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896497.X

(22)申请日 2018.11.16

(73)专利权人 重庆大学

地址 400044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正街174号

(72)发明人 辛亚鲁　崔文智　

(51)Int.Cl.

F24F 5/00(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结合相变蓄能的全年毛细管网辐射空

调节能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结合相变蓄能的全

年毛细管网辐射空调节能系统。它主要由太阳能

集热器、地源热泵、冬季相变蓄热模块、夏季相变

蓄冷模块、毛细管网、循环水泵及一些阀门、管道

组成。该系统充分利用了太阳能及地源热泵这一

节能设备，以毛细管网为空调末端，提高了夏季

供冷温度和降低了冬季供热温度，提高地源热泵

的工作效率，设置冬夏两个蓄能模块，地源热泵

能够在全年夜间蓄能，使毛细管网辐射空调在全

年室内温度调节过程中都能够充分利用夜间低

价电，起到削峰移谷的作用，对用户而言可大大

减少全年空调运行费用，对国家而言可减少电厂

发电设备装机容量，减少国家电力投资，大量节

约国家自然资源并减少烟尘、二氧化碳等污染物

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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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结合相变蓄能的全年毛细管网辐射空调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由太阳

能集热器(1)、地源热泵(2)、冬季相变蓄热模块(3)、夏季相变蓄冷模块(4)、毛细管网末端

(5)、毛细管网末端进水总管、毛细管网末端出水总管以及截止阀一(6)、截止阀二(7)、截止

阀三(8)、截止阀四(9)、截止阀五(10)、截止阀六(11)、截止阀七(12)、截止阀八(13)、截止

阀九(14)、截止阀十(15)、截止阀十一(16)、截止阀十二(17)、截止阀十三(18)、截止阀十四

(19)、循环水泵一(20)、循环水泵二(21)、循环水泵三(22)组成；循环水从地源热泵(2)出来

后依次经截止阀十四(19)、循环水泵一(20)、截止阀五(10)、夏季相变蓄冷模块(4)、截止阀

九(14)、截止阀十一(16)、截止阀十三(18)后再次回到地源热泵(2)，该管路为第一管路；循

环水从夏季相变蓄冷模块(4)出来后依次经截止阀六(11)、毛细管网末端进水总管、毛细管

网末端(5)、毛细管网末端出水总管、循环水泵二(21)、截止阀十(15)后再次回到夏季相变

蓄冷模块(4)，该管路为第二管路；循环水从地源热泵(2)出来后依次经截止阀十四(19)、循

环水泵一(20)、截止阀二(7)、毛细管网末端进水总管、毛细管网末端(5)、毛细管网末端出

水总管、循环水泵二(21)、截止阀十一(16)、截止阀十三(18)后再次回到地源热泵(2)，该管

路为第三管路；循环水从太阳能集热器(1)出来后依次经截止阀一(6)、截止阀三(8)、冬季

相变蓄热模块(3)、截止阀七(12)、截止阀十二(17)、循环水泵三(22)后再次回到太阳能集

热器(1)，该管路为第四管路；循环水从地源热泵(2)出来后依次经截止阀十四(19)、循环水

泵一(20)、截止阀三(8)、冬季相变蓄热模块(3)、截止阀七(12)、截止阀十三(18)后再次回

到地源热泵(2)，该管路为第五管路；循环水从冬季相变蓄热模块(3)出来后依次经截止阀

四(9)、毛细管网末端进水总管、毛细管网末端(5)、毛细管网末端出水总管、循环水泵二

(21)、截止阀八(13)后再次回到冬季相变蓄热模块(3)，该管路为第六管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合相变蓄能的全年毛细管网辐射空调节能系统，其特

征在于，该系统采用地源热泵(2)作为夏季制冷的冷量来源，采用太阳能集热器(1)与地源

热泵(2)相结合作为冬季采暖的热量来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合相变蓄能的全年毛细管网辐射空调节能系统，其特

征在于，该系统分别设置冬季相变蓄热模块(3)和夏季相变蓄冷模块(4)两组蓄能模块来分

别在夜间利用低谷电价储存采暖所需的热量和储存制冷所需的冷量，达到削峰移谷的作

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合相变蓄能的全年毛细管网辐射空调节能系统，其特

征在于，该系统共包括七个换热循环，其中包含三个蓄能循环和四个毛细管网末端(5)换热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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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结合相变蓄能的全年毛细管网辐射空调节能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制冷采暖空调应用领域，涉及室内热舒适度调节和系统节能过程，具

