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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集成余热回收和自清洗

功能的太阳能辅助热泵系统，属于太阳能发电及

热泵系统技术领域，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

置、直燃式吸收式热泵机组、与太阳能电池板集

成装置和直燃式吸收式热泵机组相连通的工况

回路；所述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包括通过传动

轴设置在2个支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设置在太

阳能电池板上端的隔热保温装置、设置在支架上

的传动装置、设置在太阳能电池板上的自动清洗

装置和设置在太阳能电池板背面的换热器；所述

工况回路分为夏季白天工况回路、夏季夜间工况

回路、冬季白天工况回路、冬季夜间工况回路。本

发明不仅能够降低系统的运行费用，提高热泵效

率，而且能够为用户创造额外的电量，提高太阳

能电池板的发电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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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集成余热回收和自清洗功能的太阳能辅助热泵系统，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

置（1）、直燃式吸收式热泵机组（2）、与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1）和直燃式吸收式热泵机组

（2）相连通的工况回路；其特征在于：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1）包括通过传动轴设置在2个支架（1‑4）上的太阳能电池

板（1‑1）、设置在太阳能电池板（1‑1）上端的隔热保温装置（1‑2）、设置在支架（1‑4）上的传

动装置（1‑3）、设置在太阳能电池板（1‑1）上的自动清洗装置（1‑5）和设置在太阳能电池板

（1‑1）背面的换热器（1‑6）；

所述直燃式吸收式热泵机组（2）包括冷凝器（2‑1）、吸收器（2‑2）、低温发生器（2‑3）、蒸

发器（2‑4）、高温换热器（2‑5）、低温换热器（2‑6）、高温发生器（2‑7）以及管路阀门；所述直

燃式吸收式热泵机组（2）以水为制冷或供热工质，以溴化锂为吸收剂，以天然气为燃料；

所述工况回路分四种工况：

一是通过直燃式吸收式热泵机组（2）将太阳能电池板（1‑1）产生的低品位热源转换为

高品位热源的夏季白天工况回路，

二是以太阳能电池板（1‑1）背面为接受面与天空进行辐射换热、取代冷却塔（3）的夏季

夜间工况回路，

三是太阳能电池板（1‑1）产生的余热为蒸发器（2‑4）提供蒸发温度的冬季白天工况回

路，

四是以燃烧天然气加热供暖热水的方式为室内提供供暖热水的冬季夜间工况回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余热回收和自清洗功能的太阳能辅助热泵系统，其

特征在于：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1‑1）采用单晶硅或多晶硅电池片串并联，用钢化玻璃、EVA及TPT热

压密封而成，周边加装铝合金边框固定；

所述隔热保温装置（1‑2）包括卷轴（1‑2‑1）和能够覆盖太阳能电池板（1）背面的隔热膜

（1‑2‑2）；

所述传动装置（1‑3）包括能够实现太阳能电池板（1‑1）随太阳方位角的转动实时调整

太阳能电池板（1‑1）与地面夹角的太阳能跟踪控制器；

所述自动清洗装置（1‑5）包括能够对太阳能电池板（1‑1）定期清洗的椭圆形喷嘴及相

应管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余热回收和自清洗功能的太阳能辅助热泵系统，其

特征在于：

所述夏季白天工况回路包括冷却塔（3）、混合水箱（4）、水泵一（5）、水泵二（6）、若干个

电动调节阀（8）及相应管路；水泵一（5）将混合水箱（4）中的水送入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

（1）中，吸收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1）中由于太阳能电池板（1‑1）发电而产生的余热后，回

到混合水箱（4）中与混合水箱（4）中的水混合；低温换热器（2‑6）用来自混合水箱（4）中的水

将溴化锂稀溶液进行预热；冷却塔（3）冷却冷凝器（2‑1）、吸收器（2‑2）中的水，蒸发器（2‑4）

为用户提供制冷所需冷冻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余热回收和自清洗功能的太阳能辅助热泵系统，其

特征在于：

所述夏季夜间工况回路包括混合水箱（4）、水泵一（5）、水泵三（7）、若干个电动调节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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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及相应管路；水泵一（5）将混合水箱（4）中的水送入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1）中与天空

进行辐射换热，降低水温后送回混合水箱（4）中与混合水箱（4）中的水进行混合；水泵三（7）

将来自冷凝器（2‑1）、吸收器（2‑2）中需要冷却的水送入混合水箱（4）中，与来自太阳电池板

集成装置（1）中的冷水混合降温后送回吸收器（2‑2）、冷凝器（2‑1）中吸收热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余热回收和自清洗功能的太阳能辅助热泵系统，其

