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1065000.5

(22)申请日 2016.11.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44054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2.22

(73)专利权人 福建工程学院

地址 350000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

福州地区大学新校区学园路

(72)发明人 侯根富　张慈枝　戴贵龙　范亚明　

(74)专利代理机构 福州市鼓楼区京华专利事务

所(普通合伙) 35212

代理人 宋连梅

(51)Int.Cl.

F25B 39/02(2006.01)

F25B 27/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6222754 U,2017.06.06

CN 204084946 U,2015.01.07

JP 2002139255 A,2002.05.17

CN 101498514 A,2009.08.05

CN 204806709 U,2015.11.25

CN 102252439 A,2011.11.23

CN 1584444 A,2005.02.23

CN 101382350 A,2009.03.11

CN 101054884 A,2007.10.17

CN 110762906 A,2020.02.07

戴贵龙，薛鑫杰，陈雪淇，卢杨铖.双层吸热

芯聚集太阳光吸收分布特性研究.《太阳能学

报》.2021,

卢郁，于洪文，丁海成，张艳丽，刘宗明.平板

太阳能集热器热性能数学建模及模拟.《济南大

学学报》.2013,

审查员 秦赟

 

(54)发明名称

一种双源一体式高效集热蒸发器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双源一体式高效集热蒸发

器，包括蛇形制冷剂管、吸热翅片板、围合边框、

透明玻璃盖板、上集管、下集管及若干根支管；所

述围合边框围设在蛇形制冷剂管的外围；所述透

明玻璃盖板盖在围合边框的上方；每所述支管上

均设置有多翼第一翅片，且各支管的一端均并联

连通上集管，另一端均并联连通下集管；所述蛇

形制冷剂管的前段设置在吸热翅片板上形成一

第一制冷剂管段，后段穿设于各支管内部形成一

第二制冷剂管段；所述第二制冷剂管段的底部以

及边缘均设置有保温层。本发明优点：可以充分

利用太阳能和空气能进行换热，并根据太阳辐射

条件和室外气温变化，在多种运行模式之间进行

合理切换，实现全天候高效供热和提供生活热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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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源一体式高效集热蒸发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一蛇形制冷剂管、一吸热翅片

板、一围合边框、一透明玻璃盖板、一上集管、一下集管以及若干根支管；

所述围合边框围设在所述蛇形制冷剂管的外围；所述透明玻璃盖板盖在所述围合边框

的上方；每所述支管上均设置有多翼第一翅片，且各所述支管的一端均并联连通所述上集

管，另一端均并联连通所述下集管；

所述蛇形制冷剂管的前段设置在所述吸热翅片板上形成一第一制冷剂管段，该蛇形制

冷剂管的后段穿设于各所述支管内部形成一第二制冷剂管段；所述第二制冷剂管段的底部

以及边缘均设置有保温层；

所述吸热翅片板由若干片第二翅片组成，且所述蛇形制冷剂管的前段在每一直管段的

两侧均水平设置有一所述第二翅片；

围设在所述第一制冷剂管段外围的所述围合边框上设置有若干个第二开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源一体式高效集热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翅片

上均匀设置有若干个第一开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源一体式高效集热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翅片

和第二翅片的厚度均为0.1～0.3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源一体式高效集热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每所述第一翅

片和第二翅片的表面均涂有一光谱选择性吸收涂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双源一体式高效集热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光谱选择

性吸收涂层为黑铬涂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源一体式高效集热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每所述支管上

均设置有三翼第一翅片，且相邻两第一翅片之间的夹角为12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源一体式高效集热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集管和

下集管的一端均封闭，另一端均不封闭。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源一体式高效集热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蛇形制冷

剂管的后段的每一直管段均依次穿过所述上集管、支管内部以及下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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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源一体式高效集热蒸发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集热蒸发器，特别涉及一种双源一体式高效集热蒸发器。

背景技术

[0002] 将太阳能热利用技术与热泵技术有机结合的太阳能热泵系统，能够较好地解决

“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和“全天候供热”的问题，且以高效、节能、环保等优点成为国内外学

者的研究热点。该太阳能热泵系统形式多样、布置灵活，被广泛应用于集中供热、空调及供

热水系统中。

[0003] 集热蒸发器是太阳能热泵的关键设备，尤其在直膨式太阳能热泵系统中，其性能

和造价对该系统将产生重大影响。在现有技术中，对太阳能集热器已有较多的研究和市场

推广，但目前直膨式太阳能热泵集热蒸发器基本上都是沿用太阳能平板式集热器或螺旋管

翅式蒸发器，最初使用普通的平板式太阳能集热器，后来又发展为裸平板且有底部保温层

的平板集热器，甚至还有结构更为简单的，既无玻璃盖板也无保温层的全裸平板式集热器。

[0004] 例如，申请日为：2015.11.10，申请号为：201510760429.5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

