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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结合重力热管的立管间接蒸发冷却冷

水机组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结合重力热管的立管间

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包括有机组壳体，机组壳

体内形成呈上下分布的上风道、下风道；上风道

的结构为：在机组壳体相对的两侧壁上均设置有

排风口a；下风道的结构为：在机组壳体相对的两

侧壁上均设置有进风口，下风道内的中央设置有

直接-间接蒸发冷却单元；直接-间接蒸发冷却单

元的左右两侧对称设置有重力热管，重力热管的

蒸发段位于下风道内，重力热管的冷凝段位于上

风道内，两个重力热管的蒸发段与其对应一侧的

进风口之间均设置有粗效过滤段；直接-间接蒸

发冷却单元上方对应的下风道顶壁上设置有排

风口b。本发明的蒸发冷却冷水机组能够依据气

象条件切换多种运行模式，降低了设备的电能消

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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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结合重力热管的立管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其特征在于，包括有机组壳体，所

述机组壳体内形成呈上下分布的上风道、下风道；所述上风道的结构为：在机组壳体相对的

两侧壁上均设置有排风口a(18)；所述下风道的结构为：在机组壳体相对的两侧壁上均设置

有进风口(1)，所述下风道内的中央设置有直接-间接蒸发冷却单元；所述直接-间接蒸发冷

却单元的左右两侧对称设置有重力热管(4)，所述重力热管(4)的蒸发段位于下风道内，所

述重力热管(4)的冷凝段位于上风道内，两个所述重力热管(4)的蒸发段与其对应一侧的进

风口(1)之间均设置有粗效过滤段(2)；所述直接-间接蒸发冷却单元上方对应的下风道顶

壁上设置有排风口b(15)，所述下风道通过排风口b(15)与上风道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合重力热管的立管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其特征在

于，所述粗效过滤段(2)与其邻近的重力热管(4)的蒸发段之间设置有导流叶片(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合重力热管的立管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其特征在

于，所述排风口a(18)与其邻近的所述重力热管(4)的冷凝段之间设置有离心风机(1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合重力热管的立管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其特征在

于，所述直接-间接蒸发冷却单元包括有直接蒸发冷却段(11)以及在直接蒸发冷却段(11)

左右呈对称设置的间接蒸发冷却段(5)；所述直接蒸发冷却段(11)上方对应的下风道顶壁

上设置有排风口b(1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结合重力热管的立管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其特征在

于，所述直接蒸发冷却段(11)包括有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挡水板(12)、布水器a(13)、填料

(16)及水箱a(19)，所述水箱a(19)通过供水管a(20)与布水器a(13)连接，所述布水器a(13)

上方对应的下风道顶壁上设置有排风口b(1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结合重力热管的立管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其特征在

于，所述布水器a(13)与所述填料(16)之间设置有乙二醇盘管(14)。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结合重力热管的立管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其特征在

于，所述填料(16)为“V”型填料。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结合重力热管的立管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其特征在

于，所述供水管a(20)上还设置有水泵a(17)。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结合重力热管的立管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其特征在

于，所述间接蒸发冷却段(5)包括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布水器b(8)、立式橄榄管型间接蒸发

冷却器(6)及水箱b(21)，所述水箱b(21)通过供水管b(22)与布水器b(8)连接，所述供水管b

(22)上还设置有水泵b(7)。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结合重力热管的立管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其特征在

于，所述布水器b(8)上方对应的下风道顶壁上设置有间接蒸发冷却段二次排风口(9)，所述

下风道通过间接蒸发冷却段二次排风口(9)与上风道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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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结合重力热管的立管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空调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结合重力热管的立管间接蒸发冷却

冷水机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各种工业建筑大量兴建，但目前国内兴建的建筑所采用的

空调设备和系统都普遍存在着高能耗的问题。近些年来，一些工业建筑室内温湿度的要求

越来越高，例如纺织厂、生产车间、数据中心等。在这些区域供冷时，采用传统机械制冷冷水

机组单独制冷的方式，电能消耗大，运行维护成本较高，而且制取冷水的温度往往低于室内

空气的露点温度，冷水通入室内末端消除余热时，在设备表面容易析出水珠，产生结露现

象，严重时会影响设备的正常运作。在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号召下，我们需要一种低能耗、

体积小、安全可靠的新型冷水机组，来满足人们对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更多要求。蒸发冷却空

