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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申请涉及清洁能源供热供暖，特

别涉及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

包括：外保温系统、透光系统、集热系统、空气源

热泵、蓄热系统、控制系统、供热供暖系统等。建

设太阳能集热、空气能热泵和蓄热系统，有太阳

光照的时候，外保温系统打开，从天空直射和散

射、反光器和地面反射的太阳辐射能被集热系统

和蓄热材料吸收，储存在蓄热系统中，在夜晚或

没有太阳光照的时候，外保温系统视情况而闭

合，最大程度减少集热系统和蓄热系统的热量损

失，太阳能不足时辅以空气能。该系统集热蓄热

效率高、单位有效供热量投资低、经济社会效益

好，全年可为农、工、商领域供热，冬季可为建筑

供暖，可以大规模替代化石能源，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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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外保温系统、透光系统、

集热系统、空气源热泵、蓄热系统、控制系统、供热供暖系统；

所述外保温系统中的柔性保温材料(1)覆盖在透光系统(2)外表面；所述集热系统中的

集热管(31)或集热板(35)安装在透光系统(2)上表面；

所述供热供暖系统包括：换热器(4)、泵I(41)、泵II(42)、泵III(43)、用热需求端(44)、

采暖需求端(45)、换热站(46)、阀门；所述换热器(4)中的水在蓄热系统(7)内吸热后，温度

升高，换热器(4)高温水，在泵的带动下，向用热需求端(44)提供热水，被用掉的水在蓄热系

统(7)中通过补水得到补充；或向用热需求端(44)或采暖需求端(45)放热后，温度降低，返

回蓄热系统(7)内的换热器(4)中，再次吸热，形成循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外

保温系统，包括：柔性保温材料(1)、反光器(15)、朝东可旋转保温墙(14)、朝南可旋转保温

墙(13)、朝西可旋转保温墙(12)、朝北固定保温墙(11)；

柔性保温材料(1)在日出时或日出后卷起，在日落时或日落前放下；在夜间温度较高

时，柔性保温材料(1)保持卷起状态；

在有太阳光照射时，所述柔性保温材料(1)卷起，朝东可旋转保温墙(14)、朝南可旋转

保温墙(13)、朝西可旋转保温墙(12)分别旋转到一定角度后固定，旋转的角度依据所在地

的纬度、季节而定，或安装太阳追踪装置，旋转的角度随太阳高度角、太阳方位角而变化；所

述朝东可旋转保温墙(14)、朝南可旋转保温墙(13)、朝西可旋转保温墙(12)内表面可选择

铺设反光器；可旋转保温墙视室外光照、温度、风速情况而选择闭合或不闭合；在环境温度

较低时的夜晚、雨雪冰雹天气时，所述柔性保温材料(1)、朝东可旋转保温墙(14)、朝南可旋

转保温墙(13)、朝西可旋转保温墙(12)均闭合，与朝北固定保温墙(11)形成封闭的外保温

系统；在冬季再设置一层柔性保温材料，以减少系统冬季散热量；

朝北保温墙高于透光系统，其朝南面高出的部分安装反光器，提高进入透光系统的太

阳辐射能；

在朝北墙上面，设置可旋转反光器，进一步提高进入透光系统的太阳辐射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透

光系统(2)包括上表面和侧面，上表面倾斜或水平放置，上表面倾斜的角度根据所在地区的

纬度而确定；透光系统侧面竖直放置，或倾斜放置，倾斜的角度根据所在地纬度和季节而

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集

热系统包括集热管(31)、聚光器(33)、集热器(34)、集热板(35)、管道、泵、过滤器、阀门；

集热管(31)或集热板(35)安装在支撑结构和透光系统(2)之间，集热管(31)东西方向

或南北方向放置，通过换热流体将集热管(31)或集热板(35)聚集的热量储存在蓄热系统

(7)中；

安装太阳跟踪装置，集热管(31)或集热板(35)的位置随太阳高度角和太阳方位角的变

化而变化；同时，在没有光照时，相邻两组集热单元两两耦合，形成密闭保温型集热系统；

在透光系统(2)上表面安装聚光器(33)，或者聚光器(33)与透光系统(2)上表面一体化

设计安装，或将聚光器(33)安装在透光系统(2)内部，聚光器(33)东西方向或南北方向放

置，同时安装太阳跟踪装置，以获取更高温度，通过循环工质将集热器(34)聚集的热量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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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蓄热系统(7)中；