体涉及一种结合相变蓄能的全年毛细管网辐射空调节能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这个时代是能源日趋匮乏的时代，是讲求高效利用能源，节能环保以及充分

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时代。为顺应时代的发展以及响应政府的号召，未来的科技发

展方向必定是围绕节能环保、高效利用能源以及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来进行的。

[0003] 建筑能耗是整个社会能耗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制冷采暖能耗更是占据建筑

总能耗的2/3左右。每年为满足人们的制冷以及采暖需求都要消耗大量的电能以及煤炭、天

然气等化石能源，并且伴随着化石能源的消耗，碳排放等环境污染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发展建筑节能技术对降低能源消耗，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以及减少碳排放等污染物的排放

问题至关重要。

[0004] 太阳能作为一种被人类广泛利用的可再生能源，不仅节能环保，更是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然而太阳能并不是一种稳定的能源，在使用中受季节、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很大，因

而单纯依靠太阳能来提供充足和持续的能量是不现实的。

[0005] 地源热泵是陆地浅层能源通过输入少量的高品位能源(如电能)实现由低品位能

源向高品位能源转移的装置，是一种充分利用低品位能源的高效节能装置，通常地源热泵

消耗  1千瓦的能量，用户可以得到4.4千瓦以上的热量或者冷量。

[0006] 毛细管网辐射空调技术被列为上世纪末改变人类现有历史的重大科技发明，被认

为是改变人类未来生活方式的先进暖通末端。采用毛细管网辐射制冷采暖，由于辐射面积

密而广，因而系统辐射表面与房间温差小，与传统的全空气空调系统夏季制冷供水水温7～

12℃，冬季采暖供水水温40～45℃相比，毛细管网辐射空调系统夏季制冷供水水温只有16

～18℃，冬季采暖供水水温只有30～32℃。通过大量的研究得出结论：毛细管网辐射空调系

统的换热效率高、用能品位低，可以提高空调机组的能效，或直接利用可再生能源以及工业

余热，其带来的建筑节能效果可达30％以上。

[0007] 相变蓄能技术是采用具有一定相变温度的相变材料，将特定时间的能量以相变潜

热的形式储存在相变材料中并在特定时间将这些能量进行释放的技术。

[0008] 冰蓄冷中央空调系统是利用冰作为蓄冷用的相变材料，在夜间开启制冷系统将冷

量储存在冰中，等到白天再将冰中储存的冷量释放出去。该技术所具备的优点是能充分利

用低谷电价，起到削峰移谷的作用，能为用户节省电费。但由于冰的相变温度是0℃，因而在

夜间用冰蓄冷时，冰蓄冷中央空调的双工况机组需要提供-5℃以下的乙二醇供液温度，相

比于中央空调正常供液时7℃的供液温度来说空调机组在夜间进行冰蓄冷时的供液温度是

明显降低的，这样会导致制冷机组的制冷效率显著降低，并且到了冬天需要采暖时不能用

冰来储存采暖所需的热量，因此冰蓄冷中央空调只能用于夏季储存冷量并不能在冬季储存

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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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针对以上现状，本发明提出将太阳能、地源热泵、相变蓄能技术与毛细管网辐射空

调系统相结合的制冷采暖空调系统设计方式。一方面由于毛细管网辐射空调系统夏季制冷

所需供水水温一般在16～18℃，因而可采用相变温度在13℃左右的相变材料来取代冰作为

蓄冷材料，由于毛细管网辐射空调系统冬季供暖所需供水水温一般在30～32℃，因而可采

用相变温度在35℃左右的相变材料来作为蓄热材料，夏季通过循环11℃左右的冷水为相变

蓄冷材料蓄存冷量，冬季通过循环37℃左右的热水为相变蓄热材料蓄存热量；另一方面利

用地源热泵作为夏季冷量来源，利用太阳能并结合地源热泵作为冬季热量来源，充分利用

太阳能这一可再生能源以及充分利用地源热泵这一节能装置，从而达到最高的节能效果，

并且每个季节都利用地源热泵在夜间储存白天所需的冷量或者热量，充分利用夜间的低谷

电价，起到削峰移谷的作用，对于用户而言可大大减少空调的运行费用，对国家而言可减少

电厂发电设备装机容量，减少国家电力投资，大量节约国家自然资源并减少烟尘、二氧化碳

等污染物的排放，具有环保效益。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针对为了充分有效利用太阳能、合理利用地源热泵这一节能装置、充分利

