风被热泵

系统的蒸发器降温除湿后，再经过再热器的再热后送到空调房间。这样，通过热泵系统的制

冷循环，回收利用了室内排风中的冷量和热泵系统冷凝热。

[0007] 热泵系统冬季工作时，热泵系统的冷凝器转换成了蒸发器，因室内空气温度比室

外高，利用室内排风和室外新风加热排风箱中的冷凝器，热量被冷凝器吸收。在送风箱中，

热泵系统的蒸发器转换成了冷凝器，室外新风和室内回风被蒸发器加热升温后送到空调房

间，此时，再热器不工作。这样，通过热泵系统的制热循环，回收利用了室内排风中的热量和

热泵系统冷凝热。

[0008] 当热泵系统制冷循环时，在排风箱中，冷凝器向室外新风和室内排风中放热，在送

风箱中，再热器对降温除湿后的室内回风、室外新风加热，从露点温度提高到送风温度。当

热泵系统制热循环时，排风箱中的冷凝器转换为蒸发器，低温低压制冷剂在其中从空气中

吸热，从室外新风和室内排风中吸热，在送风箱中，蒸发器转换为冷凝器，对室内回风、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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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加热，再热器不工作，不处理室内回风、室外新风。通过以上方法，室内排风、制冷剂冷

凝热的热能得到回收利用，节能效果显著。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整体式新风再热型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构造图

[0010] 图2是分体式新风再热型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构造图

[0011] 图3是多联机热泵系统图

[0012] 图4是三管制多联机热泵系统图

[0013] 附图标记说明：

[0014] 1、送风箱，2、排风箱，3、9、20、22、24、新风口，4、25、回风口，5、19、过滤器，6、39、

45、蒸发器，7、再热器，8、制冷剂循环管，10、加湿器，11、挡水板，12、送风机，13、送风口，14、

排风口，15、排风机，16、电控箱，17、压缩机，18、冷凝器，21、新风通道，23、进风口，26、四通

换向阀，27、气液分离器，28、31、41、47、膨胀节流器，  29、储液器，30、32、35、36、40、42、46、

48、干燥过滤器，33、34、37、38、43、44、电磁阀，  49、低压气管，50、高压气管，51、高压液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图1是一种整体式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构造图，该设备包括送风箱1、排风箱2、新

风通道21、热泵系统、配电控制系统。箱体采用钢板等材料制成，用聚氨酯等保温材料保温。

箱体上设有检查门，便于人员进入箱内检修和维护。送风箱1与排风箱2之间密闭隔断不窜

风。送风箱1、排风箱2可以做成整体式的，把所需的设备安装在一个完整的箱体内，整体式

的空调机组不便于运输、安装和检修，但节省材料；也可以做成分段组合式的，把不同功能

的设备放在若干个功能段内，做成若干个小箱体，到现场后再拼装成一个整体。例如：送风

箱1中，把新风口3、回风口4、过滤器5做成进风混合过滤段，以此类推，可做成送风机段、蒸

发器段、加湿送风段。排风箱2可做成进风混合过滤段、冷凝器段、热泵主机和电控箱段、排

风机段。每段可以拆卸组装，便于运输、安装和检修。送风箱1、排风箱2可根据需要附加其它

功能段，如附加电加热段、空气消毒段、消声段、检修段等。

[0016] 再热器7为空气-空气换热器，采用板翅、管式等形式的换热器，选用不锈钢、铝材

等不透水、不透气的换热材料，它是活动部件，冬季不使用时，可从箱体内移出，并封堵风

口，可以减少空气阻力。

[0017] 热泵系统主机部分（压缩机17等设备）可放在箱体内，也可放在箱体外，蒸发器6、

冷凝器18、制冷剂循环管8等设备位于箱体内。蒸发器8、冷凝器18采用直膨式结构盘管等形

式的换热器，保证制冷剂在其中蒸发和冷凝，换热器用铜管和铝翅片制作。膨胀节流器通常

采用电子膨胀阀，适合热泵系统变容量调节。热泵系统中有储液器、干燥过滤器、气液分离

器等辅助装置。

[0018] 配电控制系统的电控箱16装有控制器、显示器、配电设备等，可挂在箱体外，也可

嵌入箱体内，或与箱体分体设置，各种配电和控制设备及管线分布于箱体内。穿越箱体的各

种管线应做密封处理，防止漏风。

[0019] 夏季设备工作时，在送风箱1中，室外高温高湿的新风（比如：35℃）和室内回风（比

如：26℃）在送风机12的作用下，从新风口3和回风口4进入箱内，混合后被过滤器5除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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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通过蒸发器6被降温除湿到露点温度（比如：15℃），再经过再热器7的再热，达到设定的