调技术以水作为冷却介质，通过水分蒸发吸热进行冷却及散热，利用“干空气能”，通过空气

和水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制取冷风或冷水。目前，该技术已在我国西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

以及沿线国家得到广泛的应用。但事实上，由于受室外气象条件的影响，蒸发冷却冷水机组

制冷性能不稳定，而且机组结构尺寸较大，不能较好的利用制取冷水的同时产生的冷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合重力热管的立管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能够依据

气象条件切换多种运行模式，降低了设备的电能消耗，节省了运行维护成本。

[0004]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结合重力热管的立管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

包括有机组壳体，机组壳体内形成呈上下分布的上风道、下风道；上风道的结构为：在机组

壳体相对的两侧壁上均设置有排风口a；下风道的结构为：在机组壳体相对的两侧壁上均设

置有进风口，下风道内的中央设置有直接-间接蒸发冷却单元；直接-间接蒸发冷却单元的

左右两侧对称设置有重力热管，重力热管的蒸发段位于下风道内，重力热管的冷凝段位于

上风道内，两个重力热管的蒸发段与其对应一侧的进风口之间均设置有粗效过滤段；直接-

间接蒸发冷却单元上方对应的下风道顶壁上设置有排风口b，下风道通过排风口b与上风道

连通。

[0005] 本发明的特征还在于，

[0006] 粗效过滤段与其邻近的重力热管的蒸发段之间设置有导流叶片。

[0007] 排风口a与其邻近的所述重力热管的冷凝段之间设置有离心风机。

[0008] 直接-间接蒸发冷却单元包括有直接蒸发冷却段以及在直接蒸发冷却段左右呈对

称设置的间接蒸发冷却段；直接蒸发冷却段上方对应的下风道顶壁上设置有排风口b。

[0009] 直接蒸发冷却段包括有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挡水板、布水器a、填料及水箱a，水箱

a通过供水管a与布水器a连接，布水器a上方对应的下风道顶壁上设置有排风口b。

[0010] 布水器a与填料之间设置有乙二醇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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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填料为“V”型填料。

[0012] 供水管a上还设置有水泵a。

[0013] 间接蒸发冷却段包括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布水器b、立式橄榄管型间接蒸发冷却

器及水箱b，水箱b通过供水管b与布水器b连接，供水管b上还设置有水泵b。

[0014] 布水器b上方对应的下风道顶壁上设置有间接蒸发冷却段二次排风口，下风道通

过间接蒸发冷却段二次排风口与上风道连通。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本发明的蒸发冷却冷水机组，运行模式多样化，采用重力热管、蒸发冷却、乙二

醇自然冷却等多种冷热源方式，依据气象条件和建筑物内温湿度要求切换运行模式，提高

蒸发冷却冷水机组制冷性能的稳定性，节能可靠，安全稳定。

[0017] (2)本发明的蒸发冷却冷水机组，将重力热管的冷凝段和蒸发段通过隔板分隔，重

力热管冷凝段布置于间接蒸发冷却段二次排风通道和直接蒸发冷却段排风通道，用间接蒸

发冷却段的二次排风和直接蒸发冷却段的排风冷却重力热管的冷凝段，提升冷凝效率，提

高换热效率，且重力热管结构简单、紧凑，加工容易、成本低廉、工作可靠，传热效率高，提升

机组的能效，减小了机组尺寸，重力热管的蒸发段前加入导流叶片，调整空气经过重力热管

蒸发段时的气流走向，使空气可以和重力热管蒸发段完全接触，空气可以被重力热管蒸发

段充分冷却。

[0018] (3)本发明的蒸发冷却冷水机组，间接蒸发冷却段采用立式橄榄管型间接蒸发冷

却器，二次空气和喷淋水在立管内的湿通道发生直接蒸发冷却，一次空气流过管外侧的干

通道和管壁接触被等湿冷却，管外较宽的空气流道，不易堵塞并易于清扫；管内由于循环水

的自动冲刷作用，可有效缓解管内的堵塞问题；换热器管束采用立式，可减小换热管在水平

方向的占地面积，而橄榄管型可以降低空气流动阻力，降低风机能耗，增加一次空气和管壁

的接触面积，增加湿通道喷淋布水在管外壁的附着面积，增加二次空气与管壁水膜的接触

面积，强化一次空气被冷却的效果。

[0019] (4)本发明的蒸发冷却冷水机组，间接蒸发冷却段二次排风和直接蒸发冷却段排

风共用一个离心风机，减少机组风机布置数量，减少初投资和占地尺寸。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一种结合重力热管的立管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的机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蒸发冷却冷水机组中重力热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蒸发冷却冷水机组中立式橄榄管型间接蒸发冷却器芯体的结构示意

图。

[0023] 图中，1.进风口，2.粗效过滤段，3.导流叶片，4.重力热管，5.间接蒸发冷却段，6.

