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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表面清洗方法和系统，在

需清洗的表面进行产霜或产冰，然后融霜或化

冰，通过上述两个过程的一次或两次以上循环，

使得表面被清洗。通过简单的过程控制，即可实

现现有的直膨式压缩制冷空调系统、直膨式压缩

制冷风冷热泵系统等的清洗。本发明基本不增加

用户成本，经济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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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表面清洗方法，其特征在于，在需清洗的表面进行产霜或产冰，然后融霜或化

冰，通过上述两个过程的一次或两次以上循环，使得表面被清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需清洗的表面为风管的内表面，如

空调系统或通风系统风管的内表面，所述的产冰过程是通过通入冷空气，并在风管内通入

雾化水来实现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需清洗的表面为换热器的换热表

面，所述的产霜过程通过深度除湿实现，即让空气中水蒸气冷凝并在换热器表面结霜。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换热器为直膨式压缩制冷系统的蒸

发器或者冷凝器，换热器实现冷媒与空气的换热，通过冷媒冷却空气，空气中水蒸气冷凝并

在换热器表面结霜，实现所述的深度除湿。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产霜/融霜过程至少通过以下任意

一种手段实现切换：(1)空气量的变化，空气量小时产霜，空气量大时融霜；(2)压缩机制冷

量的变化，制冷量大时产霜，制冷量小时融霜；(3)除湿空气初始状态的变化。

6.一种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直膨式压缩制冷空调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蒸发器和冷

凝器；且所述蒸发器和冷凝器均为空气与冷媒的换热器；所述空调系统至少包括以下一种

运行模式实现清洗：(1)制冷时的蒸发器清洗模式，具体为：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

一次或两次以上；(2)制冷时的冷凝器清洗模式，具体为：将冷凝器转换为蒸发器，深度除湿

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融霜结束后将蒸发器转换为冷凝器；(3)制热时的蒸

发器(制冷运行时的冷凝器)清洗模式，具体为：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

以上；(4)制热时的的冷凝器(制冷运行时的蒸发器)清洗模式：将冷凝器转换为蒸发器，深

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融霜结束后将蒸发器转换为冷凝器。

7.一种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直膨式压缩制冷风冷热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泵系

统提取空气的热量对水进行制热或制冷，包括两个换热器，其中，第一换热器为空气与冷媒

的换热器，第二换热器为冷媒与水的换热器；所述热泵系统至少包括以下一种运行模式实

现清洗：(1)对水进行制热时的清洗模式，具体为：对水进行制热时，第一换热器为蒸发器，

清洗过程为：进行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2)对水进行制冷时的清

洗模式，具体为：对水进行制冷时，第一换热器为冷凝器，清洗过程为，先将冷凝器转换为蒸

发器，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融霜结束后将蒸发器转换为冷凝器。

8.一种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直膨式压缩制冷水冷热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泵系统

利用水的热量对空气进行制热或制冷，包括两个换热器，其中，第一热器为水与冷媒的换热

器，第二换热器为冷媒与空气的换热器；所述热泵系统至少包括以下一种运行模式实现清

洗：(1)对空气进行制冷时的清洗模式，具体为：对空气进行制冷时，第二换热器为蒸发器，

清洗过程为：进行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一次或重复两次以上；(2)对空气进行制热时的

清洗模式，具体为：对空气进行制热时，第二换热器为冷凝器，清洗过程为，将冷凝器转换为

蒸发器，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融霜结束后将蒸发器转换为冷凝

器。

9.一种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直膨式压缩制冷除湿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蒸发器和冷凝

器；且所述蒸发器和冷凝器均为空气与冷媒的换热器；所述除湿系统的至少包括以下一种

运行模式实现清洗：(1)蒸发器清洗模式：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一次或重复两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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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冷凝器清洗模式：将冷凝器转换为蒸发器，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

上，除霜结束后将蒸发器转换为冷凝器。

10.根据权利要求6、7、8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深度除湿是通过以下

任意一种方式或多种方式实现：减小蒸发器风量，或增加制冷量(如变频增加压缩机转速)，

或减小需除湿空气初始状态的焓值；所述的融霜通过以下任意一种方式或多种方式实现：

增大蒸发器风量，或减少制冷量(如变频增加压缩机转速)，或增大需除湿空气初始状态的

焓值。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237994 A

3



一种表面清洗的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表面清洗的方法及系统，尤其涉及一种风管表面及换热器换热表

