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014802.2

(22)申请日 2015.01.1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83937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8.10

(73)专利权人 青岛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

地址 266101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

号海尔工业园

(72)发明人 许升　宋华诚　田书君　单世强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元中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责任公司 11223

代理人 张则武

(51)Int.Cl.

D06F 58/34(2020.01)

D06F 101/20(2020.01)

D06F 103/68(2020.01)

D06F 103/38(2020.01)

D06F 105/52(2020.01)

D06F 101/14(2020.01)

(56)对比文件

CN 101713141 A,2010.05.26,

CN 1746418 A,2006.03.15,

CN 101307560 A,2008.11.19,

CN 101713141 A,2010.05.26,

CN 102105631 A,2011.06.22,

JP 2004236965 A,2004.08.26,

审查员 张禹

 

(54)发明名称

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

所述干衣机至少包括两个干衣模式：第一干衣模

式和第二干衣模式，所述第一干衣模式中压缩机

的高频率段运行时间长于第二干衣模式中变频

压缩机的高频率段运行时间，变频压缩机包括升

频阶段、频率保持阶段、降频阶段，降频阶段，压

缩机频率由设定目标频率逐渐阶段性下降至烘

干结束，由设定目标频率逐渐阶段性下降对应的

检测温度第一干衣模式高于第二干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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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干衣机至少包括两个干衣模式：第

一干衣模式和第二干衣模式，所述第一干衣模式中压缩机的高频率段运行时间长于第二干

衣模式中变频压缩机的高频率段运行时间；

变频压缩机包括升频阶段、频率保持阶段和降频阶段，所述升频阶段，压缩机频率按照

时间逐渐阶段性上升至设定目标频率，所述降频阶段，压缩机频率按照检测温度由设定目

标频率逐渐阶段性下降至烘干结束，由设定目标频率逐渐阶段性下降对应的检测温度第一

干衣模式高于第二干衣模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降频阶段，第一

干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11℃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目标频率fnHz下降到f1Hz，第二干

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21℃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目标频率fnHz下降到f1Hz，所述T11>

T2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降频阶段，第一

干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12℃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1Hz下降到f2Hz，直至检测温度上

升至T1m℃，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2Hz下降到fmHz，至干衣结束，第二干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

升到T22℃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1Hz下降到f2Hz，直至检测温度上升至T2m℃，变频压缩机

频率从f2Hz下降到fmHz，至干衣结束，所述T12>T22，T1m>T2m。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干衣模式中风机运行的频率或速度高于或等于第二干衣模式中风机运行的频率或速度。

5.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干衣

机还包括一第三干衣模式，所述第三干衣模式中压缩机的高频率段运行时间短于第二干衣

模式中压缩机的高频率段运行时间，所述第三干衣模式中风机运行的频率或速度低于第二

干衣模式中风机运行的频率或速度。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干衣机还包

括一第三干衣模式，所述第三干衣模式中压缩机的高频率段运行时间短于第二干衣模式中

压缩机的高频率段运行时间，所述第三干衣模式中风机运行的频率或速度低于第二干衣模

式中风机运行的频率或速度。

7.根据权利要求1-3、6任一所述的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降频阶

段，压缩机频率由设定目标频率逐渐阶段性下降至烘干结束，由设定目标频率逐渐阶段性

下降对应的检测温度第三干衣模式低于第二干衣模式。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降频阶段，压缩

机频率由设定目标频率逐渐阶段性下降至烘干结束，由设定目标频率逐渐阶段性下降对应

的检测温度第三干衣模式低于第二干衣模式。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降频阶段，压缩

机频率由设定目标频率逐渐阶段性下降至烘干结束，由设定目标频率逐渐阶段性下降对应

的检测温度第三干衣模式低于第二干衣模式。

10.根据权利要求1-3、6、8-9任一所述的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降频阶段，第三干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31℃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目标频率fnHz下降

到f1Hz，第二干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21℃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目标频率fnHz下降到

f1Hz，所述T31<T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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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降频阶段，第三

干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31℃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目标频率fnHz下降到f1Hz，第二干

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21℃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目标频率fnHz下降到f1Hz，所述T31<

T21。

12.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降频阶段，第三

干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31℃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目标频率fnHz下降到f1Hz，第二干

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21℃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目标频率fnHz下降到f1Hz，所述T31<

