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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光伏光热热泵空调，

包括光伏光热组合板、相变储热水箱、换热介质

箱、空调外机、空调内机，光伏组合板包括金属边

框,金属边框两端分别设有第一卡板和第二卡

板，从第一卡板到第二卡板之间依次安装保温

板、U型管、导热板、光伏电池板，光伏电池板从上

到下依次为钢化玻璃、第一层EVA、太阳能电池、

第二层EVA、TPT背板，U型管在金属边框上具有进

液端和出液端，进液端连接相变储热水箱，出液

端连接相变储热水箱，换热介质箱包括左右对称

设置进热箱和出热箱，进热箱连接相变储热水

箱，出热箱设有第一连接管和第二连接管，第一

连接管连接空调外机出液端，第二连接管连接空

调内机进液端，空调外机的出气端连接空调内机

的进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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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伏光热热泵空调，其特征在于，包括光伏光热组合板、相变储热水箱、换热介

质箱、空调外机、空调内机，所述光伏组合板包括金属边框,所述金属边框两端分别设有第

一卡板和第二卡板，从第一卡板到第二卡板之间依次安装保温板、U型管、导热板、光伏电池

板，所述光伏电池板从上到下依次为钢化玻璃、第一层EVA、太阳能电池、第二层EVA、TPT背

板，所述U型管在金属边框上具有进液端和出液端，所述进液端连接相变储热水箱，所述出

液端连接相变储热水箱，所述换热介质箱包括左右对称设置进热箱和出热箱，所述进热箱

连接相变储热水箱，所述出热箱设有第一连接管和第二连接管，所述第一连接管连接空调

外机出液端，所述第二连接管连接空调内机进液端，空调外机的出气端连接空调内机的进

气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伏光热热泵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相变储热水箱内放

置有水，相变储热水箱的底部设有第一出水孔与第二出水孔，相变储热水箱的侧面设有第

三出水孔与第四出水孔，所述第一出水孔通过第一水管连接进液端，所述第二出水孔通过

第二水管连接出液端，所述第三出水孔通过第一连接管连接进热箱，第四出水孔通过第二

连接管连接进热箱。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光伏光热热泵空调，其特征在于，第一出水孔与进液端之

间设有第一循环泵，第二出水孔与出液端之间设有第二循环泵，第三出水孔与进热箱之间

设有第三循环泵，第四出水孔与进热箱之间设有第四循环泵。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伏光热热泵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换热介质箱具有用

于固定在空调外机上的连接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光伏光热热泵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件一端固定在

换热介质箱外表面上，另一端具有固定孔，所述空调外机具有外机壳，所述外机壳的内测具

有用于支撑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伏光热热泵空调，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充电控制器、逆

变器和蓄电池，所述充电控制器、逆变器和蓄电池与太阳能电池组成太阳能交流发电系统。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伏光热热泵空调，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隔热板，所述隔

热板位于保温板和U型管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伏光热热泵空调，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导热硅胶，所述

导热硅胶位于TPT背板和导热板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光伏光热热泵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板的材质为金

属铝。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光伏光热热泵空调，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边框的材质

为高硬度质量轻的铝合金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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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伏光热热泵空调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太阳能光伏光热与热泵空调领域，具体是一种光伏光热热泵空

调。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幅员广大，有着十分丰富的太阳能资源，除了局部地区如四川、贵州等地不适

合太阳能利用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都适合利用太阳能。据估算，每年中国陆地接收的太阳能

辐射总量相当于  24000  亿吨标准煤，年均辐射量约为  5900  兆焦耳/平方米。

[0003] 传统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装置在发电的同时浪费了大量的热能，造成能源使用率低

下，而且空调的使用越来越多，能源消耗巨大，而且在天气较寒冷的北方，外界环境温度比

较的低影响空调使用，由于天气寒冷在使用制热功能时需要消耗较多的能源。

[0004] 为了解决现有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光伏光热热泵空调用于解决在北方或者

极寒冷地区无法正常使用空调制热功能供暖。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为解决现有技术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光伏光热热泵空调，包括：

[0006] 光伏光热组合板、相变储热水箱、换热介质箱、空调外机、空调内机，所述光伏组合

板包括金属边框,所述金属边框两端分别设有第一卡板和第二卡板，从第一卡板到第二卡

板之间依次安装保温板、U型管、导热板、光伏电池板，所述光伏电池板从上到下依次为钢化

玻璃、第一层EVA、太阳能电池、第二层EVA、TPT背板，所述U型管在金属边框上具有进液端和

出液端，所述进液端连接相变储热水箱，所述出液端连接相变储热水箱，所述换热介质箱包

括左右对称设置进热箱和出热箱，所述进热箱连接相变储热水箱，所述出热箱设有第一连

接管和第二连接管，所述第一连接管连接空调外机出液端，所述第二连接管连接空调内机

进液端，空调外机的出气端连接空调内机的进气端。

[0007]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并作为上述方案的优选方案：所述相变储热水箱内放置有

