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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太阳能热水器集热管自

动清洗设备，包括底座、设于所述底座右侧的第

一竖板、设于所述第一竖板顶部的支板、设于所

述底座左侧的第二竖板、设于所述底座上的第一

固定装置、设于所述支板上的第二固定装置及用

于对集热管内部进行清洗的第一清洁装置，所述

第一清洁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支板上的支架、设于

所述支架上的第一丝杆、用于驱动所述第一丝杆

转动的第一驱动件及与所述第一丝杆相配合的

第一清洗组件。本发明在集热管清洗的过程中可

对集热管进行稳定的固定，可减少对集热管的损

坏，同时可使得集热管与清洁装置形成紧密配

合；可对集热管进行有效的清洗，不仅清洗过程

自动，节省了人力物力，而且清洗效果好、清洗效

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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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太阳能热水器集热管自动清洗设备，包括底座（1）、设于所述底座（1）右侧的第

一竖板（2）、设于所述第一竖板（2）顶部的支板（3）、设于所述底座（1）左侧的第二竖板（4）、

设于所述底座（1）上的第一固定装置、设于所述支板（3）上的第二固定装置及用于对集热管

内部进行清洗的第一清洁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清洁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支板（3）上

的支架（71）、设于所述支架（71）上的第一丝杆（72）、用于驱动所述第一丝杆（72）转动的第

一驱动件及与所述第一丝杆（72）相配合的第一清洗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太阳能热水器集热管自动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清洗组件包括可插入至集热管内的外管（731）和与所述外管（731）相配合的冲洗结构，所

述外管（731）通过一第一传动结构与所述第一丝杆（72）相配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太阳能热水器集热管自动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传动结构包括套设于所述第一丝杆（72）上的第一丝杆螺母（751）和一端与所述第一丝杆

螺母（751）相连的第一连接板（752），所述第一连接板（752）与所述外管（731）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太阳能热水器集热管自动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冲

洗结构包括套设于所述外管（731）上的封堵件（741）、设于所述封堵件（741）上的环形管

（742）及设于所述环形管（742）上的喷头（743），所述喷头（743）出水口朝向集热管内壁的方

向。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太阳能热水器集热管自动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冲

洗结构还包括与所述环形管（742）相连通的进水管（744）、设于所述外管（731）内的内管

（745）及设于所述内管（745）顶部的的出水管（746），所述内管（745）底部设有一阀门（747）。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太阳能热水器集热管自动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清

洁组件还包括设于所述外管（731）外壁上的多个毛刷结构，多个毛刷结构（78）沿所述外管

（731）周向方向上间隔均匀的设于所述外管（731）的外壁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太阳能热水器集热管自动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毛

刷结构（78）包括设于所述外管（731）上的固定件（781）和设于所述固定件（781）上的毛刷

（78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太阳能热水器集热管自动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外

管（731）上套设有一齿环（732），所述齿环（732）与一第二驱动组件相配合。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太阳能热水器集热管自动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驱动组件包括可与所述齿环（732）相啮合的第一齿轮（761）、与所述第一齿轮（761）相连

的第一转轴（762）及用于驱动所述第一转轴（762）转动的第二驱动件（763），所述第二驱动

件（763）通过一第二传动结构与所述第一转轴（762）相配合。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太阳能热水器集热管自动清洗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二传动结构包括设于所述第一转轴（762）上的第一斜齿轮（771）、与所述第一斜齿轮

（771）相啮合的的第二斜齿轮（772）及与所述第二斜齿轮（772）相连的第二转轴（773），所述

第二转轴（773）与所述第二驱动件（763）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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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太阳能热水器集热管自动清洗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光伏发电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太阳能热水器集热管自动清

洗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的太阳能热水器在使用时间很长后，容易导致集热管内集聚水垢，水

垢会影响水的加热效果，且影响水质，所以需要定期对集热管和水箱进行清洗，从而将水垢

去除，传统方法是人工进行水垢清理，人工清理的方法不仅十分耗时，并且集热管内部较为

狭长，清理难度大，容易残留水垢，因此急需研发一种清洁效率高、清洗干净，且适用于专业

从事于集热管清理服务行业的人员使用的太阳能热水器集热管的清洁设备；

现有技术如公告号为CN108801040A的中国专利，该专利为一种太阳能集热管水垢清洗

装置，包括支撑组件和清洗组件，支撑组件包括底座、电机、转轮、转筒、夹板、弹簧和T形杆，

底座固定连接于电机，电机位于底座的上方，电机的输出轴传动连接于转轮；启动电机，此

时集热管开始转动，毛刷对水垢进行清理，摇动摇把来控制毛刷的位置，从而对整个集热管

的内部进行清理，相比较手工清洗的方法，新型的太阳能集热管水垢清洗装置能够通过机

械化的手段进行水垢清洗，使用起来简单方便，但是，该专利对集热管清洗单纯通过毛刷对

集热管进行清理，清理效果较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清洗效果好，且自动、高效的太阳能热

