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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

(57)摘要

一种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包括水箱、循

环泵、太阳能集热器、恒温三通阀及控制器；水箱

的热水出口连接用户的热水管；上循环进水口与

恒温三通阀的第一出水口连接；下部进口与恒温

三通阀的第二出水口连接；下循环出水口与循环

泵的进水端连接；自来水进水口连接用户的自来

水管；太阳能集热器的进水端与循环泵的出水端

连接，太阳能集热器的出水端与恒温三通阀的进

水端连接；太阳能集热器上设有第一温度传感

器；本实用新型的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能够实

现热水的24小时供应，又能够充分利用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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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水箱、循环泵、太阳能集热器、恒温三

通阀及控制器；

所述水箱上自上而下依次设有热水出口、上循环进水口、上温度传感器、上电辅助加热

装置、下部进口、下温度传感器、下电辅助加热装置、下循环出水口、自来水进水口及排污

口；

所述热水出口连接用户的热水管；

所述上循环进水口与恒温三通阀的第一出水口连接；

所述下部进口与恒温三通阀的第二出水口连接；

所述下循环出水口与循环泵的进水端连接；

所述自来水进水口连接用户的自来水管；

所述太阳能集热器的进水端与循环泵的出水端连接，太阳能集热器的出水端与恒温三

通阀的进水端连接；

所述太阳能集热器上设有第一温度传感器；

所述循环泵、上温度传感器、上电辅助加热装置、下温度传感器、下电辅助加热装置及

第一温度传感器通过线路分别与控制器电连接，控制器具有内置的控制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恒温三通阀为机械

式恒温三通阀，或者，所述恒温三通阀为电子式恒温三通阀，电子式恒温三通阀通过线路与

控制器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循环出水口与下

电辅助加热装置的距离为10cm，下电辅助加热装置与下温度传感器的距离为10cm，下温度

传感器与下部进口的距离为10cm；热水出口与上循环进水口的距离为20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电辅助加热装置

和下电辅助加热装置为发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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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太阳能热水器及系统有两种工作方式：

[0003] 直热式，当检测到太阳能集热器的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如55°)，开启进水阀，太阳

能集热器内部的热水输入到保温水箱内并进行储存，此种直热式的太阳能热水器优点是：

当阳光充足强烈时，太阳能集热器的集热效率高，能够实现充足的热水供应，缺点是：当阳

光较弱时，太阳能集热器的集热效率较差，无法提供充足的热水甚至没有热水输出。

[0004] 温差循环方式，当检测到太阳能集热器与保温水箱下部的差值大于某一设定温差

时(如8°)，启动循环泵，太阳能集热器内温度较高的水和保温水箱内温度较低的水进行交

换；太阳能集热器和保温水箱下部的温差下降到设定值(如3°)时，关闭循环泵；如此反复循

环，使保温水箱内的温度慢慢升高。此种温差循环方式的太阳能热水器优点是：当冬天阳光

弱时，太阳能集热器仍能将收集到的热量传递给保温水箱内部的水，保温水箱内部的水能

够实现一定的温度提升；缺点是：当阳光较弱以及保温水箱水温(45°以上)和太阳能集热器

的温度相差不大时，太阳能集热器的集热效率大幅下降，并且，在早上阳光较弱，中午和下

午阳光很强的情况下，温差循环方式的太阳能热水器也需要一个换热的过程，也只能到下

午才会有充足的热水供应。

[0005] 因此，需要进一步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而提供一种高效智能太阳

能热水器，其能够实现热水的24小时供应，又能够充分利用太阳能。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8] 一种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包括水箱、循环泵、太阳能集热器、恒温三通阀及控

制器；

[0009] 所述水箱上自上而下依次设有热水出口、上循环进水口、上温度传感器、上电辅助

加热装置、下部进口、下温度传感器、下电辅助加热装置、下循环出水口、自来水进水口及排

污口；

[0010] 所述热水出口连接用户的热水管；

[0011] 所述上循环进水口与恒温三通阀的第一出水口连接；

[0012] 所述下部进口与恒温三通阀的第二出水口连接；

[0013] 所述下循环出水口与循环泵的进水端连接；

[0014] 所述自来水进水口连接用户的自来水管；

[0015] 所述太阳能集热器的进水端与循环泵的出水端连接，太阳能集热器的出水端与恒

温三通阀的进水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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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太阳能集热器上设有第一温度传感器；