带太阳能集热功能的风冷蒸发器，该风冷蒸发器依靠翅片管和风机来实现制冷剂同时与空

气和太阳能换热，类似“全裸板式集热蒸发器”，翅片管表面设高效吸收太阳能涂层，对太阳

能吸收能力较理想，可以提高蒸发温度和系统的制热效果。但当太阳辐射强度不足时，换热

效果不佳，且通过风机提供动力来抽吸空气，需要多消耗电能。

[0005] 申请日为：2014.09.04，申请号为：201410449074.3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单

蒸发器型太阳能空气源复合热泵及其运行方法，该发明提出的热泵中，集热‑蒸发器采用将

集热板放入隔热良好、上有透明盖板的外壳内，承压不易结垢，制冷剂管联置于集热板下实

现对太阳辐射能和空气能同时吸收蒸发换热。但本发明中，集热板面没有设置高效的太阳

能吸收涂层，使得对太阳能吸收能力比较有限，而且集热板占用空间面积大，吸热面对流散

热损失大，底部保温层及边缘围合面的密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空气的对流换热；同

时，通过风机来加强扰动气流，需要多消耗电能。

[0006] 申请日为：2013.08.15，申请号为：201320497144.3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高

效太阳能热泵集热蒸发器，在该集热蒸发器中，蒸发换热管与吸热翅片固定连接成一体形

成的管翼式吸热蒸发板，虽然设置吸热翅片可以极大的强化传热，但对空气能和太阳能的

吸收能力仍比较差，效果也不理想。

[0007] 申请日为：2009.11.10，申请号为：200910193824.4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新

型太阳能/空气能双源一体式高效集热蒸发器，该集热器正面结构类似于平板式太阳集热

器，剖面类似于翅片式空气换热器，并通过金属翅片折角形成烟囱作用，类似“百叶窗型翅

片”，可以强化自然对流条件下的空气对流换热，但本发明存在以下缺陷：翅片折角透光性

差，会产生较大的太阳光余弦效应，使有效吸热面积减小，光热转换效率较低。

[0008] 综上所述，现有的集热蒸发器都存在对不同辐射强度的太阳能和不同温度的空气

热能的利用效率不够理想、光热转换效率较低、热损失大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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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双源一体式高效集热蒸发器，通过该高

效集热蒸发器来充分利用太阳能和空气能进行换热，以实现太阳能热泵的全天候高效供热

和提供生活热水。

[0010]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双源一体式高效集热蒸发器，包括一蛇形制冷剂管、一

吸热翅片板、一围合边框、一透明玻璃盖板、一上集管、一下集管以及若干根支管；

[0011] 所述围合边框围设在所述蛇形制冷剂管的外围；所述透明玻璃盖板盖在所述围合

边框的上方；每所述支管上均设置有多翼第一翅片，且各所述支管的一端均并联连通所述

上集管，另一端均并联连通所述下集管；

[0012] 所述蛇形制冷剂管的前段设置在所述吸热翅片板上形成一第一制冷剂管段，该蛇

形制冷剂管的后段穿设于各所述支管内部形成一第二制冷剂管段；所述第二制冷剂管段的

底部以及边缘均设置有保温层。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吸热翅片板由若干片第二翅片组成，且所述蛇形制冷剂管的前段

在每一直管段的两侧均水平设置有一所述第二翅片。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翅片上均匀设置有若干个第一开孔。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翅片和第二翅片的厚度均为0.1～0.3mm。

[0016] 进一步地，每所述第一翅片和第二翅片的表面均涂有一光谱选择性吸收涂层。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光谱选择性吸收涂层为黑铬涂层。

[0018] 进一步地，围设在所述第一制冷剂管段外围的所述围合边框上设置有若干个第二

开孔。

[0019] 进一步地，每所述支管上均设置有三翼第一翅片，且相邻两第一翅片之间的夹角

为120°。

[0020] 进一步地，所述上集管和下集管的一端均封闭，另一端均不封闭。

[0021] 进一步地，所述蛇形制冷剂管的后段的每一直管段均依次穿过所述上集管、支管

内部以及下集管。

[0022]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3] 1、高效集热蒸发器的第一制冷剂管段近似“全裸板式”蒸发器，又使用带第一开孔

