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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

及其控制方法，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主要由

室内温度调节系统和新风系统两部分组成，在使

用时先利用新风系统将室内的空气置换成洁净

空气，然后室内温度调节系统再将置换后的空气

进行室内循环，在循环过程中对温度进行调节，

空气通过开放式的毛细管网释放到室内，由于经

过温度调节的空气直接通过毛细管网释放到室

内，能够快速的调节室温，并且不会像传统的空

调一样产生噪声和风感，新风系统和室内温度调

节系统都对排入室内的空气进行过滤，能够保持

室内空气的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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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其特征在于，包括室内温度调节系统和新风系统，所

述室内温度调节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室内取风口、第一风机、过滤装置、温度调节装置、送

风口以及毛细管网，所述毛细管网设置于室内的墙壁上，且所述毛细管网通过管路与所述

送风口相连接，毛细管网上开有细小的出风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毛细管网包括主

管以及位于所述主管一侧或两侧的若干根副管，所述副管为毛细管，所述副管与所述主管

相连通，在所述副管的管壁上开有若干的出风口。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主管的端部设

有可关闭的连接口，用于连接另一个毛细管网进行拓展。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副管的末端开

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送风口后设置

有第二风机，所述第二风机位于所述出风口与所述毛细管网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新风系统包括依

次连接的新风取风口、抗菌过滤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温度处理装置、湿度调节装置、负离

子净化装置、新风出口以及抽风装置，所述新风取风口用于吸收室外的空气，所述新风出口

设置于室内的底部，所述抽风装置设置于室内的顶部，用于将室内的污染空气抽出排到室

外。

7.一种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室内温度调节系统控

制以及新风系统控制，所述室内温度调节系统控制的步骤为：先采样室内温度和毛细管网

空气循环速度，把室温设定值与实际温度偏差转化为设定空气循环速度，再将设定空气循

环速度与当前采样空气循环速度进行比较，并将偏差进行PID处理，再用处理后的结果去调

整室内温度调节系统内风机的控制功率。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新风

系统控制的步骤为：先采样室内PM2.5和室内空气湿度，再与设定PM2.5和湿度进行比较，并

将偏差转换为空气置换速度设定值，再将空气置换速度设定值与当前采样的新风系统风速

进行比较，并将偏差进行PID处理，再用处理后的结果去调整新风系统内风机的控制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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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毛细管网空调，具体地说是一种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及其控

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对室内空气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包括对室内空气

温度的要求以及空气洁净度的要求等。现有的对室内空气进行调节的技术包括空调、新风

系统以及毛细管网空调等，但现有的技术仍存在一些缺点：

传统空调风速较快、送风量大，噪音大，易给人带来不适，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病人

等抵抗力较弱的群体更为显著；

随着雾霾对人们生活影响的日益深入，现有的新风系统仅仅利用碳吸附对空气进行简

单的过滤，远不能满足人们对室内空气质量的要求，尤其在医院、学校等人口密集区，污染

的空气更易造成交叉感染；

现有毛细管网空调利用热辐射原理对室温进行调节，增强舒适性，实现无风感，但因采

用热辐射方式，温度调节速度较慢且功耗较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提供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及其控制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

中存在的问题。

[0004]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包括室内温度调节系统和

新风系统，所述室内温度调节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室内取风口、第一风机、过滤装置、温度

调节装置、送风口以及毛细管网，所述毛细管网设置于室内的墙壁上，且所述毛细管网通过

管路与所述送风口相连接，毛细管网上开有细小的出风口。

[0005] 所述毛细管网包括主管以及位于所述主管一侧或两侧的若干根副管，所述副管为

毛细管，所述副管与所述主管相连通，在所述副管的管壁上开有若干的出风口。

[0006] 在所述主管的端部设有可关闭的连接口，用于连接另一个毛细管网进行拓展。

[0007] 所述副管的末端开口。

[0008] 在所述送风口后设置有第二风机，所述第二风机位于所述出风口与所述毛细管网

之间。

[0009] 所述新风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新风取风口、抗菌过滤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温度

处理装置、湿度调节装置、负离子净化装置、新风出口以及抽风装置，所述新风出口设置于

室内的底部，所述抽风装置设置于室内的顶部，用于将室内的污染空气抽出排到室外。

[0010] 本发明还公布了一种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的控制方法，包括室内温度调节系