用夜间低谷电价以及提高人体舒适度，从能量的初级获取、能量的中间存储和能量的末端

使用三个环节来进行设计。充分利用了毛细管网辐射空调系统运用低品位能源这一优点，

夏季设置相变温度为13℃的相变蓄冷模块，冬季设置相变温度为35℃的相变蓄热模块，可

以充分利用太阳能资源，提高了夏季的供冷温度和降低了冬季的供热温度，还能够大幅度

提高地源热泵的工作效率，并且应用毛细管网作为空调末端还能提高房间温度分布的均匀

性，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人体舒适度。

[0011] 一种结合相变蓄能的全年毛细管网辐射空调节能系统，该系统由太阳能集热器

(1)、地源热泵(2)、冬季相变蓄热模块(3)、夏季相变蓄冷模块(4)、毛细管网末端(5)、毛细

管网末端进水总管①、毛细管网末端出水总管②以及辅助设备组成。所述辅助设备包括截

止阀一(6)、截止阀二(7)、截止阀三(8)、截止阀四(9)、截止阀五(10)、截止阀六(11)、截止

阀七(12)、截止阀八(13)、截止阀九(14)、截止阀十(15)、截止阀十一(16)、截止阀十二

(17)、截止阀十三(18)、截止阀十四(19)以及循环水泵一(20)、循环水泵二(21)、循环水泵

三(22)。

[0012] 本发明的构思是：将冬季相变蓄热模块(3)和夏季相变蓄冷模块(4)安装在一栋大

楼的地下，做好保温，大楼的中央空调以毛细管网作为辐射末端，安装地源热泵(2)为夏季

制冷提供冷量以及为冬季采暖提供热量，在大楼的天台安装太阳能集热器(1)来收集太阳

能用于冬季采暖。

[0013] 夏季时，先由地源热泵(2)在夜间利用低谷电价通过制取11℃左右的冷水，通过第

一管路向夏季相变蓄冷模块(4)中储存冷量，白天的时候，通过第二管路首先利用夜间地源

热泵(2)储存在夏季相变蓄冷模块(4)中的冷量供应给大楼中的毛细管网末端(5)，若白天

制冷需求大，夜间储存的冷量用完后直接开启地源热泵(2)，通过第三管路将地源热泵(2) 

制得的16～18℃的冷水直接供给给大楼中的毛细管网末端(5)，此时地源热泵(2)制得的冷

水不再经过相变蓄冷模块(4)，等到夜间，大楼中不再有人员活动，此时再通过地源热泵(2) 

制取11℃左右的冷水，通过第一管路向相变蓄冷模块(4)中储存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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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冬季时，由于白天通常情况下7点～10点时太阳辐射强度很低，因而同样是先由地

源热泵(2)在夜间利用低谷电价通过制取37℃的热水，通过第五管路向冬季相变蓄热模块

(3) 中储存热量，白天由太阳能集热器(1)收集太阳辐射热，将水加热到37℃以上后通过第

四管路将热水输送到相变蓄热模块(3)中，使热水与相变蓄热材料进行换热，将热量储存在

相变蓄热模块(3)中。白天的时候，通过第六管路将冬季相变蓄热模块中储存的热量供应给

大楼中的毛细管网末端(5)。但大楼在白天7点～10点间的采暖主要使用的是夜间由地源热

泵  (2)储存在相变蓄热材料中的热量，10点之后采暖使用的热量开始主要来自于相变蓄热

模块(3)中储存的太阳能，在储存的太阳能用完后直接开启地源热泵(2)，将地源热泵(2) 

