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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调节室温并照明的建筑节能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调节室温并照明的

建筑节能装置，涉及建筑节能技术领域，该调节

室温并照明的建筑节能装置，包括热水器支架，

所述热水器支架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冷水管，所述

冷水管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真空玻璃管，所述热水

器支架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热水储水箱，所述真空

玻璃管远离冷水管的一端与热水储水箱固定连

接。该调节室温并照明的建筑节能装置，使用时

真空玻璃管通过阳光照射将冷水加热成热水，热

水进入热水储水箱通过热水管进入暖气片，气温

低时不需要开空调，暖气片可以对房间进行供

暖，达到供暖的目的，热水管内的热水也可进行

使用，太阳能电板将光能转化为电能，蓄电箱一

侧设置的照明灯可以通电进行照明，达到节能环

保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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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调节室温并照明的建筑节能装置，包括热水器支架(1)，其特征在于：

所述热水器支架(1)的一侧固定连接有冷水管(2)，所述冷水管(2)的一侧固定连接有

真空玻璃管(3)，所述热水器支架(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热水储水箱(4)，所述真空玻璃管

(3)远离冷水管(2)的一端与热水储水箱(4)固定连接，所述热水储水箱(4)的一侧开设有出

水口(5)，所述热水储水箱(4)靠近出水口(5)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热水管(6)，所述热水管(6)

远离热水储水箱(4)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暖气片(7)，所述暖气片(7)的一侧开设有暖气片进

水口，所述热水管(6)远离热水储水箱(4)的一端与暖气片进水口固定连接，所述暖气片(7)

的另一侧开设有暖气片出水口，所述冷水管(2)的一侧开设有进水口(8)，所述冷水管(2)靠

近进水口(8)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进水管(9)，所述进水管(9)远离冷水管(2)的一端与暖气片

(7)出水口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调节室温并照明的建筑节能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暖气片(7)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水泵(10)，所述热水储水箱(4)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电

板支撑架(1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调节室温并照明的建筑节能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板支撑架(1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太阳能电板(12)，所述太阳能电板(12)的一侧

固定连接有第一电源线(1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调节室温并照明的建筑节能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电源线(13)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蓄电箱(14)，所述蓄电箱(14)的一侧固定连

接有第二电源线(1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调节室温并照明的建筑节能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电源线(15)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灯座(16)，所述灯座(16)的内部设置有节能灯

泡(17)。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调节室温并照明的建筑节能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太阳能电板(12)的型号为SF-3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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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调节室温并照明的建筑节能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节能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调节室温并照明的建筑节能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高耗能建筑比例大，加剧能源危机。直到2002年末，我国节

能建筑面积只有2.3亿平方米。我国已建房屋有400亿平方米以上属于高耗能建筑，总量庞

大，潜伏巨大能源危机。正如建设部有关负责人指出，仅到2000年末，我国建筑年消耗商品

能源共计3.76亿吨标准煤，占全社会终端能耗总量的27.6％，而建筑用能的增加对全国的

温室气体排放“贡献率”已经达到了25％。因高耗能建筑比例大，单北方采暖地区每年就多

耗标准煤1800万吨，直接经济损失达70亿元，多排二氧化碳52万吨。如果任由这种状况继续

发展，到2020年，我国建筑耗能将达到1089亿吨标准；到2020年，空调夏季高峰负荷将相当

于10个三峡电站满负荷能力，这将会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量。据分析，我国处于建设鼎旺

期，每年建成的房屋面积高达16亿至20亿平方米，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年建成建筑面积的总

和，而97％以上是高能耗建筑。以如此建设增速，预计到2020年，全国高耗能建筑面积将达

到700亿平方米。因此，如果不开始注重建筑节能设计，将直接加剧能源危机。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调节室温并照明的建筑节能装置，

解决了过度用电的问题。

[0005] (二)技术方案

[0006]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7] 一种调节室温并照明的建筑节能装置，包括热水器支架，所述热水器支架的一侧

固定连接有冷水管，所述冷水管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真空玻璃管，所述热水器支架的顶部固

定连接有热水储水箱，所述真空玻璃管远离冷水管的一端与热水储水箱固定连接，所述热

水储水箱的一侧开设有出水口，所述热水储水箱靠近出水口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热水管，所

述热水管远离热水储水箱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暖气片，所述暖气片的一侧开设有暖气片进水

口，所述热水管远离热水储水箱的一端与暖气片进水口固定连接，所述暖气片的另一侧开

设有暖气片出水口，所述冷水管的一侧开设有进水口，所述冷水管靠近进水口的一侧固定

连接有进水管，所述进水管远离冷水管的一端与暖气片出水口固定连接。

[0008] 可选的，所述暖气片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水泵，所述热水储水箱的顶部固定连接有

电板支撑架。

[0009] 可选的，所述电板支撑架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太阳能电板，所述太阳能电板的一侧

固定连接有第一电源线。

[0010] 可选的，所述第一电源线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蓄电箱，所述蓄电箱的一侧固定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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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有第二电源线。

[0011] 可选的，所述第二电源线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灯座，所述灯座的内部设置有节能灯

泡。

[0012] 可选的，所述太阳能电板的型号为SF-300w。

[0013] (三)有益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调节室温并照明的建筑节能装置，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5] (1)、该调节室温并照明的建筑节能装置，通过设置暖气片，热水管远离热水储水