立式橄榄管型间接蒸发冷却器，7.水泵b，8.布水器b，9.间接蒸发冷却段二次排风口，10.离

心风机，11.直接蒸发冷却段，12.挡水板，13.  布水器a，14.乙二醇盘管，15.排风口b，16.填

料，17.水泵a，18.排风口a，  19.水箱a，20.供水管a，21.水箱b，22.供水管b。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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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本发明一种结合重力热管的立管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如图1-2所示，包括有机

组壳体，机组壳体内形成呈上下分布的上风道、下风道；上风道的结构为：在机组壳体相对

的两侧壁上均设置有排风口a18；下风道的结构为：在机组壳体相对的两侧壁上均设置有进

风口1，下风道内的中央设置有直接-  间接蒸发冷却单元；直接-间接蒸发冷却单元的左右

两侧对称设置有重力热管4，重力热管4的蒸发段位于下风道内，重力热管4的冷凝段位于上

风道内，两个重力热管4的蒸发段与其对应一侧的进风口1之间均设置有粗效过滤段2；直

接-间接蒸发冷却单元上方对应的下风道顶壁上设置有排风口b15，下风道通过排风口b15

与上风道连通。

[0026] 粗效过滤段2与其邻近的重力热管4的蒸发段之间设置有导流叶片3，粗效过滤段2

为粗效过滤器。

[0027] 排风口a18与其邻近的重力热管4的冷凝段之间设置有离心风机10。

[0028] 直接-间接蒸发冷却单元包括有直接蒸发冷却段11以及在直接蒸发冷却段11左右

呈对称设置的间接蒸发冷却段5；直接蒸发冷却段11上方对应的下风道顶壁上设置有排风

口b15。

[0029] 直接蒸发冷却段11包括有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挡水板12、布水器a13、填料16及水

箱a19，水箱a19通过供水管a20与布水器a13连接，布水器a13  上方对应的下风道顶壁上设

置有排风口b15。

[0030] 布水器a13与填料16之间设置有乙二醇盘管14。

[0031] 填料16为“V”型填料。

[0032] 供水管a20上还设置有水泵a17。

[0033] 间接蒸发冷却段5包括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布水器b8、立式橄榄管型间接蒸发冷

却器6及水箱b21，水箱b21通过供水管b22与布水器b8连接，供水管b22上还设置有水泵b7。

[0034] 如图3所示，立式橄榄管型间接蒸发冷却器6包括多个竖直设置的橄榄型换热管。

[0035] 布水器b8上方对应的下风道顶壁上设置有间接蒸发冷却段二次排风口  9，下风道

通过间接蒸发冷却段二次排风口9与上风道连通。

[0036] 本发明蒸发冷却冷水机组的运行模式如下：

[0037] (1)室外湿球温度较高时，运行联合制冷模式：

[0038] 重力热管4，间接蒸发冷却段5、直接蒸发冷却段11工作，室外空气从机组壳体两侧

的进风口1进入机组后，依次通过重力热管4的蒸发段和间接蒸发冷却段5被等湿冷却后，在

直接蒸发冷却段11的填料16上和循环喷淋水发生热质交换。

[0039] (2)室外湿球温度不高时，运行蒸发冷却模式：

[0040] 间接蒸发冷却段5和直接蒸发冷却段11工作，室外空气通过间接蒸发冷却段5被等

湿冷却后，在直接蒸发冷却段11的填料16上和循环喷淋水发生热质交换。

[0041] (3)冬季室外干球温度低于3℃时：

[0042] 运行乙二醇自然冷却模式，为了防止机组冻裂，喷淋水系统停止工作，充分利用室

外冷风冷却乙二醇盘管14内的乙二醇溶液，被冷却的乙二醇溶液通入板式换热器吸收室内

末端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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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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