制得的30～32℃左右热水通过第三管路直接供给给大楼中的毛细管网末端(5)，此时地源

热泵(2)制得的热水不再经过相变蓄热模块(3)，等到夜间，大楼中不再有人员活动，此时再

通过地源热泵(2)制取热水向相变蓄热模块(3)中储存热量。

[0015] 为保证夜间的蓄冷蓄热过程能够正常进行，设置用于蓄能的循环水的温度与相变

蓄能材料的相变温度之间有2℃的温差，也就是设定用于蓄冷的冷水温度为11℃，用于蓄热

的热水温度为37℃。由于循环水在流经管路提供给毛细管网末端(5)时会有能量的散失，并

且为应对不同的气候条件，要求系统能为毛细管网末端(5)提供16～18℃的冷水以及提供 

30～32℃的热水，并且为应对极端气候条件，地源热泵(2)还必须能够在特殊情况为毛细管

网末端(5)提供温度更低的冷水以及温度更高的热水。

[0016] 本发明利用现有成熟的太阳能集热器技术、地源热泵制冷采暖技术，利用相变蓄

冷蓄热技术和毛细管网的低温辐射特性，并充分利用夜间低谷电价的优势，实现低品位能

源的梯级利用和能量的二次分配以及建筑用电负荷的削峰移谷，提高能量的利用效率、地

源热泵的工作效率，充分的利用了太阳能这一可再生能源并且在满足用户制冷采暖需求的

同时将用电费用控制在最低。

附图说明

[0017] 本发明的附图说明如下：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原理图。

[0019] 图中：1、太阳能集热器；2、地源热泵；3、冬季相变蓄热模块；4、夏季相变蓄冷模块；

5、毛细管网末端；6、截止阀一；7、截止阀二；8、截止阀三；9、截止阀四；10、截止阀五；11、截

止阀六；12、截止阀七；13、截止阀八；14、截止阀九；15、截止阀十；16、截止阀十一；17、截止

阀十二；18、截止阀十三；19、截止阀十四；20、循环水泵一；21、循环水泵二；22、循环水泵三；

①、毛细管网末端进水总管；②、毛细管网末端出水总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对本发明

进行解释说明，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

[0021]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一种结合相变蓄能的全年毛细管网辐射空调节能系统，包括太

阳能集热器(1)、地源热泵(2)、冬季相变蓄热模块(3)、夏季相变蓄冷模块(4)、毛细管网末

端(5)、毛细管网末端进水总管①、毛细管网末端出水总管②、截止阀一(6)、截止阀二(7)、

截止阀三(8)、截止阀四(9)、截止阀五(10)、截止阀六(11)、截止阀七(12)、截止阀八(13)、

说　明　书 3/6 页

5

CN 209541070 U

5



截止阀九(14)、截止阀十(15)、截止阀十一(16)、截止阀十二(17)、截止阀十三(18)、截止阀

十四(19)以及循环水泵一(20)、循环水泵二(21)、循环水泵三(22)。循环水从地源热泵(2)

