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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回收空调机组 ，它是 由送风箱 、排风箱 、制冷系统 、配 电控制系统组成 ，送风箱把室外新风处理后送到室
内，排风箱把室 内污浊 的空气排 向室外 ，制冷 系统 的蒸发器装在 送风箱 中，制冷 吋 ，用于冷 却空气 ，制 热
吋 ，转换成冷凝器 ，用于加热空气 ，制冷 系统 的冷凝器装在排风箱 中，制冷吋 ，吸收室 内空气和室外空气 中
的冷量 ，制热吋 ，转换成蒸发器 ，吸收室 内空气和室外空气 中的热量 ，因此 ，室 内排风 中的冷热量得到 回收
利用 ，该设备不仅能进 行再热空气处理 ，也可 以实现对空气 的温湿度独立控制处理 ，节能效果显著 。



说明书

发明名称：热回收空调机组

[1] 技术领域

[2] 本发明属于暖通空调领域 ，具体涉及釆用制冷系统进行热能回收的空调机组。

[3] 背景技术

[4] 目前 ，空调排风热能的回收通常釆用转轮式、板翅式 ，换热效率低 ，排风与新

风之间有渗透和接触 ，对新风造成污染 ，不卫生 ，另外 ，这类空调机组不具备

冷热源 ，要增加换热设备 ，由外部提供冷热源。

[5] 发明内容

[6] 本发明的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合理 ，卫生清洁 ，充分节能的热回收空调机组

[7] 本发明的解决方案是 ：热回收空调机组是 由送风箱 、排风箱 、制冷系统 、配 电

控制系统组成。送风箱 由新风 口、回风 口、过滤器 、送风机 、蒸发器 、送风 口

、附加功能段组成。排风箱 由进风 口、新风 口、过滤器 、冷凝器 、排风机 、排

风 口、附加功能段组成。制冷系统 由压缩机 、冷凝器 、膨胀节流器 、蒸发器 、

辅助装置 、制冷剂循环管 、制冷剂组成 ，制冷系统是热泵系统 ，或是单冷系统

。配 电控制系统是 由配 电设备和 自动控制设备组成。

[8] 当设备运行吋 ，室外新风和 回风被送风机吸入送风箱 内，经过制冷系统蒸发器

的冷却 （夏季）或加热 （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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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制冷系统冷

凝器 的加热 （夏季）或冷却 （冬季）后排 出室外。

[9] 制冷系统夏季工作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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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制冷系统 的冷凝器 ，冷量被冷凝器吸收。在送风箱 中，室外新风和

室 内回风被制冷系统 的蒸发器冷却降温后送到空调房 间。这样 ，通过制冷系统

的制冷循环 ，回收利用了室 内排风 中的冷量。

[10] 制冷系统冬季工作吋 ，排风箱 中制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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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制冷系统 的蒸发器 ，



热量被蒸发器吸收。在送风箱 中，制冷系统 的蒸发器转换成了冷凝器 ，室外新

风和室 内回风被冷凝器加热升温后送到空调房 间。这样 ，通过制冷系统 的制热

循环 ，回收利用了室 内排风 中的热量。

[11] 配 电控制系统 的配 电设备为制冷系统 、送风机 、排风机 、电动风量调节风 口、

自动控制设备提供 电源 ， 自动控制设备根据室 内外空气参数 的变化 ， 自动调节

制冷系统 、送风机 、排风机 、电动风量调节风 口的运行状态 ，保证空调机组 的

高效和稳定运行。

[12] 附 图说明

[13] 图 1是连体式 热回收空调机组构造 图

[14] 图2是分体式 热回收空调机组构造 图

[15] 图3是分体式 双机型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构造 图

[16] 图4是连体式带再热器 的热泵 热回收空调机组构造 图

[17] 图5是分体式带再热器 的热泵 热回收空调机组构造 图

[18] 图6是 热泵系统 图 （1 )

[19] 图7是 热泵系统 图 （2 )

[20] 图 8 是热泵系统 图 （3 )

[21] 图 9 是热泵系统 图 （4 )

[22] 图 10 是热泵系统 图 （5 )

[23] 图 11是 热泵系统 图 （6 )

[24] 图 12是 热泵系统 图 （7 )

[25] 图 13 是 热泵系统 图 （8 )

[26] 图 14 是热泵系统 图 （9 )

[27] 图 15 是热泵系统 图 （10 )

[28] 图 16 是热泵系统 图 （11 )

[29] 图 17 是气缸式储液器构造 图

[30] 图 18 是隔膜式储液器构造 图

[31] 图 19 是热泵系统 图 （12 )

