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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公开了一种设备(100)，其包括用于容纳一

定体积的冷却剂的流体存储装置(104)；冷却装

置(106)，该冷却装置(106)具有布置成与流体存

储装置流体连通的热交换器(108)和第一蒸发介

质(110)，该冷却装置配置成使空气能够通过其

中；以及具有第二蒸发介质(114 )的排热装置

(112)，所述第二蒸发介质(114)布置成与所述流

体存储装置和所述热交换器流体连通。该设备可

在至少第一模式和第二模式之间运行以降低空

气温度，其中在第一模式中，仅可操作地启动第

一蒸发介质以使用冷却剂将空气冷却至第一温

度，并且在第二模式中，第一蒸发介质、第二蒸发

介质和热交换器被共同启动以使用冷却剂将空

气冷却到低于第一温度的第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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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设备，包括：

流体存储装置，所述流体存储装置用于容纳一定体积的冷却剂；

冷却装置，所述冷却装置具有设置成与所述流体存储装置流体连通的热交换器和第一

蒸发介质，所述冷却装置配置成使空气能够通过其中；和

排热装置，所述排热装置具有第二蒸发介质，所述第二蒸发介质设置成与所述流体存

储装置和所述热交换器流体连通，

其中，所述设备能够在至少第一模式和第二模式之间运行，以降低所述空气的温度，其

中，在所述第一模式中，仅所述第一蒸发介质能够操作地启动以使用所述冷却剂将所述空

气冷却至第一温度，并且在所述第二模式中，所述第一蒸发介质、所述第二蒸发介质和所述

热交换器被共同启动以使用所述冷却剂将所述空气冷却到低于所述第一温度的第二温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冷却剂包括水。

3.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还包括第一泵和第二泵，所述第一泵和所

述第二泵分别连接到所述第一蒸发介质和所述热交换器，以使所述冷却剂循环到其中。

4.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第二蒸发介质经由所述第一蒸

发介质与所述流体存储装置流体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设备，还包括三通阀，所述三通阀连接到所述第一蒸发介质、

所述第二蒸发介质和所述第一泵，以使所述冷却剂能够选择性地循环到所述第一蒸发介质

和所述第二蒸发介质中的至少一个。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三通阀适于使用逻辑控制器进行控制。

7.根据权利要求4至6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设备还能够以第三模式运行，其

中，仅所述第一蒸发介质和所述第二蒸发介质被启动以使用所述冷却剂将所述空气冷却到

所述第一温度。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还包括泵，所述泵经由三通阀连接到所述第一蒸发介质

和所述热交换器，以使所述冷却剂能够选择性地循环到其中。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设备，还包括泵和第二三通阀，所述泵经由第一三通阀连接到

所述第一蒸发介质和所述热交换器，并且所述第二三通阀连接到所述第一三通阀、所述第

一蒸发介质和所述第二蒸发介质，

其中，所述第一三通阀和所述第二三通阀使所述冷却剂能够选择性地循环到所述热交

换器、所述第一蒸发介质和所述第二蒸发介质中的至少一个。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设备还能够以第三模式运行，其中仅所述第

一蒸发介质和所述第二蒸发介质被启动以使用所述冷却剂将所述空气冷却到所述第一温

度。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第一蒸发介质被设置成与所述第二蒸发介

质一体形成，以提供单一蒸发介质。

12.一种使用设备降低空气的温度的方法，所述设备包括流体存储装置、冷却装置和排

热装置；所述流体存储装置用于容纳一定体积的冷却剂；所述冷却装置具有设置成与所述

流体存储装置流体连通的热交换器和第一蒸发介质；所述排热装置具有第二蒸发介质，所

述第二蒸发介质设置成与所述流体存储装置和所述热交换器流体连通，所述方法包括：

使空气通过所述冷却装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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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至少第一模式和第二模式之间运行所述设备以降低所述空气的温度，

其中，在所述第一模式中，仅所述第一蒸发介质能够操作地启动以使用所述冷却剂将

所述空气冷却至第一温度，并且在所述第二模式中，所述第一蒸发介质、所述第二蒸发介质

和所述热交换器被共同启动以使用所述冷却剂将所述空气冷却到低于所述第一温度的第

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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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空气双水蒸发冷却设备的水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与传统的直接蒸发冷却系统相比，双空气双水蒸发冷却系统显示出更深层冷却的

