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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太阳能支撑的微能源网，包

括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部分、太阳能

热泵供暖部分、土壤源热泵供暖部分、土壤源制

冷空调部分、太阳能跨季储能部分、室内环境能

储能部分、光电转换与智能控制的微电网部分、

微能源网控制器，其特征是：供暖、制冷、太阳能

跨季储能、室内环境能跨季储能部分共享地埋管

换热器；太阳能供暖、太阳能跨季储能部分共享

排管集热器；供暖、室内环境能跨季储能部分共

享散热系统；微能源网控制器控制整个微能源网

实现太阳能的高效吸收，及微能源网内能源的合

理分配。其优点是：利用太阳能、土壤冷量、土壤

储能和光伏发电等组成微能源网，实现整个系统

内供暖、供冷、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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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太阳能支撑的微能源网，包括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部分、太阳能热

泵供暖部分、土壤源热泵供暖部分、土壤源制冷空调部分、太阳能跨季储能部分、室内环境

能储能部分、光电转换与智能控制的微电网部分、微能源网控制器，其中：太阳能光伏与复

合集热一体装置部分包括太阳能光伏电池和排管集热器，太阳能热泵供暖部分包括排管集

热器、第一压缩机、第一膨胀阀、第一换热器、第一电磁阀、散热系统、第一循环水泵，土壤源

热泵供暖部分包括地埋管换热器、第二循环水泵、第三电磁阀、第二换热器、第二压缩机、第

二膨胀阀、第三换热器、散热系统、第一循环水泵，土壤源制冷空调部分包括地埋管换热器、

第二循环水泵、第四电磁阀、风机盘管，太阳能跨季储能部分包括排管集热器、第一压缩机、

第一膨胀阀、第一换热器、第二电磁阀、第二循环水泵、地埋管换热器，室内环境能储能部分

包括地埋管换热器、第二循环水泵、第二电磁阀、第一电磁阀、散热系统、第一循环水泵，光

电转换与智能控制的微电网部分包括分布式电源控制器、并网变流器、选择性开关，其特征

是：土壤源热泵供暖部分、土壤源制冷空调部分、太阳能跨季储能部分、室内环境能跨季储

能部分共享地埋管换热器和第二循环水泵；太阳能热泵供暖部分、太阳能跨季储能部分共

享排管集热器；太阳能热泵供暖部分、土壤源热泵供暖部分、室内环境能跨季储能部分共享

散热系统和第一循环水泵；通过微能源网控制器使整个微能源网实现太阳能的高效吸收、

实现微能源网内能源的合理分配利用，在采暖季，有阳光时采用太阳能热泵供暖部分供暖，

或者太阳能热泵供暖部分与土壤源热泵供暖部分联合供暖，没有阳光时采用土壤源热泵供

暖部分供暖；在制冷季，运行土壤源制冷空调部分对室内制冷，同时将土壤源制冷空调运行

时，吸收的室内环境能通过地埋管换热器传递到地下土壤储存；在非采暖季，运行太阳能跨

季储能部分，将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部分吸收的太阳能通过地埋管换热器传递

到地下土壤储存；微能源网控制器智能感知土壤中储存的热能，储存的热能充足时，自主控

制提高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部分中的排管集热器获得的热能温度，以便提高整

体能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支撑的微能源网，其特征是：太阳能光伏电池和排管集

热器之间以导热材料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支撑的微能源网，其特征是：太阳能热泵将太阳能光伏

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部分中的排管集热器作为蒸发器，热泵工质与用户侧的第一换热器作

为冷凝器，冷凝器把热能传递到用户侧循环水，散热系统再把用户侧循环水承载的热能传

递到室内，供室内采暖。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支撑的微能源网，其特征是：土壤源热泵将第三换热器

作为蒸发器，热泵工质与用户侧第二换热器作为冷凝器，地埋管换热器从土壤源获得热能，

地埋管换热器的工质是水，工质水承载的热能通过第三换热器传递到土壤源热泵工质，通

过冷凝器把热能传递到用户侧循环水，散热系统再把用户侧循环水承载的热能传递到室

内，供室内采暖。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支撑的微能源网，其特征是：运行土壤源制冷空调，第

二循环水泵开启，第四电磁阀打开，循环水承载的土壤冷量通过风机盘管传递到室内，向室

内供应空调冷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支撑的微能源网，其特征是：运行土壤源制冷空调，同