[32] 图 20 是三管制多联 式 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构造 图



[33] 图 2 1 是两管制多联 式 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系统 图

[34] 图 22 是多联式 再热型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 系统 图

[35] 图 23 是多联式 双冷源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 系统 图

[36] 附图标记说明：

[37] 1 、送风箱 ， 2 、排风箱 ， 3 、 2 1 、新风 口， 4 、回风 口， 5 、 20 、过滤器

， 6 、 5 1 、 57 、蒸发器 ， 7 、隔板 ， 8 、 67 、 69 、 70 、 72 、制冷剂循环

管 ， 9 、送风机 ， 10 、 13 、排风 口， 11 、 12 、送风 口， 14 、电控箱 ， 15

、排风机 ， 16 、压缩机 ， 17 、档水板 ， 18 、加湿器 ， 19 、冷凝器 ， 22 、进

风 口， 23 、再热器 ， 24 、回油毛细管 ， 25 、 油分离器 ，26、水冷器 ，27、四

通换 向阀，29 、 3 1、 37 、40 、 58、 89 、93、97 、 103 、 104 、 106 、 109 、膨胀节

流器 ，30 、 36、46、 59 、79 、 105 、储液器 ，28、 32 、42 、47 、 60 、 68、7 1、 88

、92 、96、干燥过滤器 ，33、气液分离器 ，34 、 35、77 、78、 80 、 8 1、 86、 87

、90 、9 1、94 、95、 108 、 电磁 阀， 38 、 39 、 52 、 53 、 54 、 55 、 98 、 99

、 100 、 101 、 102 、单 向阀， 4 1 、 43 、 44 、 45 、 50 、 6 1 、阀门， 48 、

49 、电动调节阀， 56 、示液镜 ， 62 、气缸外壳 ， 63 、活塞 ， 64 、节流孔管

， 65 、保温层 ， 66 、 73 、气缸端盖 ， 74 、罐体 ， 75 、隔膜 ， 76 、格栅 ，

82 、低压气管 ， 83 、高压气管 ， 84 、高压液管 ， 85 、房 间空调器 ， 107 、换

热器

[38] 具体实施办法

[39] 图 1 是一种连体式 热回收空调机组构造 图，该设备 由送风箱 1 、排风箱 2 、制

冷系统 、配 电控制系统四大部分组成。

[40] 箱体釆用钢板等材料制成 ，用聚氨酯等保温材料保温。箱体上设有检査门，便

于人员进入箱 内检修和维护。送风箱 1 与排风箱 2 之间由隔板 7 断开 ，贴保温

材料 ，防止新风与排风之间窜风和热交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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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冷主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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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制冷系统主机部分 （压缩机 16 等设备）可放在箱体 内，也可放在箱体外 ，蒸

发器 6 、冷凝器 19 、制冷剂循环管 8 等设备位于箱体 内。蒸发器 6 、冷凝器 19

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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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铜管和铝翅片等材料制作 ，该制冷系统为单冷系统。

[42] 配 电控制系统 的电控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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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隔板 7 的各种管线应做密封处理 ，防止漏风。

[43] 夏季设备工作吋 ，在送风箱 1 中送风机 9 的作用下 ，室外高温高湿 的新风从新

风 口 3 、室 内回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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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被降温除湿 ，达到设定 的温湿度后 ，经过送风机 9 ，从送风 口 11 送到

空调 区域 ，此吋排风 口 10 关闭；在排风箱 2 中排风机 15 的作用下 ，室外新风

从新风 口 2 1 、室 内排风从进风 口 22 进入箱 内，混合后被过滤器 20 除尘过滤 ，

通过冷凝器 19 ，被加热升温 ，再通过排风机 15 、排风 口 13 排至室外 ，此吋送

风 口 12 关闭。在送风箱 1 中，蒸发器 6 蒸发吸热 ，送风被降温除湿 ；在排风箱

2 中，冷凝器 19 被室 内外空气冷却降温 ，室 内排风 中的冷量被 回收利用。

[44] 冬季设备工作吋 ，空调机组 向空调房 间送热风 ，因制冷系统为单冷系统 ，需关

闭送风 口 11 、排风 口 13 ，打开排风 口 10 、送风 口 12 ，送风箱 1转换为排风

箱 ，而排风箱 2 转换为送风箱。在送风箱 1 中送风机 9 的作用下 ，室外低温 的

新风从新风 口 3 、室 内排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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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被冷却降温 ，经过送风机 9 、排风 口 10 排至室外 ；在排风箱 2

中排风机 15 的作用下 ，室外新风从新风 口 2 1 、室 内回风从进风 口 22 进入箱 内

，混合后被过滤器 20 除尘过滤 ，通过冷凝器 19 被加热升温 ，如果湿度低 ，还

需加湿器 18 加湿 ，达到设定 的湿度后 ，经过档水板 17 、排风机 15 从送风 口 12

送到空调 区域。在送风箱 1 中，蒸发器 6 蒸发吸热 ，吸收排风 中的热量 ；在排



风箱 2 中，冷凝器 19 冷凝放热，加热室内回风和室外新风，室内排风中的热量

被回收利用。冬季设备运行之前，应将排风箱 2 清洗干净，避免空调送风被污

染。

[45] 这样，通过风阀的切换，利用单冷制冷系统，也可以实现夏季送冷风、冬季送

热风的目的。

[46] 设备运行吋，配电控制系统的配电设备为制冷系统、送风机 9 、排风机 15 、

电动风量调节风口、自动控制系统提供电源。制冷系统为变容量系统，压缩机

16 为变容量压缩机，送风机 9 、排风机 15 为变频调速风机，新风口 3 、 2 1 、

回风口 4 、排风口 10 、 13 、送风口 11 、 12 、进风口 22 为电动风量调节风口

，也可釆用手动、电动两用风量调节风口，自动控制设备根据室内外空气参数

的变化，控制压缩机 16 的排气量，自动调节制冷系统的制冷量或制热量，控制

送风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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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釆用微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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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实现网络控制。

[47] 夏季运行吋，蒸发器6会产生大量的低温冷凝水，为了节能，可以通过重力 自

流或水泵加压的办法，把这部分低温冷凝水喷洒到排风箱2中，用于冷却排风或

冷凝器 19。在蒸发器6的下面装有冷凝水集水盘，收集冷凝水，并排到箱体外。

送风箱 1 、排风箱2 可以放在室内，也可以放在室外，如放在屋顶上，可减少

占地面积。另外，进、排风的方向和 风口的位置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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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变风量空调系统，适用于大型商场、写字楼。当不带有回风

口 4 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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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图 2 是一种分体式 热回收空调机组，送风箱 1与 排风箱2是分开的，设备出厂

吋，蒸发器6或冷凝器 19与制冷系统主机连接的制冷剂循环管8是断开并密封的

，与电控箱 14连接的各类线路也是断开的，现场安装吋，制冷剂循环管8通过快



速接头连接，各类线路接入电控箱 14。两个箱体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放在不同

的位置，布置更加灵活，例如可以把排风箱2放在屋顶上，节省占地面积，减少

机组噪音的影响。

[50] 图 3 是分体式 双机型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它有两套独立的制冷系统。其中一

