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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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48756.0

(22)申请日 2017.11.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63139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1.26

(73)专利权人 四川省科本哈根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地址 610000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高朋大

道3号东方希望科研楼B座3楼303、305

号

(72)发明人 任德新　李志敏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市鼎宏恒业知识产权代

理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51248

代理人 谢敏

(51)Int.Cl.

F24F 5/00(2006.01)

F24F 11/89(2018.01)

F24F 13/30(2006.01)

F24F 140/12(2018.01)

F24F 140/20(2018.01)

(56)对比文件

CN 101988722 A,2011.03.23,

CN 102853494 A,2013.01.02,

CN 204141886 U,2015.02.04,

CN 101169299 A,2008.04.30,

KR 10-2013-0006150 A,2013.01.16,

审查员 陈骏

 

(54)发明名称

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空调制冷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节

能水制冷剂空调，包括室内蒸发器、室外冷却器

和储水箱(11)，其中所述室内蒸发器内安装有波

纹翅片(1)、循环风机(2)和脉冲喷嘴(7)构成，所

述室外冷却器的入口到出口之间有冷却通道，冷

却通道的周围安装有冷却翅片(3)，在冷却通道

内安装有石墨稀合成吸收板(4)。本发明利用脉

冲喷嘴和波纹蒸发器来气化吸热，再由室外冷却

器内的石墨稀合成吸收板吸收热量并冷却，完成

制冷，整个过程不仅所用的介质成本低，可随时

自行补充，而且无毒无害；同时该制冷方式的耗

能部件极少，制冷过程的耗能仅为普通空调的五

分之一左右。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1页

CN 107631397 B

2019.10.08

CN
 1
07
63
13
97
 B



1.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其特征在于：包括室内蒸发器、室外冷却器和储水箱(11)，

其中所述室内蒸发器内安装有波纹翅片(1)、循环风机(2)和脉冲喷嘴(7)构成，所述脉冲喷

嘴(7)朝向波纹蒸发器(1)；所述室外冷却器的入口到出口之间有冷却通道，冷却通道的周

围安装有冷却翅片(3)，在冷却通道内安装有石墨稀合成吸收板(4)，所述室外冷却器的出

口连接至储水箱(11)，储水箱(11)通过变频水泵(12)连接至脉冲喷嘴(7)；

所述变频水泵(12)和脉冲喷嘴(7)之间的管路上安装有液态压力传感器(6)，所述室内

蒸发器出口和室外冷却器入口之间的管路上安装有气态压力传感器(8)，储水箱(11)内安

装有温压复合传感器(13)，所述液态压力传感器(6)、气态压力传感器(8)、温压复合传感器

(13)、变频水泵(12)、脉冲喷嘴(7)均与单片机(9)信号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变频水泵(12)和脉

冲喷嘴(7)之间的管路上还安装有与单片机(9)信号连接的温度传感器(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室外冷却器内有两

个以上的冷却通道，在室外冷却器入口处安装有用于控制室外冷却器入口和冷却通道之间

的连通的转换隔板(5)，所述转换隔板(5)的驱动装置和单片机(9)信号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却翅片(3)的旁

边安装有冷却风扇，冷却风扇的驱动装置和单片机(9)信号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其特征在于：制冷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单片机(9)控制变频水泵(12)抽取储水箱(11)内的水向室内蒸发器进行输送；

脉冲喷嘴(7)根据单片机(9)发出的脉冲信号将液态水喷淋到波纹蒸发器(1)上，由波

纹蒸发器(1)将水气化进行吸热；

气化后的蒸汽通过管路向室外冷却器输送进入到冷却通道内，由石墨稀合成吸收板

(4)将水蒸汽中的吸收，再传导至冷却翅片(3)进行冷却，水蒸汽冷凝成水；

冷却后的水通过管道回流至储水箱(1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变频水泵(12)和脉

冲喷嘴(7)之间的管路中液态压力传感器(6)实时检测管路中的水压力，并反馈给单片机

(9)，单片机(9)根据液态压力传感器(6)反馈的压力信号控制变频水泵(12)保持恒定压力。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恒定压力保持在

0.7～1PA。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化后的蒸汽进入

冷却通道时，由转换隔板(5)选择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选择连通的方式

是，当制冷量需求小时，转换隔板(5)保持一个冷却通道连通，当制冷量大时，转换隔板(5)

逐个与两个以上的冷却通道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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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调制冷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