箱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暖气片，使用时真空玻璃管通过阳光照射将冷水加热成热水，热水进

入热水储水箱通过热水管进入暖气片，在气温低的时候不需要开空调，暖气片可以对房间

进行供暖，达到供暖的目的，热水管内的热水也可进行使用，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

[0016] (2)、该调节室温并照明的建筑节能装置，通过设置蓄电箱，第一电源线的另一端

固定连接有蓄电箱，热水储水箱的顶部设置有太阳能电板，太阳能电板将光能转化为电能，

蓄电箱进行蓄电，蓄电箱一侧设置的照明灯可以通电进行照明，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蓄电箱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热水器支架，2-冷水管，3-真空玻璃管，4-热水储水箱，5-出水口，6-热水

管，7-暖气片，8-进水口，9-进水管，10-水泵，11-电板支撑架，12-太阳能电板，13-第一电源

线，14-蓄电箱，15-第二电源线，16-灯座，17-节能灯泡。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

[0021] 请参阅图1-2，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0022] 一种调节室温并照明的建筑节能装置，包括热水器支架1，热水器支架1的一侧固

定连接有冷水管2，冷水管2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真空玻璃管3，热水器支架1的顶部固定连接

有热水储水箱4，阳光穿过吸热管的第一层玻璃照到第二层玻璃的黑色吸热层上，将太阳光

能的热量吸收，由于两层玻璃之间是真空隔热的，传热将大大减小(辐射传热仍然存在，但

没有了热传导和热对流)，绝大部分热量只能传给玻璃管里面的水，使玻璃管内的水加热，

加热的水便轻沿着玻璃管受热面往上进入保温储水桶，桶内温度相对较低的水沿着玻璃管

背光面进入玻璃管补充，如此不断循环，使保温储水桶内的水不断加热，从而达到热水的目

的，真空玻璃管3远离冷水管2的一端与热水储水箱4固定连接，热水储水箱4的一侧开设有

出水口5，热水储水箱4靠近出水口5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热水管6，热水管6远离热水储水箱4

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暖气片7，暖气片7的一侧开设有暖气片进水口，热水管6远离热水储水箱

4的一端与暖气片进水口固定连接，暖气片7的另一侧开设有暖气片出水口，冷水管2的一侧

开设有进水口8，冷水管2靠近进水口8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进水管9，进水管9远离冷水管2的

一端与暖气片7出水口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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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可选技术方案：

[0024] 暖气片7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水泵10，水泵10将暖气片7内的水排入冷水管2进行加

热循环，水泵10的与220V市电相连，热水储水箱4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电板支撑架11。

[002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可选技术方案：

[0026] 电板支撑架1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太阳能电板12，太阳能电板12的一侧固定连接有

第一电源线13。

[002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可选技术方案：

[0028] 第一电源线13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蓄电箱14，蓄电箱1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第二电

源线15。

[002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可选技术方案：

[0030] 第二电源线15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灯座16，灯座16的内部设置有节能灯泡17，太阳

能电板12将光能转化为电能，蓄电箱14进行蓄电，蓄电箱14一侧设置的照明灯可以通电进

行照明，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

[003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可选技术方案：

[0032] 太阳能电板12的型号为SF-300w。

[0033] 在使用时，阳光穿过吸热管的第一层玻璃照到第二层玻璃的黑色吸热层上，将太

阳光能的热量吸收，由于两层玻璃之间是真空隔热的，传热将大大减小(辐射传热仍然存

在，但没有了热传导和热对流)，绝大部分热量只能传给玻璃管里面的水，使玻璃管内的水

加热，加热的水便轻沿着玻璃管受热面往上进入保温储水桶，桶内温度相对较低的水沿着

玻璃管背光面进入玻璃管补充，如此不断循环，使保温储水桶内的水不断加热，从而达到热

水的目的，真空玻璃管3通过阳光照射将冷水加热成热水，热水进入热水储水箱4通过热水

管6进入暖气片7，在气温低的时候不需要开空调，暖气片7可以对房间进行供暖，太阳能电

板12将光能转化为电能，蓄电箱14进行蓄电，蓄电箱14一侧设置的照明灯可以通电进行照

明。

[0034] 综上所述，该调节室温并照明的建筑节能装置，使用时，通过设置暖气片7，热水管

6远离热水储水箱4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暖气片7，使用时真空玻璃管3通过阳光照射将冷水加

热成热水，热水进入热水储水箱4通过热水管6进入暖气片7，在气温低的时候不需要开空

调，暖气片7可以对房间进行供暖，达到供暖的目的，热水管6内的热水也可进行使用，达到

节能环保的目的，通过设置蓄电箱14，第一电源线13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蓄电箱14，热水储

水箱4的顶部设置有太阳能电板12，太阳能电板12将光能转化为电能，蓄电箱14进行蓄电，

蓄电箱14一侧设置的照明灯可以通电进行照明，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

[0035]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实用新型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第一特征在第二特

征“上”或“下”可以是第一和第二特征直接接触，或第一和第二特征通过中间媒介间接接

触。而且，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之上”、“上方”和“上面”可是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正上方或

斜上方，或仅仅表示第一特征水平高度高于第二特征。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之下”、“下方”

和“下面”可以是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正下方或斜下方，或仅仅表示第一特征水平高度小于

第二特征。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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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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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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