套是热泵系统，用于冷却或加热空气，另一套为单冷系统或热泵系统，用于再

热被冷却的空气，或既可用于再热，也可用 于冷却；或者两套独立的制冷系统

都是单冷系统，其中一套用于空气的冷却，另一套用于空气的再热、加热或冷

却。 两套 机组互为备用，虽然增加了设备，但可靠性提高。因此该设备具有空

调所需的双冷源、双热源、一冷一热源、单冷源、单热源，可满足多种空调工

况所需。图3中两套独立的制冷系统都是热泵系统，当夏季需要空调再热吋，在

新风箱 1中，左侧的蒸发器6转化为冷凝器，作为再热器使用，室内回风 和室外

新风混合后，先经过右侧 蒸发器6的降温除湿，再被 左侧的 蒸发器6加热到设定

的送风温度，此吋在排风箱2中，左侧的 冷凝器 19转化为蒸发器，室内排风 和

室外新风被冷却降温，然后送入到右侧的 冷凝器 19，用于冷凝散热，制冷效率

提高，抵消了因再热而增加的能耗，室内排风中的冷量得到回收利用。 因为有

两套制冷系统，带有两个蒸发器，为双冷源，其中右侧 蒸发器6可用于 室外新

风的 降温除湿，有凝结水产生，为湿式蒸发器，左侧蒸发器6可用于 室内回风

的干式降温，无凝结水产生，为干式蒸发器，从而实现夏季对空气的温湿度独

立控制处理，过程是：右侧回风口 4 关闭或取消，室外高温潮湿的新风从新风

口 3 进入，经过右侧 蒸发器6的降温除湿，变成干燥的空气，与左侧 回风口 4

进入的室内回风混合，再经过 左侧蒸发器6的降温，达到设定的温度后送入空调

房间，由于 右侧 蒸发器6用于降温除湿，它的蒸发温度为6°C左右，而左侧蒸发

器6不用于除湿，它的蒸发温度可提高到 16°C左右，制冷系统的效率有显著的提

高，达到节能的目的。上述设备也可以做成图 1 所示的连体式 空调机组，两套

制冷系统在 自动控制设备精确控制下，保证协调一致、高效稳定运行。

[51] 图4是连体式带再热器的热泵 热回收空调机组，也可称为 再热型热泵热回收空

调机组，它带有一个 蒸发器6和一个再热器23，其中再热器23可以转化为蒸发

器，形成双蒸发器，因此该设备不仅可以具有夏季再热功能，也可以实现 夏季



对空气 的温湿度独立控制处理。当使用再热功能吋 ，位于 蒸发器 6与再热器 23之

间的回风 口4关闭，室 内回风从右侧 的回风 口4进入 ， 室外新风从新风 口 3 进入

，两者混合后 ，先经过 蒸发器 6的降温除湿 ，再被再热器 23加热到设定 的送风温

度。当 夏季温湿度独立控制吋 ，位于 蒸发器 6与再热器 23之间的回风 口4打开 ，

再热器 23转化为蒸发器 ，右侧 的回风 口4关闭， 室外高温潮湿 的新风从新风 口 3

进入 ，经过 蒸发器 6的降温除湿 ，变成干燥 的空气 ，与左侧 回风 口 4 进入 的室

内回风混合 ，再经过 再热器 23的干式降温 ，达到设定 的温度后送入空调房 间。

[52] 图5是分体式带再热器 的热泵 热回收空调机组 ，送风箱 1 与 排风箱 2是分开的

， 它布置灵活 ，可有效利用空间，运输和安装方便。

[53] 图6是上述 热回收空调机组热泵系统 图， 当系统进行 制冷循环吋 ，制冷剂循环

过程是 ：压缩机 16 →油分离器 25→水冷器 26→ 四通换 向阀27→冷凝器 19→干燥

过滤器 28→膨胀节流器 29→储液器 30→膨胀节流器 3 1→干燥过滤器 32→蒸发器 6

→四通换 向阀27→气液分离器 33→ 压缩机 16 ； 当系统进行 制热循环吋 ，制冷

剂循环过程是 ：压缩机 16 →油分离器 25→水冷器 26→ 四通换 向阀27→蒸发器 6→

干燥过滤器 32→膨胀节流器 3 1→储液器 30→膨胀节流器 29→干燥过滤器 28→冷凝

器 19→ 四通换 向阀27→气液分离器 33→ 压缩机 16 。

[54] 从压缩机 16 排 出的高压高温气态制冷剂在油分离器 25 中与润滑油分离 ，通过

回油毛细管 24 ，润滑油 回流到压缩机 16 ，也可 以通过其它方式回流润滑油。

[55] 水冷器 26带有加热器 ，高温制冷剂通过吋 ，加热其中的 自来水 ，为用户提供生

活热水 ，也节省了燃料费 ，同吋 由于制冷剂 的热量被 自来水吸收 ，用于冷凝制

冷剂 的新风量就可 以减少 ，风机耗 电量降低。水冷器 26可釆用螺旋管式、壳管

式、套管式等结构形式 ，使用闭式有压容器或开式无压容器 ，图6中釆用 的是开

式无压容器 ，它离 压缩机 16 排气 口越近 ，热回收效果越好 。 在冬季 ，

水冷器 26通常停止工作 ，不生产热水 ，制冷剂 的冷凝热用于空调加热 ，如果水

冷器 25在冬季也能生产热水 ，需要加大系统容量 ，提高产热量 ，如 ：增大压缩

机 16的功率 ，增大排风箱 2中室外新风量和排风机 15的排风量。

[56] 四通换 向阀27用于热泵系统制冷与制热工况 的转换 ，它也可 以用 电磁 阀、单 向

阀等设备代替。



[57] 膨胀节流器 29 、 3 1为单 向膨胀节流器 ，制冷吋 ，膨胀节流器 29全开、3 1节流 ，

制热吋 ，膨胀节流器 3 1全开、29节流 ，通常釆用 电子膨胀 阀，调节制冷剂流量

比较快速准确 ，也可釆用其它膨胀节流器 ，如毛细管 ，适用于小型系统。

[58] 当热泵系统负荷变化吋 ，储液器 30用于储存多余 的高压液态制冷剂。

[59] 气液分离器 33用于气态与液态制冷剂 的分离 ，保证进入压缩机 内的制冷剂为气

态 ，避免液击发生。

[60] 压缩机 16釆用变容量压缩机 ，如 ：变频转子式、涡旋式、螺杆式压缩机。当系

统制冷量 、制热量变化吋 ，压缩机 16也适吋变容量输 出，实现节能运行。当 热

泵系统 中有多台压缩机 16 并联运行吋 ，压缩机 16 全部釆用定容量压缩机 ，或

全部釆用变容量压缩机 ，或者釆用变容量压缩机与定容量压缩机 的组合 ，上述

组合方式都可 以实现变容量运行 ， 达到节能的 目的。

[61] 另外 ，热泵系统 中除了 回油毛细管 24 、

油分离器 25、四通换 向阀27、储液器 30、干燥过滤器 28、 32、气液分离器 33等

辅助设备外 ，还设有其它辅助设备 ，如 ：视液镜 、回热器 、再冷器 、温度 、压

力传感器等。 自控系统根据系统温度 、压力的变化 ， 自动调节系统 的运行状况

，保持热泵系统高效率的运行。

[62] 图7是再热型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 的 热泵系统 图，它 带有再热器 23， 单 向阀

