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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控制室内PM2.5污染的空调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控制室内PM2.5污染的

空调器，包括第一新风管、第二新风管、第三新风

管、回风管、送风管、排风管和热回收器，所述第

一新风管内设置有PM2.5浓度感应器，所述第二

新风管内依次设置第一初效过滤器、第一中效过

滤器、第一电动风阀，所述第三新风管内依次设

置第二中效过滤器、第二电动风阀，所述PM2.5浓

度感应器分别与第一电动风阀、第二电动风阀连

锁控制，所述回风管内依次设置有第二初效过滤

器、回风机、回风阀和排风阀，所述送风管内依次

设置换热器、双速送风机。本实用新型可根据不

同建筑类型，配置所需风机、过滤器大小以及设

备尺寸；且运行控制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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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控制室内PM2.5污染的空调器，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新风管、第二新风管、第三

新风管、回风管、送风管、排风管和热回收器，所述第一新风管内设置有PM2.5浓度感应器，

所述第二新风管内依次设置第一初效过滤器、第一中效过滤器、第一电动风阀，所述第三新

风管内依次设置第二中效过滤器、第二电动风阀，所述PM2.5浓度感应器分别与第一电动风

阀、第二电动风阀连锁控制，

所述回风管内依次设置有第二初效过滤器、回风机、回风阀和排风阀，所述送风管内依

次设置换热器、双速送风机，

所述第一新风管分别与第二新风管、第三新风管相连接，第二新风管、第三新风管与热

回收器相连接，热回收器还连接回风管、送风管和排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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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控制室内PM2.5污染的空调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通风空调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控制室内PM2.5污染的

空调器。

背景技术

[0002] 室内颗粒物污染日益引起人们重视。其中PM2.5(空气动力学直径≤2.5μm)是影响

人体健康的重要污染物，由于粒径小，能够进入机体更深处；比表面积大，携带更多有毒有

害物质，对人体健康更具有危害性。然而大多数人70％～90％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随着

室外大气污染的加剧，我国室内PM2.5污染问题较为严峻。

[0003] 空调季节为了调控室内温度，当前大型公共建筑通常设置集中空调系统，一般通

过新风过滤手段控制室内PM2.5，过渡季节靠自然通风消除余热、余湿及污染物；对于居住

建筑，如住宅普遍设置分体机，需加装新风机或卧室放置空气净化控制室内PM2.5污染。由

于室外大气PM2.5实时变化，对新风机或空气净化器的配置要求较高，出投资大。

[0004] 中国专利(公开号为CN103322628B)公开了一种控制雾霾天室内空气污染的空调

箱及其运行方法，拟解决大型集中空调系统在雾霾天气控制室内颗粒物，未能解决随室外

大气PM2.5浓度波动进行控制的问题；在冬季雾霾天，该装置在商场、超市等大型公共类建

筑中起到了控制作用，然而在过渡季，利用自然通风无法控制室内污染物；同时该集中空调

系统无法在居住建筑中使用。

[0005] 由于一天当中室外PM2.5浓度是实时变化的，特别是不同季节、不同城市波动更为

明显；当前的集中空调系统一般通过加装空气过滤器控制PM2.5浓度，由于室外PM2.5浓度

波动，空调系统定工况运行未能解决随室外浓度变化进行室内PM2.5污染控制；特别对居住

类建筑，由于分体空调无法加装过滤器导致室内污染严重，需要另外设置新风机或者空气

净化器组合控制，由于设备的增加，同时初投资及运行费用增加，这种组合控制同样无法实

时控制室内PM2.5浓度。在过渡季节，则通过开窗通风降低室内PM2.5浓度，当室外颗粒物浓

度较高时，则室内PM2.5浓度无法保证。可见，当前空调系统不能解决不同季节PM2.5实时波

动情况控制室内颗粒物浓度。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控制室内

PM2.5污染的空调器，本实用新型可根据室外不同污染工况，如轻度污染、重度污染、严重污

染，通过连锁风阀实现室内PM2.5污染控制，可普遍使用于大型公共建筑、居住类建筑等，本

实用新型可根据不同城市地点、建筑类型，配置所需的风机、过滤器大小以及设备尺寸。

[0007]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构造一种控制室内PM2.5污染

的空调器，包括第一新风管、第二新风管、第三新风管、回风管、送风管、排风管和热回收器，

[0008] 所述第一新风管内设置有PM2.5浓度感应器，所述第二新风管内依次设置第一初

效过滤器、第一中效过滤器、第一电动风阀，所述第三新风管内依次设置第二中效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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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电动风阀，

