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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溶液调湿新风机组技术领域，尤

其涉及一种溶液调湿新风机组的精准控制方法，

包括除湿控制和加湿控制，其中除湿控制是利用

表冷器以及由压缩机一、蒸发器一、膨胀阀一、冷

凝器一构成的一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除湿泵一

和再生泵一来调节新风的空气数据，并与设定值

比较来进行进一步的调节，加湿控制是利用表冷

器以及由压缩机二、蒸发器二、膨胀阀二、冷凝器

二构成的一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加湿泵二和再

生泵二来维持新风的空气数据，并与设定值比较

来进行进一步的调节，本发明通过对表冷器、一

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或一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

的控制，来实现对送风空气数据的精准控制，不

但节约了表冷器的外需水量，更有效的降低了能

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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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溶液调湿新风机组的精准控制方法，包括除湿控制和加湿控制，其中除湿控制

包括以下步骤：

a、室外新风首先经过表冷器(10)预冷将新风中的湿度降低由送风检测点检测到的数

据与设定数据进行对比,通过对表冷器(10)的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控制来控制表冷器(10)

的水量；

b、如果表冷器(10)的可调电动水阀全部打开也无法达到设定的送风数据，则打开由压

缩机一(21)、蒸发器一(22)、膨胀阀一、冷凝器一(23)构成的一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同时

打开除湿泵一(24)和再生泵一(25)，并相应减小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利用溶液吸收空气

中的湿度，使系统达到全开表冷器(10)的工况；

c、新风的空气数据会根据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新风空气数据中的含湿量降低后，系

统会做出相应的的动作，即减小表冷器(10)的能力来维持送风设定的空气数据；

d、当减到表冷器(10)和一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共同运行的情况下仍然除湿能力过大

的话，系统则根据情况关闭一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和除湿泵一(24)和再生泵一(25)，来降

低机组的除湿能力；

e、表冷器(10)单独开启的工况下，则单独控制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以维持送风到达设

定的空气数据值，如果新风的空气数据完全符合设定的送风数据值，则可把表冷器(10)的

可调节水阀全部关闭，并给供冷水机组发送一个反馈来关闭供冷水设备；

加湿控制包括以下步骤：

a、系统通过新风采集点采集到的外界数据，给四通阀发送动作指令，将表冷器(10)切

换至制热状态；

b、单独将表冷器(10)的可调电动水阀打开，运行一段时间，等到送风点测到的送风数

据稳定后，与设定的空气数据参数对比，再调节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使送风的空气数据达

到设定数据；

c、如果表冷器(10)的可调电动水阀全部打开也无法达到设定值，则打开由压缩机二

(31)、蒸发器二(32)、膨胀阀二、冷凝器二(33)、四通阀构成的一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同时

打开加湿泵二(34)和再生泵二(35)，并相应的减小表冷器(10)的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完

成平稳过渡，待数据稳定后，与设定对比，调节电动水阀开度，使空气数据稳定到设定值；

d、新风的空气数据会根据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新风空气数据中的含湿量升高后，系

统会做出相应的的动作，即减小表冷器(10)的能力来维持送风设定的空气数据；

e、当减到表冷器(10)和一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共同运行的情况下仍然加湿能力过大

的话，系统则根据情况关闭一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和加湿泵二(34)和再生泵二(35)，来降

低机组的加湿能力；

f、表冷器(10)单独开启的工况下，则单独控制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以维持送风到达设

定的空气数据值，如果新风的空气数据完全符合设定的送风数据值，则可把表冷器(10)的

可调节水阀全部关闭，并给供热水机组发送一个反馈来关闭供热水设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溶液调湿新风机组的精准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除湿控制的

步骤b中，当一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开启并且表冷器(10)能力发挥到最大仍无法达到设定

值时，增开由压缩机三(41)、蒸发器三(42)、膨胀阀三、冷凝器三(43)构成的二级压缩制冷

循环系统和除湿泵三(44)、再生泵三(45)，并继续调节表冷器(10)的可调电动水阀开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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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送风数据，如果表冷器(10)的可调电动水阀关闭的除湿能力与二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的

除湿能力平衡时，系统将会关闭二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和除湿泵三(44)、再生泵三(45)，以

降低机组的除湿能力来维持送风的空气数据达到设定的空气数据范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溶液调湿新风机组的精准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加湿控制的

步骤c中，当一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开启并且表冷器(10)能力发挥到最大仍无法达到设定

值时，增开由压缩机四(51)、蒸发器四(52)、膨胀阀四、冷凝器四(53)构成的二级压缩制热

循环系统和加湿泵四(54)、再生泵四(55)，并继续调节表冷器(10)的可调电动水阀开度控

制送风数据，如果表冷器(10)的可调电动水阀关闭的加湿能力与二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的