背景技术

[0002] 中小型空调一般采用压缩机，压缩氟利昂或碳氢制冷剂，在系统管路中循环形成

温差制冷。氟利昂制冷剂压力高，一般高压管路压力在平方厘米13-16公斤，(汽化潜热

230J/G)，氟利昂会破坏大气臭氧层，既不环保电耗又高。碳氢制冷剂12-14公斤，(汽化潜热

420J/G)，碳氢制冷相对氟利昂来要节能20％左右，但安全性能不好，一旦泄漏容易燃爆。目

前制冷剂中最为常用的是R134，R410制冷剂，但其虽然环保但不节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解决现有的空调采用的制冷剂，

在环保和节能上无法兼顾的问题。

[0004] 为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包括室内蒸发器、室外冷却器和储水箱，其中所述室内蒸

发器内安装有波纹翅片、循环风机和脉冲喷嘴构成，所述脉冲喷嘴朝向波纹蒸发器；所述室

外冷却器的入口到出口之间有冷却通道，冷却通道的周围安装有冷却翅片，在冷却通道内

安装有石墨稀合成吸收板，所述室外冷却器的出口连接至储水箱，储水箱通过变频水泵连

接至脉冲喷嘴；所述变频水泵和脉冲喷嘴之间的管路上安装有液态压力传感器，所述室内

蒸发器出口和室外冷却器入口之间的管路上安装有气态压力传感器，储水箱内安装有温压

复合传感器，所述液态压力传感器、气态压力传感器、温压复合传感器、变频水泵、脉冲喷嘴

均与单片机信号连接。

[0006] 进一步的，为了精准控制进入室内蒸发器的水温，所述变频水泵和脉冲喷嘴之间

的管路上还安装有与单片机信号连接的温度传感器。

[0007] 进一步的，为了提高冷却效率，所述室外冷却器内有两个以上的冷却通道，在室外

冷却器入口处安装有用于控制室外冷却器入口和冷却通道之间的连通的转换隔板，所述转

换隔板的驱动装置和单片机信号连接。

[0008] 进一步的，同样为了提高冷却效率，所述冷却翅片的旁边安装有冷却风扇，冷却风

扇的驱动装置和单片机信号连接。

[0009] 根据上述的节能水制冷剂空调，制冷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单片机控制变频水泵抽取储水箱内的水向室内蒸发器进行输送；

[0011] 脉冲喷嘴根据单片机发出的脉冲信号将液态水喷淋到波纹蒸发器上，由波纹蒸发

器将水气化进行吸热；

[0012] 气化后的蒸汽通过管路向室外冷却器输送进入到冷却通道内，由石墨稀合成吸收

板将水蒸汽中的吸收，再传导至冷却翅片进行冷却，水蒸汽冷凝成水；

[0013] 冷却后的水通过管道回流至储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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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的，保持制冷效果的稳定，所述变频水泵和脉冲喷嘴之间的管路中液态压

力传感器实时检测管路中的水压力，并反馈给单片机，单片机根据液态压力传感器反馈的

压力信号控制变频水泵保持恒定压力。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恒定压力保持在0.7～1PA。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气化后的蒸汽进入冷却通道时，由转换隔板选择连通。

[0017] 进一步的，所述选择连通的方式是，当制冷量需求小时，转换隔板保持一个冷却通

道连通，当制冷量大时，转换隔板逐个与两个以上的冷却通道连通。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利用脉冲喷嘴和波纹蒸发器来气化吸热，

再由室外冷却器内的石墨稀合成吸收板吸收热量并冷却，完成制冷，整个过程不仅所用的

介质成本低，可随时自行补充，而且无毒无害；同时该制冷方式的耗能部件极少，制冷过程

的耗能仅为普通空调的五分之一左右。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的系统连接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1] 图1示出了本发明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的一个实施例：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

包括室内蒸发器、室外冷却器和储水箱11，其中所述室内蒸发器内安装有波纹翅片1、循环

风机2和脉冲喷嘴7构成，所述脉冲喷嘴7朝向波纹蒸发器1；所述室外冷却器的入口到出口

之间有冷却通道，冷却通道的周围安装有冷却翅片3，在冷却通道内安装有石墨稀合成吸收

板4，所述室外冷却器的出口连接至储水箱11，储水箱11通过变频水泵12连接至脉冲喷嘴7；

所述变频水泵12和脉冲喷嘴7之间的管路上安装有液态压力传感器6，所述室内蒸发器出口

和室外冷却器入口之间的管路上安装有气态压力传感器8，储水箱11内安装有温压复合传

感器13，所述液态压力传感器6、气态压力传感器8和温压复合传感器13、变频水泵12、脉冲

喷嘴7均与单片机9信号连接。

[0022] 根据本发明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的一个实施例：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包括