出来后依次经截止阀十四(19)、循环水泵一(20)、截止阀五(10)、夏季相变蓄冷模块(4)、截

止阀九(14)、截止阀十一(16)、截止阀十三(18)后再次回到地源热泵(2)，该管路为第一管

路；循环水从夏季相变蓄冷模块(4)出来后依次经截止阀六  (11)、毛细管网末端进水总管

①、毛细管网末端(5)、毛细管网末端出水总管②、循环水泵二(21)、截止阀十(15)后再次回

到夏季相变蓄冷模块(4)，该管路为第二管路；循环水从地源热泵(2)出来后依次经截止阀

十四(19)、循环水泵一(20)、截止阀二(7)、毛细管网末端进水总管①、毛细管网末端(5)、毛

细管网末端出水总管②、循环水泵二(21)、截止阀十一(16)、截止阀十三(18)后再次回到地

源热泵(2)，该管路为第三管路；循环水从太阳能集热器(1)出来后依次经截止阀一(6)、截

止阀三(8)、冬季相变蓄热模块(3)、截止阀七(12)、截止阀十二(17)、循环水泵三(22)后再

次回到太阳能集热器(1)，该管路为第四管路；循环水从地源热泵(2)出来后依次经截止阀

十四(19)、循环水泵一(20)、截止阀三(8)、冬季相变蓄热模块(3)、截止阀七(12)、截止阀十

三(18)后再次回到地源热泵(2)，该管路为第五管路；循环水从冬季相变蓄热模块(3)出来

后依次经截止阀四(9)、毛细管网末端进水总管①、毛细管网末端(5)、毛细管网末端出水总

管②、循环水泵二(21)、截止阀八(13)后再次回到冬季相变蓄热模块(3)，该管路为第六管

路。

[0022] 夏季时，夜间，先由地源热泵(2)制取11℃左右的冷水，开启循环水泵一(20)、截止

阀五(10)、截止阀九(14)、截止阀十一(16)、截止阀十三(18)、截止阀十四(19)，通过循环水

泵一(20)的作用，将地源热泵(2)制得的冷水先依次经过截止阀十四(19)、循环水泵一

(20)、截止阀五(10)输送到夏季相变蓄冷模块(4)中，冷水与相变蓄冷模块  (4)中的相变材

料进行充分换热后，由地源热泵(2)制得的冷量被储存在了相变蓄冷模块  (4)中，换热后的

循环水再依次经过截止阀九(14)、截止阀十一(16)、截止阀十三(18)  后返回到地源热泵

(2)，等到安装在相变蓄冷模块(4)中的温度感应器感应到相变蓄冷模块  (4)中的温度已达

到设定温度，即相变蓄冷模块(4)中储存的冷量已达到设定要求后，通过温度感应器传出的

电信号来控制关闭地源热泵(2)停止蓄冷，该循环即完成了夏季夜间由地源热泵(2)制取冷

量并向相变蓄冷材料(4)中储存冷量的地源热泵(2)蓄冷循环过程。白天，开启循环水泵二

(21)、截止阀六(11)、截止阀十(15)，通过循环水泵二(21)的作用，将夜间储存在相变蓄冷

模块(4)中的冷量输送到大楼中的毛细管网末端(5)，该过程首先是由循环水泵二(21)将循

环水经截止阀十(15)输送到相变蓄冷模块(4)中，循环水在与相变蓄冷模块(4)中的相变材

料进行充分换热后，将夜间由地源热泵(2)制得的冷量带出，循环水再依次经过截止阀六

(11)、毛细管网末端进水总管①后分配给各个有需要的毛细管网末端(5)，流过各个毛细管

网末端(5)的循环水与各个房间之间进行了充分的换热，将房间降温后统一流到毛细管网

末端出水总管②中，依次经过循环水泵二(21)、截止阀十(15)  后再重新进入相变蓄冷模块

(4)中，从而完成了一个夏季相变蓄冷模块(4)制冷循环。若当天用冷量过多，通过夜间储存

在相变蓄冷模块(4)中的冷量已不足以满足制冷需求，这时同样由安装在相变蓄冷模块(4)

中的温度感应器感知到相变材料的温度已达设定温度的上限，即相变蓄冷模块(4)中的冷

量已不足以用来进行制冷循环后，通过温度感应器传出的电信号来再次启动地源热泵(2)，

开启循环水泵一(20)、截止阀二(7)、截止阀十一(16)、截止阀十三(18)、截止阀十四(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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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地源热泵(2)制取的冷水将不再经过相变蓄冷模块(4)，而是在循环水泵一(20)的作用

下先依次经过截止阀十四(19)、循环水泵一(20)、截止阀二(7)、毛细管网末端进水总管①

后供给给各个有需要的毛细管网末端(5)，流过各个毛细管网末端(5)的循环水与各个房间

之间进行了充分的换热，将房间降温后统一流到毛细管网末端出水总管②中，再依次经过

循环水泵二(21)、截止阀十一(16)、截止阀十三(18)后回到地源热泵(2)中，从而完成一次

地源热泵(2)制冷循环。

[0023] 冬季时，夜间，先由地源热泵(2)制取37℃的热水，开启循环水泵一(20)、截止阀三

(8)、截止阀七(12)、截止阀十三(18)、截止阀十四(19)，通过循环水泵一(20)的作用，将地

源热泵(2)制得的热水先依次经过截止阀十四(19)、循环水泵一(20)、截止阀三(8)输送到

冬季相变蓄热模块(3)中，热水与相变蓄热模块(3)中的相变材料进行充分换热后，由地源

热泵(2)制得的热量被储存在了相变蓄热模块(3)中，换热后的循环水再依次经过截止阀七

(12)、截止阀十三(18)后返回到地源热泵(2)，等到安装在相变蓄热模块(3)中的温度感应

器感应到相变蓄热模块(3)中的温度已达到设定温度，即相变蓄热模块(3)中储存的热量已

达到设定要求后，通过温度感应器传出电信号来控制关闭地源热泵(2)  停止蓄热，该循环

即完成了冬季夜间由地源热泵(2)制取热量并向相变蓄热材料(3)中储存热量的地源热泵

(2)蓄热循环过程。白天，开启循环水泵二(21)、截止阀四(9)、截止阀八(13)，通过循环水泵

二(21)的作用，将夜间储存在相变蓄热模块(3)中的热量输送到大楼中的毛细管网末端

(5)，该过程首先是由循环水泵二(21)将循环水经截止阀八(13)  输送到相变蓄热模块(3)

