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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新型结合太阳能的暖风供

暖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经太阳能集热器（1）

预热的循环水进入到辅助加热器（2）再加热后，

由水泵（3）将其送入到热交换器（4）中进行热交

换后回到太阳能集热器中完成循环。由风机（5）

吹出的空气与热交换器（4）进行热交换后进入到

地板下方的风道中，热空气在风道流动的过程中

经过导热片（6）将部分热量传递到结构层（7）和

相变蓄热材料（8）中，另一部分热量直接由空气

经过地面出风口（9）带入到室内。本发明结合了

暖风和地面蓄热技术，既实现了对房间的快速预

热，又实现了能量的大量储存，以达到对太阳能

更高效利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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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结合太阳能的暖风供暖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经太阳能集热器（1）预热

的循环水进入到辅助加热器（2）再加热后，由水泵（3）将其送入到热交换器（4）中进行热交

换后回到太阳能集热器中完成循环；由风机（5）吹出的空气与热交换器（4）进行热交换后进

入到地板下方的风道中，热空气在风道流动的过程中经过导热片（6）将部分热量传递到结

构层（7）和相变蓄热材料（8）中，另一部分热量直接由空气经过地面出风口（9）带入到室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结合太阳能的暖风供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太

阳能集热器为真空太阳能集热管或太阳能集热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结合太阳能的暖风供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辅

助加热器为燃气壁挂炉或电热水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结合太阳能的暖风供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热

交换器内部盘绕的管道为铜制管道。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铜制管道，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管道上设置有铜制或铝制肋

片。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结合太阳能的暖风供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导

热片为铜片。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结合太阳能的暖风供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结

构层的表面有用于支撑的凸起。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结合太阳能的暖风供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相

变蓄热材料为石蜡和膨胀石墨按20：1所制成，相变温度为36.7℃。

9.根据权利要求6、7、8所述的导热片、结构层、相变蓄热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导热

片上半段按从下往上的顺序依次穿插于结构层和相变蓄热材料中。

10.一种基于如权利要求1-9任一所述的结合太阳能的暖风供暖系统的太阳能供暖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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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结合太阳能的暖风供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供暖系统，尤其涉及一种新型结合太阳能的暖风供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同

时，建筑能耗快速增长，建筑用能占全社会能源消费量的比例约为30%，从而加剧了能源供

应的紧张局势。在建筑能耗中，供热采暖用能约占45%，是建筑节能的重点领域。为降低建筑

能耗，既要节约，又要开源，所以，我国相关科研人员正在致力于扩大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

的应用范围。太阳能是永不枯竭的清洁能源，是人类可以长期依赖的重要能源之一，利用太

阳热能为建筑物供热采暖可以获得非常良好的节能和环境效益，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世界

各国的普遍重视。近十余年来，欧洲、北美发达国家的太阳能供热采暖规模化利用技术快速

发展，建成了大批利用太阳能的区域供热采暖工程，并编写出版了相应的技术指南和设计

手册。我国很多寒冷地区的太阳能非常丰富，为充分利用这一自然能源，我国住建部和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09年3月19日联合发布《太阳能供暖采暖工程技术规范》

（GB50495-2009），2009年8月1日实施。

[0003] 太阳能是一种不稳定热源，会受到阴天、雨、雪天气的影响。太阳能的供给不论在

量上还是在时间上都是变化的。能够获取太阳能只能是在白天，特别是直接日照，只有在晴

天时才能获得，而生活中的能源，早晨和晚上要比白天集中。如果暂时能把太阳能储存起

来，在必要的时候再次回收利用的话，既可以提高能源的便利性又能扩大适用范围。因此，

该发明拟采用蓄热措施将白天的太阳热转移到夜间采暖用。如果供热量变动超过蓄热装置

能力的场合，或是供热温度低于用户端要求的场合可以设置辅助热源进行补充。无论是集

热效率还是集热温度，冬季都比夏季容易下降，因此，大型的太阳热利用系统一般采用锅炉

或者热泵作为辅助热源。

[0004] 当前，在我国的川西北、西藏、新疆等地区，昼夜温差很大，白天太阳辐射强度高，

夜间温度较低。为更加合理利用太阳能，针对高原供暖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现阶段采用的结