加湿能力平衡时，系统将会关闭二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和加湿泵四(54)、再生泵四(55)，以

降低机组的加湿能力来维持送风的空气数据达到设定的空气数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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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调湿新风机组的精准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溶液调湿新风机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溶液调湿新风机组的精准

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新风机组的广泛应用,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的环境质量,对新风机组的送风

要求也越来越高,普通的新风机组无法对送风的空气数据进行判断控制，使得整个设备的

能耗较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溶液调湿新风机组的精

准控制方法，能够精准控制送风的空气数据，使得机组的能耗较低。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溶液调湿新风机组的精准控制

方法，包括除湿控制和加湿控制，其中除湿控制包括以下步骤：

[0005] a、室外新风首先经过表冷器预冷将新风中的湿度降低由送风检测点检测到的数

据与设定数据进行对比,通过对表冷器的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控制来控制表冷器的水量；

[0006] b、如果表冷器的可调电动水阀全部打开也无法达到设定的送风数据，则打开由压

缩机一、蒸发器一、膨胀阀一、冷凝器一构成的一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同时打开除湿泵一

和再生泵一，并相应减小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利用溶液吸收空气中的湿度，使系统达到全

开表冷器的工况；

[0007] c、新风的空气数据会根据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新风空气数据中的含湿量降低

后，系统会做出相应的的动作，即减小表冷器的能力来维持送风设定的空气数据；

[0008] d、当减到表冷器和一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共同运行的情况下仍然除湿能力过大

的话，系统则根据情况关闭一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和除湿泵一和再生泵一，来降低机组的

除湿能力；

[0009] e、表冷器单独开启的工况下，则单独控制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以维持送风到达设

定的空气数据值，如果新风的空气数据完全符合设定的送风数据值，则可把表冷器的可调

节水阀全部关闭，并给供冷水机组发送一个反馈来关闭供冷水设备；

[0010] 加湿控制包括以下步骤：

[0011] a、系统通过新风采集点采集到的外界数据，给四通阀发送动作指令，将表冷器切

换至制热状态；

[0012] b、单独将表冷器的可调电动水阀打开，运行一段时间，等到送风点测到的送风数

据稳定后，与设定的空气数据参数对比，再调节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使送风的空气数据达

到设定数据；

[0013] c、如果表冷器的可调电动水阀全部打开也无法达到设定值，则打开由压缩机二、

蒸发器二、膨胀阀二、冷凝器二、四通阀构成的一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同时打开加湿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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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再生泵二，并相应的减小表冷器的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完成平稳过渡，待数据稳定后，

与设定对比，调节电动水阀开度，使空气数据稳定到设定值；

[0014] d、新风的空气数据会根据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新风空气数据中的含湿量升高

后，系统会做出相应的的动作，即减小表冷器的能力来维持送风设定的空气数据；

[0015] e、当减到表冷器和一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共同运行的情况下仍然加湿能力过大

的话，系统则根据情况关闭一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和加湿泵二和再生泵二，来降低机组的

加湿能力；

[0016] f、表冷器单独开启的工况下，则单独控制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以维持送风到达设

定的空气数据值，如果新风的空气数据完全符合设定的送风数据值，则可把表冷器的可调

节水阀全部关闭，并给供热水机组发送一个反馈来关闭供热水设备。

[0017] 除湿控制的步骤b中，当一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开启并且表冷器能力发挥到最大

仍无法达到设定值时，增开由压缩机三、蒸发器三、膨胀阀三、冷凝器三构成的二级压缩制

冷循环系统和除湿泵三、再生泵三，并继续调节表冷器的可调电动水阀开度控制送风数据，

如果表冷器的可调电动水阀关闭的除湿能力与二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的除湿能力平衡时，

系统将会关闭二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和除湿泵三、再生泵三，以降低机组的除湿能力来维

持送风的空气数据达到设定的空气数据范围。

[0018] 加湿控制的步骤c中，当一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开启并且表冷器能力发挥到最大

仍无法达到设定值时，增开由压缩机四、蒸发器四、膨胀阀四、冷凝器四构成的二级压缩制

热循环系统和加湿泵四、再生泵四，并继续调节表冷器的可调电动水阀开度控制送风数据，

如果表冷器的可调电动水阀关闭的加湿能力与二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的加湿能力平衡时，

系统将会关闭二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和加湿泵四、再生泵四，以降低机组的加湿能力来维

持送风的空气数据达到设定的空气数据范围。

[0019] 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对表冷器、一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或一级压缩制热循环系

