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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调节机

(57)摘要

本发明的空气调节机包括：吸入口；具有吹

出口和吸入口的室内壳；连接吸入口和吹出口的

送风回路；设置于送风回路的风机；控制从吹出

口吹出的气流的方向的风向板；后引导件；和与

后引导件一起构成吹出口的稳定器。吹出口构成

为在主体壳的前表面在水平方向上送风，吸入口

位于比吹出口靠下方的位置。风向板由与吹出口

的构成送风回路的壁面连续的面构成。由此能够

高效地形成舒适的室内气流。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07306505 B

2020.03.17

CN
 1
07
30
65
05
 B



1.一种空气调节机，其特征在于，包括：

具有吸入口和吹出口的主体壳；

连接所述吸入口和所述吹出口的送风回路；

设置于所述送风回路的风机；

具有将来自所述风机的气流引导至所述吹出口的功能的稳定器；

具有将来自所述风机的气流引导至所述吹出口的功能的后引导件；和

控制从所述吹出口吹出的气流的方向的风向板，其中

所述吹出口构成为在所述主体壳的前表面在水平方向上送风，

所述吸入口位于所述吹出口的下方，

所述风向板由与所述吹出口的构成所述送风回路的壁面连续的面构成，

所述后引导件以沿着所述主体壳的顶面的方式在水平方向上延伸设置至所述吹出口

的端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调节机，其特征在于，包括：

由与所述稳定器的壁面连续的面构成的第1风向板；和

由与所述后引导件的壁面连续的面构成的第2风向板。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空气调节机，其特征在于：

驱动所述第2风向板旋转的驱动轴心，配置于从所述吹出口的端部起、隔开具有所述第

2风向板的前端与所述驱动轴心的距离间隔的距离的位置。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空气调节机，其特征在于：

具有驱动所述第2风向板的驱动臂，

所述第2风向板以位于所述驱动臂的前端的驱动轴心为中心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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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调节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调节机。

背景技术

[0002] 通常已知在具有吸入口和吹出口的主体壳内形成送风回路，在该送风回路内设置

有风机的空气调节机。在该现有的空气调节机中，在风机的上游附近配置有热交换器，通过

风机的旋转从吸入口吸入的空气通过热交换器被热交换后，从吹出口吹出。此外，该现有的

空气调节机为了控制通过风机的旋转而产生的空气的流动，具有后引导件和稳定器。另外，

作为由风机的旋转产生的空气的流动存在：通过风机而从吹出口吹出的流动(主流)；和在

风机与稳定器间产生，在稳定器的前端涡状循环的流动(涡流)。

[0003] 此处，作为现有的室内单元的一例，使用图4说明专利文献1中公开的空气调节机

1。空气调节机1包括：设置在主体壳2的下表面的吸入口3；设置于主体壳2的前表面的吹出

口4；连接吸入口3和吹出口4的空气通路5；前部热交换器6；后部热交换器7；将热交换后的

空气送出至吹出口4并且位于前部热交换器6和后部热交换器7的上部的风机8；位于前部热

交换器6和后部热交换器7的下部并且接受冷凝水的露水接受盘9；和设置于前部热交换器6

的前表面或下表面的辅助吸入口10。此外，空气调节机1包括：连接风机8的上部和吹出口4

的上部的后引导件11；连接风机8的下部和吹出口4的下部的稳定器12；和连接后部热交换

器7的上端和吸入口3的后部的分隔壁13。

[0004] 通过风机8的旋转，空气以通过前部热交换器6和后部热交换器7的方式被吸入。空

气相对于风机8贯流，经由由稳定器12和后引导件11构成的空气通路5从主体壳2吹出。此

时，通过吸入口3而沿分隔壁13流动的空气通过后部热交换器7，接着沿后引导件11流动。后

引导件11在风机8的上部具有大致水平的面，从其起设置有弯曲面，在吹出口4具有朝向斜

下方向的面。此外，稳定器12在吹出口4具有朝向斜下方向的面。因此，能够控制吹出空气的

方向为朝向斜下方向。

[0005] 但是，在专利文献1的空气调节机1中，虽然能够使吹出空气的方向朝向斜下方向，

但是难以使其向水平方向吹出。由于向水平方向的吹出难以进行，存在不能够在室内形成

用于形成无气流感的区域的气流等的室内的气流环境的控制性的问题。

[0006] 现有技术文献

[0007] 专利文献

[0008]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00-240965公报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鉴于上述现有问题而提出，其目的在于提供能够将来自吹出口的气流的吹