水，相变储热水箱的底部设有第一出水孔与第二出水孔，相变储热水箱的侧面设有第三出

水孔与第四出水孔，所述第一出水孔通过第一水管连接进液端，所述第二出水孔通过第二

水管连接出液端，所述第三出水孔通过第一连接管连接进热箱，第四出水孔通过第二连接

管连接进热箱。

[0008]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并作为上述方案的优选方案：第一出水孔与进液端之间设有

第一循环泵，第二出水孔与出液端之间设有第二循环泵，第三出水孔与进热箱之间设有第

三循环泵，第四出水孔与进热箱之间设有第四循环泵。

[0009]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并作为上述方案的优选方案：所述换热介质箱具有用于固定

在空调外机上的连接件。

[0010]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并作为上述方案的优选方案：所述连接件一端固定在换热介

质箱外表面上，另一端具有固定孔，所述空调外机具有外机壳，所述外机壳的内测具有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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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杆。

[0011]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并作为上述方案的优选方案：还包括充电控制器、逆变器和

蓄电池，所述充电控制器、逆变器和蓄电池与太阳能电池组成太阳能交流发电系统。

[0012]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并作为上述方案的优选方案：还包括隔热板，所述隔热板位

于保温板和U型管之间。

[0013]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并作为上述方案的优选方案：还包括导热硅胶，所述导热硅

胶位于TPT背板和导热板之间。

[0014]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并作为上述方案的优选方案：所述导热板的材质为金属铝。

[0015]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并作为上述方案的优选方案：所述金属边框的材质为高硬度

质量轻的铝合金材质。

[0016] 本实用新型相比现有技术突出且有益的技术效果是：

[0017] 1、本实用新型在光伏电池板在进行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同时导热硅胶将热能传

递给导热板，导热板将热能传递给U型管，U型管中的循环的水在流动，这样U型管中的水在

被加热的同时也在降低光伏电池板的温度，提高光伏电池板的发电效率，增加了光伏电池

板的使用寿命。

[0018] 2、导热硅胶具有高导热率，极佳的导热性，良好的电绝性，较宽的使用温度，很好

的使用稳定性，较低的稠度和良好的施工性能。

[0019] 3、使用铝合金的金属材料一方面是由于铝合金的材料硬度高，质量轻，另一方面

是铝合金的导热性能好。

[0020] 4、换热介质箱为固定在空调外机内的外界部件，应对与不同地域的不同需求进行

安装。

[0021] 5、本实用新型在光伏电池板在进行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同时导热硅胶将热能传

递给导热板，导热板将热能传递给U型管，U型管中的循环的水在流动，这样U型管中的水在

被加热的同时也在降低光伏电池板的温度，提高光伏电池板的发电效率，增加了光伏电池

板的使用寿命，并且U型管内的水流动给空调外机的循环介质加热，使得空调的制热功能在

北方较冷的条件下任然能够正常使用。

[0022] 太阳光辐照在光伏组组合板上，通过充电控制器、逆变器、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组

成太阳能交流发电系统将太阳光转换为交流电输送给空调外机和循环泵；U型管里水将多

余的热能吸收通过第一循环泵输送到相变储热水箱，相变储热水箱的热水通过第三循环泵

输送到进热箱内，进热箱的热水将热能传递给出热箱的介质，空调制热时出热箱的介质将

热量传递给空调内机与空调外机的循环管路中，当室外温度较低或者空气温度较低以至于

空调热泵制热效率不高时能提高空调的制热效率。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光伏光热组合板剖视图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光伏光热组合板俯视图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实用新型整体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实用新型水箱左视图示意图

[0027] 图5是本实用新型换热介质箱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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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6是本实用新型换热介质箱和空调外机连接示意图。