潜力。具体地，在蒸发冷却系统内产生的湿球温度下的冷水为进入的空气提供显热温度降

低，而高效冷却介质通过直接蒸发冷却确保进一步提高空气温度。但是，对于整个冷却过

程，水管理及其配置起着重要作用。

[0003] 因此，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解决现有技术中的至少一个问题和/或提供在本领域

中有用的选择。

发明内容

[0004]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设备，包括：流体存储装置，该流体存储装置

用于容纳一定体积的冷却剂；冷却装置，该冷却装置具有布置成与该流体存储装置流体连

通的热交换器和第一蒸发介质，该冷却装置配置成使空气能够通过其中；和排热装置，该排

热装置具有第二蒸发介质，该第二蒸发介质布置成成与该流体存储装置和该热交换器流体

连通，其中该设备在可至少第一模式和第二模式之间运行以降低该空气的温度，其中在该

第一模式中，仅该第一蒸发介质可操作地启动以使用该冷却剂将该空气冷却至第一温度，

并且在该第二模式中，该第一蒸发介质、该第二蒸发介质和该热交换器被共同启动以使用

该冷却剂将该空气冷却到低于该第一温度的第二温度。

[0005] 优选地，冷却剂可包括水。

[0006] 优选地，该设备还可包括第一泵和第二泵，该第一泵和该第二泵分别连接到该第

一蒸发介质和该热交换器，以使该冷却剂循环到其中。

[0007] 优选地，第二蒸发介质可以经由第一蒸发介质与流体存储装置流体连通。

[0008] 优选地，该设备还可包括三通阀，该三通阀连接到该第一蒸发介质、该第二蒸发介

质和该第一泵，以使该冷却剂能够选择性地循环到该第一蒸发介质和该第二蒸发介质中的

至少一个。

[0009] 优选地，三通阀可以适于使用逻辑控制器来控制。

[0010] 优选地，该设备还可以以第三模式运行，其中仅该第一蒸发介质和该第二蒸发介

质被启动以使用该冷却剂将该空气冷却到该第一温度。

[0011] 优选地，该设备还可包括泵，该泵经由三通阀连接到该第一蒸发介质和该热交换

器，以使该冷却剂能够选择性地循环到其中。

[0012] 优选地，该设备还可包括泵和第二三通阀，该泵经由第一三通阀连接到该第一蒸

发介质和该热交换器，并且该第二三通阀连接到该第一三通阀、该第一蒸发介质和该第二

蒸发介质，其中该第一三通阀和该第二三通阀使该冷却剂能够选择性地循环到该热交换

器、该第一蒸发介质和该第二蒸发介质中的至少一个。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09642742 A

4



[0013] 优选地，该设备还可以以第三模式运行，其中仅该第一蒸发介质和该第二蒸发介

质被启动以使用该冷却剂将该空气冷却到该第一温度。

[0014] 优选地，第一蒸发介质可以包括被布置成与该第二蒸发介质一体形成，以提供单

一蒸发介质。

[0015] 根据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使用设备降低空气的温度的方法，该设备包括

流体存储装置、冷却装置和排热装置；该流体存储装置用于容纳一定体积的冷却剂；该冷却

装置具有布置成与该流体存储装置流体连通的热交换器和第一蒸发介质；该排热装置具有

第二蒸发介质，该第二蒸发介质布置成与该流体存储装置和该热交换器流体连通。该方法

包括：使空气通过该冷却装置；和在至少第一模式和第二模式之间运行该设备以降低该空

气的温度。在该第一模式中，仅该第一蒸发介质可操作地启动以使用该冷却剂将该空气冷

却至第一温度，并且在该第二模式中，该第一蒸发介质、该第二蒸发介质和该热交换器被共

同启动以使用该冷却剂将该空气冷却到低于该第一温度的第二温度。

[0016] 应该理解的是，与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有关的特征也可以适用于本发明的其他方