水器集热管自动清洗设备。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太阳能热水器集热管自动清

洗设备，包括底座、设于所述底座右侧的第一竖板、设于所述第一竖板顶部的支板、设于所

述底座左侧的第二竖板、设于所述底座上的第一固定装置、设于所述支板上的第二固定装

置及用于对集热管内部进行清洗的第一清洁装置，所述第一清洁装置包括设于所述支板上

的支架、设于所述支架上的第一丝杆、用于驱动所述第一丝杆转动的第一驱动件及与所述

第一丝杆相配合的第一清洗组件；

本发明通过第一固定装置和第二固定装置可在集热管清洗的过程中对集热管进行稳

定的固定，一方面可防止集热管摔碎破碎，另一方面可使得集热管与所述第一清洁装置进

行紧密配合，有利于提高对集热管的清洁效果；第一驱动件可驱动第一丝杆转动，第一丝杆

转动的过程中可使得第一清洗组件运动至集热管中对集热管进行清洗，整个清洗过程自

动、高效，不仅清洗效果好，可有效减少水垢的残留，提高集热管的制热效果，还极大程度节

省力人力物力。

[0005] 所述第一清洗组件包括可插入至集热管内的外管和与所述外管相配合的冲洗结

构，所述外管通过一第一传动结构与所述第一丝杆相配合；通过第一传动结构的设置可使

得第一丝杆转动的过程中带动外管上下运动，当需要对集热管进行清洗时，外管带动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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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向下运动至集热管内对集热管进行清洗，伸入至集热管的冲洗结构可对整个集热管进