出方向控制为水平方向，提高室内的气流环境的控制性的空气调节机。

[0010] 本发明的空气调节机包括：具有吸入口和吹出口的主体壳；连接吸入口和吹出口

的送风回路；设置于送风回路的风机；控制从吹出口吹出的气流的方向的风向板；具有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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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风机的气流引导至吹出口的功能的后引导件；和具有将来自风机的气流引导至吹出口的

功能的稳定器。吹出口构成为在主体壳的前表面在水平方向上送风，吸入口位于比吹出口

靠下方的位置。风向板由与吹出口的构成送风回路的壁面连续(接续，连在一起形成一个连

续的面)的面构成。

[0011] 风向板在吹出口由从送风回路连续的连续面构成，由此在吹出口形成在大致水平

方向的空气调节机中，能够从主体壳的前表面向大致水平方向吹出气流。由此能够形成舒

适的室内气流。

[0012] 本发明的空气调节机能够从主体壳的前表面向大致水平方向吹出气流。由此能够

形成舒适的室内气流。此外，在吹出口位于设置该空气调节机的房间的天花板(顶板)附近

时，能够高效地在室内形成顶部气流，形成舒适的室内气流。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表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1的空气调节机的结构的一例的截面图。

[0014] 图2是表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2的空气调节机的结构的一例的截面图。

[0015] 图3是表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3的空气调节机的结构的一例的截面图。

[0016] 图4是表示专利文献1的空气调节机的室内单元的截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第1发明的空气调节机，包括：具有吸入口和吹出口的室内壳；连接吸入口和吹出

口的送风回路；设置于送风回路的风机；控制从吹出口吹出的气流的方向的风向板；具有将

来自风机的气流引导至吹出口的功能的后引导件；和具有将来自风机的气流引导至吹出口

的功能的稳定器。吹出口构成为在主体壳的前表面在水平方向上送风，吸入口位于比吹出

口靠下方的位置。风向板由与吹出口的构成送风回路的壁面连续的面构成。此处“水平方

向”是指“大致水平方向”。

[0018] 风向板在吹出口由从送风回路接续的连续面构成，由此在吹出口形成在大致水平

方向的空气调节机中，能够从主体壳的前表面向大致水平方向吹出气流。此外，在吹出口位

于设置该空气调节机的房间的天花板附近时，能够高效地在室内形成顶部气流，形成舒适

的室内气流。

[0019] 第2发明特别的是，在第1发明的空气调节机中，包括：由与稳定器的壁面连续的面

构成的第1风向板；和由与后引导件的壁面连续的面构成的第2风向板。

[0020] 在吹出口与位于吹出口的下方向的吸入口之间配置第1风向板，由此能够抑制从

吹出口吹出的气流直接流入吸入口的短路，能够高效地从主体壳的前表面向大致水平方向

吹出气流。由此能够形成舒适的室内气流。

[0021] 第3发明特别的是，在第1发明或第2发明的空气调节机中，驱动第2风向板旋转的

驱动轴心，配置于从吹出口的端部起、隔开具有第2风向板的前端与驱动轴心的距离间隔的

距离的位置。

[0022] 据此，在利用第2风向板的旋转驱动来控制从吹出口吹出的气流方向时，能够缓和

由于第2风向板与第1风向板的距离变窄而风量减少的情况。结果是无论吹出气流的方向如

何，都能够确保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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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第4发明特别的是，在第1发明或第2发明的空气调节机中，设置有驱动第2风向板

的驱动臂。第2风向板以位于驱动臂的前端的驱动轴心为中心转动。

[0024] 据此，在使用驱动第2风向板的驱动臂来控制从吹出口吹出的气流方向时，能够与

吹出气流方向无关地将第1风向板与第2风向板的间隔确保为一定值。由此，能够缓和由于

吹出气流的方向而导致风量变化的情况。结果是无论吹出气流的方向如何，都能够确保风

量。

[0025] 以下，参照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各实施方式。另外，以下说明的各实施方式是一

个例子，本发明并不被各实施方式限定。

[0026] (实施方式1)