时开启第一、第二循环水泵，打开第一、第二电磁阀，循环水承载的土壤冷量通过散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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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到室内，向室内供应空调冷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支撑的微能源网，其特征是：光电转换与智能控制部分

中选择性开关开向分布式电源控制器时，光伏电池为太阳能支撑的微能源网系统供电；当

开向并网变流器时，光伏电池发出的电能并向大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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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太阳能支撑的微能源网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太阳能支撑的微能源网，属于太阳能光电利用、热利用技术和微

能源互联网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应对能源紧缺问题，提高开发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资源的效率，前人做过众多相关

相关研究。热泵系统蒸发器与太阳能光伏集热器复合热源装置（文件1：CN201246923Y），包

括复合热源集热蒸发器、热泵热水系统和光电转化与蓄存装置，该装置的核心部件为对流

型光电转化强化与光热回收全工况复合热源装置，该装置采用光伏电池板吸收太阳光能，

同时空气将所得热量释放给固定在集热板背面的热泵系统蒸发器，从而能起到提升热泵蒸

发温度的效果，提高热泵运行效率；此外，由于Z型旋转风门的设置，使得在太阳辐射较弱或

没有太阳辐射时，热泵系统蒸发器能吸收环境空气中热量作为能量补充，进而保证热泵系

统的连续运行。一种太阳能土壤源热泵联合互补供能的一体化系统（文件2：CN107166802A）

中涉及一种太阳能土壤源热泵联合互补供能的一体化系统，实现将太阳能与土壤源热泵相

结合，将全年的太阳热能储存起来，在供暖季使用，但专利中仅仅涉及到跨季储能采暖，并

没有有效的利用夏季土壤源中的低温特性，没有夏季进行土壤源空调制冷，也没有制冷时

把室内环境能储存于土壤。太阳能空气混合源热泵恒温供暖系统（文件3：CN107120719A）中

涉及一种太阳能混合源热泵恒温供暖系统，专利中铝排管集热器裸露在大气环境中，当铝

排管温度低于大气温度时，大气热能将传递给铝排管集热器，可同时吸收太阳能和空气热

能，极大提高了集热器的集热效率，且成本低，效率高。但相同太阳辐射面积下又缺少光电

转换产生的电能，且只是对太阳能单一的供暖利用。基于跨季节蓄热的太阳能土壤源热泵

耦合空调供暖系统（文件4：CN205316456U）中涉及基于跨季节蓄热的太阳能土壤源热泵耦

合空调供暖系统，主要针对严寒和寒冷地区供暖季吸热量远大于供冷季排热量的地区，利

用太阳能集热器收集非供热季的太阳能，通过地埋管换热器储存到土壤中，在供热季通过

土壤源热泵把热量取出进行供热，可实现夏季供冷，冬季供暖，其他季节蓄热，维持地下土

壤以年为周期的热平衡。文件1不能利用土壤源，文件2、3、4没有利用光伏发电，文件1、2、3、

4各个装置相对独立运行，没有把太阳能、空气源、环境能、室内环境能、土壤源合理调配进

行供热、供冷、供电、储能形成微能源网，从而整体地、一体地、智能感知自主控制地运行，更

有效提高能源利用率和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分析，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上述技术现存的不足，提供一种太阳能

支撑的微能源网。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

一种太阳能支撑的微能源网，包括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部分、太阳能热泵

供暖部分、土壤源热泵供暖部分、土壤源制冷空调部分、太阳能跨季储能部分、室内环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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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部分、光电转换与智能控制的微电网部分、微能源网控制器，其中：太阳能光伏与复合

