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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器及其热水循环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热水器的热水循环装置，包

括：三通管，所述三通管内设置腔体，所述腔体内

设有子母通道腔横隔，子母通道腔横隔将所述腔

体分隔为子通道腔和母通道腔；子通道腔设有子

管外接口和子管内接口，母通道腔设有第一母管

外接口和第二母管外接口，所述子母通道腔横隔

上开设有借道口，借道口上设有借道口的门盖，

借道口的门盖通过借道口门盖轴固定在子母通

道腔横隔上。可以将用水点的单向管线内的存水

加热，管线中的任何点都可以实现即出热水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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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热水器的热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子母管转换三通(100)所述子母管

转换三通(100)包括：三通管，所述三通管内设置腔体，所述腔体内设有子母通道腔横隔

(107)，子母通道腔横隔(107)将所述腔体分隔为子通道腔(102)和母通道腔(101)；子通道

腔(102)设有子管外接口(106)和子管内接口(104)，母通道腔(101)设有第一母管外接口

(103)和第二母管外接口(105)，所述子母通道腔横隔(107)上开设有借道口(108)，借道口

(108)上设有借道口(108)的门盖(109)，借道口(108)的门盖(109)通过借道口门盖轴(110)

固定在子母通道腔横隔(107)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热水器的热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主机，所述主机包括：

子母管转换三通(100)、第一连接管(205)、第二连接管(206)、第三连接管(207)和微型水泵

(201)，所述主机外设置有壳体(200)，子母管转换三通(100)的第一母管外接口(103)与第

二连接管(206)的一端连接，第二连接管(206)的另一端伸出所述壳体(200)形成壳体(200)

的第二进出水口(2002)；子母管转换三通(100)的子管外接口(106)通过第一连接管(205)

与微型水泵(201)的第一进出水口(2011)连接，微型水泵(201)的第二进出水口(2012)与第

三连接管(207)的一端连接，第三连接管(207)的另一端伸出壳体(200)形成第三进出水口

(2003)；子母管转换三通(100)的第二母管外接口(105)伸出所述壳体(200)形成壳体(200)

的第一进出水口(2001)。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热水器的热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管(205)或第

三连接管(207)上设置有温度传感装置(202)，所述壳体  (200)上设置有远程控制装置

(203)，有用于设定工作程式的控制面板和电源接入口(204)。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热水器的热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二连接管(206)的第二进

出水口(2002)与保温水箱(301)的热水出口(3011)连接；第三连接管(207)的第三进出水口

(2003)与冷水进水管(30)的接入口(3021)连接，冷水进水管(30)的一端(3022)与保温水箱

(301)的冷水进水口(3012)  连接，冷水进水管(30)的另一端伸出壳体(200)形成冷水进水

口(3002)，所述第二母管外接口(105)伸出壳体(200)形成热水出水口(3001)。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热水器的热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母通道腔(101)的外壁

上还设有调试口(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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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器及其热水循环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热水器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热水器及其热水循环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下的燃气热水器、供水供暖一体燃气炉等燃气类热水器，空气能热水器、

太阳能热水器、储水式电热水器等储水式热水器均存在以下共同的问题：即用水者打开热

水水龙头时总会先流出一段冷水，而当用水点距离热水器距离较远、管线较长时，这个问题

就愈加严重，因此在用水过程中很多人习惯一直打开水龙头放掉冷水，直到流出热水，既造

成水资源的浪费，使用者也感觉不方便不舒适。而在较为复杂的生活热水用水局域管线环

境中，比如复式住宅、别墅，通常存在远近不等、甚至楼层高低不同的多个用水点，用水点距

离热水源点较远，且每个楼层都至少存在一个或多个热水用水点，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

[0003] 这是因为现有技术下的燃气热水器、供水供暖一体燃气炉、空气能热水器、太阳能

热水器、储水式电热水器等生活热水供应设备都无法解决如何将通向用水点的单向管线内

的存水加热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热水器及其热水循环装置，可以将用水点的单向管

线内的存水加热，管线中的任何点都可以实现即出热水的功能。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热水器的热水循环装置，其包括：所述子母管转换三通100包括：三通管，所述