T21。

13.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降频阶段，第三

干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31℃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目标频率fnHz下降到f1Hz，第二干

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21℃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目标频率fnHz下降到f1Hz，所述T31<

T21。

14.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一干衣模式

检测温度上升到T32℃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1Hz下降到f2Hz，直至检测温度上升至T3m℃，

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2Hz下降到fmHz，至干衣结束，第二干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22℃

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1Hz下降到f2Hz，直至检测温度上升至T2m℃，变频压缩机频率从

f2Hz下降到fmHz，至干衣结束，所述T32<T22，T3m<T2m。

15.根据权利要求1-3、8-9、11-13任一所述的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检测温度是指检测的干衣机进筒温度，或出筒温度，或压缩机排气温度，或蒸发

器温度，或冷凝器温度。

16.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检测温

度是指检测的干衣机进筒温度，或出筒温度，或压缩机排气温度，或蒸发器温度，或冷凝器

温度。

17.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检测温

度是指检测的干衣机进筒温度，或出筒温度，或压缩机排气温度，或蒸发器温度，或冷凝器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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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干衣机领域，尤其是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日常生活中，衣物多采用自然晾晒，然而自然晾晒衣服干衣时间较长，尤其在南方

霉雨季节，晾晒多天都很难干透，所以干衣机越来越受到用户的青睐，但是现有干衣机的干

衣模式大多比较单一，消费者对干衣机的人性化的操作模式有进一步的需求，主要表现在

以下三方面，需求一：干衣机在晚上人们休息时段使用时要求噪音要小。需求二：当用户很

着急的时候，需要满足用户对干衣速度的较高要求，需求三：当用户对干衣速度不是很着急

的时候，对干衣机的耗电的要求变高，需要满足用户节电的要求。

[0003] 申请号为200710103724.9的专利公开一种干衣机，特别是一种具有多种干衣模式

的干衣机，该干衣机至少设有三种干衣模式，即：低噪音干衣模式、名贵衣物干衣模式、快速

高温干衣模式；其中：所述的低噪音干衣模式，是低转速供风配合低加热功率或高加热功

率；所述的名贵衣物干衣模式，是低加热功率配合低转速供风或高转速供风；所述的快速干

衣模式档，是高加热功率配合高转速供风。但是上述专利中针对的是电加热干衣机，针对热

泵干衣机并没有给出干衣模式的划分。

[0004] 申请号为201380004963.2的专利公开一种用于烘干衣物的器具，该器具包括烘干

空气水分冷凝系统，该烘干空气水分冷凝系统包括具有可变输出压缩机的热泵系统以及用

于促进烘干空气的再循环的至少一个烘干空气变速风扇，该器具适于以下列模式执行至少

一个衣物烘干周期：至少第一烘干模式，在第一烘干模式中，压缩机被驱动至具有压缩机功

率消耗过程和/或压缩机旋转速度过程和/或压缩机马达的供应电流/电压的频率过程的第

一压缩机模式并且风扇被驱动至具有速度过程的第一风扇模式；以及至少第二烘干模式，

在第二烘干模式中，压缩机被驱动至包括压缩机功率消耗过程和/或压缩机旋转速度过程

和/或压缩机马达的供应电流/电压的频率过程的第二压缩机模式并且风扇被驱动至具有

速度过程的第二风扇模式，其中，对于烘干周期的至少一部分，第二压缩机模式的压缩机功

率消耗和/或压缩机旋转速度和/或压缩机的供应电流/电压的频率比第一压缩机模式的压

缩机功率消耗和/或压缩机旋转速度和/或压缩机的供应电流/电压的频率更高，并且第二

风扇模式的速度比第一风扇模式的速度更高。但是上述烘干模式中有的模式下压缩机不能

满负荷工作，效率降低，或者有的模式下压缩机超负荷工作，对压缩机的使用寿命造成影

响。

[0005] 鉴于此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提供

多种干衣模式供用户选择，且压缩机的效率高。

[0007] 为了实现该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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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衣机至少包括两个干衣模式：第一干衣模式和第二干衣模式，所述第一干衣模式中压缩