行彻底清洗，可有效避免残留水垢。

[0006] 所述第一传动结构包括套设与所述第一丝杆上的第一丝杆螺母和一端与所述第

一丝杆螺母相连的第一连接板，所述第一连接板与所述外管相连；第一丝杆转动的过程中

可带动第一丝杆螺母上下移动，进而第一丝杆螺母通过第一连接板带动外管上下运动，该

第一传动结构设置简单，运动稳定，可提高外管上下运动的稳定性。

[0007] 所述冲洗结构包括套设于所述外管上的封堵件、设于所述封堵件上的环形管及设

于所述环形管上的喷头，所述喷头出水口朝向集热管内壁的方向；当外管运动至集热管内

后，封堵件可对集热管口进行封堵，可有效避免清洗液从集热管中溢出，清洗液进入环形管

后可通过喷头喷出，该喷头出水口朝向集热管内壁的方向，可使得清洗液沿着集热管的内

壁流下，进而可提高对集热管的清洗效率。

[0008] 所述冲洗结构还包括与所述环形管相连通的进水管、设于所述外管内的内管及设

于所述内管顶部的的出水管，所述内管底部设有一阀门；清洗液从进水管进入环形管中，并

通过环形管上的喷头进入集热管中，在对集热管进行清洗后清洗液可通过内管流出，无需

人为转动集热管将液体排出，既节省了人力，又大大简化了清洗过程。

[0009] 所述清洁组件还包括设于所述外管外壁上的多个毛刷结构，多个毛刷结构沿所述

外管周向方向上间隔均匀的设于所述外管的外壁上；毛刷结构的设置可将附着在集热管内

壁上的顽固水垢等其他污渍去除，外管外壁上设置均设有多个毛刷结构，大大提高可对集

热管的清洁效率。

[0010] 所述毛刷结构包括设于所述外管上的固定件和设于所述固定件上的毛刷；毛刷稳

固的设于固定件上可便于毛刷与集热管内壁进行接触，使得毛刷可对集热管内壁进行有效

的清洗。

[0011] 所述外管上套设有一齿环，所述齿环与一第二驱动组件相配合；第二驱动组件可

驱动齿环转动，进而齿环转动的过程中可带动外管进行转动，可增大外管上的毛刷结构对

集热管内壁清洁的面积，进而提高毛刷结构对集热管的清洗效果。

[0012] 所述第二驱动组件包括可与所述齿环相啮合的第一齿轮、与所述第一齿轮相连的

第一转轴及用于驱动所述第一转轴转动的第二驱动件，所述第二驱动件通过一第二传动结

构与所述第一转轴相配合；通过第二传动结构的设置可使得第二驱动件带动第一转轴进行

转动，第一转轴转动的过程中可带动第一齿轮转动，进而当第一齿轮与齿环相啮合时，第一

齿轮可带动齿环转动，齿环转动的过程中可带动外管转动，第二驱动组件结构配合稳定，可

带动外管进行稳定的转动，可进一步提高可清洗效率。

[0013] 所述第二传动结构包括设于所述第一转轴上的第一斜齿轮、与所述第一斜齿轮相

啮合的的第二斜齿轮及与所述第二斜齿轮相连的第二转轴，所述第二转轴与所述第二驱动

件相连；第二驱动件带动第二转轴转动，第二转轴转动的过程中可带动第二斜齿轮进行转

动，进而第二挟齿轮通过第一斜齿轮带动第一转轴进行转动，第二传动结构设置简单，传动

稳定。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在集热管清洗的过程中可对集热管进行稳定的固

定，可减少对集热管的损坏，同时可使得集热管与清洁装置形成紧密配合；可对集热管进行

有效的清洗，不仅清洗过程自动，节省了人力物力，而且清洗效果好、清洗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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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中中A处的放大图。

[0017] 图3为图1的俯视图。

[0018] 图4为图3中A-A处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图4中B处的放大图。

[0020] 图6为图4中C处的放大图。

[0021] 图7为图4中D处的放大图。

[0022] 图8为图4中E处的放大图。

[0023] 图9为图3中B-B处的部分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4] 图10为图9中F处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如图1-10所示的一种太阳能热水器集热管自动清洗设备，包括底座1、第一竖板2、

支板3、第二竖板4、第一固定装置、第二固定装置及第一清洁装置，所述底座1为一金属座，

所述支板3为一金属板，该支板3设于所述底座1的上方，所述第一竖板2为一金属板，该第一

竖板2的下端焊接在所述底座1的右侧，该第一竖板2的上端焊接在所述支板3的右侧，所述

第二竖板4为一金属板，该第二竖板4的下端焊接在所述底座1的左侧，该第二竖板4的上端

焊接在所述支板3的左侧；优选的，为了提高对集热管的清洁效率，共设置了三组第一固定

装置和第二固定装置，清洗的过程中可同时对三根集热管进行同时清洗；

所述第一固定装置设于所述底座1上，该第一固定装置用于对集热管下端进行固定，具

体的，所述第一固定装置包括第一凹槽51、弹性组件、卡件53及第一固定组件，所述第一凹

槽51设于所述底座1上，所述弹性组件52设于所述第一凹槽51内，优选的，该弹性组件共设

有4组，具体的，所述弹性组件包括第一弹性件521、支杆522及连接块523，所述第一弹性件

521为一弹簧，该第一弹性件521的一端与所述第一凹槽51的底部相连，该第一弹性件521的

另一端与所述连接块523相连，该连接块523为一金属圆块，该连接块523与所述卡件53相

连，该卡件53为一金属件，该卡件53上设有一圆孔，集热管的端部可插入至该圆孔内，进而

可对集热管起到固定作用，所述支杆522为金属杆，该支杆522穿设于所述第一弹性件521

内，该支杆522的一端焊接在所述第一凹槽51的内底部，所述支杆522的另一端穿过所述连

接块523和卡件53伸入至所述卡件53的上方，优选的，该支杆522的这一端设有一橡胶块

524，该橡胶块524可进一步提高集热管的稳固性；安装集热管时，集热管可带动卡件和连接

块沿着所述支杆向下运动；

所述第一固定组件用于对集热管的侧壁进行固定，优选的，该第一固定组件设于所述

第一凹槽51的两侧，具体的，所述第一固定组件包括第二凹槽541、第二弹性件542、第一伸

缩件543、第一固定件544及滑动组件，所述第二凹槽541设于所述第一年凹槽51的侧壁上，

该第二弹性件542为一弹簧，该第二弹性件542的一端与所述第二凹槽541的底壁相连，该第

二弹性件542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一伸缩件543的一端相连，该第一伸缩件543为金属件，该第

一伸缩件543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一固定件544相连，该第一固定件544为一弧形板，这样设置