的第二翅片作为蒸发盘管，且第二翅片表面涂有光谱选择性吸收涂层，可以在实现高效吸

收太阳能的同时加强空气的对流换热，并减少散热面积，降低热量损失；

[0024] 2、在高效集热蒸发器的第二制冷剂管段中设置有带第一翅片的支管，可以极大的

利用太阳能同时加热支管和蛇形制冷剂管，不仅可以提高蒸发温度得到较高的COP值，且被

加热的支管内的空气或者热水可以被额外利用，这大大提高了供热系统的加热效率和对不

同辐射强度的太阳能的利用率；

[0025] 3、在高效集热蒸发器的上方设置有透明玻璃盖板，可以有效克服因吸热面被污染

而导致集热效率低下、光谱选择性吸收涂层被腐蚀等问题出现，这有助于提高太阳能热泵

系统的稳定性；

[0026] 4、可以根据太阳辐射条件和室外气温变化，在多种运行模式之间进行合理切换，

并实现全天候高效供热和提供生活热水；同时，该高效集热蒸发器安装和维护都十分方便，

且便于在工程中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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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7] 下面参照附图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双源一体式高效集热蒸发器的结构示意图(除去透明玻璃盖板)。

[0029] 图2为本发明双源一体式高效集热蒸发器的正视图。

[0030] 图3为图2的仰视图(带透明玻璃盖板)。

[0031] 图4为图2的右视图(带透明玻璃盖板)。

[0032] 图5为本发明中第一制冷剂管段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6为本发明中第二制冷剂管段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7为本发明中第二翅片与直管段的连接示意图。

[0035] 图8为本发明中支管与直管段的连接示意图。

[0036] 附图标记说明：

[0037] 100‑高效集热蒸发器，1‑蛇形制冷剂管，11‑直管段，2‑吸热翅片板，21‑第二翅片，

211‑第一开孔，3‑围合边框，31‑第二开孔，4‑透明玻璃盖板，5‑上集管，6‑下集管，7‑支管，

71‑第一翅片，8‑保温层，a1‑第一制冷剂管段，a2‑第二制冷剂管段。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请参照图1至图8所示，本发明一种双源一体式高效集热蒸发器100的较佳实施例，

包括一蛇形制冷剂管1、一吸热翅片板2、一围合边框3、一透明玻璃盖板4、一上集管5、一下

集管6以及若干根支管7；

[0039] 所述围合边框3围设在所述蛇形制冷剂管1的外围；所述透明玻璃盖板4盖在所述

围合边框3的上方，该透明玻璃盖板4可以对整个高效集热蒸发器100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以避免吸热面受到污染(例如灰尘等覆盖在吸热面上，这会影响到正常吸热)；每所述支管7

上均设置有多翼第一翅片71，以增大有效吸热面积，提高热效率，且各所述支管7的一端均

并联连通所述上集管5，另一端均并联连通所述下集管6，在实施时，可以将空气或者冷水从

下集管6通入，空气或者冷水在通过各支管7的过程中，可以吸收支管7上的热量，这样，就可

以在上集管5中得到热空气或者热水；

[0040] 所述蛇形制冷剂管1的前段设置在所述吸热翅片板2上形成一第一制冷剂管段a1，

该第一制冷剂管段a1不设任何保温措施，类似“全裸式”平板集热蒸发器，既可以高效吸收

太阳能，又可以极大的加强空气的对流换热，该蛇形制冷剂管1的后段穿设于各所述支管7

内部形成一第二制冷剂管段a2，该第二制冷剂管段a2通过将蛇形制冷剂管1穿设于支管7内

部，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太阳能对支管7和蛇形制冷剂管1进行同时加热，提高蒸发温度得到

更高的COP值，且支管7内被加热的热空气经压缩成高温高压气流后，还可以与储热水箱(未

图示)中待加热的水进行换热，而如果直接通入冷水，则可以将冷水加热成热水，因此，可以

大大提高太阳能的利用率和系统的加热效率；所述第二制冷剂管段a2的底部以及边缘(即

四周边缘)均设置有保温层8，可以减少散热损失，极大的增加集热效率，提高COP值。

[0041] 所述吸热翅片板2由若干片第二翅片21组成，且所述蛇形制冷剂管1的前段在每一

直管段11的两侧均水平设置有一所述第二翅片21。由于蛇形制冷剂管1在弯折后都对应有

一直管段11，通过将该直管段11“贯穿”在两个第二翅片21之间，可以提高蛇形制冷剂管1对

热量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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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所述第二翅片21上均匀设置有若干个第一开孔211，设置第一开孔211可以减少散

热面积，降低热量损失，并加强空气的对流换热，均匀设置可以使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对空

气能的吸收也更加有效。

[0043] 所述第一翅片71和第二翅片21的厚度均为0.1～0.3mm，这有助于太阳能和空气能

的高效吸收，在加工时，可以采用紫铜或者铝材加工而成。所述第一翅片71和第二翅片21的

表面均涂有一光谱选择性吸收涂层(未图示)，以实现对太阳能进行有效的吸收。为了提高

太阳能的光热转换效率，所述光谱选择性吸收涂层优选为黑铬涂层。

[0044] 围设在所述第一制冷剂管段a1外围的所述围合边框3上设置有若干个第二开孔

31，在设置该第二开孔31时，优选为均匀设置第二开孔31，该第二开孔31可以实现在无动力

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强第一制冷剂管段a1内空气的对流换热以及进一步促进对空气能的有