在透光系统(2)内部放置蓄热材料(71)，进一步吸收透过透光系统(2)的太阳辐射能，

减少集热管(31)或集热板(35)和蓄热系统(7)的热量损失。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蓄

热系统(7)采用长方体、多面体、圆柱体钢筋混泥土结构或保温箱体，岩棉板保温材料与混

泥土一体化建设；蓄热系统(7)放置在建筑物上面或内部，或者地面上以及地下；

太阳能集热系统单独设置一个蓄热装置(9)和换热器(77)，蓄热装置(9)放置在蓄热系

统(7)内部或外面，蓄热装置(9)内部流体为软化水或不易结垢的流体，降低结垢对太阳能

集热换热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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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申请涉及清洁能源供热供暖，特别涉及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北方采暖地区城镇已基本形成以集中供暖为主，多种供暖方

式为补充的格局，但  还存在热源供给不足、清洁热源比重偏低、供暖能耗偏高等问题，不利

于保障群众的采暖需求和减少污染  物排放。目前，国家大力推进清洁供暖，提出推进燃煤

清洁化利用、因地制宜推进天然气和电供暖、大力  发展可再生能源、有效利用工业余热、全

面取消散煤等措施推进城镇清洁供暖。根据有关统计材料，北方  地区建筑面积超过200亿

平方米，城镇采暖用煤超过2亿吨，农村采暖用散煤、薪柴等约1亿吨，大量采 暖用煤是冬季

雾霾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北方地区清洁供暖有很大空间。与此同时，长江流域供暖需求和 

供给矛盾突出，如果采用燃煤或燃气进行供暖，将进一步增加资源环境压力。

[0003] 供热方面，除了民用热水外，农业大棚、造纸、食品、医药、化工、宾馆、酒店、医院、

学校等农业、  工业、服务业用热水，特别是100℃以下的热水需求快速增长。普通热水(100

℃以下)能量品位相对较  低，如果使用高品位能源如化学能、电能等直接产生热水(如燃气

供热、电热水器等)将带来巨大能源浪  费。因此，要采用温度对口、高效、绿色、梯级、循环、

低碳利用的原则，合理规划设计供热供暖系统，  这对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污染

防治，集约节约利用能源资源，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意义。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我国陆地表面每年接受的太阳辐射能约50万亿吉焦，折合1.7万亿吨标准煤，约相

当于2017年全国 能源消费总量的380倍，而我国太阳能开发利用量约1亿吨标准煤，还有很

大开发利用空间。空气能，是  指空气中所蕴藏的低品位能源，和太阳能等同属于清洁能源，

空气能的可开发利用资源非常丰富。

[0005] 目前，太阳能和空气能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供热供暖，这对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

排放，优化用能结构， 降低用能成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技术和系统设计情况看，现有联

合系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主要是： 虽然太阳能集热环节技术比较成熟，集热效率比较高，

但集热管(板)和水箱散热量大，除了集热时间散  热外，一年中占三分之二时间以上的夜

晚、雨雪天气等没有光照以及光照较弱的时候，集热管(板)、水  箱和管道均在不断对外散

热，导致太阳能热水系统全年效率较低；现有太阳能集热系统和蓄热系统特别是  太阳能集

热管难以抵御冰雹和风沙的影响，容易损坏，需要不定期维修更换；冬季室外环境温度低，

长江  流域阴雨天气多，太阳能热水系统难以发挥作用；寒冷地区空气源热泵系统效率也较

低，辅助系统较为复  杂，运行成本高、回收周期长，影响了太阳能和空气能联合系统推广普

及。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进一步合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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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太阳能和空气能资源，以解决目前太阳能利用效率低、受天气和季节影响大、系统可靠性

较低、辅助系统装置多作用小等问题，实现春夏秋冬四季蓄能，全年对外供热、冬季供暖等。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的关

