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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利用空气能热泵加热的物料烘干室
(57)摘要
一种利用空气能热泵加热的物料烘干室，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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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空气能热泵组以及烘干室，
烘干室的进气口与
加热室相连通，
加热室内的空气通过空气能热泵
组的换热器进行加热，
所述加热室内的空气通过
固定设置在烘干室进气口的供风风机输送至烘
干室内 ；
加热室与供气室相连通，
所述烘干室顶
部的排风口通过循环管路与供气室内的板式换
热器内部相通，
所述供气室设置有与外界相通的
供气口，
所述板式换热器的出气口与尾气排放管
路相连。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利用空气能热泵加热
的物料烘干室能够提高热利用率，
并且有助于提
高烘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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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利用空气能热泵加热的物料烘干室，
包括空气能热泵组以及烘干室，
其特征在
于：
烘干室的进气口与加热室相连通，
加热室内的空气通过空气能热泵组的换热器进行加
热，
所述加热室内的空气通过固定设置在烘干室进气口的供风风机输送至烘干室内；
所述加热室与供气室相连通，
所述烘干室顶部的排风口通过循环管路与供气室内的板
式换热器内部相通，
所述供气室设置有与外界相通的供气口，
所述板式换热器的出气口与
尾气排放管路相连。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空气能热泵加热的物料烘干室，
其特征在于：
所述板
式换热器的上下两端分别与供气室的上下侧壁固定连接，
工作时，
自供气口进入的空气通
过板式换热器预加热后进入加热室。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空气能热泵加热的物料烘干室，
其特征在于：
所述烘
干室的侧壁自下至上设置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排湿口，
所述排湿口分别通过管路与循环管
路相连；
排湿口的一侧分别固定设置有温湿度传感器，
所述温湿度传感器与控制器相连，用于
连通排湿口和循环管路的管路上设置有电磁阀，
所述电磁阀与所述控制器相连。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空气能热泵加热的物料烘干室，
其特征在于：
所述烘
干室对称设置有多个进气口，
所述多个进气口分别通过进气管路与加热室的出气口相连。

2

CN 209605504 U

说

明

书

1/2 页

一种利用空气能热泵加热的物料烘干室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烘干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利用空气能热泵加热的物料烘干
室。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的农产品烘干设备种类繁多，
根据不同的使用环境，
企业会定制不同
类型的烘干设备。烘干设备的热源主要分为燃煤、
天然气和空气能热泵，
其中燃煤型热源不
够环保，
天然气型热源面临使用安全、
供气不稳的问题，
空气能热泵型热源相对使用便捷，
安全可靠。
[0003] 空气能热泵型型热源主要利用逆卡诺原理，
通过空气能热泵组对空气进行加热，
并吹送至物料表面，
即气体换热剂（氟利昂）被压缩机加压，
成为高温高压气体（温度高达
100℃），
进入室内侧的换热器（冷凝器），
冷媒冷凝液化释放出高温热量加热空气（该过程通
过蒸发器、压缩机、
换热器和节流阀等结构配合），
并将空气以热风的形式（风机加压吹送）
送至物料表面。烘干房内的物料通过热风的形式使物料中的水分汽化蒸发，
蒸发出来的水
蒸汽由排湿系统排走而达到烘干物料的目的。冷凝放热后的冷媒经过节流阀变为低温低压
的液体，
由于压力骤然降低，
液态的冷媒进入蒸发器会源源不断吸收周边空气的低位热能
迅速蒸发变成气态，
吸收了一定能量的冷媒回流到压缩机，
进入下一个循环。这样，
冷媒不
断地循环就实现将空气中的热量搬运到烘干房内加热房内空气温度。
[0004] 空气能热泵加热的物料烘干设备在使用过程中涉及到成本相对较高的问题，
如何
能够提高热风的利用率、加快烘干速度成为空气能热泵烘干设备在设计、使用过程中的关
键。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
提供一种利用空气能热泵加热的物
料烘干室。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利用空气能热泵加热的物料烘干室，
包括空气能热泵组以及烘干室，
烘干室
的进气口与加热室相连通，
加热室内的空气通过空气能热泵组的换热器进行加热，
所述加
热室内的空气通过固定设置在烘干室进气口的供风风机输送至烘干室内；
加热室与供气室
相连通，
所述烘干室顶部的排风口通过循环管路与供气室内的板式换热器内部相通，
所述
供气室设置有与外界相通的供气口，
所述板式换热器的出气口与尾气排放管路相连。
[0008] 优选的，
板式换热器的上下两端分别与供气室的上下侧壁固定连接，
工作时，
自供
气口进入的空气通过板式换热器预加热后进入加热室。
[0009] 优选的，
烘干室的侧壁自下至上设置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排湿口，
所述排湿口分
别通过管路与循环管路相连；
排湿口的一侧分别固定设置有温湿度传感器，
所述温湿度传
感器与控制器相连，用于连通排湿口和循环管路的管路上设置有电磁阀，
所述电磁阀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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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控制器相连。
[0010] 优选的，
烘干室对称设置有多个进气口，
所述多个进气口分别通过进气管路与加
热室的出气口相连。
[0011]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利用空气能热泵加热的物料烘干室能够提高热利用率，
并且有
助于提高烘干效率。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在附图中，
1烘干室、2加热室、3供气室、4循环管路、5板式换热器、6供气口、7排湿
口、
8温湿度传感器、
9电磁阀、
10空气能热泵组、
11烘干室的进气口、
12烘干室的排风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以下结合附图给出的实施例，
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本实用新
型不限于以下实施例的描述。
[0015] 实施例1
[0016]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利用空气能热泵加热的物料烘干室1，
其主要用于对湿度较
大的农产品进行烘干。其包括空气能热泵组10以及烘干室1。进一步地，
烘干室的进气口11
与加热室2相连通，
加热室2内的空气通过空气能热泵组10的换热器进行加热，
所述加热室2
内的空气通过固定设置在烘干室1进气口的供风风机输送至烘干室1内；
加热室2与供气室3
相连通，
烘干室1顶部的排风口（烘干室的排风口12）通过循环管路4与供气室3内的板式换
热器5内部相通，
所述供气室3设置有与外界相通的供气口6。
[0017] 优选的，
板式换热器5的上下两端分别与供气室3的上下侧壁固定连接，
工作时，
自
供气口6进入的空气通过板式换热器5预加热后进入加热室2。
[0018] 优选的，
烘干室1的侧壁自下至上设置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排湿口7，
所述排湿口7
分别通过管路与循环管路4相连；
[0019] 排湿口7的一侧分别固定设置有温湿度传感器8，
所述温湿度传感器8与控制器相
连，用于连通排湿口7和循环管路4的管路上设置有电磁阀9，
所述电磁阀9与所述控制器相
连。在使用时，
烘干热气流自下至上进行烘干，
在过程中，
当湿度传感器检测到湿度过大时
（超过预设值），
控制器控制电磁阀9开启，
直接进行排湿。
[0020] 优选的，
烘干室1对称设置有多个进气口，
所述多个进气口分别通过进气管路与加
热室2的出气口相连，
均匀进气。进一步地，
本实施例所述空气能热泵组10包括蒸发器、
压缩
机、
换热器和节流阀。尾气自板式换热器5的进气口进入，
自出气口排入尾气排放管路，
板式
换热器5外部通过待加热空气，
进行气气换热。
[0021]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
不能
认定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
都应当视
为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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