[0017] 所述循环泵、上温度传感器、上电辅助加热装置、下温度传感器、下电辅助加热装

置及第一温度传感器通过线路分别与控制器电连接，控制器具有内置的控制系统。

[0018] 所述恒温三通阀为机械式恒温三通阀，或者，所述恒温三通阀为电子式恒温三通

阀，电子式恒温三通阀通过线路与控制器电连接。

[0019] 所述下循环出水口与下电辅助加热装置的距离为10cm，下电辅助加热装置与下温

度传感器的距离为10cm，下温度传感器与下部进口的距离为10cm；热水出口与上循环进水

口的距离为20cm。

[0020] 所述上电辅助加热装置和下电辅助加热装置为发热管。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2] 本实用新型的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把现有的直热式与温差循环方式完美地结

合起来，取长补短，增加上电辅助加热装置和下电辅助加热装置，使得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

器能随时提供热水，又能有效利用太阳能。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的原理图。

[0024]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控制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26] 参见图1-图2，本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包括水箱21、循环泵22、太阳能集热器

23、恒温三通阀24及控制器25(控制器25亦可称为智能控制仪、控制装置或控制模块)；

[0027] 水箱21为承压式保温水箱，其内部的热水会在水箱21的上部聚集，温水或冷水会

积聚在水箱21的下部，即水箱21内部的水温自上而下逐渐降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均可理

解。

[0028] 所述水箱21上自上而下依次设有热水出口31、上循环进水口32、上温度传感器33、

上电辅助加热装置34、下部进口35、下温度传感器36、下电辅助加热装置37、下循环出水口

38、自来水进水口39及排污口；

[0029] 上电辅助加热装置34用于加热水箱21上部的水，配合上温度传感器33和控制器

25，保证水箱21上部的水24小时都处于热水状态，满足用户随时的热水使用需求。

[0030] 下电辅助加热装置37用于加热水箱21下部的水，设定下电辅助加热装置37在下午

特定的时间进行加热(根据用户的用水习惯和当地的日照规律综合设定)，加热水箱21整箱

水，下电辅助加热装置37只加热一次，满足晚上对热水的需求量。

[0031] 所述热水出口31连接用户的热水管40；实现热水的输出。

[0032] 所述上循环进水口32与恒温三通阀24的第一出水口连接；

[0033] 所述下部进口35与恒温三通阀24的第二出水口连接；

[0034] 恒温三通阀24的第一出水口为温度较高的热水出口，恒温三通阀24的第二出水口

为温度较低的温水、冷水出口。

[0035] 太阳能集热器23的热水通过恒温三通阀24的第一出水口及上循环进水口32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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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箱21的上部。

[0036] 太阳能集热器23的温水通过恒温三通阀24的第二出水口及下部进口35进入水箱

21的中部。

[0037] 因此，本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不管阳光强弱都能实现太阳能的收集。

[0038] 所述下循环出水口38与循环泵22的进水端连接；

[0039] 所述自来水进水口39连接用户的自来水管41；

[0040] 自来水管41上设有稳流装置，稳流装置为稳流阀，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均可理解。

[0041] 所述太阳能集热器23的进水端与循环泵22的出水端连接，太阳能集热器23的出水

端与恒温三通阀24的进水端连接；

[0042] 所述太阳能集热器23上设有第一温度传感器42；

[0043] 太阳能集热器23内部具有换热管路，第一温度传感器42设置在换热管路上，第一

温度传感器42用于检测太阳能集热器23内部的水温，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均可理解。

[0044] 所述循环泵22、上温度传感器33、上电辅助加热装置34、下温度传感器36、下电辅

助加热装置37及第一温度传感器42通过线路分别与控制器25电连接，控制器25具有内置的

控制系统，实现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的控制，能够实现热水的24小时供应，又能够充分利

用太阳能。

[0045] 本实用新型的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把现有的直热式与温差循环方式完美地结

合起来，取长补短，增加上电辅助加热装置34和下电辅助加热装置37，使得高效智能太阳能

热水器能随时提供热水，又能有效利用太阳能。

[0046] 进一步地，所述恒温三通阀24为机械式恒温三通阀，或者，所述恒温三通阀为电子

式恒温三通阀，电子式恒温三通阀通过线路与控制器25电连接，本实施例中，采用电子式恒

温三通阀。

[0047] 进一步地，所述下循环出水口38与下电辅助加热装置37的距离为10cm，以下循环

出水口38的顶部和下电辅助加热装置37底部作为距离基准；下电辅助加热装置37与下温度

传感器36的距离为10cm，以下电辅助加热装置37的顶部和下温度传感器36的底部为距离基

准；热水出口31与上循环进水口32的距离为20cm，以热水出口31底部和上循环进水口32顶

部作为距离基准，实现下部进口35、下温度传感器36、电辅助加热装置37及下循环出水口38

的布局。

[0048] 进一步地，所述上电辅助加热装置34和下电辅助加热装置37为发热管，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均可理解。