键技术在于：其包括外保温系统、透光系统、集热系统、空气源热泵、蓄热系统、控制系统、供

热供暖系统等，并对各个部分进行了一系列创新设计。所述外保温系统在日出时或日出后

卷起，在日落时或日落前放下，也可以在室外环境温度较高的时候保持卷起状态；所述透光

系统包括上表面和侧面，上表面倾斜或水平放置，倾斜角度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系统所在地

区纬度而确定；优化设计透光面积与蓄热系统容积。在有太阳光照时，外保温系统卷起，大

部分太阳辐射能被集热系统吸收并储存在蓄热系统中；在夜晚、没有太阳光照或太阳光照

强度比较弱的时候，外保温系统视季节和透光系统内温度情况而闭合，在早春、深秋和冬季

尽量减少系统内的热量损失；在太阳光照不足时，利用空气源热泵或电加热器进行补充，以

达到供热供暖所需的温度要求，尽可能在不利环境条件下降低能源成本。合理设计透光系

统，让尽量多的太阳辐射能进入透光系统，同时将透光系统内物体辐射的长波留在透光系

统内，对集热系统和蓄热系统起到保温的效果，减少集热系统和蓄热系统的热量损失。蓄热

系统中的流体吸收热量，温度提高后，被泵提送至供热、供暖需求端或管网，用于供热、供

暖。

[0008] (1)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外保温系统第一种

技术方案为：所述外保温系统采用柔性保温材料，外保温系统能够覆盖透光系统外表面，在

日出时或日出后卷起，在日落时或日落前放下。外保温系统也可视夜间温度情况保持卷起

状态。

[0009]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外保温系统第二种技

术方案为：在第一种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朝东、朝南和朝西面内表面可分别设置含反光器的

可旋转保温墙，增强反光和保温；保温墙可以随太阳高度角变化旋转至合适角度。朝北保温

墙可以高于透光系统，其朝南面高出的部分可以安装反光器，提高进入透光系统的太阳辐

射能。可旋转保温墙视室外光照、温度、风速等情况而选择闭合或不闭合。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第三种技术方案为：在第一

种技术方案或第二种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在朝北墙上面，设置可旋转反光器，进一步提高进

入透光系统的太阳辐射能。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外保温系统第四种技

术方案为：在第一种技术方案或第二种技术方案或第三种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在冬季再设

置一层柔性保温系统，减少系统冬季散热量。

[0012] h)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透光系统第一种技

术方案为：在有太阳光照的时候，打开外保温系统，从天空直射和散射的太阳辐射能透过所

述透光系统，大部分太阳辐射能被集热系统吸收，一部分太阳辐射能被室内的蓄热系统外

表面和蓄热材料吸收。透光系统北面可采用保温玻璃系统，也可利用朝北固定保温墙，透光

系统可采用单层玻璃、双层或多层中空玻璃、真空玻璃、有机玻璃、聚碳酸酯、阳光板、凸透

镜等，实现良好的透光性能、密闭性能和保温性能，以及夏季室内温度过高时，具有良好的

通风性能。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透光系统第二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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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为：在第一种技术方案的基础上，透光系统上表面倾斜放置，倾斜的角度根据所在地的

纬度而确定；透光系统侧面可以竖直放置，也可以倾斜放置，倾斜的角度根据所在地纬度和

季节而定。

[0014] (3)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集热系统第一种技

术方案为：在透光系统上表面安装集热管(板)，或者集热管(板)与透光系统上表面一体化

设计安装，或者将集热管(板)  安装在支撑结构和透光系统上表面之间，通过循环工质将集

热管聚集的热量储存在蓄热系统中。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集热系统第二种技术

方案为：在第一种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在透光系统侧面安装集热管(板)，进一步提高系统集

热能力。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集热系统第三种技术

方案为：在第一种技术方案或第二种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安装太阳跟踪装置，集热管(板)的

位置随太阳高度角和太阳方位角的变化而变化。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集热系统第四种技术

方案为：在第一种技术方案或第二种技术方案或第三种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在透光系统上