38 、 39 也可换成 电磁 阀或电动调节阀。 当系统进行再热 制冷循环吋 ，制冷剂

循环过程是 ：压缩机 16 →油分离器 25→水冷器 26→ 四通换 向阀27→冷凝器 19→

再热器 23→ 单 向阀 38

→干燥过滤器 28→膨胀节流器 29→储液器 36→膨胀节流器 3 1→干燥过滤器 32→蒸

发器 6→ 四通换 向阀27→气液分离器 33→ 压缩机 16 ； 当系统进行 制热循环吋 ，

制冷剂循环过程是 ：压缩机 16 →油分离器 25→水冷器 26→ 四通换 向阀27→蒸发

器 6→干燥过滤器 32→膨胀节流器 3 1→储液器 30→膨胀节流器 29→干燥过滤器 28

→冷凝器 19→ 四通换 向阀27→气液分离器 33→ 压缩机 16 。

[63] 当 制冷循环吋 ，高温高压制冷剂在 冷凝器 19中被室 内排风和室外新风第一次

冷凝 ，带走一部分冷凝热 ，然后进入再热器 23中被第二次冷凝 ，从而完成全部

冷凝过程 ，该过程 由 自动控制系统精确控制完成。在这个过程 中，再热器 23与



冷凝器 19和蒸发器 6是 串联关系 。 室 内回风和室外新风被蒸发器 6降温除湿后 ，

被再热器 23再热到送风温度 ，所需 的热量为 热泵系统排放 的冷凝热 ，而不需要

额外增加热量 ， 室 内排风用于冷却冷凝器 19，其中的冷量被 回收利用 ，实现了

节能的 目的。

[64] 当 制热循环吋 ，蒸发器 6 转换成冷凝器用于加热空气 ，打开 膨胀节流器 37 ，

一部分制冷剂节流为低温制冷剂 ，在储液器 36中与温度较高的液态制冷剂热交

换 ，蒸发吸热 ，温度得到提升。然后 ， 打开电磁 阀 34 ， 一部分制冷剂进入带

有 中间接 口的涡旋压缩机 16内，进行增气补焓 ； 打开电磁 阀 35 ， 一部分温度

较高的制冷剂进入气液分离器 33中，提高了压缩机 16的吸气温度 ，改善了运行

工况 ， 热泵系统冬季 制热效率也有所提高。

[65] 图 8 是另一种 再热型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 的 热泵系统 图，阀门 4 1 、 43 、 44

、 45 可釆用 电磁 阀或电动调节阀。 当系统进行再热 制冷循环吋 ，阀门 4 1 、 44

、 膨胀节流器 29关闭，其余打开 ，膨胀节流器 3 1起节流作用 ， 制冷剂循环过程

是 ：压缩机 16 →油分离器 25→ 四通换 向阀27→冷凝器 19→干燥过滤器 28→膨胀

节流器 4 0 → 再热器 2 3 → 阀门 4 3 → 储液器 30→膨胀节流器 3 1→干燥过滤器 32→蒸

发器 6→ 阀门 45 →四通换 向阀27→气液分离器 33→ 压缩机 16 。

[66] 当系统进行 制热循环吋 ，阀门 45 、 膨胀节流器 29 、 3 1打开 ，其余关闭，膨胀

节流器 29起节流作用 ， 制冷剂循环过程是 ：压缩机 16 →油分离器 25→ 四通换 向

阀27→ 阀门 45 →蒸发器 6→干燥过滤器 32→膨胀节流器 3 1→储液器 30→膨胀节

流器 29→干燥过滤器 28→冷凝器 19→ 四通换 向阀27→气液分离器 33→ 压缩机 16

，当阀门 43 、 45 、 膨胀节流器 40关闭， 阀门 4 1 、 44 打开 ，再热器 23也可作

为冷凝器加热空气 ，与蒸发器 6互为备用 。

[67] 当 系统进行非再热 制冷循环吋 ，阀门 44 、 45 、 膨胀节流器 29 、 3 1、40打开

， 阀门 4 1 、 43 关闭，膨胀节流器 3 1、40起节流作用 ， 制冷剂循环过程是 ：压

缩机 16 →油分离器 25→ 四通换 向阀27→冷凝器 19→干燥过滤器 28，在此分两路

，一路 →膨胀节流器 40→再热器 23→ 阀门 44 ，另一路

→膨胀节流器 29→储液器 30→膨胀节流器 3 1→干燥过滤器 32→蒸发器 6→ 阀门 45

，两路在此汇合 →四通换 向阀27→气液分离器 33→ 压缩机 16 ， 再热器 23转换



为蒸发器 ，系统形成了两个蒸发器 ，具有双冷源 ，再热器 23与蒸发器 6转换成并

联关系 ，通过调节膨胀节流器 29 、 3 1、40和 阀门 44 、 45 的开度等手段 ，保证

蒸发器 6的蒸发温度为 6°C左右 ，再热器 23的蒸发温度为 16°C左右 ，可用蒸发器 6

对新风进行降温除湿 ，用再热器 23对室 内回风进行干式降温 ，从而实现了对空

气 的温湿度 的独立控制处理。

[68] 图 9 也是一种 再热型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 的 热泵系统 图， 当系统进行再热 制