[0009] 所述PM2.5浓度感应器分别与第一电动风阀、第二电动风阀连锁控制，所述回风管

内依次设置有第二初效过滤器、回风机、回风阀和排风阀，所述送风管内依次设置换热器、

双速送风机，

[0010] 所述第一新风管分别与第二新风管、第三新风管相连接，第二新风管、第三新风管

与热回收器相连接，热回收器还连接回风管、送风管和排风管。

[0011]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控制室内PM2.5污染的空调器的控制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12] S1、过渡季节室外轻度污染工况：

[0013] 所述PM2.5浓度感应器联动第二电动风阀开启，排风阀开启，第一电动风阀、回风

阀关闭；室外新风由所述第一新风管依次经第二中效过滤器、第二电动风阀、热回收器、换

热器以及双速送风机送入室内；室内回风由所述回风管依次经第二初效过滤器、回风机、排

风阀、热回收器及排风管排出；

[0014] S2、过渡季节室外重度污染工况：

[0015] 所述PM2.5浓度感应器联动第一电动风阀开启，回风阀、排风阀开启，第二电动风

阀关闭；室外新风由所述第一新风管依次经第一初效过滤器、第一中效过滤器、第一电动风

阀、热回收器，且与所述回风阀部分室内洁净的回风混合后经换热器及双速送风机送入室

内；室内回风由所述回风管依次经第二初效过滤器、回风机分两路送风：一路回风与经所述

热回收器的新风混合后送入室内，另一路回风经所述排风阀、热回收器及排风管排出。

[0016]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另外一种控制室内PM2.5污染的空调器的控制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0017] S1、冬夏季节室外轻度污染工况：

[0018] 所述PM2.5浓度感应器联动第二电动风阀开启，第一电动风阀关闭，同时排风阀开

启，回风阀关闭；室外新风由所述第一新风管依次经第二中效过滤器、第二电动风阀，经所

述热回收器回收部分排风能量，通过换热器及双速送风机送入室内；室内回风由所述回风

管依次经第二初效过滤器、回风机、排风阀、热回收器及排风管排出。

[0019] S2、冬夏季节室外重度污染工况：

[0020] 所述PM2.5浓度感应器联动第一电动风阀开启，第二电动风阀关闭，为了空调节

能，回风阀、排风阀开启；室外新风由所述第一新风管依次经第一初效过滤器、第一中效过

滤器、第一电动风阀，经热回收器回收部分能量，与回风阀部分室内洁净的回风混合后经所

述换热器及双速送风机送入室内；室内回风由所述回风管依次经第二初效过滤器、回风机

分两路送风：一路回风与所述经热回收器的新风混合后送入室内，另一路回风经所述排风

阀、热回收器以及排风管排出。

[0021]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另外一种控制室内PM2.5污染的空调器的控制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0022] S1、在室外重度污染工况，所述双速送风机开启高速运行，其压头承担第一初效过

滤器、第一中效过滤器、第一电动风阀、热回收器、换热器、第二新风管及送风管的阻力；

[0023] S2、在室外严重污染工况，所述双速送风机开启高速运行，其压头承担第二初效过

滤器、回风阀、换热器、回风管及送风管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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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实施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控制室内PM2.5污染的空调器，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5] 1、可根据室外逐时PM2.5浓度，改变运行工况，控制室内颗粒物浓度；

[0026] 2、本实用新型设置双风机，可根据不同运行工况改变风机转速，节约能源；

[0027] 3、本实用新型可根据不同建筑类型，配置所需风机、过滤器大小以及设备尺寸；且

运行控制方便。

附图说明

[0028]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附图中：

[0029]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控制室内PM2.5污染的空调器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与本实用新型控制室内PM2.5污染的空调器与传统空调系统对比图示。

[0031] 图中：1、PM2.5浓度感应器，2-1、第一初效过滤器，2-2、第二初效过滤器，3-1、第一

中效过滤器，3-2、第二中效过滤器，4-1、第一电动风阀，4-2、第二电动风阀，5、热回收器，6-

1、回风阀，6-2、排风阀，7、换热器，8-1、回风机，8-2双速送风机，9、第一新风管，10-1、第二

新风管，10-2、第三新风管，11、回风管，12、送风管，13、排风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目的和效果有更加清楚的理解，现对照附图详细

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如图1-2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控制室内PM2.5污染的空调器包括第一新风管9、