面的清洗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空调风管及空调系统的换热器表面难于清洗，如家用空调器的两器由于蒸发器和

冷凝器，很难清洗，一般基本没有清洗，这导致污染，产生如下危害：如产生细菌导致健康问

题，如产生异味导致不适体验，如换热恶化导致能耗加大，尤其是空调室外机，集灰很多，导

致空调效果差，能耗增大。

[0003] 空调风管，及空调室内机由于污染，也往往导致严重的空气质量问题，汽车空调往

往有较大的异味，也是因为换热器的污染。

[0004] 尽管清洗很有必要，无论是从空气质量还是节能的角度，但是清洗非常麻烦，对于

复杂的风管，由于人不可接近，不好清洗，而对于空调的两器，一般采用管翅片湿换热器，翅

片很密，内部难于清洗，对于很多室外机，由于安装在高空墙外，也根本不可能通过人接近

来清洗。

[0005] 此外，即使方便清洗，使用者往往也难于清洗。因此有必要找到一种方便、可靠能

够自动清洗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表面清洗的方法及系统。

[0007]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表面清洗方法，在需清洗的表面进行产霜或产冰，

然后融霜或化冰，通过上述两个过程的一次或两次以上循环，使得表面被清洗。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需清洗的表面为风管的内表面，如空调系统或通风系统风管的

内表面，所述的产冰过程是通过通入冷空气，并在风管内通入雾化水来实现的。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需清洗的表面为换热器的换热表面，所述的产霜过程通过深度

除湿实现，即让空气中水蒸气冷凝并在换热器表面结霜。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换热器为直膨式压缩制冷系统的蒸发器或者冷凝器，换热器实

现冷媒与空气的换热，通过冷媒冷却空气，空气中水蒸气冷凝并在换热器表面结霜，实现所

述的深度除湿。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产霜/融霜过程至少通过以下任意一种手段实现切换：(1)空气

量的变化，空气量小时产霜，空气量大时融霜；(2)压缩机制冷量的变化，制冷量大时产霜，

制冷量小时融霜；(3)除湿空气初始状态的变化。

[0012] 一种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直膨式压缩制冷空调系统：包括蒸发器和冷凝器；且所

述蒸发器和冷凝器均为空气与冷媒的换热器；所述空调系统至少包括以下一种运行模式实

现清洗：(1)制冷时的蒸发器清洗模式，具体为：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

以上；(2)制冷时的冷凝器清洗模式，具体为：将冷凝器转换为蒸发器，深度除湿产霜，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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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融霜结束后将蒸发器转换为冷凝器；(3)制热时的蒸发器(制冷

运行时的冷凝器)清洗模式，具体为：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4)制

热时的的冷凝器(制冷运行时的蒸发器)清洗模式：将冷凝器转换为蒸发器，深度除湿产霜，

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融霜结束后将蒸发器转换为冷凝器。

[0013] 一种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直膨式压缩制冷风冷热泵系统，所述热泵系统提取空气

的热量对水进行制热或制冷，包括两个换热器，其中，第一换热器为空气与冷媒的换热器，

第二换热器为冷媒与水的换热器；所述热泵系统至少包括以下一种运行模式实现清洗：(1)

对水进行制热时的清洗模式，具体为：对水进行制热时，第一换热器为蒸发器，清洗过程为：

进行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2)对水进行制冷时的清洗模式，具体

为：对水进行制冷时，第一换热器为冷凝器，清洗过程为，先将冷凝器转换为蒸发器，深度除

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融霜结束后将蒸发器转换为冷凝器。

[0014] 一种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直膨式压缩制冷水冷热泵系统，所述热泵系统利用水的

热量对空气进行制热或制冷，包括两个换热器，其中，第一热器为水与冷媒的换热器，第二

换热器为冷媒与空气的换热器；所述热泵系统至少包括以下一种运行模式实现清洗：(1)对

空气进行制冷时的清洗模式，具体为：对空气进行制冷时，第二换热器为蒸发器，清洗过程

为：进行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一次或重复两次以上；(2)对空气进行制热时的清洗模