[0029] 图中：1、金属边框；2、隔热板；3、保温板；4、U型管；5、导热板；6、导热硅胶；7、TPT背

板；8、第二层EVA；9、太阳能电池；10、第一层EVA；11、钢化玻璃；101、第一卡板；102、第二卡

板；20、相变储热水箱；201、第一连接管；202、第二连接管；203、第一水管；204、第二水管；

31、第一循环泵；32、第二循环泵；33、第三循环泵；34、第四循环泵；40、换热介质箱；41、进热

箱；42、出热箱；50、空调外机；501、第一转换器；60；空调内机；601、第二转换器；70、连接件；

80、支撑杆；90、螺母。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阐述。

[0031] 如图1-6所示，本实用新型一种光伏光热热泵空调，包括：

[0032] 光伏光热组合板、相变储热水箱、换热介质箱、空调外机、空调内机，所述光伏组合

板包括金属边框,所述金属边框两端分别设有第一卡板和第二卡板，从第一卡板到第二卡

板之间依次安装保温板、U型管、导热板、光伏电池板，所述光伏电池板从上到下依次为钢化

玻璃、第一层EVA、太阳能电池、第二层EVA、TPT背板，所述U型管在金属边框上具有进液端和

出液端，所述进液端连接相变储热水箱，所述出液端连接相变储热水箱，所述换热介质箱包

括左右对称设置进热箱和出热箱，所述进热箱连接相变储热水箱，所述出热箱设有第一连

接管和第二连接管，所述第一连接管连接空调外机出液端，所述第二连接管连接空调内机

进液端，空调外机的出气端连接空调内机的进气端。

[0033] 进一步地，所述相变储热水箱内放置有水，相变储热水箱的底部设有第一出水孔

与第二出水孔，相变储热水箱的侧面设有第三出水孔与第四出水孔，所述第一出水孔通过

第一水管连接进液端，所述第二出水孔通过第二水管连接出液端，所述第三出水孔通过第

一连接管连接进热箱，第四出水孔通过第二连接管连接进热箱。

[0034] 进一步地，第一出水孔与进液端之间设有第一循环泵，第二出水孔与出液端之间

设有第二循环泵，第三出水孔与进热箱之间设有第三循环泵，第四出水孔与进热箱之间设

有第四循环泵。

[0035] 具体地，U型管里水将多余的热能吸收热量温度升高，将储存热量的水通过第一循

环泵输送到相变储热水箱，第二循环泵将相变储热水箱的水再输送到U型管，相变储热水箱

的热水通过第三循环泵输送到进热箱内完成循环，进热箱的热水将热能传递给出热箱的介

质，第四循环泵将进热箱的水输送到相变储热水箱完成循环，空调制热时出热箱的介质将

热量传递给空调内机与空调外机的循环管路中，当室外温度较低或者空气温度较低以至于

空调热泵制热效率不高时能提高空调的制热效率。

[0036] 进一步地，所述换热介质箱具有用于固定在空调外机上的连接件。

[0037] 优选地，所述连接件一端固定在换热介质箱外表面上，另一端具有固定孔，所述空

调外机具有外机壳，所述外机壳的内测具有用于支撑杆，支撑杆穿过固定孔，再用螺母固

定，值得一说的是，为了结构的稳定，换热介质箱上横向设有三个连接件，相对应的空调外

机的内壁上设有三个支撑杆。

[0038] 优选地，还包括充电控制器、逆变器和蓄电池，所述充电控制器、逆变器和蓄电池

与太阳能电池组成太阳能交流发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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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进一步地，还包括隔热板，所述隔热板位于保温板和U型管之间。

[0040] 进一步地，还包括导热硅胶，所述导热硅胶位于TPT背板和导热板之间。

[0041] 进一步地，所述导热板的材质为金属铝；因为铝板的导热性能好，价格相对便宜。

[0042] 进一步地，所述金属边框的材质为高硬度质量轻的铝合金材质。

[0043] 具体地，太阳光辐照在光伏组组合板上，通过充电控制器、逆变器、蓄电池和太阳

能电池组成太阳能交流发电系统将太阳光转换为交流电输送给空调外机和循环泵；U型管

里水将多余的热能吸收通过第一循环泵输送到相变储热水箱，相变储热水箱的热水通过第

三循环泵输送到进热箱内，进热箱的热水将热能传递给出热箱的介质，加热后的介质进入

空调外机的第一转换器，第一转换器将液体介质转换为气体介质，气体介质进入压缩机，压

缩机将气体介质送入到室内机的第二转换器，第二转换器将气体介质转换为液体介质，液

体介质流回到出热箱。

[0044] 本实用新型的相对于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是：

[0045] 空调制热时出热箱的介质将热量传递给空调内机与空调外机的循环管路中，当室

外温度较低或者空气温度较低以至于空调热泵制热效率不高时能提高空调的制热效率。

[0046]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无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做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

域中技术人员依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

验可以得到的技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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