第二新风管10-1、第三新风管10-2、回风管11、送风管12、排风管13和热回收器5；

[0034] 第一新风管9内设置有PM2.5浓度感应器1，第二新风管10-1内依次设置第一初效

过滤器2-1、第一中效过滤器3-1、第一电动风阀4-1，第三新风管10-2内依次设置第二中效

过滤器3-2、第二电动风阀4-2，PM2.5浓度感应器1分别与第一电动风阀4-1、第二电动风阀

4-2连锁控制，

[0035] 回风管11内依次设置有第二初效过滤器2-2、回风机8-1、回风阀6-1和排风阀6-2，

送风管12内依次设置换热器7、双速送风机8-2；

[0036] 第一新风管9分别与第二新风管10-1、第三新风管10-2相连接；第二新风管、第三

新风管与热回收器相连接，热回收器5还连接回风管11、送风管12和排风管13。

[0037] 根据不同的季节和需求，本实用新型控制室内PM2.5污染的空调器具有如下的多

种控制方法：

[0038] S1、过渡季节室外轻度污染工况，包括如下步骤：

[0039] PM2.5浓度感应器1联动第二电动风阀4-2开启，排风阀6-2开启，第一电动风阀4-

1、回风阀6-1关闭；室外新风由第一新风管9依次经第二中效过滤器3-2、第二电动风阀4-2、

热回收器5、换热器7以及双速送风机8-2送入室内；室内回风由回风管11依次经第二初效过

滤器2-2、回风机8-1、排风阀6-2、热回收器5及排风管13排出。

[0040] S2、过渡季节室外重度污染工况，包括如下步骤：

[0041] PM2.5浓度感应器1联动第一电动风阀4-1开启，回风阀6-1、排风阀6-2开启，第二

电动风阀4-2关闭；室外新风由第一新风管9依次经第一初效过滤器2-1、第一中效过滤器3-

1、第一电动风阀4-1、热回收器5，且与回风阀6-1部分室内洁净的回风混合后经换热器7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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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速送风机8-2送入室内。室内回风由回风管11依次经第二初效过滤器2-2、回风机8-1分两

路送风：一路回风与经热回收器5的新风混合后送入室内，另一路回风经排风阀6-2、热回收

器5及排风管13排出。

[0042] S3、冬夏季节室外轻度污染工况，包括如下步骤：

[0043] PM2.5浓度感应器1联动第二电动风阀4-2开启，第一电动风阀4-1关闭，同时排风

阀6-2开启，回风阀6-1关闭；室外新风由第一新风管9依次经第二中效过滤器3-2、第二电动

风阀4-2，经热回收器5回收部分排风能量，通过换热器7及双速送风机8-2送入室内。室内回

风由回风管11依次经第二初效过滤器2-2、回风机8-1、排风阀6-2、热回收器5及排风管13排

出。

[0044] S4、冬夏季节室外重度污染工况，包括如下步骤：

[0045] PM2.5浓度感应器1联动第一电动风阀4-1开启，第二电动风阀4-2关闭，为了空调

节能，回风阀6-1、排风阀6-2开启；室外新风由第一新风管9依次经第一初效过滤器2-1、第

一中效过滤器3-1、第一电动风阀4-1，经热回收器5回收部分能量，与回风阀6-1部分室内洁

净的回风混合后经换热器7及双速送风机8-2送入室内。室内回风由回风管11依次经第二初

效过滤器2-2、回风机8-1分两路送风：一路回风与经热回收器5的新风混合后送入室内，另

一路回风经排风阀6-2、热回收器5以及排风管13排出。

[0046] S5、室外严重污染工况，包括如下步骤：

[0047] 室外严重污染工况，PM2.5浓度感应器1联动第一电动风阀4-1、第二电动风阀4-2

关闭，同时排风阀6-2关闭，回风阀6-1开启，回风机8-1关闭；室内回风由回风管11依次经第

二初效过滤器2-2、回风阀6-1、换热器7及双速送风机8-2送入室内，运行内循环控制室内

PM2.5浓度。

[0048] 实施例一：某房间采用本实用新型控制室内PM2.5污染的空调器在过渡季节运行，

该房间面积100m2，层高3.0m，新风量为Qf＝80m3/h，回风量为Qh＝520m3/h，总风量为Qz＝

600m3/h；室内PM2.5控制浓度不超过0.075mg/m3，第一初效过滤器2-1为10％，第二初效过

滤器2-2PM2.5过滤效率为30％，第一中效过滤器3-1、第二中效过滤器3-2PM2.5过滤效率为

50％。本实用新型在运行期间，室外PM2.5浓度在0.1-0.5mg/m3之间变化。图2为本实用新型

与传统净化空调系统室内PM2.5浓度值对比图，可见，本实用新型的室内PM2.5浓度低于传

统净化空调系统，对室内PM2.5浓度控制起到较好的过滤作用，当室外PM2.5浓度在0.1-

0.37mg/m3之间变化时，开启过渡季节室外重度污染工况；当室外PM2.5浓度在0.37-0.5mg/

m3之间变化时，开启室外严重污染工况，室内PM2.5浓度可满足不超过0.075mg/m3要求。

[0049]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但是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

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启示下，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宗旨和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情况

下，还可做出很多形式，这些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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