面。

[0017] 参考下文描述的实施方式，本发明的这些方面和其他方面将变得显而易见并得以

阐明。

附图说明

[0018] 在下文中参考附图公开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其中：

[0019] 图1a至1b是根据第一实施方式的以不同模式运行的第一设备的相应示意图，图1c

描绘了不同模式的各个过程的湿度图；

[0020] 图2是使用图1a的第一设备降低空气温度的方法的流程图；

[0021] 图3a至3c是根据第二实施方式的以不同模式运行的第二设备的相应示意图，图3d

描绘了不同模式的各个过程的湿度图；

[0022] 图4a至4b是根据第三实施方式的以不同模式运行的第三设备的相应示意图，图4c

描绘了不同模式的各个过程的湿度图；和

[0023] 图5a至5c是根据第四实施方式的以不同模式运行的第四设备的相应示意图，图5d

描绘了不同模式的各个过程的湿度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参照图1a至1b，根据第一实施方式，描绘了以不同模式运行的第一设备100的各个

示意图。然后，图1c是描绘不同模式的各个过程的湿度图102。概括地说，第一设备100包括：

用于容纳一定体积的冷却剂的流体存储装置104(例如水槽)；冷却装置106，该冷却装置106

具有布置成与流体存储装置104流体连通的热交换器108和第一蒸发介质110，冷却装置106

配置成使空气能够通过其中；和排热装置112，该排热装置112具有第二蒸发介质114，第二

蒸发介质114布置成与流体存储装置104和热交换器108流体连通。第一蒸发介质110和第二

蒸发介质114使用冷却剂(可以是水)操作，但不被解释为限制。第一设备100可在至少第一

模式和第二模式之间运行以降低空气温度，其中在第一模式中，仅可操作地启动第一蒸发

介质110以使用冷却剂将空气冷却至第一温度，并且在第二模式中，第一蒸发介质110、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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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介质114和热交换器108被共同启动以使用冷却剂将空气冷却到低于第一温度的第二