式，具体为：对空气进行制热时，第二换热器为冷凝器，清洗过程为，将冷凝器转换为蒸发

器，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融霜结束后将蒸发器转换为冷凝器。

[0015] 一种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直膨式压缩制冷除湿系统，包括蒸发器和冷凝器；且所述

蒸发器和冷凝器均为空气与冷媒的换热器；所述除湿系统的至少包括以下一种运行模式实

现清洗：(1)蒸发器清洗模式：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一次或重复两次以上；(2)冷凝器清

洗模式：将冷凝器转换为蒸发器，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除霜结束

后将蒸发器转换为冷凝器。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的深度除湿是通过以下任意一种方式或多种方式实现：减小蒸发

器风量，或增加制冷量(如变频增加压缩机转速)，或减小需除湿空气初始状态的焓值；所述

的融霜通过以下任意一种方式或多种方式实现：增大蒸发器风量，或减少制冷量(如变频增

加压缩机转速)，或增大需除湿空气初始状态的焓值。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通过调控系统本身的运行模式即可实现自动清

洗，基本不增加用户成本，经济可行。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本发明提供一种表面清洗的方法，该方法充分利用水的特性实现各种表面的高效

自清洗，即：水的蒸发潜热(除湿产生的热量)远远大于冰的融化热(融霜的热量)和固体冰

比液体水的密度小(其它物质固体密度大)。该方法是基本不增加用户成本的经济可行的方

法。

[0019] 其基本原理如下：

[0020] 通过深度除湿使得在翅片(换热器或风管)表面逐步的产霜；或通过在冷空气中通

入雾化水，使得在翅片表面逐步的结冰；冰/霜表面均布，且在表面停留可控的时间，产冰/

霜过程伴随体积膨胀，使表面的污垢脆裂，然后通过融冰/霜过程使得污垢与霜水一起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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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脱离，融冰/霜过程的时间同样是可控的。产冰/霜和融冰/霜过程的温度变化同样使得翅