特征在于：

所述冬季白天工况回路包括混合水箱（4），水泵一（5）、水泵二（6）、若干个电动调节阀

（8）及相应管路；水泵一（5）将混合水箱（4）中的水送入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1）中，吸收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1）中由于太阳能电池板（1‑1）发电而产生的余热后，回到混合

水箱（4）中与混合水箱（4）中的水混合，混合水箱（4）中的热水为蒸发器（2‑4）提供蒸发温度

以确保循环的进行。

6.根据权利要求3‑5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集成余热回收和自清洗功能的太阳能辅助热泵

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水箱（4）一侧上部为热泵水入口，下部为太阳能水出口；所述混

合水箱（4）另一侧的上部为太阳能水入口，下侧为热泵水出口。

7.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集成余热回收和自清洗功能的太阳能辅助热泵

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1）将太阳能电池板（1‑1）、隔热保温装置

（1‑2）与换热器（1‑6）集成为一体，所述换热器（1‑6）材料采用最耐腐蚀且寿命长的钛金属，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1‑1）与换热器（1‑6）中间依次设置导热硅脂、石墨烯导热片和导热硅

脂，能够在增强换热的同时确保其绝缘效果。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集成余热回收和自清洗功能的太阳能辅助热泵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隔热膜（1‑2‑2）为铝箔气泡复合材料。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集成余热回收和自清洗功能的太阳能辅助热泵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椭圆形喷嘴设置在太阳能电池板（1‑1）的四角处，共设置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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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集成余热回收和自清洗功能的太阳能辅助热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太阳能发电及热泵系统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集成余热回收和自清洗

功能的太阳能辅助热泵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吸收式热泵是一种利用低品位热源，实现将热量从低温热源向高温热源泵送的循

环系统，是回收利用低温位热的有效装置，具有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双重作用。吸收式热

泵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吸收式热泵，也称增热型热泵，是利用少量的高温热源（如蒸汽、高温热

水、可燃性气体燃烧）为驱动热源，产生大量的中温有用热能，及利用高温热能驱动把低温

源的热能提高到中温，从而提高热能的利用效率。

[0003] 第二类为直燃型吸收式热泵系统，采用天然气为主要燃料，天然气燃烧产生的热

量加热溴化锂稀溶液，使其中的水变为水蒸气，完成系统循环，实现用户端的供冷或供热。

该系统将被加热的溴化锂溶液与进入高温发生器前的溴化锂浓溶液进行热交换，对稀溶液

进行预热，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天然气的使用，但降低了溴化锂稀溶液的温度，降低了吸收器

制备热水的效率，并且预热效果不明显；该系统中制备冷却水的冷却塔占据了绝大部分的

电能损耗，提高了系统的运行成本。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集成余热回收和自清洗功能的太阳能辅

助热泵系统，通过在系统中加入改造后的太阳能电池板，改变装置管线在不同工况下的运

行情况，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不仅减少了冷却塔的使用，提高了预热效果，降低了系统的

运行成本，提高了热泵效率，且为用户创造了额外的电能使用，提高了太阳能电池板的发电

效率。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集成余热回收和自清洗功能的太阳能辅助热泵系统，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集成

装置、直燃式吸收式热泵机组、与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和直燃式吸收式热泵机组相连通

的工况回路；所述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包括通过传动轴设置在2个支架上的太阳能电池

板、设置在太阳能电池板上端的隔热保温装置、设置在支架上的传动装置、设置在太阳能电

池板上的自动清洗装置和设置在太阳能电池板背面的换热器；

所述直燃式吸收式热泵机组包括冷凝器、吸收器、低温发生器、蒸发器、高温换热

器、低温换热器、高温发生器以及管路阀门；所述直燃式吸收式热泵机组以水为制冷或供热

工质，以溴化锂为吸收剂，以天然气为燃料；

所述工况回路分四种工况：

一是通过直燃式吸收式热泵机组将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低品位热源转换为高品

位热源的夏季白天工况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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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太阳能电池板背面为接受面与天空进行辐射换热、取代冷却塔的夏季夜间

工况回路，

三是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余热为蒸发器提供蒸发温度的冬季白天工况回路，

四是以燃烧天然气加热供暖热水的方式为室内提供供暖热水的冬季夜间工况回

路。

[0006]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太阳能电池板采用单晶硅或多晶硅电池

片串并联，用钢化玻璃、EVA及TPT热压密封而成，周边加装铝合金边框固定；

所述隔热保温装置包括卷轴和能够覆盖太阳能电池板背面的隔热膜；

所述传动装置包括能够实现太阳能电池板随太阳方位角的转动实时调整太阳能

电池板与地面夹角的太阳能跟踪控制器；

所述自动清洗装置包括能够对太阳能电池板定期清洗的椭圆形喷嘴及相应管路。

[0007]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夏季白天工况回路包括冷却塔、混合水

箱、水泵一、水泵二、若干个电动调节阀及相应管路；水泵一将混合水箱中的水送入太阳能

电池板集成装置中，吸收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中由于太阳能电池板发电而产生的余热