可与集热管外壁进行紧密配合，进而可提高第一固定组件对集热管的固定作用；优选的，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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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固定件与集热管接触的一侧设有橡胶片，可减小对集热管的损坏；

优选的，为了提高第一伸缩件的运动稳定性，设置了所述滑动组件，具体的，所述滑动

组件包括第一滑槽551和第一滑块552，所述第一滑槽551设于所述第二凹槽541的侧壁上，

所述第一滑块552为一金属块，该第一滑块552焊接在所述第一伸缩件的底部，该第一滑块

552与所述第一滑槽551相配合，第一伸缩件在运动的过程中，第一滑块可在所述第一滑槽

中滑动，通过第一滑块与第一滑槽之间的相互配合，可大大提高第一伸缩件运动的稳定性；

优选的，为了避免损坏集热管上密封嘴，在所述第一凹槽51的底部设有一海绵块511，

当集热管位于所述第一凹槽51内时，集热管上的密封嘴正好位于所述海绵块511的上方；在

对集热管拆装时，该海绵块的设置可对密封嘴进行有效的保护；

所述支板3上设有通孔31，优选的，该通孔31共设置了三个，在对集热管进行清洗时，该

集热管的上端位于该通孔31内，所述第二固定装置设于所述通孔31上，该第二固定装置用

于对所述集热管的上端进行固定，具体的，所述第二固定装置包括第三凹槽61、第三弹性件

62及第二固定件63，所述第三凹槽61设于所述通孔31的侧壁上，所述第三弹性件62为一弹

簧，该第三弹性件62的一端与所述第三凹槽61的底部相连，该第三弹性件62的另一端与所

述第二固定件63相连，该第二固定件63为一弧形件，这样设置便于第二固定件63与集热管

的接触，进而起到较好的固定作用，优选的，该第二固定件与集热管接触的一侧设有橡胶

片，可减小对集热管的损坏；

所述第一清洁装置用于对集热管内部进行清洗，该清洗装置7设于所述支板3上，具体

的，所述清洗装置包括支架71、第一丝杆72、第一驱动件及第一清洗组件，所述支架71为一

金属架，该支架71焊接在所述支板3上，所述第一丝杆72为市面上可直接购买的双向丝杆，

具体结构和原理在此不再进行赘述，所述第一丝杆72的一端通过轴承与所述支板3相配合，

所述第一丝杆72的另一端穿过所述支架71与所述第一驱动件73相连，所述第一驱动件为市

面上可直接购买的电机，具体结构和原理在此不再进行赘述；附图中并未将第一驱动件画

出；优选的，该第一丝杆共设置了两个，分别位于所述支架71的两端，所述第二驱动件73相

应的设置了两个；

所述第一清洗组件与所述第一丝杆72相配合，具体的，所述第一清洗组件包括外管

731、冲洗结构及多个毛刷结构，所述外管731为金属管，优选的，该外管731共设置三个，其

中位于两端的外管通过第一传动结构与所述第一丝杆72相配合，在该第一传动结构75的传

动作用下，该第一丝杆72可带动外管731进入集热管中对集热管进行清洗，具体的，所述第

一传动结构包括第一丝杆螺母751和第一连接板752，所述第一丝杆螺母751套设在所述第

一丝杆72上，该第一连接板752为一金属板，该第一连接板752的一端与所述第一丝杆螺母

751相连，该第一丝杆螺母751的另一端与所述外管731相连；第一驱动件带动第一丝杆转

动，第一丝杆转动的过程中可带动第一丝杆螺母上下运动，进而第一丝杆螺母通过第一连

接板带动外管进出集热管中；优选的，位于中间位置处的外管通过第二连接板753与位于端

部的外管相连；通过第二连接板的设置，位于中间的外管可跟随这位于端部的外管一同运

动；

所述冲洗结构与所述外管731相配合，具体的，所述冲洗结构包括封堵件741、环形管

742、喷头743、进水管744、内管745、出水管746及阀门747，所述封堵件741为一金属环，该封

堵件741套设在所述外管731上，所述环形管742为一塑料管，该环形管742设于所述封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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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上，所述喷头743为市面上可直接购买的普通喷头，该喷头743共设有多个，多个喷头间