冷循环吋 ，阀门 44 关闭，其余打开 ，膨胀节流器 3 1起节流作用 ， 制冷剂循环过

程是 ：压缩机 16 →油分离器 25→ 四通换 向阀27，在此分两路 ，一路 → 电动调节

阀 48 →冷凝器 19→干燥过滤器 28→膨胀节流器 29， 另一路 → 电动调节阀 49 →

再热器 23→干燥过滤器 47→膨胀节流器 40， 两路在此汇合 →储液器 46→膨胀节

流器 3 1→干燥过滤器 32→蒸发器 6→ 阀门 45 →四通换 向阀27→气液分离器 33→

压缩机 16 ，在此过程 中， 冷凝器 19与再热器 23都是冷凝器 ，属于并联关系 。

[69] 当系统进行 制热循环吋 ，阀门 44 、 45 、 膨胀节流器 29 、 3 1、40、 电动调节

阀 48 打开 ， 电动调节阀 49 关闭，膨胀节流器 29起节流作用 ，再热器 23、蒸发

器 6转换为冷凝器加热空气 ，形成并联关系 ， 制冷剂循环过程是 ：压缩机 16 →

油分离器 25→ 四通换 向阀27，在此分两路 ，一路 → 阀门 45 →蒸发器 6→干燥过

滤器 32→膨胀节流器 3 1→储液器 46， 另一路 → 阀门 44 → 再热器 23→干燥过滤

器 47→膨胀节流器 40， 两路在此汇合

→膨胀节流器 29→干燥过滤器 28→冷凝器 19→ 电动调节阀 48 →四通换 向阀27→

气液分离器 33→ 压缩机 16 。当阀门 44 打开、 45 关闭 ，再热器 23作为冷凝器

单独加热空气 ，蒸发器 6不工作 ；当 阀门 45 打开、 44 关闭 ，蒸发器 6作为冷凝

器单独加热空气 ，再热器 23不工作 。在冬季制热循环吋 ，打开 膨胀节流器 37 、

电磁 阀 34 、 35 ，在 储液器 46中的闪发蒸汽进入带有 中间接 口的涡旋压缩机 16

内，进行增气补焓 ， 也可 以进入气液分离器 33中，提高了压缩机 16的吸气温度

，改善了运行工况 ， 热泵系统冬季 制热效率也有所提高。

[70] 当 系统进行非再热 制冷循环吋 ，电动调节阀 49

关闭，其余打开 ，膨胀节流器 3 1、40起节流作用 ， 制冷剂循环过程是这样 的：

压缩机 16 →油分离器 25→ 四通换 向阀27→ 电动调节阀 48 →冷凝器 19→干燥过



滤器 28→膨胀节流器 29，在此分两路 ，一路 →膨胀节流器 40→干燥过滤器 47→再

热器 23→ 阀门 44 ，另一路

→储液器 46→膨胀节流器 3 1→干燥过滤器 32→蒸发器 6→ 阀门 45 ，两路在此汇

合 →四通换 向阀27→气液分离器 33→ 压缩机 16 ， 再热器 23转化为蒸发器 ，系

统形成了两个蒸发器 ，具有双冷源 ，可用蒸发器 6对新风进行降温除湿 ，用再热

器 23对室 内回风或者室 内回风与降温除湿后 的室外新风 的混合风进行干式降温

，从而实现了对空气 的温湿度 的独立控制处理。

[71] 图 10 热泵系统 中带有两个蒸发器 6 、 5 1 ，两者并联在系统 中，也可称为并联

双冷源热泵 热回收空调机组 ， 当进行 制冷循环吋 ，它可 以 实现对空气 的温湿

度独立控制处理 ， 制冷剂循环过程是 ：压缩机 16 →油分离器 25→ 四通换 向阀27

→冷凝器 19→干燥过滤器 28→膨胀节流器 29，在此分两路 ，一路 → 阀门 50 → 蒸

发器 5 1 阀门 44 ， 另一路 →储液器 30→膨胀节流器 3 1→干燥过滤器 32→蒸发

器 6→ 阀门 45 ， 两路在此汇合 →四通换 向阀27→气液分离器 33→ 压缩机 16 。

高温高压液态制冷剂先经过 膨胀节流器 29的第一次节流 ，变成蒸发温度为 16°C

左右 的低温低压液态制冷剂 ，一部分流入蒸发器 5 1，一部分被膨胀节流器 3 1二

次深度节流 ，变成蒸发温度为 6°C左右 的低温低压液态制冷剂 ，进入蒸发器 6中，

对室外高温高湿空气进行降温除湿 ，然后直接送入空调房 间，或者与室 内回风

混合后 ，再经过蒸发器 5 1的降温处理 ，再送入空调房 间。蒸发温度为 16°C左右 的

低温低压液态制冷剂流经蒸发器 5 1，处理室 内回风 、或者室 内回风与降温除湿

后 的室外新风 的混合风 ，仅做降温处理 ，而不做除湿处理 ，最后送入空调房 间

[72] 当系统进行 制热循环吋 ， 膨胀节流器 29起节流作用 ， 蒸发器 6 、 5 1 转换为冷

凝器加热空气 ，两者可 以同吋工作 ，或者分别单独工作。

[73] 图 11也是一种 并联 双冷源热泵 热回收空调机组。 膨胀节流器 3 1为 蒸发器 6 提

供蒸发温度为 6°C左右 的低温低压液态制冷剂 ，对室外高温高湿空气进行降温除

湿 ；膨胀节流器 40为 蒸发器 5 1 提供蒸发温度为 16°C左右 的低温低压液态制冷剂

，对室 内回风 、或者室 内回风与降温除湿后 的室外新风 的混合风仅做降温处理

，而不做除湿处理 ，从而实现了对空气 的温湿度 的独立控制处理。



[74] 图 12 热泵系统与 图 10相类似 ，但 由于增加了单 向阀，当 温湿度独立控制吋 ，

膨胀节流器 29的节流效果更好。

[75] 图 13 热泵系统 中，两个蒸发器 6 、 57 是 串联关系 ，也可称为 串联 双冷源热泵

热回收空调机组。 当系统进行 制冷循环吋 ， 膨胀节流器 3 1起节流作用 ， 制冷

剂循环过程是 ：压缩机 16 →油分离器 25→ 四通换 向阀27→冷凝器 19→干燥过滤

器 28→膨胀节流器 29→储液器 30→膨胀节流器 3 1→干燥过滤器 32→蒸发器 6→蒸

发器 57→ 四通换 向阀27→气液分离器 33→ 压缩机 16 ， 膨胀节流器 3 1为 蒸发器 6

提供蒸发温度为 6°C左右 的低温低压液态制冷剂 ，对室外高温高湿空气进行降温

除湿 ，然后制冷剂变成 16°C左右 的气液混合体 ，进入 蒸发器 57 中，二次蒸发 ，

对室 内回风 、或者室 内回风与降温除湿后 的室外新风 的混合风进行干式降温处

理 ，因此这种双冷源 串联分程控制 的方式 ，也可 以实现温湿度独立控制 ； 当系

统进行 制热循环吋 ， 膨胀节流器 29起节流作用 ， 两个蒸发器 6 、 57 转换成冷