[0049] 本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的控制方法，所述方法用于控制上述高效智能太阳能热

水器，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1)太阳能热水器开机运行，控制系统初始化；

[0051] (2)设定水箱上部用水温度ts1、水箱下部用水温度ts2、水箱下部定时加热时间

h1、温度允许差值tr、恒温三通阀第一出水口和第二出水口的切换温度ts、循环泵的启动温

差tc1、循环泵的停止温差tc2、实时时钟h及太阳能温升检测计时设定时间h2；

[0052] 以我国南方为例，太阳光强度在下午14、15时后强度大幅降低，因此，水箱下部定

时加热时间h1可以设定为14-17时中的任意时间点。

[0053] (3)控制器进行太阳能温升检测计时h3，控制器进行实时时钟计时；下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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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水箱下部温度t1；第一温度传感器采集太阳能集热器温度t2；上温度传感器采集水箱

上部温度t3；t1、t2及t3反馈给控制系统；计算太阳能集热器与水箱的温差tc；进入步骤

(4)、(5)和(6)；

[0054] 实时时钟h即为当地的标准时间。

[0055] 下温度传感器、第一温度传感器及上温度传感器每隔一段时间t4进行一次温度的

采集，或者，下温度传感器、第一温度传感器及上温度传感器持续保持采集状态，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均可理解。

[0056] (4)判断是否满足t3≤(ts1-tr)，如是，上电辅助加热装置进行加热直至满足t3≥

ts1，再返回步骤(3)；如否，返回步骤(3)；

[0057] 保证水箱21上部的水24小时都处于热水状态，满足用户随时的热水使用需求。

[0058] (5)判断是否满足h＝h1，如是，进入步骤(7)；如否，返回步骤(3)；

[0059] (6)判断是否满足h3＝h2，如是，进入步骤(8)；如否，返回步骤(3)；

[0060] (7)判断是否满足t1≤(ts2-tr)，如是，下电辅助加热装置进行加热直至满足t1≥

ts2，再返回步骤(3)；如否，返回步骤(3)；

[0061] 下电辅助加热装置在下午特定的时间对整箱水进行加热，满足晚上对热水的需求

量。

[0062] (8)判断是否满足tc≥tc1，如是，进入步骤(9)；如否，循环泵停止，h3清零并返回

步骤(3)重新计时；

[0063] 循环泵的启动温差tc1的设定，避免太阳能集热器与水箱的温差tc过小的情况下

仍然启动循环泵；需满足tc≥tc1，循环泵才启动，保证了太阳能集热器的太阳能采集效率，

提高循环泵的利用效率。

[0064] (9)判断是否满足t2≥ts，如是，恒温三通阀切换至第一出水口，循环泵运行，进入

步骤(10)；如否，恒温三通阀切换至第二出水口，循环泵运行，进入步骤(10)；

[0065] 保证太阳能集热器中的热水进入水箱上部，太阳能集热器中的温水进入水箱中

部。

[0066] (10)判断是否满足tc≤tc2，如是，循环泵停止，h3清零并返回步骤(3)重新计时；

如否，返回步骤(8)，循环泵保持运行状态。

[0067] 本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无论阳光强弱都能高效地吸收太阳能光热，优先利用太

阳能提供热水，且加热快，加热温度高，在满足用户24小时随时的热水需求的基础上，更加

节能。

[0068] 本高效智能太阳能热水器工作时可以对水箱上部和下部选择加热，每天下午太阳

光减弱时下电辅助加热装置才加热整箱水，其他时段上电辅助加热装置只加热水箱上部少

部分热水，既保证随时有热水使用，又能充分利用太阳能。

[0069] 进一步地，所述tc＝t2-t1，t3始终大于t1，即水箱上部的水温始终大于水箱下部

的水温，因此，太阳能集热器和水箱的温差采用下温度传感器采集到的水箱下部温度t1进

行对比。

[0070] 进一步地，所述ts为48-55℃。

[0071] 进一步地，所述h2为3-20min。

[0072]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而非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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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依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内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本实用新型所保护的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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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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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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