片及污垢本身产生热胀冷缩，利于污垢脱离。

[0021] 上述产冰/霜和融冰/霜过程可以反复两次以上。

[0022] 该过程与水洗相比，其清洗过程有如下不同：水(冰/霜)在翅片上停留时间更长且

可控，水(冰/霜)的热缩冷胀及翅片及污垢本身产生热胀冷缩产生相反对抗的强力效果，导

致脱离，即强的剥离作用并作用长久导致高效彻底的清洗。

[0023] 该方法可用于风管系统的清洗，即在需清洗的风管的内表面，如空调系统或通风

系统风管的内表面产冰/霜然后融冰/霜，并可重复两次以上，产冰/霜同通过通入冷空气，

并在风管内通入雾化水实现，融冰/霜可通过通入热湿空气实现。

[0024] 该方法可对换热器的换热表面,如空调器的换热表面进行知道清洗，即通过深度

除湿实现产霜，即让空气中水蒸气冷凝并结霜，然后融霜，此过程可以重复两次以上。

[0025] 深度除湿可利用水的蒸发潜热(除湿产生的热量)远远大于冰的融化热(融霜的热

量)这一特性，在无其它需热量的情况下实现除湿产霜和融霜的平衡。

[0026] 即在除湿产霜时有以下能量平衡：

[0027] Q＝MH+mh+X

[0028] 在融霜时有如下能量平衡：

[0029] MH+X＝mh+Q

[0030] Q:压缩机制冷量、M:水蒸气的质量、H:水的汽化潜热、h:冰的溶解热、m:霜的质量；

X：显热。

[0031] 因此，可以通过减小蒸发器风量、增加制冷量、减小需除湿空气初始状态的焓值等

手段来实现深度除湿产霜及调控产霜过程；可以通过增大蒸发器风量、减少制冷量、增大需

除湿空气初始状态的焓值等手段来实现融霜及调控融霜过程。通过改变Q，或改变M与X实现

上面两个等式的能量平衡，从而实现除湿产霜和融霜的平衡。

[0032] 上述表面清洗方法具体适用于如下系统：

[0033] (1)现有的直膨式压缩制冷空调系统，例如目前通用的商业化分体式空调系统，整

体式系统及多联机系统，包括建筑用空调系统，如家用分体空调机，和交通工具用空调系

统，如汽车空调器，包括固定式空调系统和移动式空调系统，如家用小型移动空调。这些直

膨式压缩制冷空调系统均包括蒸发器和冷凝器；且所述蒸发器和冷凝器均为空气与冷媒的

换热器；在现有的直膨式压缩制冷空调系统的控制器中，植入以下任意一种或多种运行模

式即可实现自动清洗，不需要改变空调系统的结构：(1)制冷时的蒸发器清洗模式，具体为：

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2)制冷时的冷凝器清洗模式，具体为：将

冷凝器转换为蒸发器，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融霜结束后将蒸发

器转换为冷凝器；(3)制热时的蒸发器(制冷运行时的冷凝器)清洗模式，具体为：深度除湿

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4)制热时的的冷凝器(制冷运行时的蒸发器)清洗

模式：将冷凝器转换为蒸发器，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融霜结束后

将蒸发器转换为冷凝器。

[0034] (2)现有的直膨式压缩制冷风冷热泵系统，包括目前通用的商业化风冷热水器或

冷热水器：热泵系统提取空气的热量对水进行制热或制冷，包括两个换热器，其中，第一换

热器为空气与冷媒的换热器，第二换热器为冷媒与水的换热器；在现有的热泵系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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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中，植入以下任意一种或多种运行模式即可实现自动清洗，不需要改变热泵系统的结构：

(1)对水进行制热时的清洗模式，具体为：对水进行制热时，第一换热器为蒸发器，清洗过程

为：进行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2)对水进行制冷时的清洗模式，

具体为：对水进行制冷时，第一换热器为冷凝器，清洗过程为，先将冷凝器转换为蒸发器，深

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融霜结束后将蒸发器转换为冷凝器。

[0035] (3)现有的直膨式压缩制冷水冷热泵系统，包括目前通用的商业化水冷多联机：利

用水的热量对空气进行制热或制冷，包括两个换热器，其中，第一热器为水与冷媒的换热

器，第二换热器为冷媒与空气的换热器；在上述系统的控制器中，植入以下任意一种或多种

运行模式即可实现自动清洗，不需要改变热泵系统的结构：(1)对空气进行制冷时的清洗模

式，具体为：对空气进行制冷时，第二换热器为蒸发器，清洗过程为：进行深度除湿产霜，然

后融霜，一次或重复两次以上；(2)对空气进行制热时的清洗模式，具体为：对空气进行制热

时，第二换热器为冷凝器，清洗过程为，将冷凝器转换为蒸发器，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

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融霜结束后将蒸发器转换为冷凝器。

[0036] (4)现有的直膨式压缩制冷除湿系统，包括目前通用的商业化分体式除湿系统，整

体式除湿系统，包括固定式除湿系统和移动式除湿系统，如家用小型除湿机，直膨式压缩制

冷除湿系统包括蒸发器和冷凝器；且所述蒸发器和冷凝器均为空气与冷媒的换热器；在上

述系统的控制器中，植入以下任意一种或多种运行模式即可实现自动清洗，不需要改变系

统的结构：(1)蒸发器清洗模式：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一次或重复两次以上；(2)冷凝器

清洗模式：将冷凝器转换为蒸发器，深度除湿产霜，然后融霜，循环一次或两次以上，除霜结

束后将蒸发器转换为冷凝器。

[0037] 上述的融霜过程，可以通过蒸发器与冷凝器的转换来实现的，当换热器为蒸发器

时，表面产霜；当转换为冷凝器后即可实现融霜。蒸发器与冷凝器的转换通过四通阀切换来

实现，例如，家用空调系统的制冷模式与制热模式的切换即是通过四通阀切换实现的，为本

领域的常用技术手段。但这样的方法往往导致清洗过程不便两次以上重复，因为切换过程

往往导致压缩机停止运行。作为优选的方案，融霜过程最好采用上述的空气量变化等融化

方法，往往可以使清洗过程两次以上连续进行，对于制冷运行时的蒸发器清洗，可以和空调

系统制冷同时进行，即清洗不会影响制冷，当然对于制冷运行时，冷凝器清洗，需要将冷凝

器转换为蒸发器，与制冷运行矛盾，需要停止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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