统的控制，来实现对送风空气数据的精准控制，不但节约了表冷器的外需水量，更有效的降

低了能耗。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除湿控制的原理图；

[0021] 图2是加湿控制的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图1、2，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23] 一种溶液调湿新风机组的精准控制方法，包括除湿控制和加湿控制，其中除湿控

制包括以下步骤：

[0024] a、室外新风首先经过表冷器10预冷将新风中的湿度降低由送风检测点检测到的

数据与设定数据进行对比,通过对表冷器10的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控制来控制表冷器10的

水量；从而使表冷器10的除湿能力可调，从而调节送风的空气数据。

[0025] b、如果表冷器10的可调电动水阀全部打开也无法达到设定的送风数据，则打开由

压缩机一21、蒸发器一22、膨胀阀一、冷凝器一23构成的一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同时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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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湿泵一24和再生泵一25，并相应减小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利用溶液吸收空气中的湿度，

使系统达到全开表冷器10的工况；因为一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的除湿效果是恒定的数值，

所以控制调节表冷器10的除湿能力就可以间接控制送风检测点的相应的空气参数，即控制

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来调节送风空气数据。

[0026] c、新风的空气数据会根据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新风空气数据中的含湿量降低

后，系统会做出相应的的动作，即减小表冷器10的能力来维持送风设定的空气数据；

[0027] d、当减到表冷器10和一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共同运行的情况下仍然除湿能力过

大的话，系统则根据情况关闭一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和除湿泵一24和再生泵一25，来降低

机组的除湿能力；

[0028] e、表冷器10单独开启的工况下，则单独控制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以维持送风到达

设定的空气数据值，如果新风的空气数据完全符合设定的送风数据值，则可把表冷器10的

可调节水阀全部关闭，并给供冷水机组发送一个反馈来关闭供冷水设备，达到节能效果。

[0029] 加湿控制包括以下步骤：

[0030] a、系统通过新风采集点采集到的外界数据，给四通阀发送动作指令，将表冷器10

切换至制热状态；

[0031] b、单独将表冷器10的可调电动水阀打开，运行一段时间，等到送风点测到的送风

数据稳定后，与设定的空气数据参数对比，再调节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使送风的空气数据

达到设定数据；

[0032] c、如果表冷器10的可调电动水阀全部打开也无法达到设定值，则打开由压缩机二

31、蒸发器二32、膨胀阀二、冷凝器二33、四通阀构成的一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同时打开加

湿泵二34和再生泵二35，并相应的减小表冷器10的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完成平稳过渡，待

数据稳定后，与设定对比，调节电动水阀开度，使空气数据稳定到设定值；

[0033] d、新风的空气数据会根据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新风空气数据中的含湿量升高

后，系统会做出相应的的动作，即减小表冷器10的能力来维持送风设定的空气数据；

[0034] e、当减到表冷器10和一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共同运行的情况下仍然加湿能力过

大的话，系统则根据情况关闭一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和加湿泵二34和再生泵二35，来降低

机组的加湿能力；

[0035] f、表冷器10单独开启的工况下，则单独控制可调电动水阀的开度以维持送风到达

设定的空气数据值，如果新风的空气数据完全符合设定的送风数据值，则可把表冷器10的

可调节水阀全部关闭，并给供热水机组发送一个反馈来关闭供热水设备，达到节能效果。

[0036] 本发明通过对表冷器10、一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或一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的控

制，来实现对送风空气数据的精准控制，不但节约了表冷器10的外需水量，更有效的降低了

能耗。

[0037] 除湿控制的步骤b中，当一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开启并且表冷器10能力发挥到最

大仍无法达到设定值时，增开由压缩机三41、蒸发器三42、膨胀阀三、冷凝器三43构成的二

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和除湿泵三44、再生泵三45，并继续调节表冷器10的可调电动水阀开

度控制送风数据，如果表冷器10的可调电动水阀关闭的除湿能力与二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

的除湿能力平衡时，系统将会关闭二级压缩制冷循环系统和除湿泵三44、再生泵三45，以降

低机组的除湿能力来维持送风的空气数据达到设定的空气数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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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加湿控制的步骤c中，当一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开启并且表冷器10能力发挥到最

大仍无法达到设定值时，增开由压缩机四51、蒸发器四52、膨胀阀四、冷凝器四53构成的二

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和加湿泵四54、再生泵四55，并继续调节表冷器10的可调电动水阀开

度控制送风数据，如果表冷器10的可调电动水阀关闭的加湿能力与二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

的加湿能力平衡时，系统将会关闭二级压缩制热循环系统和加湿泵四54、再生泵四55，以降

低机组的加湿能力来维持送风的空气数据达到设定的空气数据范围。

[0039] 应当理解，以上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由

本发明的精神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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