后，回到混合水箱中与混合水箱中的水混合；低温换热器用来自混合水箱中的水将溴化锂

稀溶液进行预热；冷却塔冷却冷凝器、吸收器中的水，蒸发器为用户提供制冷所需冷冻水。

[0008]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夏季夜间工况回路包括混合水箱、水泵

一、水泵三、若干个电动调节阀及相应管路；水泵一将混合水箱中的水送入太阳能电池板集

成装置中与天空进行辐射换热，降低水温后送回混合水箱中与混合水箱中的水进行混合；

水泵三将来自冷凝器、吸收器中需要冷却的水送入混合水箱中，与来自太阳电池板集成装

置中的冷水混合降温后送回吸收器、冷凝器中吸收热量。

[0009]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冬季白天工况回路包括混合水箱、水泵

一、水泵二、若干个电动调节阀及相应管路；水泵一将混合水箱中的水送入太阳能电池板集

成装置中，吸收所述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中由于太阳能电池板发电而产生的余热后，回

到混合水箱中与混合水箱中的水混合，混合水箱中的热水为蒸发器提供蒸发温度以确保循

环的进行。

[0010]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混合水箱一侧上部为热泵水入口，下部

为太阳能水出口；所述混合水箱另一侧的上部为太阳能水入口，下侧为热泵水出口。

[0011]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将太阳能电池

板、隔热保温装置与换热器集成为一体；所述换热器材料采用最耐腐蚀且寿命长的钛金属，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与换热器中间依次设置导热硅脂、石墨烯导热片和导热硅脂，能够在增

强换热的同时确保其绝缘效果。

[0012]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隔热膜为铝箔气泡复合材料。

[0013]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椭圆形喷嘴设置在太阳能电池板的四角

处，共设置4个。

[0014]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取得的技术进步是：

1、本发明以太阳能电池板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余热为辅助热源，通过溴化锂吸收式

机组向用户提供制冷需求，有效的降低了太阳能电池板运行过程中的温度，提高了其发电

效率，实现了太阳能的充分利用，延长了太阳能电池板的寿命，减少了直燃式吸收式热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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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运行过程中天然气的消耗量，达到了节能减排的目的。

[0015] 2、本发明通过对太阳能电池板进行相应设计，能够实现白天工况和夜间工况不同

功能的转换，降低冷却塔的耗电量；白天，利用太阳能电池板发电产生的热量对吸收式机组

进行辅助加热；夜间，利用传动装置，将太阳能电池板背面朝上，利用夜间有效天空温度低

的原理，代替冷却塔，冷却机组中的冷却水，减少机组的耗电量，节省了电力资源及运行成

本，有效地提升了机组整体的节能水平，降低了能源的利用。

[0016] 3、本发明在太阳能电池板的四角加入椭圆形喷嘴，对太阳能电池板进行定期清

理，省略了定期安排专人清理的人工成本，降低了机组的运行成本。

[0017] 4、本发明中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利用制冷过程中产生的余热进行生活热水的制

备，极大地提高了太阳能的利用率。

[0018] 5、本发明在提高太阳能发电效率的同时，满足用户的冷热需求，降低在制冷、供暖

过程中的能耗，提高能源系统的能源利用率，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为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的战略性目标，提供一种新型的节能减排方式。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系统整体流程图；

图2是本发明的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的整体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太阳能电池板背面安装换热器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的太阳能电池板正面结构示意图图；

图5是本发明的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中的隔热保温装置及自动清洗装置部件示

意图；

图6是本发明的夏季白天工况系统流程图；

图7为本发明的夏季夜间工况系统流程图；

图8为本发明的冬季白天工况系统流程图；

图9为本发明的冬季夜间工况系统流程图；

其中，1、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1‑1、太阳能电池板，1‑2、隔热保温装置，1‑2‑1卷