统控制以及新风系统控制，所述室内温度调节系统控制的步骤为：先采样室内温度和毛细

管网空气循环速度，把室温设定值与实际温度偏差转化为设定空气循环速度，再将设定空

气循环速度与当前采样空气循环速度进行比较，并将偏差进行PID处理，再用处理后的结果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0906486 A

3



去调整室内温度调节系统内风机的控制功率。

[0011] 所述新风系统控制的步骤为：先采样室内PM2.5和室内空气湿度，再与设定PM2.5

和湿度进行比较，并将偏差转换为空气置换速度设定值，再将空气置换速度设定值与当前

采样的新风系统风速进行比较，并将偏差进行PID处理，再用处理后的结果去调整新风系统

内风机的控制功率。

[0012] 本发明的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主要由室内温度调节系统和新风系统两部分

组成，在使用时先利用新风系统将室内的空气置换成洁净空气，然后室内温度调节系统再

将置换后的空气进行室内循环，在循环过程中对温度进行调节，空气通过开放式的毛细管

网释放到室内，由于经过温度调节的空气直接通过毛细管网释放到室内，能够快速的调节

室温，并且不会像传统的空调一样产生噪声和风感，新风系统和室内温度调节系统都对排

入室内的空气进行过滤，能够保持室内空气的洁净。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室内温度调节系统的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发明新风系统的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发明毛细管网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是本发明室内温度调节系统控制算法流程图。

[0017] 图5是本发明新风系统控制算法流程图。

[0018] 图中：1、室内取风口；2、第一风机；3、过滤装置；4、温度调节装置；5、送风口；6、毛

细管网；7、新风取风口；8、抗菌过滤装置；9、活性炭吸附装置；10、温度处理装置；11、湿度调

节装置；12、负离子净化装置；13、新风出口；6-1、主管；6-2、副管；6-3、出风口；6-4、连接口；

6-5、第二风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本发明的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包括室内温度调节系统和新风系统，在使用时

先使用新风系统将室内空气置换成洁净空气，新风系统能够快速的将室内空气进行置换，

然后再使用室内温度调节系统对室内的空气进行内循环，调节并维持室内空气的温度。

[0020] 如图1所示，室内温度调节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室内取风口1、第一风机2、过滤装

置3、温度调节装置4、送风口5以及毛细管网6，毛细管网6设置于室内的墙壁上，且毛细管网

6通过管路与送风口5相连接，毛细管网6上开有细小的出风口6-3。

[0021] 在第一风机2的作用下，室内的空气由室内取风口1进入至室内温度调节系统，被

吸入的空气先经过过滤装置3，由过滤装置3对吸入的空气进行过滤，提高空气的洁净度，然

后空气经过温度调节装置4，通过温度调节装置4调节空气的温度，使空气达到预定的温度，

以便输出温度适宜的空气。达到设定温度的空气从送风口5输送至各个毛细管网6内，毛细

管网6安装在室内的墙壁上，通过毛细管网6上的出风口6-3将温度适宜的空气排出至室内。

[0022] 如图2所示，新风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新风取风口7、抗菌过滤装置83、活性炭吸附

装置9、温度处理装置10、湿度调节装置11、负离子净化装置12、新风出口13以及抽风装置，

新风出口13设置于室内的底部，抽风装置设置于室内的顶部，用于将室内的污染空气抽出

排到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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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新风系统需要将室内的空气进行置换，首先通过新风取风口7抽取室外的空气，室