凝器 ，制冷剂循环过程是 ：压缩机 16 →油分离器 25→ 四通换 向阀27→蒸发器 57

→ 蒸发器 6 → 干燥过滤器 3 2 → 膨胀节流器 3 1→储液器 30→膨胀节流器 29→干燥过

滤器 28→冷凝器 19→ 四通换 向阀27→气液分离器 33→ 压缩机 16 ，室外冷空气先

被 蒸发器 6加热 ，与室 内回风混合后再被蒸发器 57二次加热 。

[76] 图 14也是 串联 双冷源热泵 热回收空调机组 ，但与 图 13有所不 同，单 向膨胀节

流器 29换成了双 向膨胀节流器 58。当系统进行 制冷循环吋 ，制冷剂循环过程是

：压缩机 16 →油分离器 25→ 四通换 向阀27→冷凝器 19→干燥过滤器 28→膨胀节

流器 58→干燥过滤器 28→蒸发器 57→干燥过滤器 32→膨胀节流器 3 1→干燥过滤器

3 2 → 蒸发器 6→ 四通换 向阀27→气液分离器 33→ 压缩机 16 ， 膨胀节流器 58为 蒸

发器 57 提供蒸发温度为 16°C左右 的低温低压液态制冷剂 ，对室 内回风 、或者室

内回风与降温除湿后 的室外新风 的混合风进行干式降温处理 ，一部分液态制冷

剂吸热蒸发 ，然后制冷剂变成 16°C左右 的气液混合体 ，再经过膨胀节流器 3 1的二

次深度节流 ，变成蒸发温度为 6°C左右 的低温低压液态制冷剂 ，进入 蒸发器 6 中

，二次蒸发 ， 对室外高温高湿空气进行降温除湿 ，也可 以实现温湿度独立控制

； 当系统进行 制热循环吋 ， 膨胀节流器 58起节流作用 ，膨胀节流器 3 1全开 ，

两个蒸发器 6 、 57 转换成冷凝器 ，制冷剂循环过程是 ：压缩机 16



→油分离器 25→ 四通换 向阀27→蒸发器 6→干燥过滤器 32→膨胀节流器 3 1→干燥

过滤器 32→蒸发器 57→干燥过滤器 28→膨胀节流器 58→干燥过滤器 28→冷凝器 19

→四通换 向阀27→气液分离器 33→ 压缩机 16 ，室外冷空气先被 蒸发器 6加热 ，

与室 内回风混合后再被蒸发器 57二次加热 。当 双 向膨胀节流器 58换成单 向膨胀

节流器吋 ，应设两个单 向膨胀节流器 ，安装吋 ，节流方 向应相反。

[77] 图 15所示 的 热泵系统 中， 膨胀节流器 58为双 向膨胀节流器 ，它取代了图 13中

的单 向膨胀节流器 29 、 3 1，储液器 59釆用 气缸式或隔膜式

储液器 ，它取代了图 13中的储液器 30、干燥过滤器 28、 32，系统 的功能与图 13

的系统完全相 同，但制冷系统得到简化。 气缸式、隔膜式

储液器 的构造 图见图 17 、 18。

[78] 图 16所示 热泵系统 的功能与 图8相 同，由于釆用双 向膨胀节流器 58、 气缸式或

隔膜式 储液器 59，系统得到简化。

[79] 图 17 是气缸式储液器构造 图，该储液器是 由气缸外壳 62 、活塞 63 、气缸端

盖 66 、 73 、 干燥过滤器 68、7 1、 制冷剂循环管 67 、 69 、 70 、 72 等组成 ，

它装在蒸发器 、冷凝器之间的制冷剂循环管路上 ，制冷剂循环管 67 、 72 分别

与 蒸发器 、冷凝器 相连 ， 制冷剂循环管 69 、 70 分别 与双 向膨胀节流器相连

，制冷剂循环管 67 、 69 和 70 、 72 分别接在气缸端盖 66 、 73 上 ，与气缸相

通 ，管 口接近气缸端盖的底部。在气缸端盖 66 、 73 中装有 干燥过滤器 68、7 1

，它是 由干燥剂和过滤器组成 ，干燥剂可釆用分子筛等 ，过滤器可釆用过滤 网

等 ，用于过滤制冷剂 中的杂质和水分。 活塞 63 可 以在气缸 内滑动 ，假设系统进

行制冷循环吋 ，来 自冷凝器 的高压液态制冷剂通过制冷剂循环管 72 进入气缸端

盖 73 ，被 干燥过滤器 7 1处理后 进入气缸 ，一部分多余 的高压液态制冷剂储存

在气缸 内，一部分又通过制冷剂循环管 70 进入到双 向膨胀节流器 ，被节流为低

压液态制冷剂 ，通过制冷剂循环管 69 ，从气缸端盖 66 流回到气缸 ，最后通过

干燥过滤器 68、 制冷剂循环管 67 又流 出气缸 ，进蒸发器 中。由于气缸 内一端是

高压液态制冷剂 ，另一端是低压液态制冷剂 ，在活塞 63 两侧形成压差 ，从而推

动活塞 63 从高压端 向低压端移动 ，图中是从右 向左移动 ，顶到气缸端盖 66 吋

为止。这样在活塞 63 右侧与气缸端盖 73 之间形成一个较大的腔体空间，保证



多余的高压液态制冷剂储存其中。活塞 63 带有微细的节流孔管 64 ，微量的高

压液态制冷剂可从节流孔管 64 节流到低压侧，也有微量的高压液态制冷剂从活

塞 63 与气缸壁之间的配合间隙中节流到低压侧。节流孔管 64 两端可带有向下

弯曲的小管，它伸入到液面以下，保证底部的液态制冷剂被节流，在活塞 63 中

有保温层 65 ，可减少传热。当系统进行制热循环吋，制冷剂反向流动，活塞 63

的左侧变为高压侧，右侧变为低压侧，其被推向右端，顶到气缸端盖 73 吋为止

，多余的高压液态制冷剂储存在活塞 63 左侧的气缸内。

[80] 图 18 是隔膜式储液器构造图，它是由罐体 74 、隔膜 75 、 干燥过滤器68、7 1

、 制冷剂循环管 67 、 69 、 70 、 72 等组成。它在制冷系统中的连接方法与图

16 中的气缸式储液器相同。隔膜 75 是高强度、不渗漏的弹性或柔性材料，它位

于罐体 7 4 的中央，将其分隔成左右两个独立的空间。当系统停机、压力平衡吋

，隔膜 75 处于任意形状的松弛状态。在罐体 74 的下部连接有制冷剂循环管 67

、 69 、 70 、 72 和 干燥过滤器68、7 1 ，制冷剂循环管 67 、 69 与隔膜 75 左侧

空间相连通，制冷剂循环管 70 、 72 与隔膜 75 右侧空间相连通，节流孔管 64

将隔膜 75 两侧空间相连通。当制冷剂循环管 70 、 72 接高压端吋，高压液态制

冷剂通过制冷剂循环管 72 进入，被 干燥过滤器7 1处理后 进入罐体 74 ，一部分