室内蒸发器、室外冷却器和储水箱11，其中所述室内蒸发器内安装有波纹翅片1、循环风机2

和脉冲喷嘴7构成，所述脉冲喷嘴7朝向波纹蒸发器1；所述室外冷却器的入口到出口之间有

冷却通道，冷却通道的周围安装有冷却翅片3，在冷却通道内安装有石墨稀合成吸收板4，所

述室外冷却器的出口连接至储水箱11，储水箱11通过变频水泵12连接至脉冲喷嘴7；所述变

频水泵12和脉冲喷嘴7之间的管路上安装有液态压力传感器6，所述室内蒸发器出口和室外

冷却器入口之间的管路上安装有气态压力传感器8，储水箱11内安装有温压复合传感器13，

变频水泵12和脉冲喷嘴7之间的管路上还安装有温度传感器10，所述液态压力传感器6、气

态压力传感器8、温压复合传感器13、变频水泵12、脉冲喷嘴7、温度传感器10均与单片机9信

号连接。

[0023] 根据本发明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的另一个实施例：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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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室内蒸发器、室外冷却器和储水箱11，其中所述室内蒸发器内安装有波纹翅片1、循环风

机2和脉冲喷嘴7构成，所述脉冲喷嘴7朝向波纹蒸发器1；所述室外冷却器的入口到出口之

间有冷却通道，冷却通道的周围安装有冷却翅片3，在冷却通道内安装有石墨稀合成吸收板

4，所述室外冷却器的出口连接至储水箱11，储水箱11通过变频水泵12连接至脉冲喷嘴7；所

述变频水泵12和脉冲喷嘴7之间的管路上安装有液态压力传感器6，所述室内蒸发器出口和

室外冷却器入口之间的管路上安装有气态压力传感器8，储水箱11内安装有温压复合传感

器13，所述液态压力传感器6、气态压力传感器8和温压复合传感器13、变频水泵12、脉冲喷

嘴7均与单片机9信号连接；所述室外冷却器内有两个以上的冷却通道，在室外冷却器入口

处安装有用于控制室外冷却器入口和冷却通道之间的连通的转换隔板5，所述转换隔板5的

驱动装置和单片机9信号连接。

[0024] 在室外冷却器内配置两个以上的冷却通道，再以转换隔板5进行控制连通，控制方

式也存在多样化，可选择单个冷却通道连通，另一个通道不工作，可以检修，也可以选择多

个冷却通道逐个连通，给与单个冷却通道足够的时间进行冷却。

[0025] 根据本发明一种节能水制冷剂空调的一个优选实施例，所述冷却翅片3的旁边安

装有冷却风扇，冷却风扇的驱动装置和单片机9信号连接，冷却风扇用于提高冷却效率。

[0026] 根据上述各实施例所述的节能水制冷剂空调，制冷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27] 单片机9控制变频水泵12抽取储水箱11内的水向室内蒸发器进行输送；

[0028] 脉冲喷嘴7根据单片机9发出的脉冲信号将液态水喷淋到波纹蒸发器1上，由波纹

蒸发器1将水气化进行吸热；

[0029] 气化后的蒸汽通过管路向室外冷却器输送进入到冷却通道内，由石墨稀合成吸收

板4将水蒸汽中的吸收，再传导至冷却翅片3进行冷却，水蒸汽冷凝成水；

[0030] 冷却后的水通过管道回流至储水箱11。

[0031] 根据上述制冷方法，作为优选，所述变频水泵12和脉冲喷嘴7之间的管路中液态压

力传感器6实时检测管路中的水压力，并反馈给单片机9，单片机9根据液态压力传感器6反

馈的压力信号控制变频水泵12保持恒定压力，恒定的压力以保证稳定的吸热量。所述恒定

压力可以保持在0.7～1PA，最佳在0.9PA。

[0032] 根据上述制冷方法，作为优选，所述气化后的蒸汽进入冷却通道时，由转换隔板5

选择连通。

[0033] 作为优选，所述选择连通的方式是，当制冷量需求小时，转换隔板5保持一个冷却

通道连通，当制冷量大时，转换隔板5逐个与两个以上的冷却通道连通，给与单个冷却通道

足够的时间进行冷却。

[0034] 尽管这里参照本发明的多个解释性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但是，应该理解，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设计出很多其他的修改和实施方式，这些修改和实施方式将落在本申

请公开的原则范围和精神之内。更具体地说，在本申请公开、附图和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可

以对主题组合布局的组成部件和/或布局进行多种变型和改进。除了对组成部件和/或布局

进行的变形和改进外，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其他的用途也将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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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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