集热一体装置部分包括太阳能光伏电池和排管集热器，太阳能热泵供暖部分包括排管集热

器、第一压缩机、第一膨胀阀、第一换热器、第一电磁阀、散热系统、第一循环水泵，土壤源热

泵供暖部分包括地埋管换热器、第二循环水泵、第三电磁阀、第二换热器、第二压缩机、第二

膨胀阀、第三换热器、散热系统、第一循环水泵，土壤源制冷空调部分包括地埋管换热器、第

二循环水泵、第四电磁阀、风机盘管，太阳能跨季储能部分包括排管集热器、第一压缩机、第

一膨胀阀、第一换热器、第二电磁阀、第二循环水泵、地埋管换热器，室内环境能储能部分包

括地埋管换热器、第二循环水泵、第二电磁阀、第一电磁阀、散热系统、第一循环水泵，光电

转换与智能控制的微电网部分包括分布式电源控制器、并网变流器、选择性开关，其特征

是：土壤源热泵供暖部分、土壤源制冷空调部分、太阳能跨季储能部分、室内环境能跨季储

能部分共享地埋管换热器和第二循环水泵；太阳能热泵供暖部分、太阳能跨季储能部分共

享排管集热器；太阳能热泵供暖部分、土壤源热泵供暖部分、室内环境能跨季储能部分共享

散热系统和第一循环水泵；通过微能源网控制器使整个微能源网实现太阳能的高效吸收、

实现微能源网内能源的合理分配利用，在采暖季，有阳光时采用太阳能热泵供暖部分供暖，

或者太阳能热泵供暖部分与土壤源热泵供暖部分联合供暖，没有阳光时采用土壤源热泵供

暖部分供暖；在制冷季，运行土壤源制冷空调部分对室内制冷，同时将土壤源制冷空调运行

时，吸收的室内环境能通过地埋管换热器传递到地下土壤储存；在非采暖季，运行太阳能跨

季储能部分，将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部分吸收的太阳能通过地埋管换热器传递

到地下土壤储存；微能源网控制器智能感知土壤中储存的热能，储存的热能充足时，自主控

制提高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部分中的排管集热器获得的热能温度，以便提高整

体能效。

[0005] 太阳能热泵将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部分中的排管集热器作为蒸发器，

热泵工质与用户侧的第一换热器作为冷凝器，冷凝器把热能传递到用户侧循环水，散热系

统再把用户侧循环水承载的热能传递到室内，供室内采暖；

土壤源热泵将第三换热器作为蒸发器，热泵工质与用户侧第二换热器作为冷凝器，地

埋管换热器从土壤源获得热能，地埋管换热器的工质是水，工质水承载的热能通过第三换

热器传递到土壤源热泵工质，通过冷凝器把热能传递到用户侧循环水，散热系统再把用户

侧循环水承载的热能传递到室内，供室内采暖。

[0006] 在制冷季，运行土壤源制冷空调，第二循环水泵开启，第四电磁阀打开，循环水承

载的土壤冷量通过风机盘管传递到室内，向室内供应空调冷气。

[0007] 在制冷季，运行土壤源制冷空调，同时开启第一、第二循环水泵，打开第一、第二电

磁阀，循环水承载的土壤冷量通过散热系统传递到室内，向室内供应空调冷气；同时将土壤

源制冷空调运行时，吸收的室内环境能通过地埋管换热器传递到地下土壤储存。

[0008] 在非采暖季，太阳能跨季储能部分运行，将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获得

的热能，通过地埋管换热器传递到地下土壤储存，维持地下土壤的热平衡。

[0009] 所述的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是将太阳能光伏电池和板式的排管集热

器以导热材料结合到一体。

[0010] 所述的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在太阳能跨季储能的同时实现了光伏电

池板的降温，可提高光电转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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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在同一个太阳辐照面积的前提下，可同时获得电