机的高频率段运行时间长于第二干衣模式中变频压缩机的高频率段运行时间。

[0008] 变频压缩机包括升频阶段、频率保持阶段和降频阶段，所述升频阶段，压缩机频率

按照时间逐渐阶段性上升至设定目标频率，所述降频阶段，压缩机频率按照检测温度由设

定目标频率逐渐阶段性下降至烘干结束，由设定目标频率逐渐阶段性下降对应的检测温度

第一干衣模式高于第二干衣模式。

[0009] 降频阶段，第一干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11℃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目标频率

fnHz下降到f1Hz，第二干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21℃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目标频率

fnHz下降到f1Hz，所述T11>T21。

[0010] 降频阶段，第一干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12℃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1Hz下降

到f2Hz，直至检测温度上升至T1m℃，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2Hz下降到fmHz，至干衣结束，第二

干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22℃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1Hz下降到f2Hz，直至检测温度上

升至T2m℃，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2Hz下降到fmHz，至干衣结束，所述T12>T22，T1m>T2m。

[0011] 所述第一干衣模式中风机运行的频率或速度高于或等于第二干衣模式中风机运

行的频率或速度。

[0012] 所述干衣机还包括一第三干衣模式，所述第三干衣模式中压缩机的高频率段运行

时间短于第二干衣模式中压缩机的高频率段运行时间，所述第三干衣模式中风机运行的频

率或速度低于第二干衣模式中风机运行的频率或速度。

[0013] 降频阶段，压缩机频率由设定目标频率逐渐阶段性下降至烘干结束，由设定目标

频率逐渐阶段性下降对应的检测温度第三干衣模式低于第二干衣模式。

[0014] 降频阶段，第三干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31℃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目标频率

fnHz下降到f1Hz，第二干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21℃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目标频率

fnHz下降到f1Hz，所述T31<T21。

[0015] 第一干衣模式检测温度上升到T32℃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1Hz下降到f2Hz，直至

检测温度上升至T3m℃，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2Hz下降到fmHz，至干衣结束，第二干衣模式中

检测温度上升到T22℃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1Hz下降到f2Hz，直至检测温度上升至T2m℃，

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2Hz下降到fmHz，至干衣结束，所述T32<T22，T3m<T2m。

[0016] 所述的检测温度是指检测的干衣机进筒温度，或出筒温度，或压缩机排气温度，或

蒸发器温度，或冷凝器温度。

[0017] 采用本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后，带来以下有益效果：

[0018] 1、本发明所述干衣机提供了多种干衣模式，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

的干衣模式，给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一机可适用于不同的人群，提高了干衣机的通用

性，同时提供多种干衣模式，增强了干衣机的多样化和灵活性，同时可以匹配不同需求不同

时段的人们的要求，更进一步的适应人们多样化、高速、高效的生活节奏，增强了干衣机的

人性化。

[0019] 2、本发明所述干衣机的多个干衣模式中，变频压缩机都上升至设定目标频率，用

设定目标频率即高频率段的运行时间长短划分干衣模式，多个干衣模式中压缩机满负荷工

作，使压缩机的效率达到最高，压缩机达到最大程度利用，没有长时间低负荷工作效率低，

也没有长时间高负荷工作对压缩机造成损坏导致压缩机使用寿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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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3、本发明所述干衣模式中第一干衣模式可解决快速干衣的问题，适用于需要快速

干衣的人群，第三干衣模式可解决干衣噪音的问题，适用于不着急干衣速度重视干衣静音

的人群，第三干衣模式可使节电和干衣速度达到合适的匹配，适用于不着急干衣速度也不

怕干衣噪音的人群。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附图说明

[0022] 图1：本发明干衣机控制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本发明所述一种变频热泵干衣机控制方法，所述干衣机至少包括两个干衣模式：

第一干衣模式和第二干衣模式，所述第一干衣模式中压缩机的高频率段运行时间长于第二

干衣模式中变频压缩机的高频率段运行时间。所述第一干衣模式的干衣速度比第二干衣模

式的干衣速度快，所述第二干衣模式的耗电比第一干衣模式的耗电低，用户可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选择干衣模式，控制面板上设有干衣模式的控制按钮，用户通过面板按钮对干衣