外空气在进入至室内之前首先需要进行抗菌过滤，通过抗菌过滤装置83将室外空气内的细

菌等有害物质进行过滤，经过初步过滤的空气再经过活性炭吸附装置9进行二次过滤，将空

气中的微小颗粒以及异味等进行吸附，使进入室内的空气达到较高的纯净度。经过过滤与

吸附的空气首先经过温度处理装置10，使进入室内的空气的温度与室内温度相差较小，防

止换气时温差过大对人体的健康产生影响。然后空气经过湿度调节装置11，使进入室内的

空气的湿度达到要求。然后空气经过负离子净化装置12，进一步提高进入室内的空气的纯

净度。最后空气通过出风口6-3排入室内，出风口6-3设置于室内的底部，在室内的顶部设置

有抽风装置，将室内的污染空气排到室外，从而快速的将室内的污染空气置换为洁净的空

气，并且新置换的空气温度和湿度都与置换前室内的温度以及湿度相近，使在置换后人体

不会明显的感觉到差异，防止置换时人体由于温度和湿度的差异产生反应，对身体健康产

生影响。

[0024] 如图3所示，毛细管网6包括主管6-1以及位于主管6-1一侧或两侧的若干根副管6-

2，副管6-2为毛细管，副管6-2与主管6-1相连通，在副管6-2的管壁上开有若干的出风口6-

3。为了提高出风效率，在主管6-1的两侧一般都设有副管6-2，所有的副管6-2位于同一平面

内，当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变副管6-2的形状，使毛细管网6贴合具有斜面或拐角的墙

面。副管6-2管壁上的出风口6-3都朝向室内布置，在靠近墙壁的一侧不开有出风口6-3。为

了进一步提高出风效率，可以将副管6-2的端口设计为开口形式的。在主管6-1的末端设置

有连接口6-4，连接口6-4可以连接另一个毛细管网6，从而进行拓展，在一个长度较长的墙

壁上可以采用这种方式连接多个毛细管网6。毛细管网6后端不需要连接拓展其他的毛细管

网6时，将连接口6-4关闭密封。

[0025] 其中主管6-1的直径为2cm左右，副管6-2采用PPR管，其外径约为4.3mm，内径约为

3.5mm，相邻的两个出风口6-3之间的间距约为2cm，出风口6-3的直径约为1.7cm。

[0026] 为了进一步提高出风效率，在送风口5后设置有第二风机6-5，第二风机6-5位于出

风口6-3与毛细管网6之间，通过第二风机6-5的驱动，提高空气的流动，加快室内空气的循

环。

[0027] 由于采用毛细管网6作为空气循环的出风装置，其产生的噪声很小，并且几乎没有

风感，距离毛细管网6一定距离后便不会感觉到风感，实现了室内空气的快速循环，同时无

风感、无噪声。

[0028] 本发明还公布了一种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的控制方法，包括室内温度调节系

统控制以及新风系统控制。

[0029] 如图4所示，室内温度调节系统控制的步骤为：先采样室内温度和毛细管网6空气

循环速度，把室温设定值与实际温度偏差转化为设定空气循环速度，再将设定空气循环速

度与当前采样空气循环速度进行比较，并将偏差进行PID处理，再用处理后的结果去调整室

内温度调节系统内风机的控制功率。因为室内温度调节系统通过末端的毛细管网6直接输

出一定温度的空气，毛细管网6能够实现无风感、无噪声，可以通过空气循环速度来调节室

内的空气达到不同的温度值。温度调节装置4根据设定进行制热或制冷，当室内空气的温度

与设定温度相差较小时，控制第一风机2和第二风机6-5处于低功率工作状态；当室内空气

温度与设定温度相差较大时，控制第一风机2与第二风机6-5为大功率工作状态。使室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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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温度由于人的活动、室内外环境的影响等造成的温度变化与室内温度调节系统输出的

具有一定温度的空气造成的温度变化相互抵消，从而使室内空气一直处于一个温度平衡的

状态。

[0030] 如图5所示，新风系统控制的步骤为：先采样室内PM2.5和室内空气湿度，再与设定

PM2.5和湿度进行比较，并将偏差转换为空气置换速度设定值，再将空气置换速度设定值与

当前采样的新风系统风速进行比较，并将偏差进行PID处理，再用处理后的结果去调整新风

系统内风机的控制功率。

[0031] 本发明的空气循环型毛细管网空调主要由室内温度调节系统和新风系统两部分

组成，在使用时先利用新风系统将室内的空气置换成洁净空气，然后室内温度调节系统再

将置换后的空气进行室内循环，在循环过程中对温度进行调节，空气通过开放式的毛细管

网6释放到室内，由于经过温度调节的空气直接通过毛细管网6释放到室内，能够快速的调

节室温，并且不会像传统的空调一样产生噪声和风感，新风系统和室内温度调节系统都对

排入室内的空气进行过滤，能够保持室内空气的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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