能和热能，产生的电能经微电网光伏电源控制器用于维持微能源网内用电设备的运行，用

电盈余时经并网变流器输送至大电网，避免额外的电能损失，可减少来自微能源网以外的

电能补充。

[0012] 所述的土壤源制冷空调部分，将土壤中的低温热源与室内的相对高温环境能通过

热交换，实现夏季室内空调制冷，同时室内环境能储存于土壤，有利于土壤热平衡。

[0013] 所述光电转换与智能控制的微电网部分中的选择性开关决定着电能的走向，开向

分布式电源控制器时，光伏电池为系统供电；当开向并网变流器时，光伏系统发出的电能并

向大电网。

[0014] 所述光电转换与智能控制的微电网部分中的并网变流器可将光伏产生的直流电

变换为与大电网同幅、同频、同相的交流电，并输送至大电网存储。

[0015] 所述微能源网控制器可根据微能源网状态进行微能源网的智能感知与自主控制。

[0016] 本发明的优点是：利用热能、制冷量和电能等组成微能源网，实现整个系统内冬夏

季能量的合理调配，提高整个系统的能量利用效率。地埋管换热器与土壤源热泵供暖部分、

土壤源制冷空调部分、太阳能跨季储能部分、室内环境能跨季储能部分相关联，供暖、制冷、

跨季储能功能的实现用的是同一个地埋管换热器。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部分与

光电转换与智能控制的微电网部分、太阳能热泵供暖部分、土壤源热泵供暖部分、土壤源制

冷空调部分、太阳能跨季储能部分相关联，这些功能的实现用的是同一个太阳能光伏与复

合集热一体装置。这种太阳能支撑的微能源网并不是光伏发电、太阳能土壤源联合热泵采

暖、土壤源制冷空调设备的简单独立组合使用，而是把太阳能、空气源、室内环境能、土壤源

合理调配进行供热、供冷、供电、储能形成微能源网，微能源网整体地、一体地、智能感知自

主控制地运行。太阳能热泵供暖为直接膨胀式热泵系统，土壤源热泵供暖为间接膨胀式热

泵系统，两者联合供暖可合理调配太阳能和土壤源热能，从而提高一个采暖期的能效。北方

寒冷地区，土壤源热能经过地埋管换热器传递到循环水，循环水温在10℃左右，循环水冷量

直接用于制冷。普通压缩式制冷空调机组，冷凝器在室外机中，冷凝温度在40-60℃之间，本

发明土壤源制冷空调冷凝温度在10℃左右，因此，本发明土壤源制冷空调能效系数COP远大

于普通压缩式制冷空调机组能效系数COP，大大降低了电能消耗。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太阳能支撑的微能源网的示意图；

图2是太阳能热泵供暖部分和土壤源热泵供暖部分的示意图；

图3是土壤源制冷空调部分和太阳能跨季储能部分的示意图；

图4是室内环境能储能部分的示意图；

图5是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2-1、第一电磁阀，2-2、第二电磁阀，2-

3、第三电磁阀，2-4、第四电磁阀，3-1、第一压缩机，3-2、第一压缩机，4-1、第一膨胀阀，4-2、

第二膨胀阀，5-1、第一换热器，5-2、第二换热器，5-3、第三换热器，6-1、第一循环水泵，6-2、

第二循环水泵，7、是散热系统，8、风机盘管，9、地埋管换热器，10、分布式电源控制器，11、并

网变流器，12、选择性开关，13、光伏电池，14、导热材料，15、光伏电池的末端引出正负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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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排管集热器，17、排管集热器的工质流动部分，18、微能源网控制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参照附图1，一种太阳能支撑的微能源网，包括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部

分、太阳能热泵供暖部分、土壤源热泵供暖部分、土壤源制冷空调部分、太阳能跨季储能部

分、室内环境能储能部分、光电转换与智能控制的微电网部分、微能源网控制器18，地埋管

换热器9是微能源网的一个部件，该部件共享于土壤源热泵供暖部分、土壤源制冷空调部

分、太阳能跨季储能部分、室内环境能跨季储能部分，即：土壤源热泵供暖部分、土壤源制冷

空调部分、太阳能跨季储能部分、室内环境能跨季储能部分用同一个地埋管换热器；光伏与

复合集热一体装置1是微能源网的一个部件，该部件共享于太阳能热泵供暖部分、土壤源热

泵供暖部分、土壤源制冷空调部分、太阳能跨季储能部分、光电转换与智能控制的微电网部

分，即：太阳能热泵供暖部分、土壤源热泵供暖部分、土壤源制冷空调部分、太阳能跨季储能

部分、光电转换与智能控制的微电网部分用同一个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太阳能热泵

供暖部分、土壤源热泵供暖部分共享第一循环水泵6-1。

[0020] 参照附图1、5，附图5是附图1的一部分，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1，主要由

太阳能光伏电池13和排管集热器16组成，两者之间以导热材料14连接，其中：太阳能光伏电

池的末端引出正负极15，用于连接系统内用电设备或储存；排管集热器16主要由传热翅片

和排管集热器的工质流动部分17组成。排管集热器的工质流动部分17内流动制热工质。

[0021] 参照附图1、2，附图2是附图1 的一部分，在采暖季，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