模式进行选择。

[0024] 第一干衣模式中风机运行的频率或速度高于或等于第二干衣模式中风机运行的

频率或速度。优选第一干衣模式中风机运行的频率或速度高于第二干衣模式中风机运行的

频率或速度，空气的循环将筒内的湿热气体带走并带入干热的空气，从而将筒内衣物中的

水分带走，风机运行的频率或速度越高，促使空气循环越快，更容易将筒内衣物中的水分带

走，干衣速度更快。

[0025] 变频压缩机包括升频阶段、频率保持阶段、降频阶段：压缩机启动后，压缩机运转

频率从低频逐渐上升到最高运转频率(设定目标频率)，而不是直接以最高运转频率运转。

压缩机频率上升也可分多个阶段，上升到每个频率阶段后运行0.5～3分钟平稳后再上升至

另一频率阶段，上升时速度为1Hz/s～1Hz/60s；(例如28～40Hz/s；40～50Hz/s；50～60Hz/

s；)，此处不直接上升到最高速度是为了：防止压缩机内部的油在频率即转速突然上升后，

从换热器回到压缩机的油量小于排出的油量，导致润滑不好，增加压缩机内部件的磨损。防

止蒸发器开始时制冷剂未完全蒸发，使液态制冷剂进入压缩机，稀释压缩机内部的润滑油，

导致润滑不好。升频阶段，要监控压缩机运行电流I，反映冷凝温度的冷凝器表面温度和反

映压缩机内部温度的压缩机排气温度，如果达到要求的限值，则频率进行保持，频率即使没

有上升到目标转速，也不再上升。

[0026] 同时变频压缩机都上升至设定目标频率，即压缩机满负荷工作，使压缩机的效率

达到最高，压缩机达到最大程度利用。

[0027] 当压缩机达到设定目标频率或达到限值要求的最高频率后，进入频率保持阶段，

按照设定目标频率或达到限值要求的最高频率进行运转。

[0028] 当检测温度高于设定值时，(如冷凝器表面温度高于设定值30℃)，压缩机进入降

频阶段。压缩机的频率调节，按照进筒温度，出筒温度，压缩机，蒸发器，冷凝器上设置的一

个或多个温度传感器检测的温度或按照时间进行调节。

[0029] 升频阶段，压缩机频率按照时间逐渐阶段性上升至设定目标频率，降频阶段，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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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与检测温度建立对应关系，压缩机频率按照检测温度由设定目标频率逐渐阶段性下降

至烘干结束，由设定目标频率逐渐阶段性下降对应的检测温度第一干衣模式高于第二干衣

模式。这样第一干衣模式由设定目标频率下降比第二干衣模式要晚，所以第一干衣模式较

晚离开高频率阶段运行，因此第一干衣模式中以设定目标频率运行的时间长于第二干衣模

式，即第一干衣模式中压缩机的高频率段运行时间长于第二干衣模式中压缩机的高频率段

运行时间。压缩机的频率高将进筒气体加热的温度较高，高频率段运行时间长筒内气体高

温维持时间长，高频率段运行时间长对应干衣速度快，该种情况下升频阶段频率变化与检

测温度建立对应关系，第一干衣模式与第二干衣模式可以相同可以不同。

[0030] 具体：升频阶段，压缩机频率按照时间逐渐阶段性上升至设定目标频率，降频阶

段，第一干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11℃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目标频率fnHz下降到

f1Hz，检测温度上升到T12℃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1Hz下降到f2Hz，直至检测温度上升至

T1m℃，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2Hz下降到fmHz，至干衣结束，第二干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

T21℃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目标频率fnHz下降到f3Hz，检测温度上升到T22℃时，变频压缩

机频率从f1Hz下降到f2Hz，直至检测温度上升至T2m℃，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2Hz下降到