温度。应当理解，第一蒸发介质110和第二蒸发介质114通过使用在其中循环的冷却剂润湿

相应介质110、114而可操作地启动，这通过使用泵(将在下文详述)来实现。而且，无论是在

第一模式还是第二模式中，当设备100运行时，冷却剂被布置成通过设备100循环到必要的

部件。设备100的优点在于它能够优化冷却剂的流动，以使第一温度输出和第二温度输出最

大化。

[0025] 应当理解，第一模式可以被称为如图1a所示的“经济模式”，第二模式可以称为如

图1b所示的“增压模式”。在第一模式和第二模式之间操作的第一设备100的设计目的是允

许在使用冷却剂来冷却通过冷却装置106的空气时的有效性的变化，因此第一设备100也可

以被称为变化的水管理系统(在水用作冷却剂的情况下)。第一设备100还可以进一步包括

第一泵116a和第二泵116b。该第一泵116a和第二泵116b分别连接到第一蒸发介质110和热

交换器108以使冷却剂循环到其中，并且还连接到第二蒸发介质114。

[0026] 在经济模式中(即参见图1a)，第一泵116a在操作中以将冷却剂提供给第一蒸发介

质110，以经由冷却装置106内的直接蒸发冷却来冷却空气，同时第一设备100的其余部件被

配置为未启动的。在增压模式中(即参见图1b)，第一泵116a和第二泵116b都被配置为启动

的，以便将冷却剂提供给第一蒸发介质110、第二蒸发介质114和热交换器108。应当理解，热

交换器108为空气提供显热冷却，然后通过热交换器108的冷却剂在该过程中随后被加热。

该加热的冷却剂然后循环到第二蒸发介质114以进行再生(即，从加热的冷却剂中移除热

量)，然后将再生的冷却剂返回到流体存储装置104。类似于经济模式，第一泵116a(从流体

储存装置104)供应冷却剂到第一蒸发介质110，从而在已经被热交换器108冷却后为空气提

供额外的进一步冷却。

[0027] 对应于经济和增压模式的各个过程在图1c的湿度图102中示出。具体而言，如图1c

所示的过程1→4表示在经济模式下的空气(引入冷却装置106)的温度变化，并且还适用于

在增压模式下的排热装置112的操作。参考图1c，空气的初始温度是T1，并且在被第一蒸发

介质110冷却后，温度下降到T4(即第一温度)。另一方面，如图1c所示，增压模式由显热冷却

阶段(由过程1→2表示)，然后是绝热冷却阶段(由过程2→3表示)。再次参考图1c，空气的初

始温度为T1，并且在由热交换器108冷却后，温度下降到T2。在由第二蒸发介质114另外冷却

之后，空气的温度进一步从T2下降到T3(即第二温度)。应当理解，从图1c，T3<T4。因此，第一

设备100的操作相当简单，第一泵116a和第二泵116b驱动两个独立的水回路-第一水回路由

流体存储装置104、第一泵116a和第一蒸发介质110形成，而第二水回路由流体储存装置

104、第二泵116b、热交换器108和第二蒸发介质114形成。

[0028] 现在，参考图2，描述了使用第一设备100来降低空气的温度的方法200。概括地说，

方法200包括：在步骤202，使空气通过冷却装置106；在步骤204，在至少第一模式和第二模

式之间运行第一设备100以降低空气温度。如上所述，在第一模式中，仅第一蒸发介质110可

操作地启动以使用冷却剂将空气冷却至第一温度，并且在第二模式中，第一蒸发介质110、

第二蒸发介质114和热交换器108共同启动以使用冷却剂将空气冷却到低于第一温度的第

二温度。

[0029] 下面将描述本发明的其他实施方式。为简洁起见，不再重复实施方式之间共用的

相同元件、功能和操作的描述；相反，将引用相关实施方式的类似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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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3a至3c是根据第二实施方式的以不同模式运行的第二设备300的相应示意图，