[0027] 图1是表示本实施方式的空气调节机100的结构的一例的截面图。

[0028] 使用图1说明空气调节机100的室内单元101。主体壳102包括吸入口103和吹出口

104。在主体壳102的内部设置有送风回路105、风机106、稳定器107、后引导件108和热交换

器109。吹出口104在主体壳102的前表面以位于天花板附近的方式形成于大致水平方向。吸

入口103位于比吹出口104靠下方向的位置。此外，具有由与稳定器107连续的连续面构成的

第1风向板110和由与后引导件108连续的连续面构成的第2风向板111。第2风向板111的驱

动轴心120位于处于后引导件108的前端的吹出口104的端部。

[0029] 风机106在叶片外周圆的大致切线方向吹出空气，产生通过风机106从吹出口104

吹出的流动(主流)和在风机106与稳定器107间产生的涡状循环的流动(涡流)。吹出口104

以被后引导件108和稳定器107在上下方向上夹着的方式形成，其吹出方向为大致水平方

向。利用由与稳定器107的连续面构成的第1风向板110和由与后引导件108的连续面构成的

第2风向板111，能够在吸入口103不发生短路(short  circuit，近路)地向室内吹出空气。由

此能够高效地在室内形成顶部气流，形成舒适的室内气流。

[0030] 此外，第1风向板110的驱动轴心位于处于吹出口的端部的稳定器107的前端，第2

风向板111的驱动轴心120位于处于吹出口的端部的后引导件108的前端。第1风向板110和

第2风向板111以各自的驱动轴心为中心地旋转驱动，控制从吹出口104吹出的气流的方向。

[0031] (实施方式2)

[0032] 图2是表示本实施方式的空气调节机200的结构的一例的截面图。图2中，对与实施

方式1共用的部件标注共用的附图标记。

[0033] 空气调节机200的室内单元101如图2所示，将使旋转驱动第2风向板111的驱动轴

心220设置于从吹出口104的端部起向吹出方向的、隔开具有第2风向板111的前端与驱动轴

心220的间隔的距离的位置。在从吹出口104吹出的气流向水平方向吹出时，第2风向板111

旋转驱动至其前端与后引导件108的前端对接的位置。此外，在使从吹出口104吹出的气流

利用第2风向板111向斜下方向吹出时，第2风向板111被旋转驱动至其前端朝向斜下方向的

位置。据此，能够缓和在使第2风向板111旋转驱动时第2风向板111与第1风向板110的距离

变窄而导致风量减少的情况。结果是，无论吹出气流的方向如何都能够确保风量，能够形成

舒适的室内气流。

[0034] (实施方式3)

[0035] 图3是表示本实施方式的空气调节机300的结构的一例的截面图。图3中，对与实施

方式1共用的部件标注共用的附图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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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空气调节机300的室内单元101中如图3所示，驱动臂112支承第2风向板111的左右

两端。驱动臂112具有驱动部，通过驱动部的动作，第2风向板111向吹出方向进行水平移动

和旋转移动。这样，支承于驱动臂112的第2风向板111进行水平移动和旋转移动。另外，通过

以驱动臂112对第2风向板111的支承部作为第2风向板111的驱动轴心320，在驱动臂112的

移动之外还能够进行以驱动轴心为中心的旋转。在使从吹出口104吹出的气流向水平方向

吹出时，第2风向板111被驱动至与后引导件108构成连续面的位置。此外，在利用第2风向板

111使从吹出口104吹出的气流向斜下方向吹出时，第2风向板111被驱动至其前端朝向斜下

方向的位置。据此，能够缓和在使第2风向板111旋转驱动时第2风向板111与第1风向板110

的距离变窄而导致风量减少的情况。结果是，无论吹出气流的方向如何，都能够确保风量，

能够形成舒适的室内气流。

[0037] 另外，在本实施方式中，说明了作为风机使用横流式风扇的方式，但并不限定于

此。作为风机也可以使用涡轮风扇、轴流风扇等。

[0038] 产业上的可利用性

[0039] 本发明的空气调节机能够增加风机进行通风的空气量，因此适合用于家庭用空

调、工业用空调。

[0040] 附图标记说明

[0041] 100、200、300 空气调节机

[0042] 101 室内单元

[0043] 102  主体壳

[0044] 103 吸入口

[0045] 104 吹出口

[0046] 105  送风回路

[0047] 106 风机

[0048] 107 稳定器

[0049] 108  后引导件

[0050] 109 热交换器

[0051] 110  第1风向板

[0052] 111  第2风向板

[0053] 112 驱动臂

[0054] 120、220、320 驱动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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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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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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