合太阳能供暖方式多为利用水箱蓄热方式来满足夜间供暖需求。例如公公开号为

CN201910091235提供了一种利用水箱蓄热的供暖方案，但其在夜间供暖时常常为了维持水

温于一定区间需消耗一定的  传统能源，且输送循环水也需要动力，无法真正实现夜间零能

耗供暖，且若该类系统用于高寒地区也存在着因保温措施不到位而引起水体结冻进而引起

水循环停滞，甚至爆管的风险。又如公开号为CN201720323159利用水箱蓄热，将热水送入每

个房间的盘管，以热风的形式供暖，但该型蓄热供暖系统同样存在着水体结冻的风险，且无

法实现夜间零能耗供暖。为了更好地为高寒地区提供供暖策略，目前人们正积极探索房屋

结构蓄热的供暖方法，以替代传统的水箱蓄热模式。例如公开号为CN201510524099提供了

一种墙体蓄热的供暖策略，利用热源供热、墙体蓄热的方式在夜间为房间供暖，且能够实现

夜间零能耗供暖。但由于其使用石蜡作为墙体相变蓄热材料，使得该发明在实际应用时常

常面临材料密封的技术障碍以及施工的困难等问题，而且也无法实现房间的快速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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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由于利用太阳能集热系统对空气加热，空气为介质，有着不会结冰，系统无腐蚀、

无结垢、无承压的要求，如有泄漏也不致影响系统的使用，太阳能空气集热器直接加热空气

用于采暖，无需二次换热等优点，因此太阳能空气集热器采暖系统拥有比太阳能热水采暖

系统更高的采暖效率，许多人也研究了太阳能在空气预热方面的应用。例如公开号为

CN201811491947提供了一种利用太阳能加热气体，由气体加热循环水达到为室内供暖的目

的。但该系统没能实现蓄热功能，受水体结冰的限制，该系统难以应用于极寒地区。公开号

为CN201811394630公开了一种利用真空管集热器为空气加热后送入到房间及储热设备中，

既有效利用了太阳能，又实现了蓄热功能。但这种系统在利用蓄积的热量时存在着多次换

热，既降低了换热效率，又增大了系统复杂度从而增加了初投资，且取热环节仍然需要风机

等动力设备的运行，没有真正实现夜间零能耗供暖，另外，由于太阳能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

分布的不确定性，而该系统并没有结合传统能源作为辅助手段，因此该系统在长期阴雨天

气时段无法起到理想的供暖效果。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设计了一种新型结合太阳能的暖风供暖系统。

[0007] 该系统运行思路是：白天时，经太阳能集热器（1）预热的循环水进入到辅助加热器

（2）再加热后，由水泵（3）将其送入到热交换器（4）中进行热交换后回到太阳能集热器中完

成循环。由风机（5）吹出的空气与热交换器（4）进行热交换后进入到地板下方的风道中，热

空气在风道流动的过程中经过导热片（6）将部分热量传递到结构层（7）和相变蓄热材料（8）

中，另一部分热量直接由空气经过地面出风口（9）带入到室内。在夜间，可停止全部系统运

行，由相变蓄热材料在白天储存的热量为房间持续供暖。进一步，若长时间没有太阳能可利

用（如，长时间阴雨天气），可由辅助加热器（2）单独运行并将太阳能集热设备旁通掉，其系

统运行流程和正常情况一致。本发明结合了暖风和地面蓄热技术，既实现了对房间的快速

预热，又实现了能量的大量储存，以达到对太阳能更高效利用的目的。

[0008] 其中，所述的太阳能集热器为真空太阳能集热管或太阳能集热板。

[0009] 所述的太阳能集热器入口与热交换器通过管道相连接，出口与辅助加热器通过管

道相连接。

[0010] 所述的管道表面铺设有保温材料。

[0011] 其中，所述的辅助加热器为燃气壁挂炉或电热水器。

[0012] 所述的辅助加热器可通入自来水或地下水。

[0013] 其中，所述的热交换器内部盘绕的管道为铜制管道。

[0014] 所述的铜制管道上设置有铜制或铝制肋片。

[0015] 其中，所述的导热片为铜片。

[0016] 其中，所述的结构层有表面有用于支撑的凸起。

[0017] 其中，所述的相变蓄热材料为石蜡和膨胀石墨按20：1所制成，相变温度为36.7℃。

[0018] 其中，所述的导热片上半段按从下往上的顺序依次穿插于结构层和相变蓄热材料

中

本发明的优点是：

1.利用填充在地板层中的相变蓄热材料储存白天热风中的热量，解决了太阳能夜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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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供暖的问题，实现了太阳能供暖、相变蓄热供暖方式的互补，最大限度地延长了太阳能供