多余的高压液态制冷剂储存其内，一部分又通过制冷剂循环管 70 进入到双向膨

胀节流器，被节流为低压液态制冷剂，通过制冷剂循环管 69 流回罐内，最后通

过 干燥过滤器68、制冷剂循环管 67 又流出气缸，进蒸发器中。由于右侧是高

压液态制冷剂，左侧是低压液态制冷剂，在隔膜 75 两侧形成压差，隔膜 75 向

左伸展或膨胀，紧贴罐体 74 的内壁，在右侧形成较大的空间，高压液态制冷剂

在其中流通循环，多余的部分储存其中；反之，制冷剂反向流动，隔膜 75 向右

膨胀。格栅 76 可阻止隔膜 75 向下伸展，防止堵塞制冷剂循环管管口。

[81] 图 19 中储液器 79 通过电磁阀 80 、 8 1 跨接在双向膨胀节流阀 58 的两端，并

位于其上方，位于 冷凝器 19、蒸发器6的下方。 当进行制冷循环，冷凝器 19作

为冷凝器吋， 电磁阀 77 、 8 1 打开，其余关闭，电磁阀 77 接在 冷凝器 19的进

气口端，与 储液器 79 内制冷剂液面相连通，可以保证高压液态制冷剂依靠 自身

重力进出储液器 79 ，而不会发生液态制冷剂的闪发或汽化。当进行制热循环，



蒸发器 6作为冷凝器吋 ， 电磁 阀 78 、 80 打开 ，其余关闭，电磁 阀 78 接在 蒸发

器 6的进气 口端 ，与 储液器 79 内制冷剂液面相连通 ，可 以保证高压液态制冷剂

依靠 自身重力进 出储液器 79 ，而不会发生液态制冷剂 的闪发或汽化 ，如果 电磁

阀 78 关闭， 膨胀节流器 37、 电磁 阀 34 、 35 打开 ，可 以利用储液器 79 产生的

闪发蒸汽为压缩机 16 增气补焓和提高吸气温度 ，改善运行工况 ，提高 热泵系统

冬季 制热效率。 储液器 79 可称为重力流储液器。

[82] 图 20 是三管制多联 式 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图中一台排风箱 2 带有一台送风

箱 1 、一 台房 间空调器 85 ，它可 以带更多的机组。再热器 23 与蒸发器 6 并联

在制冷系统上 ，当电磁 阀 9 1 、 95 关闭、 90 、 94 打开 ，膨胀节流器 93 、 97

开启节流 ，再热器 23 、蒸发器 6 转换为蒸发器 ，用于冷却空气 ；当电磁 阀 90

、 94 关闭、 9 1 、 95 打开 ，膨胀节流器 93 、 97 开启但不节流 ，再热器 23 、

蒸发器 6 转换为冷凝器 ，用于加热空气 ；这样通过阀门切换 、调整膨胀节流器

的开度等手段 ，再热器 23 和蒸发器 6 都可 以转换为干式蒸发器 、或湿式蒸发器

、或冷凝器 ，可对空气干式冷却 、或降温除湿 、或加热、或再热 ，因此送风箱 1

不仅能进行再热空气处理 ，也可 以实现对空气 的温湿度独立控制处理。

[83] 图 2 1 是两管制多联 式 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 ，它与图 20 三管制多联 式 热泵热

回收空调机组 的功能相 同，都可 以通过阀门切换 、调整膨胀节流器 的开度等手

段 ，对空气再热处理 ，或温湿度独立控制处理。

[84] 图 22 是多联式 再热型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 ，它是在 图4 、 5、9的单体式再热

型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 的基础上增加了多个 送风箱 1 、 排风箱 2，使用范围和

功能得到扩展。当一个 送风箱 1 中的再热器 23 、蒸发器 6 制热吋 ，另一个送风

箱 1 中的再热器 23 可 以转换成蒸发器用于制冷 ，它也具备了三管制和两管制多

联 式 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能够 同吋既能制冷又可 以制热的功能。

[85] 图 23 是多联式 双冷源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 ，它是在 图 10 、 11、 12、 13、 14的

单体式双冷源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 的基础上增加了多个 送风箱 1 、 排风箱 2 ，

使用范围和功能得到扩展。

[86] 同样 ，图7 、 8、 15、 16的单体式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也可 以做成 多联式的。

[87] 以上所述 ，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办法而 已，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 的限



制。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 以上实施办法所做 的任何简单修改 、等 同变化及

修饰 ，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热回收空调机组 ，它是 由送风箱 、排风箱 、制冷系统 、配 电控制

系统组成 ，送风箱带有新风 口、回风 口、送风 口、蒸发器 、送风

机 、过滤器 、附加功能段 ；排风箱带有进风 口、新风 口、排风 口

、冷凝器 、排风机 、过滤器 、附加功能段 ；制冷系统是 由压缩机

、冷凝器 、膨胀节流器 、蒸发器 、辅助装置 、制冷剂循环管 、制

冷剂组成 ；配 电控制系统是 由配 电设备和 自动控制设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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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空调系统送风管道 ，进风 口接室 内排风 ，排风 口接室外空气 ，

