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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新风管道加湿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新风系统技术领域，
尤其是一种
新风管道加湿方法，
包括新风管道、超声波雾化
装置、凝水回收装置，
在新风管道下方设置多个
具有一定间距的超声波雾化装置，
每两个相邻的
超声波雾化装置的水箱相互连通，
每两个超声波
雾化装置之间设置多个凝水回收装置，
且凝水回
收装置与相邻的超声波雾化装置的水箱相连通，
靠近送风端的超声波雾化装置设有进水管、
且进
水管与水源连通。该种加湿方法，
不仅降低能源
的消耗，
而且可以避免新风管道内部积水，
同时
水雾凝水可回收利用，
根据房屋需求，启动不同
个数的超声波雾化装置，
就近工作，
进一步降低
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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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新风管道加湿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新风管道(1)、
超声波雾化装置、
凝水回收
装置，
在新风管道(1)下方设置多个具有一定间距的超声波雾化装置，
每两个相邻的超声波
雾化装置的水箱相互连通，
每两个超声波雾化装置之间设置多个凝水回收装置，
且凝水回
收装置与相邻的超声波雾化装置的水箱相连通，
靠近送风端的超声波雾化装置设有进水管
(2)、
且进水管(2)与水源连通。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风管道加湿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超声波雾化装置包
括固定在新风管道(1)底部的雾化水箱(4) ，
所述雾化水箱(4)顶部与新风管道(1)连通，
所
述雾化水箱(4)内部设有超声波雾化器(3) ，
所述雾化水箱(4)上设有浮阀、
溢水阀，
每两个
相邻的雾化水箱(4)底部通过第二管道(6)连通。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风管道加湿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凝水回收装置包括
小水箱(7) ，
所述小水箱(7)顶部与新风管道(1)连通，
所述小水箱(7)底部通过第一管道(5)
与雾化水箱(4)连通，
且所述小水箱(7)底部出水口高度高于第一管道(5)与雾化水箱(4)连
通的进水口。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风管道加湿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小水箱(7)底部为
向下凸起的锥形结构。
5 .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新风管道加湿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超声波雾化器
(3)为六头超声波雾化器。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风管道加湿方法，
其特征在于，
每个所述超声波雾化装
置均可单独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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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风管道加湿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风系统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新风管道加湿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随着新风系统的普及，
利用新风系统管道出风口分布于室内各处的特点，
进
行全屋均衡加湿，
成为一种先进的加湿方法，
但现在的已经出现的新风加湿器主要有两个
类别，
一类是管道式蒸汽加湿器此种加湿器采用电加热原理功率很大使用成本高，
同时管
道式加湿器都是隐蔽安装更带来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二类式湿膜加湿器此类加湿器是利用
新风带动湿膜的上的水分进行加湿，
加湿效率极低。传统管道加湿方法，
都是在风机端部设
置一个雾化器，
加湿的时候均需要通过管道端部进行加湿，
有时雾化的水汽需要输送很长
一段距离，
水汽运送过程中部分会形成凝水，
输送过程中浪费已经雾化好的水汽，
导致资源
浪费，
同时管道内部很容易产生凝水、
积水等状况。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新风室内加湿结构不合理，
导致管道内部容
易产生凝水、
同时浪费不必要的资源的缺点，
而提出的一种新风管道加湿方法。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5] 设计一种新风管道加湿方法，
包括新风管道、超声波雾化装置、凝水回收装置，
在
新风管道下方设置多个具有一定间距的超声波雾化装置，
每两个相邻的超声波雾化装置的
水箱相互连通，
每两个超声波雾化装置之间设置多个凝水回收装置，
且凝水回收装置与相
邻的超声波雾化装置的水箱相连通，
靠近送风端的超声波雾化装置设有进水管、且进水管
与水源连通。
[0006] 优选的，
所述超声波雾化装置包括固定在新风管道底部的雾化水箱，
所述雾化水
箱顶部与新风管道连通，
所述雾化水箱内部设有超声波雾化器，
所述雾化水箱上设有浮阀、
溢水阀，
每两个相邻的雾化水箱底部通过第二管道连通。
[0007] 优选的，
所述凝水回收装置包括小水箱，
所述小水箱顶部与新风管道连通，
所述小
水箱底部通过第一管道与雾化水箱连通，
且所述小水箱底部出水口高度高于第一管道与雾
化水箱连通的进水口。
[0008] 优选的，
所述小水箱底部为向下凸起的锥形结构。
[0009] 优选的，
所述超声波雾化器为六头超声波雾化器。
[0010]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风管道加湿方法，
有益效果在于：
该种加湿方法，
不仅降低能
源的消耗，
而且可以避免新风管道内部积水，
同时水雾凝水可回收利用，
根据房屋需求，启
动不同个数的超声波雾化装置，
就近工作，
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耗。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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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
新风管道1、
进水管2、
超声波雾化器3、
雾化水箱4、第一管道5、第二管道6、
小

水箱7。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 ，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4] 参照图1，
一种新风管道加湿方法，
包括新风管道1、超声波雾化装置、凝水回收装
置，
在新风管道1下方设置多个具有一定间距的超声波雾化装置，
每两个相邻的超声波雾化
装置的水箱相互连通，
每两个超声波雾化装置之间设置多个凝水回收装置，
且凝水回收装
置与相邻的超声波雾化装置的水箱相连通，
靠近送风端的超声波雾化装置设有进水管2、
且
进水管2与水源连通。
[0015] 超声波雾化装置包括固定在新风管道1底部的雾化水箱4，
雾化水箱4顶部与新风
管道1连通，
雾化水箱4内部设有超声波雾化器3，
超声波雾化器3为六头超声波雾化器，
雾化
水箱4上设有浮阀、
溢水阀，
每两个相邻的雾化水箱4底部通过第二管道6连通，
凝水回收装
置包括小水箱7，
小水箱7底部为向下凸起的锥形结构，
小水箱7顶部与新风管道1连通，
小水
箱7底部通过第一管道5与雾化水箱4连通，
且小水箱7底部出水口高度高于第一管道5与雾
化水箱4连通的进水口。
[0016] 采用六头超声波雾化器产生水雾，
该种雾化器结构尺寸很小，
降低超声波雾化装
置整体尺寸，
当全屋需要加湿的时候，
启动所有的超声波雾化装置，
由于超声波雾化装置相
互连通，
从靠近送风端的超声波雾化装置的进水管2进行进水，
然后通过第二管道6逐渐输
送到所有的超声波雾化装置，
超声波雾化器3使液体形成雾气，
新风管道1内部通过风机输
送气流，
气流在新风管道1内部流动，
通过流动的气流带动水雾一起流动，
然后从新风管道1
的出风口排放到室内进行加湿，
外界温度影响的情况下，
部分水雾在气流输送过程中重新
变成水珠，
由于每两个超声波雾化装置之间设置多个小水箱7，
水珠落入或者流入小水箱7
内，
小水箱7收集的水珠通过倾斜的第一管道5重新进入雾化水箱4内部，
避免凝水堆积在新
风管道1内、
同时保证凝水二次回收利用；
当个别房屋需要加湿的时候，
通过进水管2进水，
启动与需要加湿的房屋临近的超声波雾化装置，
不需要从风机源头进行水雾输送，
降低能
源的消耗，
使用起来更加灵活。
[0017] 以上所述，
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
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
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而得到的技术方案、
构思、
设计，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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