效吸收。

[0045] 每所述支管7上均设置有三翼第一翅片71，且相邻两第一翅片71之间的夹角为

120°。由于我国位于北半球，太阳能集热器一般朝正南布置，且与水平面的倾斜角为20°左

右。又因太阳东出西落的运动特性，在早上和下午的太阳高度角比较低时，如果设置平面两

翼第一翅片71会产生较大的余弦效应，使得对太阳光的有效吸热面积变小，系统的热效率

较低；如果均匀设置上三翼第一翅片71，则无论太阳高度的角度如何，吸热面产生的余弦效

应都比较弱，此时对太阳光的有效吸热面积大，系统的热效率高；而如果设置三翼以上第一

翅片71，则不仅对余弦效应的改善不明显，且会增加第一翅片的材料消耗和热损失(没有太

阳照射的第一翅片71相当于是一块散热片)。

[0046] 所述上集管5和下集管6的一端均封闭，另一端均不封闭，以使空气或者水能够从

下集管6进入，并从上集管5出来。

[0047] 所述蛇形制冷剂管1的后段的每一直管段11均依次穿过所述上集管5、支管7内部

以及下集管6，在实施时，直管段11穿过上集管5和下集管6的部位需要用胶等封住，以确保

内部密封，减少热量的散失。

[0048] 在实施时，将本发明高效集热蒸发器100应用于直膨式太阳能热泵上，可以最终实

现全天候高效供热和提供生活热水。

[0049] 请重点参照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的工作原理：高效集热蒸发器100在工作过程

中，当太阳辐射比较充足时，吸热面蒸发温度会很快上升到环境温度以上，此时就以太阳能

作为该高效集热蒸发器100的低位热源，由第一翅片71和第二翅片21来高效吸收太阳能，并

充分利用吸收的太阳能来同时加热支管7和蛇形制冷剂管1，除了可以得到制冷剂，被加热

的支管7内的空气或者热水可以被额外利用，大大提高了供热系统的加热效率和对不同辐

射强度的太阳能的利用率；

[0050] 当太阳辐射出现不足情况时，吸热面蒸发温度低于环境温度，此时蛇形制冷剂管1

内的制冷剂会同时吸收太阳能和空气热能，由于蛇形制冷剂管1的前段不设保温层8，围合

边框3上均匀开设有第二开孔31用于引导空气流，使整个第一制冷剂管段a1近似“全裸板

式”蒸发器，第二翅片21上均匀开设有第一开孔211用于加强空气对流换热，因此，可以促进

空气能的高效吸收；蛇形制冷剂管1的后段设置有带第一翅片71的支管7，可以极大的利用

太阳能同时加热支管7和蛇形制冷剂管1，实现太阳能的高效吸收利用，同时，在第二制冷剂

管段a2设置有保温层8，可以大大减少热量的散失，提高加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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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而在阴雨天或者夜间时，则只能从空气中获得热量，由于第一制冷剂管段a1近似

“全裸板式”蒸发器，又使用了带第一开孔211的第二翅片21作为蒸发盘管，大大加强了内部

空气的自然对流传热，使制冷剂能够在蒸发温度低于环境温度的情况下，从环境中获得足

够的热量。

[0052] 总之，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53] 1、高效集热蒸发器的第一制冷剂管段近似“全裸板式”蒸发器，又使用带第一开孔

的第二翅片作为蒸发盘管，且第二翅片表面涂有光谱选择性吸收涂层，可以在实现高效吸

收太阳能的同时加强空气的对流换热，并减少散热面积，降低热量损失；

[0054] 2、在高效集热蒸发器的第二制冷剂管段中设置有带第一翅片的支管，可以极大的

利用太阳能同时加热支管和蛇形制冷剂管，不仅可以提高蒸发温度得到较高的COP值，且被

加热的支管内的空气或者热水可以被额外利用，这大大提高了供热系统的加热效率和对不

同辐射强度的太阳能的利用率；

[0055] 3、在高效集热蒸发器的上方设置有透明玻璃盖板，可以有效克服因吸热面被污染

而导致集热效率低下、光谱选择性吸收涂层被腐蚀等问题出现，这有助于提高太阳能热泵

系统的稳定性；

[0056] 4、可以根据太阳辐射条件和室外气温变化，在多种运行模式之间进行合理切换，

并实现全天候高效供热和提供生活热水；同时，该高效集热蒸发器安装和维护都十分方便，

且便于在工程中应用推广。

[0057] 虽然以上描述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

解，我们所描述的具体的实施例只是说明性的，而不是用于对本发明的范围的限定，熟悉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依照本发明的精神所作的等效的修饰以及变化，都应当涵盖在本发明的

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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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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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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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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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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