送风箱可 以带回风 口，也可 以不带回风 口；室外新风和室 内回风

被送风机吸入送风箱 ，经过过滤器 、蒸发器 、附加功能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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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过滤器 、冷凝器 、附加功

能段 的处理后 ，通过排风 口排到室外 ；送风箱 、排风箱是整体式

的，或分段组合式的，送风箱与排风箱之间是密闭隔断的；制冷

系统可 以是热泵系统 ，也可 以是单冷系统 ，它的蒸发器装在送风

箱 中，制冷吋 ，用于冷却空气 ，制热吋 ，转换成冷凝器 ，用于加

热空气 ，它的冷凝器装在排风箱 中，制冷吋 ，冷凝热被室 内排风

和室外新风带走 ，制热吋 ，转换成蒸发器 ，吸收室 内排风和室外

新风 中的热量 ，因此 ，室 内排风 中的冷量和热量被 回收 ，实现节

能的 目的；制冷系统 的压缩机及辅助装置装在排风箱 中，或装在

送风箱 中，也可装在送风箱 、排风箱之外 ；配 电控制系统 的电控

箱嵌入排风箱或送风箱 中，或挂在送风箱 、排风箱外面 ，或与送

风箱 、排风箱分体设置。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热回收空调机组 ，其特征在于 ，排风箱与送

风箱 的连接可 以是整体式、分体式、多联式的，相应 的，制冷系

统也可 以是整体式、分体式、多联式的，它们可 以放在室 内，也

可 以放在室外。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热回收空调机组 ，其特征在于 ，当制冷系统

为单冷系统吋 ，送风箱夏季送冷风 ，通过风阀的切换 ，排风箱可

转化为送风箱 ，用于冬季送热风。

[权利要求 4]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热回收空调机组 ，其特征在于 ，双机型热泵

热回收空调机组带有两套独立的制冷系统 ，其中一套是热泵系统

，用于空气 的冷却或加热 ，另一套是单冷或热泵系统 ，用于空气

的再热、加热或冷却 ，或者两套独立的制冷系统都是单冷系统 ，

其中一套用于空气 的冷却 ，另一套用于空气 的再热、加热或冷却

，从而可 以为空调提供多种冷热源组合 ，不仅能对空气进行冷却

、再热或加热处理 ，也可 以转换成双冷源 ，实现对空气 的温湿度

独立控制处理。

[权利要求 5]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热回收空调机组 ，其特征在于 ，再热型热泵

热回收空调机组带再热器 ，再热器与冷凝器 、蒸发器并联或 串联

在制冷系统 中，再热器也可 以转换成蒸发器 ，不仅能对空气进行

再热或加热处理 ，也可 以转换成双冷源 ，实现对空气 的温湿度独

立控制处理 ，再热器与蒸发器两者可 以同吋工作 ，或者分别单独

工作 ，该机组可 以做成单体式或多联式。

[权利要求 6]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热回收空调机组 ，其特征在于 ，双冷源热泵

热回收空调机组带有两个蒸发器 ，两者并联或 串联在制冷系统 中

，可 以实现对空气 的温湿度独立控制处理 ，这两个蒸发器也可 以

转换成冷凝器 ，用于加热空气 ，两者可 以同吋工作 ，或者分别单

独工作 ，该机组可 以做成单体式或多联式。

[权利要求 7]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热回收空调机组 ，其特征在于 ，三管制和两

管制多联式热泵热回收空调机组 中，再热器与蒸发器并联在制冷

系统上 ，再热器和蒸发器都可 以可 以转换成为干式蒸发器或湿式

蒸发器或冷凝器 ，可 以对空气进行干式冷却或降温除湿 ，或者加

热处理 ，因此该机组不仅能进行再热空气处理 ，也可 以实现对空

气 的温湿度独立控制处理。



[权利要求 8] 热回收空调机组，它是由送风箱、排风箱、制冷系统、配电控制

系统组成，其中一种制冷系统带有可以储存液态制冷剂的气缸式

储液器，其特征在于，气缸式储液器主要由气缸外壳、活塞、气

缸端盖、干燥过滤器、制冷剂循环管组成，在气缸外壳两端的气

缸端盖上带有制冷剂循环管和干燥过滤器，制冷剂通过制冷剂循

环管进出气缸吋，要经过干燥过滤器处理，活塞可以在气缸内移

动，它从高压端移动到低压端，从而在气缸内形成储存高压液态

制冷剂的空间，高压液态制冷剂一部分流向膨胀节流器，多余的

部分储存其中，气缸式储液器连接在制冷系统的冷凝器与蒸发器

之间的制冷剂循环管上，并与膨胀节流器相连，保证制冷剂的循

环和节流。

[权利要求 9 ] 热回收空调机组，它是由送风箱、排风箱、制冷系统、配电控制

系统组成，其中一种制冷系统带有可以储存液态制冷剂的隔膜式

储液器，其特征在于，隔膜式储液器主要由罐体、隔膜、干燥过

滤器、制冷剂循环管组成，隔膜釆用弹性或柔性材料，它位于罐

体的中央，将其分隔成左右两个独立空间，在罐体的下部连接有

制冷剂循环管和干燥过滤器，制冷剂通过制冷剂循环管进出罐体

吋，要经过干燥过滤器处理，制冷剂循环管与罐体隔膜两侧的空

间相连通，当制冷剂循环管一侧接高压端、另一侧接低压端吋，

隔膜从高压侧向低压侧伸展或膨胀，在高压侧形成较大的储存高

压液态制冷剂的空间，高压液态制冷剂一部分流向膨胀节流器，

多余的部分储存其中，隔膜式储液器连接在制冷系统的冷凝器与

蒸发器之间，并与膨胀节流器相连，保证制冷剂的循环和节流。

[权利要求 10] 热回收空调机组，它是由送风箱、排风箱、制冷系统、配电控制

系统组成，其中一种制冷系统带有可以储存液态制冷剂的重力流

储液器，其特征在于，它通过两根制冷剂管道跨接在膨胀节流器

的两端，并位于其上方，且位于冷凝器、蒸发器的下方，它带有

防止液态制冷剂闪发和把闪发蒸汽引出的装置，液态制冷剂依靠



自身重力进 出储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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