三通管内设置腔体，所述腔体内设有子母通道腔横隔107，子母通道腔横隔107将所述腔体

分隔为子通道腔102和母通道腔101；子通道腔102设有子管外接口106和子管内接口104，母

通道腔101设有第一母管外接口103和第二母管外接口105；

[0007] 所述子母通道腔横隔107上开设有借道口108，借道口108上设有借道口108的门盖

109，借道口108的门盖109通过借道口门盖轴110固定在子母通道腔横隔107上。

[0008] 优选地，热水器的热水循环装置包括：主机，所述主机包括：子母管转换三通100、

第一连接管205、第二连接管206、第三连接管207和微型水泵201，所述主机外设置有外壳

200，子母管转换三通100的第一母管外接口103与第二连接管206的一端连接，第二连接管

206的另一端伸出所述壳体200形成壳体200的第二进出水口2002；子母管转换三通100的子

管外接口106通过第一连接管205与微型水泵201的第一进出水口2011连接，微型水泵201的

第二进出水口2012与第三连接管207的一端连接，第三连接管207的另一端伸出壳体200形

成第三进出水口2003；子母管转换三通100的第二母管外接口105伸出所述壳体200形成壳

体200的第一进出水口2001。

[0009] 优选地，所述第一连接管205或第三连接管207上设置有温度传感装置202，所述外

壳200上设置有远程控制装置203、有用于设定工作程式的控制面板和电源接入口204。

[0010] 优选地，第二连接管206的第二进出水口2002与保温水箱301的热水出口3011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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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三连接管207的第三进出水口2003与冷水进水管30的接入口3021连接，冷水进水管30

的一端3022与保温水箱301的冷水进水口3012连接，冷水进水管30的另一端伸出壳体200形

成冷水进水口3002，所述第二母管外接口105伸出壳体200形成热水出水口3001。

[0011] 优选地，所述母通道腔101的外壁上还设有调试口111。

[0012] 实施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热水器及其热水循环

装置，既能保证简单管线环境(简单管线环境是指平层建筑且用水点数量不多的热水管线

局域环境)，在与支线分机组合使用时，又能保证在较为复杂的热水管线局域环境(较为复

杂的局域管线环境是指比如有2、3层甚至3、4层的别墅类建筑)中处于距离远近不等、位置

高低不同的各个用水点中的任何一个在被打开时都能立刻流出热水系列即出热水设备。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热水循环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图1的A处放大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热水循环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支线分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7] 本发明目的的实现、功能特点及优点将结合实施例，参照附图做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9]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热水器的热水循环装置，如图2所示，包括：子母管转换三

通100，所述子母管转换三通100包括：三通管，所述三通管内设置腔体，所述腔体内设有子

母通道腔横隔107，子母通道腔横隔107将所述腔体分隔为子通道腔102和母通道腔101；子

通道腔102设有子管外接口106和子管内接口104，母通道腔101设有第一母管外接口103和

第二母管外接口105。

[0020] 所述子母通道腔横隔107上开设有借道口108，借道口108上设有借道口108的门盖

109，借道口108的门盖109通过借道口门盖轴110固定在子母通道腔横隔107上，在其他实施

例中，在上述实施例基础上，进一步的，所述母通道腔101的外壁上还设有调试口111，封闭

借道口的方式也可以用其他防止子通道腔液体进入母通道腔或防止母通道腔液体进入子

通道腔的其他逆止装置代替。

[0021] 在上述实施例基础上，在其他实施例中，更为具体的，如图1所示，主机，所述主机

包括：子母管转换三通100、第一连接管205、第二连接管206、第三连接管207和微型水泵

201，所述主机外设置有壳体200，子母管转换三通100的第一母管外接口103与第二连接管

206的一端连接，第二连接管206的另一端伸出所述壳体200形成壳体200的第二进出水口

2002；子母管转换三通100的子管外接口106通过第一连接管205与微型水泵201的第一进出

水口2011连接，微型水泵201的第二进出水口2012与第三连接管207的一端连接，第三连接

管207的另一端伸出壳体200形成第三进出水口2003；子母管转换三通100的第二母管外接

口105伸出所述壳体200形成壳体200的第一进出水口2001。该循环装置可以与现有技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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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气能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储水式电热水器配套使用，使其具有即出热水的功能。