暖的时效性，并且能达到夜间零能耗供暖的目的；2.采用暖风下送的模式对房间空气预热，

改变了传统利用风机盘管采暖方式造成的头热脚冷的问题；3.系统结构简单，无需设置大

型蓄热水箱或其他蓄热装置，投资省，可应用范围广；4.大大减少循环水管的使用，可有效

防止因为低温造成水体结冻而引起的水循环停滞，甚至水管爆裂的危险，提高延长了系统

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新型结合太阳能的暖风供暖系统的立面示意图。

[0020] 图中：1太阳能集热器；2辅助加热器；3水泵；4热交换器；5风机；6导热片；7结构层；

8相变蓄热材料；9地面出风口。

[0021]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新型结合太阳能的暖风供暖系统的平面示意图。

[0022] 图中：1太阳能集热器；2辅助加热器；3水泵；4热交换器；5风机；9地面出风口。10建

筑支撑结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非限制性说明。

[0024] 本系统是针对高原地区气候寒冷、低温天气周期长的气候特点而设计发明的一种

新型结合太阳能的暖风供暖系统。白天时，经太阳能集热器（1）预热的循环水进入到辅助加

热器（2）再加热后，由水泵（3）将其送入到热交换器（4）中进行热交换后回到太阳能集热器

中完成循环。由风机（5）吹出的空气与热交换器（4）进行热交换后进入到地板下方的风道

中，热空气在风道流动的过程中经过导热片（6）将部分热量传递到结构层（7）和相变蓄热材

料（8）中，另一部分热量直接由空气经过地面出风口（9）带入到室内。在夜间，可排空循环水

防止水体结冻，停止全部系统运行，由相变蓄热材料在白天储存的热量为房间持续供暖。进

一步，若长时间没有太阳能可利用（如，长时间阴雨天气），可在白天由辅助加热器（2）单独

运行并将太阳能集热设备旁通掉，其系统运行流程和正常情况一致。本发明结合了暖风和

地面蓄热技术，既实现了对房间的快速预热，又实现了能量的大量储存，以达到对太阳能更

高效利用的目的。

[0025] 进一步，上述的循环水不仅可以是自来水还可以是温度较高的井水或地下水。

[0026] 进一步，若该系统用于大型的建筑，可将辅助加热器（1）改为大型锅炉或热泵，进

风可以是全新风，也可以是部分新风。

[0027] 进一步，相变蓄热材料的填充量应根据房间负荷决定，相变材料蓄热量（45℃-15

℃）为278MJ/m³，相当于75度耗电量。

[0028] 进一步，若房间对空气预热速度有较高的要求，可在上述的相变蓄热材料中添加

石墨烯，按石蜡、80目膨胀石墨、石墨烯质量占比分别是：94%、5%、1%的配比制成。

[0029] 进一步，若该系统应用于空间较小的居室空间里，可采用全回风方式供暖。

[0030] 进一步，所述的地暖盘管可按回形，双回形，蛇形的方式盘绕，具体盘绕方式应由

房间空间特征决定。

[0031] 进一步，若该系统应用于太阳能资源不丰富的地区，可去除上述系统中的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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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热器，直接由壁挂炉或电加热在白天进行地面的蓄热及空气的预热。

[0032] 进一步，若该系统应用于具有电价差的地区，可在夜间利用低价电加热循环水为

房间供暖的同时给蓄热材料蓄热，到了白天电价恢复到高位时则无需耗电供暖。

[0033] 进一步，若该系统应用于冬冷夏热且太阳能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如新疆、甘肃等

省份时，需添置保温水箱，在冬季可旁通掉水箱按上述应用于高原地区的模式运行，在夏季

气温较高时可旁通掉地暖循环单元，太阳能所产生的热水可储存于保温水箱中，作为生活

用水取用。

[0034] 进一步，该系统所使用的高潜热复合相变蓄热材料不仅可以应用于地面蓄热，还

可以用于墙体蓄热，屋面蓄热以及水箱式蓄热的系统中。

[0035]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详细说明。

[0036] 例如，该系统应用于高原地区的普通居民住宅中时，若住宅为低矮平房，则可将太

阳能集热器安置于屋顶，尽量减少暴露于室外的管段，且必须对暴露于室外的管段做充足

的保温措施，室内可安装小型的燃气壁挂炉或电热水器与太阳能集热器相连接，作为辅助

热源。白天热循环水的热量通过换热器最大限度释放于空气中，在地下风道，暖风中一部分

用于即时供暖，另一部分通过导热片储存于结构层和相变蓄热材料中。到了晚上，停止系统

的运行，由地暖所蓄得的热量继续为室内供暖。若住宅为楼房，该系统的应用相对受限。但

对于部分朝阳的户型来说仍是可使用的。其相对于本系统的主要应用区别在于，其集热器

需使用太阳能真空集热管，集热管可设置于空调室外机位处，以替代传统的百叶窗，既美

观，又能高效利用太阳能。

[0037] 又如，该系统应用于高原地区的大型公共建筑中时，例如火车站大厅。由于像车

站、机场航站楼等屋面空间大，可在屋面安装太阳能集热器，此时该系统中的太阳能集热器

以选择板式集热器为优，辅助加热器可使用大型锅炉或空气源热泵，板式集热器在集热的

同时也能将公共空间的热量锁住，热水通入地板下方，将一部分热量释放，另一部分热量储

存，夜间在没有能源消耗的情况下也能为室内持续高效供暖。

[003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较佳实施方式的举例，其中未详细述及的部分均为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的公知常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任何基于本发明的技

术启示而进行的等效变换，例如相变蓄热材料配比的变更，太阳能集热器集热面积的变更

等，也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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