隔均匀的设于所述环形管742上，优选的，该喷头743的出水口方向朝向集热管的内壁；

所述进水管744为一塑料管，该进水管744的一端穿过所述封堵件741与所述环形管742

相连通，该进水管744的另一端，所述内管745设于所述外管731内，该内管745为金属管，该

内管745的上端与所述外管相连，所述出水管746为一塑料管，该出水管746设于所述内管

745上，该出水管746的一端与所述内管745的相连通，所述内管745的上端设有一第一水泵，

该第一水泵为市面上可直接购买的普通水泵，具体结构和原理在此不再进行赘述，附图中

并未将第一水泵画出，在第一水泵的作用下，清洗液可通过内管排出；所述阀门747设于所

述内管745的底部，该阀门747为一市面上可直接购买的单向阀，具体结构和原理在此不再

进行赘述；当需要排处清洗液时可将该阀门747打开，集热管内的清洗液可通过该阀门进入

内管中；

优选的，所述进水管744与一供水组件相配合，具体的，所述供水组件包括供水箱791、

第一输水管792、第二输水管793及废水箱795，所述供水箱791位于所述底座1上，该供水箱

791内设有一水泵794，该水泵为市面上可直接购买的普通水泵，具体结构和原理在此不再

进行赘述，附图中并未将水泵画出，所述第一输水管792为一塑料软管，该第一输水管792的

一端与所述水泵794相连，该第一输水管792的另一端可与所述进水管相连，当需要向集热

管中输入清洗液时可手动将该第一输水管与所述进水管相连，所述第二输水管793为塑料

软管，该第二输水管793的一端可与所述出水管746相连，当需要排出清洗液时可手动将该

第二输水管与所述出水管相连；

该第二输水管793的另一端与所述废水箱795相连通，所述废水箱795位于所述供水箱

791的上端，清洗液可从内管通过第二输水管排入至废水箱中进行暂时存放；

为了进一步提高对集热管的清洗效果，在所述集热管的外壁设有多个毛刷组件，多个

毛刷组件沿所述外管731的周向方向上间隔均匀的设于所述外管731的外壁上，毛刷结构的

设置可将附着在集热管内壁上的顽固水垢等其他污渍去除，可大大提高对集热管的清洁效

率，具体的，所述毛刷结构包括固定件781和毛刷782，所述固定件781为塑料件，该固定件

781粘接在所述外管731上，所述毛刷782为一塑料毛刷，该毛刷782设于所述固定件781上；

毛刷稳固的设于固定件上可便于毛刷与集热管内壁进行接触，使得毛刷可对集热管内壁进

行有效的清洗；

所述外管731上套设有一齿环732，该齿环732为金属齿环，该齿环732与一第二驱动组

件76相配合，该第二驱动组件76可驱动所述齿环732进行转动，进而齿环转动的过程中可带

动外管进行转动，可增大外管上的毛刷结构对集热管内壁清洁的面积，进而提高毛刷结构

对集热管的清洗效果；当外管进行转动时，将第一输水管与进水管分开，第二输水管与出水

管分来，防止第一输水管与第二输送管随着外管一同转动；

具体的，所述第二驱动组件包括第一齿轮761、第一转轴762、第二驱动件763及第二传

动组件，所述第一齿轮761为金属齿轮，该第一齿轮761的齿面可与所述齿环732的齿面相啮

合，所述第一转轴762为一金属轴，该第一转轴762的一端与所述第一齿轮761相连，该第一

转轴762的另一端通过轴承与所述支板3相配合；

所述第二传动结构设置简单、传动稳定，具体的，所述第二传动结构包括第一斜齿轮

771、第二斜齿轮772及第二转轴773，所述第一斜齿轮771设于所述第一转轴762上，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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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斜齿轮773的齿面与所述第一斜齿轮771的齿面相啮合，所述第二转轴773为一金属轴，所

述第二斜齿轮772套设在所述第二转轴  773上，所述第二转轴773的一端与所述第二驱动件

763相连，该第二转轴773的另一端通过轴承与一立板774相配合，该立板774为一金属板，该

立板774焊接在所述支板3上，该第二驱动件763为市面上可直接购买的电机，具体结构和原

理在此不再进行赘述；第二驱动件带动第二转轴转动，第二转轴转动的过程中可带动第二

斜齿轮进行转动，进而第二挟齿轮通过第一斜齿轮带动第一转轴进行转动，第一转轴转动

的过程中可带动第一齿轮转动，进而当第一齿轮与齿环相啮合时，第一齿轮可带动齿环转

动，齿环转动的过程中可带动外管转动，整个结构配合稳定，可带动外管进行稳定的转动，

可进一步提高可清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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