中，循环水在与相变蓄热模块(3)中的相变材料进行充分换热后，将夜间由地源热泵(2)制

得的热量带出，循环水再依次经过截止阀四(9)、毛细管网末端进水总管①后分配给各个有

需要的毛细管网末端(5)，流过各个毛细管网末端(5)的循环水与各个房间之间进行了充分

的换热，将房间进行升温后统一流到毛细管网末端出水总管②中，再依次经过循环水泵二

(21)、截止阀八(13)后重新进入相变蓄热模块(3)中，从而完成了一个冬季相变蓄热模块

(3)采暖循环。同时白天随着太阳光照增强，白天由太阳能集热器  (1)搜集的太阳能将水加

热至超过37℃后开启循环水泵三(22)、截止阀一(6)、截止阀三  (8)、截止阀七(12)、截止阀

十二(17)，通过循环水泵三(22)的作用，热水先依次经过截止阀一(6)、截止阀三(8)进入到

冬季相变蓄热模块(3)中，此时相变蓄热模块(3)中不仅有来自太阳能集热器(1)中的热水

通过对流以及导热的方式向相变蓄热模块(3)中储存热量，还有流过毛细管网末端(5)进行

完一个采暖循环后的循环水从相变蓄热模块(3) 中获得热量来进行一个新的采暖循环，来

自太阳能集热器(1)的循环水在流出相变蓄热模块  (3)后依次经过截止阀七(12)、截止阀

十二(17)、循环水泵三(22)后再次进入太阳能集热器(1)中再次被加热成热水，在循环水泵

三(22)的作用下再次流入相变蓄热模块(3)  中进行新一轮的太阳能集热器(1)蓄热循环。

由于早上7点～10点时太阳辐射不强，因而在白天采暖循环过程中，早上7点～10点间采暖

使用的热量主要是由夜间地源热泵(2)利用低谷电价储存在相变蓄热材料(3)中的，经过白

天太阳能不断注入到相变蓄热模块(3)中，并且由于地源热泵(2)储存在相变蓄热模块(3)

中的热量的不断消耗，在上午大约10点之后用于采暖循环的热量将主要来自于当天储存在

相变蓄热模块(3)中的太阳能，若当天由于天气等原因导致储存在相变蓄热模块(3)中的太

阳能不足以支撑整栋大楼一下午的采暖需求，安装在相变蓄热模块(3)中的温度感应器将

会在下午的某个时间点感应到相变蓄热模块(3)  中的相变材料温度已低于设定的温度下

说　明　书 5/6 页

7

CN 209541070 U

7



限，即表示相变蓄热模块(3)中储存的热量已不足以支撑整栋大楼的采暖需求，此时会由温

度感应器传递出的电信号控制地源热泵(2)启动，开启循环水泵一(20)、截止阀二(7)、截止

阀十一(16)、截止阀十三(18)、截止阀十四(19)，地源热泵(2)制得的热水会在循环水泵一

(20)的作用下，先依次经过截止阀十四(19)、循环水泵一(20)、截止阀二(7)后进入毛细管

网末端进水总管①，通过毛细管网末端进水总管①将热水分配给各个有需要的毛细管网末

端(5)，来自地源热泵(2)的热水通过毛细管网末端(5)，在将房间温度升高后统一进入毛细

管网末端出水总管②，由出水总管②依次经过循环水泵二(21)、截止阀十一(16)、截止阀十

三(18)后再次进入地源热泵(2)完成一次地源热泵(2)采暖循环，进入地源热泵(2)后的循

环水再次被地源热泵(2)加热，加热后的热水再进行下一轮的采暖循环。

[0024] 在过渡季节则要根据实际的房间温度选择进行制冷循环或者采暖循环。

[0025] 在每个循环过程中，除被提及的截止阀以及循环水泵是处于开启状态外，未提及

的截止阀以及循环水泵都是处于关闭状态。

[0026] 尽管上面结合图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但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的具体实施方

式，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只是示意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

的启示下，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情况下，还可以作出很多变形，这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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