轴、1‑2‑2、隔热膜，1‑3、传动装置，1‑4、支架，1‑5、自动清洗装置，1‑6、换热器，2、直燃式吸

收式热泵机组，2‑1、冷凝器，2‑2、吸收器，2‑3、低温发生器，2‑4、蒸发器，2‑5、高温换热器，

2‑6、低温换热器，2‑7、高温发生器，3、冷却塔，4、混合水箱，5、水泵一，6、水泵二，7、水泵三，

8、电动调节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如图1‑9所示，一种集成余热回收和自清洗功能的太阳能辅助热泵系统，包括太阳

能电池板集成装置1、直燃式吸收式热泵机组2、与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1和直燃式吸收式

热泵机组2相连通的工况回路；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1包括通过传动轴设置在2个支架1‑4上的太阳能电池

板1‑1、设置在太阳能电池板1‑1上端的隔热保温装置1‑2、设置在支架1‑4上的传动装置1‑

3、设置在太阳能电池板1‑1上的自动清洗装置1‑5和设置在太阳能电池板1‑1背面的换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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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1‑1采用单晶硅或多晶硅电池片串并联，用钢化玻璃、EVA及TPT

热压密封而成，周边加装铝合金边框固定；

为了实现白天与夜间的功能切换，在换热器1‑6背面安装隔热保温装置1‑2，用于

太阳能电池板的隔热，以减少热量散失；所述隔热保温装置1‑2包括用于控制隔热膜1‑2‑2

收缩的卷轴1‑2‑1和能够覆盖太阳能电池板1背面的隔热膜1‑2‑2；所述隔热膜1‑2‑2为铝箔

气泡复合材料。当处于白天工况时，卷轴1‑2‑1将隔热膜1‑2‑2覆盖到整个换热器1‑6背面，

以减少热量的损失，与钛制换热器1‑6内的水充分换热；当处于夜间工况时，卷轴1‑2‑1将隔

热膜1‑2‑2收起，增强换热器1‑6中的冷却水与天空的辐射换热，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

[0021] 所述传动装置1‑3包括能够实现太阳能电池板1‑1随太阳方位角的转动实时调整

太阳能电池板1‑1与地面夹角的太阳能跟踪控制器；确保太阳光对太阳能电池板的垂直照

射，提高发电效率。传动装置1‑3还能够实现白天、夜间两种工况下，太阳能电池板1‑1的翻

转，以确保白天发电、取热，夜间辐射放热的设计目的，满足白天、夜间不同工况下对太阳能

电池板的不同需求。

[0022] 所述自动清洗装置1‑5包括能够对太阳能电池板1‑1定期清洗的椭圆形喷嘴及相

应管路；所述椭圆形喷嘴设置在太阳能电池板1‑1的四角处，共设置4个，椭圆形喷嘴的个数

也可以依据太阳能电池板1‑1的实际大小进行设置，不局限于设置在四角处，也不局限于4

个。根据相应的太阳能电池板1‑1面积，设计喷嘴流量，使其能有效地覆盖整块太阳能电池

板1‑1，对太阳能电池板1‑1进行定期清洗，节省了系统的运行成本。

[0023]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1将太阳能电池板1‑1、隔热保温装置1‑2与换热器1‑6

集成为一体，所述换热器1‑6材料采用最耐腐蚀且寿命长的钛金属，所述太阳能电池板1‑1

与换热器1‑6中间加入依次设置导热硅脂、石墨烯导热片和导热硅脂，能够在增强换热的同

时确保其绝缘效果。

[0024] 所述直燃式吸收式热泵机组2包括冷凝器2‑1、吸收器2‑2、低温发生器2‑3、蒸发器

2‑4、高温换热器2‑5、低温换热器2‑6、高温发生器2‑7以及管路阀门；所述直燃式吸收式热

泵机组2以水为制冷或供热工质，以溴化锂为吸收剂，以天然气为燃料；

所述工况回路分四种工况：

一是通过直燃式吸收式热泵机组2将太阳能电池板1‑1产生的低品位热源转换为

高品位热源的夏季白天工况回路，所述夏季白天工况回路包括冷却塔3、混合水箱4、水泵一

5、水泵二6、若干个电动调节阀8及相应管路；水泵一5将混合水箱4中的水送入太阳能电池

板集成装置1中，吸收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1中由于太阳能电池板1‑1发电而产生的余热

后，回到混合水箱4中与混合水箱4中的水混合；低温换热器2‑6用来自混合水箱4中的水将

溴化锂稀溶液进行预热；冷却塔3冷却冷凝器2‑1、吸收器2‑2中的水，蒸发器2‑4为用户提供

制冷所需冷冻水。

[0025] 二是以太阳能电池板1‑1背面为接受面与天空进行辐射换热、取代冷却塔3的夏季

夜间工况回路，所述夏季夜间工况回路包括混合水箱4、水泵一5、水泵三7、若干个电动调节

阀8及相应管路；水泵一5将混合水箱4中的水送入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1中与天空进行辐