fmHz，至干衣结束，所述T11>T21，T12>T22，T1m>T2m。

[0031] 所述的检测温度是指检测的干衣机进筒温度，或出筒温度，或压缩机排气温度，或

蒸发器温度，或冷凝器温度。

[0032] 以冷凝器表面温度为例：各阶段频率变化与冷凝器表面温度建立对应关系，冷凝

器表面温度越高，运行频率段越低。第二干衣模式下当冷凝器表面上升到32℃时，频率从目

标转速60Hz下降到50Hz；当冷凝器表面上升到42℃时，频率从转速50Hz下降到40Hz；当冷凝

器表面上升到47℃时，频率从转速40Hz下降到30Hz；以30Hz运行到烘干结束。第一干衣模式

下当冷凝器表面上升到42℃时，频率从目标转速60Hz下降到50Hz；当冷凝器表面上升到52

℃时，频率从转速50Hz下降到40Hz；当冷凝器表面上升到57℃时，频率从转速40Hz下降到

30Hz；以30Hz运行到烘干结束。

[0033] 所述干衣机还可包括一第三干衣模式，所述第三干衣模式中压缩机的高频率段运

行时间短于第二干衣模式中压缩机的高频率段运行时间，所述第三干衣模式的干衣速度比

第二干衣模式的干衣速度慢，但是所述第三干衣模式的噪音比第二干衣模式的噪音低，用

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干衣模式，控制面板上设有干衣模式的控制按钮，用户通过

面板按钮对干衣模式进行选择。所述第三干衣模式中风机运行的频率或速度低于第二干衣

模式中风机运行的频率或速度。可进一步降低噪音。

[0034] 升频阶段，压缩机频率按照时间逐渐阶段性上升至设定目标频率，降频阶段，频率

变化与检测温度建立对应关系，压缩机频率按照检测温度由设定目标频率逐渐阶段性下降

至烘干结束，各阶段对应的检测温度第三干衣模式低于第二干衣模式。第三干衣模式离开

设定目标频率比第二干衣模式要早，所以第三干衣模式较早离开设定目标频率阶段，即第

三干衣模式中压缩机的高频率段运行时间短于第二干衣模式中压缩机的高频率段运行时

间，而压缩机频率越高噪音越大，而第三干衣模式中高频率段运行时间短，所以噪音相对较

低。

[0035] 具体：降频阶段，第三干衣模式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33℃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目

标频率fnHz下降到f3Hz，检测温度上升到T34℃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3Hz下降到f4Hz，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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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检测温度上升至T3m℃，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4Hz下降到fmHz，至干衣结束，第二干衣模式

中检测温度上升到T23℃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目标频率fnHz下降到f3Hz，检测温度上升到

T24℃时，变频压缩机频率从f3Hz下降到f4Hz，直至检测温度上升至T2m℃，变频压缩机频率

从f4Hz下降到fmHz，至干衣结束，所述T33<T23，T34<T24，T3m<T2m。

[0036] 以冷凝器表面温度为例：各阶段频率变化与冷凝器表面温度建立对应关系，冷凝

器表面温度越高，运行频率段越低。第二干衣模式下当冷凝器表面上升到32℃时，频率从目

标转速60Hz下降到50Hz；当冷凝器表面上升到42℃时，频率从转速50Hz下降到40Hz；当冷凝

器表面上升到47℃时，频率从转速40Hz下降到30Hz；以30Hz运行到烘干结束。第三干衣模式

下当冷凝器表面上升到27℃时，频率从目标转速60Hz下降到50Hz；当冷凝器表面上升到37

℃时，频率从转速50Hz下降到40Hz；当冷凝器表面上升到42℃时，频率从转速40Hz下降到

30Hz；以30Hz运行到烘干结束。

[0037] 所以：有的用户着急穿某件衣服，需要快速烘干，无需考虑噪音和耗电，速度为最

重要的标准，此时可以选择第一干衣模式即快速模式，可快速烘干所需衣物；有的用户晚上

洗完衣服后打算第二天穿，所以只要晚上将衣服烘干即可，一晚上的时间很长，但是晚上还

要休息，也不想干衣机打扰休息，此时需要静音干衣，无需考虑速度和耗电，静音为最重要

的标准，所以选择第三干衣模式即静音模式，可以将噪音降到最低，既可以烘干衣服还能够

降低噪音避免打扰休息。如果用户不是特别着急烘干衣物也不是害怕噪音打扰休息，可以

选择第二干衣模式，使节电和干衣速度达到合适的匹配。

[0038] 本发明所述干衣机提供了多种干衣模式，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

干衣模式，给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一机可适用于不同的人群，提高了干衣机的通用性，

同时提供多种干衣模式，增强了干衣机的多样化和灵活性，同时可以匹配不同需求不同时

段的人们的要求，更进一步的适应人们多样化、高速、高效的生活节奏，增强了干衣机的人

性化。

[0039] 同时本发明所述干衣机的多个干衣模式中，变频压缩机都上升至设定目标频率，

用设定目标频率即高频率段的运行时间长短划分干衣模式，多个干衣模式中压缩机满负荷

工作，使压缩机的效率达到最高，压缩机达到最大程度利用，没有长时间低负荷工作效率

低，也没有长时间高负荷工作对压缩机造成损坏导致压缩机使用寿命降低。

[004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

言，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还可以做出多种变形和改进，这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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