而图3d描绘了描绘不同模式的各个过程的湿度图302。第二设备300大部分类似于第一设备

100，不同之处在于第二蒸发介质114现在被配置为经由第一蒸发介质110与流体存储装置

104流体连通-即，第二蒸发介质的输出现在直接供给到第一蒸发介质110。此外，第二设备

300还包括连接到第一蒸发介质110、第二蒸发介质114和第一泵116a的三通阀304，以使冷

却剂能够选择性地循环到第一蒸发介质110和第二蒸发介质114中的至少一个。三通阀304

适于使用逻辑控制器(未示出)来控制。通过加入三通阀304，第二设备300也可以以第三模

式操作(除了根据第一设备100的第一模式和第二模式之外)，其中仅第一蒸发介质110和第

二蒸发介质114被启动以使用冷却剂将空气冷却到第一温度。在该实施方式中，第一模式可

以被称为“经济模式#1”(即图3a)，而第二模式仍然被称为“增压模式”(即图3c)，并且第三

模式可以是称为“经济模式#2”(即图3b)。

[0031] 在经济模式#1中，第一泵116a运行以将冷却剂(经由三通阀304)提供给第一蒸发

介质110，以通过冷却装置106内的直接蒸发冷却来冷却空气，同时第一设备100的其余部件

被配置为未启动的。应当理解，三通阀304配置成仅在经济模式#1中部分打开，经济模式#1

被设计成提供与第一设备100的经济模式类似的冷却能力和能耗。

[0032] 在经济模式#2中，三通阀304现在布置成完全打开，使得冷却剂可以循环到第一蒸

发介质110和第二蒸发介质114，同时热交换器108保持未启动的。应当理解，与经济模式#1

相比，在经济模式#2中引入到冷却装置106中的总空气流量增加，因此增加了第二设备300

的总冷却能力。

[0033] 在增压模式中，第一泵116a配置为未启动的，而第二泵116b配置为启动的。三通阀

304被部分打开。因此，冷却剂以下列顺序在第二设备300的部件内循环：热交换器108、第二

蒸发介质114和第一蒸发介质110。特别地，冷却剂布置成循环通过第一蒸发介质110和第二

蒸发介质114以确保在流体存储装置104中可能的最冷的冷却剂温度。总之，通过使用经济

模式#2和增压模式，第二设备300能够实现更大的冷却能力(与第一设备100相比)，并且与

第一设备100相比有利地具有更低的能耗。

[0034] 接下来，图4a至4b是根据第三实施方式的以不同模式运行的第三设备400的相应

示意图，而图4c描绘了描绘不同模式的各个过程的湿度图402。第三设备400大部分类似于

第一设备100，不同之处在于现在省略第二泵116b，并且第一泵116a布置成经由三通阀404

连接到第一蒸发介质110和热交换器108，以使冷却剂能够选择性地循环到其中。

[0035] 对于该实施方式，仅存在两种模式：经济模式(即图4a)和增压模式(即图4b)，其操

作与第一设备100的相应的对应模式大致相同。在经济模式中，三通阀404被部分打开，以使

第一泵116a能够将冷却剂提供给第一蒸发介质110，以通过冷却装置106内的直接蒸发冷却

来冷却空气，同时第三设备400的其余部件被配置为未启动的。在增压模式中，三通阀404完

全打开，使得冷却剂循环到第一蒸发介质110、第二蒸发介质114和热交换器108。因此，第三

设备400还配置成输送类似于第一设备100的冷却能力。有利地，相对于第一设备100，第三

设备400对以下标准进行最小化：总的部件数量、水系统复杂性和能耗。

[0036] 图5a至5c是根据第四实施方式的以不同模式运行的第四设备500的相应示意图，

而图5d描绘了描绘不同模式的各个过程的湿度图502。第四设备500与第二设备300大部分

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现在省略第二泵116b，并且第一泵116a布置成经由另外的三通阀504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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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第一蒸发介质110和热交换器108以使冷却剂能够选择性地循环到其中。应当理解，另

外的三通阀504连接到三通阀304(在第二设备300中公开)。为了便于此处的描述，三通阀

304(在第二设备300中公开)被称为第一阀304，而另外的三通阀504被称为第二阀504(其也

可以使用逻辑控制器来控制)。类似于第二设备300，第四设备500也可以三种模式操作：“经

济模式#1”(即图5a)，“经济模式#2”(即图5b)和“增压模式”(即图5c)。

[0037] 在经济模式#1中，第一阀304和第二阀504均部分打开，使得第一泵116a能够使冷

却剂循环到第一蒸发介质110，以通过冷却装置106内的直接蒸发冷却来冷却空气，而第四

设备500的其余部件被配置为未启动的。由第四设备500的经济模式#1实现的冷却性能与第

二设备300的经济模式#1实现的冷却性能相同。

[0038] 在经济模式#2中，第二阀504部分打开，而第一阀304现在完全打开，使得冷却剂可

以循环到第一蒸发介质110和第二蒸发介质114，同时热交换器108保持未启动的。应当理

解，与经济模式#1相比，在经济模式#2中引入到冷却装置106中的总的空气流量增加，因此

增加了第四设备500的总冷却能力。

[0039] 在增压模式中，第一阀304和第二阀504都完全打开。因此，冷却剂以下列顺序在第

四设备500的部件内循环：热交换器108、第二蒸发介质114和第一蒸发介质110。特别地，冷

却剂布置成循环通过第一蒸发介质110和第二蒸发介质114以确保流体存储装置104中可能

的最冷的冷却剂温度。毋庸置疑，第四设备500也提供与第二设备300类似的冷却能力。然

而，尽管第四设备500也具有最低的设备数量和能耗(在公开的所有不同的实施方式中)，然

而第四设备500在电路布置方面稍微复杂一些。

[0040] 虽然已经在附图和前面的描述中图示和详细描述了本发明，但是这样的图示和描

述被认为是说明性或示例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本发明不限于所公开的实施方式。本领域

技术人员在实施所要求保护的发明时可以理解和实现所公开实施方式的其他变型。

[0041] 例如，在第二设备300和第四设备500中，第一蒸发介质110现在与第二蒸发介质

114一体地形成为一种单一蒸发介质(未示出)。单一蒸发介质配置成与流体存储装置104和

热交换器108流体连通。应当理解，单一蒸发介质的一部分布置在排热装置112中，而单一蒸

发介质的另一部分于是布置在冷却装置106中。在这种情况下，先前在第二实施方式和第四

实施方式中描述的第一蒸发介质110和第二蒸发介质114之间的任何流体连接因此不再是

必需的。在该变型中，排热装置112还适于使空气流能够通过排热装置112，以被布置在排热

装置112中的单一蒸发介质的一部分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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