射换热，降低水温后送回混合水箱4中与混合水箱4中的水进行混合；水泵三7将来自冷凝器

2‑1、吸收器2‑2中需要冷却的水送入混合水箱4中，与来自太阳电池板集成装置1中的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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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降温后送回吸收器2‑2、冷凝器2‑1中吸收热量。

[0026] 三是太阳能电池板1‑1产生的余热为蒸发器2‑4提供蒸发温度的冬季白天工况回

路，所述冬季白天工况回路包括混合水箱4，水泵一5、水泵二6、若干个电动调节阀8及相应

管路；水泵一5将混合水箱4中的水送入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1中，吸收所述太阳能电池板

集成装置1中由于太阳能电池板1‑1发电而产生的余热后，回到混合水箱4中与混合水箱4中

的水混合，混合水箱4中的热水为蒸发器2‑4提供蒸发温度以确保循环的进行。

[0027] 所述混合水箱4一侧上部为热泵水入口，下部为太阳能水出口；所述混合水箱4另

一侧的上部为太阳能水入口，下侧为热泵水出口。

[0028] 四是以燃烧天然气加热供暖热水的方式为室内提供供暖热水的冬季夜间工况回

路，此时只有高温发生器2‑7运行。

[0029] 使用方法：

如图1、6所示，在夏季白天，通过电动调节阀8改变为如图6所示的工作流程。传动

装置1‑3将太阳能电池板1‑1调整至正常状态，电动卷轴1‑2‑1将铝箔气泡复合材料的隔热

膜1‑2‑2铺开，覆盖整个换热器1‑6背面，以减少热量损失，使太阳能电池板1‑1与水进行充

分换热。在传动装置1‑3内的太阳能跟踪控制器的控制下，太阳能电池板集成装置1时刻保

持与当时的太阳辐射光线垂直。与传统双效溴化锂吸收式热泵系统相比，本系统使用流经

低温换热器2‑6的水系统代替原有的浓溶液来实现稀溶液的预热。在水系统中，水泵一5将

混合水箱4中的水推动至太阳能电池板1‑1侧换热器1‑6中，换热器1‑6中的循环水经过换热

后进入混合水箱4，水泵二6将混合水箱4中的热水送至低温换热器2‑6中给即将进入低温发

生器2‑3的稀溶液进行预热处理。预处理后的回水再次进入混合水箱4，完成系统水循环，其

他工作过程与双效溴化锂吸收式系统相同。

[0030] 如图1、7所示，在夏季夜间，通过电动调节阀8改变为如图7所示的工作流程。关闭

冷却塔3，传动装置1‑3将太阳能电池板1‑1的背面调至朝上，卷轴1‑2‑1将材质为铝箔气泡

复合材料的隔热膜1‑2‑2卷起，水泵一5推动混合水箱4中的水进入太阳能电池板1‑1背面的

换热器1‑6中，利用夜晚有效天空温度低于冷却水温度的原理，通过辐射散热降低水温，为

直燃式吸收式热泵机组2提供冷却水（当混合水箱4中的水满足温度要求时，再向直燃式吸

收式热泵机组2提供冷却循环水）。

[0031] 如图1、8所示，在冬季白天，通过电动调节阀8改变为如图8所示的工作流程。水泵

一5推动混合水箱4中的水进入太阳能电池板1‑1背面的换热器1‑6中，利用太阳能电池板1‑

1的余热加热换热器1‑6中的水，升温后进入混合水箱4，通过水泵二6为直燃式吸收式热泵

机组2提供低品位的热源，在蒸发器2‑4内散热后回到混合水箱4，完成系统水循环。在无阳

光照射的天气情况下系统将参照冬季夜间工况来运行。

[0032] 如图1、9所示，在冬季夜间，通过电动调节阀8改变为如图9所示的工作流程。太阳

能电池板1‑1停止工作，无法产生低温热水，直燃式吸收式热泵机组2其他设置停止运行，此

时直接利用高温发生器2‑7中燃烧天然气所产生的热量加热供暖所需的热水，满足夜间供

暖，此时系统相当于锅炉。

[0033] 综上所述，本发明以太阳能电池板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余热为辅助热源，通过溴化

锂吸收式机组向用户提供制冷需求，有效的降低了太阳能电池板运行过程中的温度，提高

了其发电效率，实现了太阳能的充分利用，延长了太阳能电池板的寿命，减少了直燃式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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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热泵机组在运行过程中天然气的消耗量，达到了节能减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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