[0022] 在上述实施例基础上，在其他实施例中，进一步的，所述第一连接管205或第三连

接管207上设置有温度传感装置202，所述外壳200上设置有远程控制装置203、有用于设定

工作程式的控制面板和电源接入口204。以更好的测量水温和控制水温，以及接入电源，其

他实施例中，该电源接入口和控制面板也可以独立于该外壳设置。

[0023] 上述实施例提供的热水循环装置可以与现有技术下的空气能热水器、太阳能热水

器、储水式电热水器配套使用，使其具有即出热水的功能。连接方式为：将热水循环装置的

进出水口2003与现有技术下的空气能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储水式电热水器的冷水进水

管连接，将第二进出水口2002与现有技术下的空气能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储水式电热水

器的热水出水口连接，将热水循环装置的第一进出水口2001(子母管转换三通100的母管外

接口105)与热水管线延长线的端口相连接；将子母管转换三通100的子管内接口104与设置

在热水延长管线内的子管连接，子管延伸至热水管线远端，即可实现热水管线全线域用水

点即出热水功能。

[0024] 该热水循环装置既可以与现有技术提供的储水式热水器配套使用以满足简单管

线环境的即出热水需求，也可以作为主机与其他分机组合使用，满足较复杂的管线局域环

境的即出热水要求。简单管线环境中使用的该热水循环装置可以省略远程控制装置203。

[0025] 在上述实施例基础上，在其他实施例中，进一步的，如图3所示，第二连接管206的

第二进出水口2002与保温水箱301的热水出口3011连接；第三连接管207的第三进出水口

2003与冷水进水管30的接入口3021连接，冷水进水管30的一端3022与保温水箱301的冷水

进水口3012连接，冷水进水管30的另一端伸出壳体200形成冷水进水口3002，所述第二母管

外接口105伸出壳体200形成热水出水口3001。保温水箱301可以是现有技术下的空气能热

水器的保温水箱，也可以是现有技术下的太阳能热水器的保温水箱，还可以是现有技术下

的储水式电热水器的保温水箱，即可分别构成：一种能即出热水的空气能热水器一体式主

机、一种能即出热水的太阳能热水器一体式主机和一种能即出热水的储水式电热水器一体

式主机。

[0026] 通过设置在热水延长管线内的，与子母管转换三通100内的子管内接口104所连接

的子管延长线，在微型水泵201的作用下将管线内的存水从热水管线远端即内置子管延长

线远端端口抽吸回流并推送至热水源，在水泵201的动力和水流压力下，热水源内的热水经

子母管转换三通100的母通道腔101重新进入热水延长管线，并流向热水管线远端，再被从

子管延长线远端端口抽吸回流，形成封闭管线内的循环交换。当设置在第一连接管205或第

三连接管207上的温度传感装置202测得水温达到或低于设定温度阈值时，微型水泵201停

止或开始工作。

[0027] 在较为复杂的平层的局域管线环境中需要将自热水管线起始点至管线局域环境

中的最远用水点设定为主循环段，在较复杂的多层(别墅)建筑的管线局域环境中，最远用

水点选在最上层管线最远端。在主循环管线内内置子管从主机子管延伸至主循环管线的端

头附近，主机承担主循环管线内的存水与热水源形成循环。在较为复杂的局域管线环境中，

主机需要与支线分机组合使用。支线指的是在主循环管线途中分支出来的距离较长且存在

多个用水点的管线，如图4所示，该支线分机结构以及与其他部件的连接方式为：一子母管

转换三通100的母管外接口103与另一子母管转换三通100的母管外接口对接。一子母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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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100的第二母管外接口105伸出支线分机600的壳体形成支线分机600的第一进出水口

603，另一子母管三通100的第二母管外接口伸出支线分机600的壳体形成支线分机600的第

二进出水口604。一子母管转换三通100的子管外接口106通过第四连接管601与微型水泵

201的第一进出水口2011连接，微型水泵201的第二进出水口2012通过第五连接管602与另

一子母管转换三通100的子管外接口106连接，一子母管转换三通100的母管腔101或另一子

母管转换三通100的母管腔101设置有温度传感装置202，另外该支线分机600还设置有远程

控制信号收发装置203和电源接入口204。

[0028] 主机工作时，主循环管线用水点的水龙头处于闭合状态；支线分机工作时，该支线

管线用水点水龙头处于闭合状态。当所属主循环或支线管线上远端水龙头被打开时，主机

和所属支线上的分机进入待机状态。

[0029] 上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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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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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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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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