置1的排管集热器16作为太阳能热泵的蒸发器，热泵工质与用户侧循环水第一换热器5-1作

为冷凝器，冷凝器把热能传递到用户侧循环水，散热系统7再把用户侧循环水承载的热能传

递到室内，供室内采暖；土壤源热泵供暖的热能来源于地埋管换热器9获得的土壤源热能，

地埋管换热器9的工质是水，工质水承载的热能通过第三换热器5-3传递到热泵工质，该第

三换热器5-3作为土壤源热泵的蒸发器，热泵工质与用户侧循环水第二换热器5-2作为冷凝

器，通过冷凝器把热能传递到用户侧循环水，散热系统7再把用户侧循环水承载的热能传递

到室内，供室内采暖。有阳光时采用太阳能热泵供暖，或者太阳能热泵与土壤源热泵联合供

暖。没有阳光时采用土壤源热泵供暖。智能感知土壤中储存的热能，储存的热能充足时，自

主控制提高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1中排管集热器16获得的热能温度，以便提高

整体能效。

[0022] 参照附图1、3，附图3是附图1 的一部分，夏季制冷时，运行土壤源制冷空调，第二

循环水泵6-2开启，第四电磁阀2-4打开，土壤源制冷空调循环水回路是地埋管换热器9、第

二循环水泵6-2、第四电磁阀2-4、风机盘管8、地埋管换热器9，循环水承载的土壤冷量通过

风机盘管8传递到室内，向室内供应空调冷气。北方寒冷地区，土壤源热能经过地埋管换热

器传递到循环水，循环水温在10℃左右，循环水冷量直接用于制冷。

[0023] 参照附图1、4，附图4是附图1 的一部分，夏季制冷时，散热系统7是风机盘管类的，

运行土壤源制冷空调，第一循环水泵6-1、第二循环水泵6-2开启，第一电磁阀2-1、第二电磁

阀2-2打开，土壤源制冷空调循环水回路是地埋管换热器9、第二循环水泵6-2、第二电磁阀

2-2、第一电磁阀2-1、风机盘管类型的散热系统7、第一循环水泵6-1、地埋管换热器9，循环

水承载的土壤冷量通过风机盘管类型的散热系统7传递到室内，向室内供应空调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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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参照附图1、3、4，在非采暖季，跨季储能部分运行，热能通过地埋管换热器9换热后

存储于地下土壤，热能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1获得的热能；另

一部分是土壤源制冷空调运行时，吸收的室内环境能。将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1

获得的热能，通过地埋管换热器9传递到地下土壤储存，维持地下土壤的热平衡，此时，来自

太阳能的热能温度高于地下土壤，可以采用热管技术进行热传递；在夏季，土壤源制冷空调

运行时，吸收的室内环境能同时传递到地下土壤储存，在室内进行空调制冷，同时实现土壤

中的蓄热，实现跨季节储能。整个微能源网可以实现太阳能的高效吸收，实现微能源网内能

源的合理分配利用，提高整个系统的能源利用性能系数。

[0025] 参照附图1，光电转换与智能控制的微电网部分，Wpv是太阳能光伏电池13输出的

电能，W是微电网供给热能系统的电能，Ws是本微能源网与大电网交换的电能。在太阳能光

伏电池的末端引出正负极15引线接出的输电线，经过选择性开关12，系统运行时，选择性开

关开向分布式电源控制器10，分布式电源控制器10对电能进行逆变、稳压等进行控制，维持

系统内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微能源网控制器18对整个微能源网进行智能感知与自主控

制。

[0026] 参照附图1、5，太阳能光伏与复合集热一体装置1，太阳能跨季储能的同时实现了

光伏电池板的降温，可提高光电转换效率。

[0027] 参照附图1、2，太阳能热泵供暖为直接膨胀式热泵系统，土壤源热泵供暖为间接膨

胀式热泵系统，两者联合供暖可合理调配太阳能和土壤源热能，从而提高一个采暖期的能

效。

[0028] 参照附图1、3、4，土壤源制冷空调部分，将土壤中的低温热源与室内的相对高温环

境能通过热交换，实现夏季室内空调制冷，同时室内环境能储存于土壤，有利于土壤热平

衡。

[0029] 参照附图1，光电转换与智能控制的微电网部分中并网变流器11可将光伏产生的

直流电变换为与大电网同幅、同频、同相的交流电，并输送至大电网存储。

[0030] 参照附图1，光电转换与智能控制部分中选择性开关决定着电能的走向，开向分布

式电源控制器10时，光伏电池13为太阳能支撑的微能源网系统供电；当开向并网变流器11

时，光伏系统发出的电能并向大电网。

[0031] 所述的微能源网控制器18可根据微能源网状态进行微能源网的智能感知与自主

控制。

[0032] 参照附图1，当光伏电池13产生的电能不足以维持系统内用电设备运行时，系统的

用电量需经过大电网的补充；当系统运行于非用电高峰期时，光伏电池13产生的电能存在

盈余，此时选择性开关12开向并网变流器11，将盈余的电能并入大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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