送风温湿度（比如：19℃）后，从送风口13送到空调区域。在排风箱2中，温度较高的室外新风

（比如：35℃）和室内排风（比如：26℃）在排风机15的作用下，从进风口23、新风口9、22进入

箱内，一部分新风在再热器7中被冷却降温（比如：降到25℃），进入新风通道21，从新风口20

进入排风箱2中，这样两股新风和室内排风混合后被过滤器19除尘过滤，通过冷凝器18被加

热升温，再通过排风机15、排风口14排至室外。此时，热泵系统进行制冷循环，在送风箱1中，

蒸发器8蒸发吸热，空气被降温除湿，再被再热器7再热；排风箱2中，温度降低的室外高温新

风与室内低温排风混合后，降低了冷凝温度，冷凝器18被室内外空气冷却降温，室内排风中

的冷量被回收利用，省去了热泵系统的再热量，实现了节能的目的。

[0020] 冬季设备工作时，热泵系统进行制热循环，系统进行了工况转换，蒸发器6转换成

了冷凝器冷凝放热，冷凝器18转换成蒸发器蒸发吸热。在送风箱1中，室外低温的新风和室

内回风在送风机6的作用下，从新风口3和回风口4进入箱内，混合后被过滤器5除尘过滤，通

过蒸发器8被加热升温，此时，空气不需要再热，再热器7被移出，如果空气湿度低，还需加湿

器10加湿，达到设定的温湿度后，经过挡水板11，从送风口13送到空调区域；在排风箱2中，

室外新风和室内排风在排风机15的作用下，室内排风从进风口23、室外新风从新风口22进

入箱内，混合后被过滤器19除尘过滤，通过冷凝器18被冷却降温，再通过排风机15、排风口

14排至室外，室外低温新风与室内高温排风混合后，提高了蒸发温度，室内排风中的热量被

回收利用。

[0021] 过渡季节设备工作时，热泵系统停止运行，送风箱1中回风口4关闭，新风口3、送风

口13打开，送风机12运行；排风箱2中新风口22关闭，进风口23、排风口14打开，排风机15运

行，空调机组进行全新风运行。

[0022] 设备运行时，配电控制系统的配电设备为热泵系统、送风机12、排风机15、电动风

量调节风口、自动控制系统提供电源。热泵系统为变容量系统，压缩机17为变容量压缩机，

送风机12、排风机15为变频调速风机，新风口3、9、22、回风口4、进风口23为电动风量调节风

口，也可采用手动、电动两用变风量调节风口。自动控制设备根据室内外空气参数的变化，

控制压缩机17的排气量，自动调节热泵系统的制冷量或制热量，控制送风机12和排风机15

的转速、各个风口的开度，自动调节风量，保证空调机组的高效和稳定运行。自动控制系统

中有控制器、显示器、传感器、执行器等设备，通常采用微机控制（如PLC控制器），具有自主

设定参数、故障检测、自动报警等功能，能够通过触摸屏现场控制，也可以通过计算机键盘、

鼠标远程控制，以及通过局域网、互联网、手机APP实现网络控制。

[0023] 上述设备中，送风箱1与排风箱2为整体式连接，送风箱1位于排风箱2的上面，新风

通道21位于两个箱体之间，并不限于以上连接方式，新风口9、新风通道21也可以位于箱体

的侧面，送风箱1也可以位于排风箱2的下面，当室内层高不够时，两个箱体可以都放在室内

地面，通过新风通道21整体连接。

[0024] 上述设备中，送风箱1中带有回风口4，可以处理室内回风，该机组适用于全空气空

调系统、变风量空调系统，如大型商场、写字楼。当不带有回风口4时，该设备为全新风空调

机组，送风为全新风，清洁卫生，适用于空气卫生标准较高的宾馆、医院。

[0025] 图2是一种分体式新风再热型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构造图，送风箱1位于室内机

房，排风箱2放在室外屋顶，通过制冷剂循环管8连接，现场通过快装接头连接管道。新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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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回风口25、新风通道21位于送风箱1的侧面，夏季进入再热器7的室外新风是室内空调所

需要的新风，它经过再热器7的冷却降温后，通过新风通道21，从新风口24进入送风箱1内，

然后与室内回风混合后，经过过滤器5、蒸发器6、再热器7的处理后，被送风机12通过送风口

13送入空调区域。当通过再热器7的新风量不能满足再热器7加热需要的热量时，可打开回

风口25补充一部分室内回风。当通过再热器7的新风量不能满足室内空调所需要的新风量

时，可打开新风口3补充一部分新风。冬季时，再热器7不工作，被移出箱体，两侧风口封闭，

新风从新风口3进入。

[0026] 图3是多联机热泵系统图，一台以上室外排风箱2连接多台室内送风箱1，为多联式

连接，图中所进行的是夏季制冷循环。

[0027] 图4是三管制多联机热泵系统图，该系统可以同时制冷，同时制热，也可以同时制

冷和制热，在夏季，建筑内所有的房间都需要制冷，该系统可以同时提供冷风；在冬季，建筑

内所有的房间都需要制热时，该系统可以同时提供热风，但对于进深较大的建筑，它的外区

需要制热，而内区却需要制冷，该系统可以同时给外区提供热风，给内区提供冷风。图中是

冬季同时制冷、制热的循环工况，蒸发器39在制热，蒸发器45在制冷，电磁阀33、38、43关闭，

电磁阀34、37、44打开，膨胀节流器28、41、47打开，高温高压气态制冷剂在蒸发器39中冷凝

放热，低温低压液态制冷剂在蒸发器45中蒸发吸热。

[0028]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做任何形式

上的限制。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方式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及

修饰，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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