表面安装聚光器，或者聚光器与透光系统上表面一体化设计安装，或将聚光器安装在透光

系统内部，聚光器东西方向或南北方向放置，同时可选择安装太阳光跟踪装置，以获取更高

温度，通过循环工质将集热器聚集的热量储存在蓄热系统中。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集热系统第五种技术

方案为：在第一种技术方案或第二种技术方案或第三种技术方案或第四种技术方案的基础

上，在透光系统内部放置蓄热材料，进一步吸收透过透光系统的太阳辐射能，减少集热系统

和蓄热系统的热量损失。

[0019] (4)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空气源热泵系统第

一种技术方案为：在太阳能产生的热量不足时，适时启动空气源热泵，通过吸收空气中的热

量，加热蓄热系统中的流体，以满足供热供暖需求。

[0020]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空气源热泵系统第二

种技术方案为：利用夏季等季节环境温度高，空气焓值高的特点，充分发挥此时热泵效率高

的优势，尽可能产生热量，结合太阳能和跨季节高效蓄能系统，提供全年所需的热量。

[0021] (5)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蓄热系统第一种技

术方案为：集热系统蓄积的热量或空气源热泵系统产生的热量将循环流体加热，循环流体

温度提升后，进入蓄热系统，并不断循环。蓄热系统作为蓄积热量的场所，采用长方体、多面

体、圆柱体等钢筋混泥土结构或保温箱体，岩棉板等保温材料与混泥土一体化建设。蓄热系

统可以放置在建筑物上面或内部，或者地面上以及地下。

[0022]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蓄热系统第二种技术

方案为：考虑一些地区水质不好易结垢的情况，在第一种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太阳能集热系

统单独设置一个蓄热装置和换热器，蓄热装置可以放置在蓄热系统内部或外面。集热系统

和蓄热装置内部流体为软化水或不易结垢的流体，降低结垢对太阳能集热换热的不利影

响。

[0023] (6)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供热供暖系统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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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技术方案为：蓄热系统中的流体吸收太阳能或空气能后，温度升高，被泵送至用热需求端

或供暖需求端，被洗浴用掉的水在蓄热系统中通过补水得到补充；循环热水向用热需求端

或供暖需求端释放热量后，返回蓄热系统，温度升高后，不断循环。

[0024]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供热供暖系统第二种

技术方案为：所述供热供暖系统中循环液体从蓄热系统中吸收热量后温度升高，通过循环

泵，将热量输送至用热需求端或供暖需求端，从用热需求端和供暖需求端出来的低温循环

液体进入蓄热系统的换热器中，再次吸热温度升高，不断循环。

[0025]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供热供暖系统第三种

技术方案为：所述供热供暖系统中的循环液体从蓄热系统中吸收热量后温度升高，通过循

环泵，将热量输送至换热站后返回蓄热系统的换热器中，换热站中的流体吸热后将热量输

送至用热需求端或供暖需求端，从用热需求端或供暖需求端出来的低温流体进入换热站，

再次吸热后温度升高，不断循环。

[0026]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供热供暖系统第四种

技术方案为：在第一种技术方案或第二种技术方案或第三种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设置吸收

式换热机组，进一步降低供热供暖系统循环液体回路温度，实现大温差供热供暖，提高换热

效能，减少管网功耗。

[0027]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中的供热供暖系统第五种

技术方案为：在第一种技术方案或第二种技术方案或第三种技术方案或第四种技术方案的

基础上，设置补燃机组或热泵机组，提高所述供热供暖系统的稳定性。

[0028]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其包括的外保温系统、透

光系统、集热系统、空气源热泵、蓄热系统、供热供暖系统等，各个部分可以根据上述的技术

方案进行自由组合，形成多个可选的新型跨季节太阳能与空气能蓄热供热供暖系统；本实

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可以南北方向放置，也可以南偏东或南偏

西方向放置，还可以东西方向放置；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

可以采用单个系统，对单体建筑或小型热用户进行供热供暖，也可以利用模块化设计，实现

大规模跨区域供热供暖。

[0029] 采用上述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所产生的有益效果在于：

[0030] (1)系统集热效率高，单位面积年蓄积的太阳辐射能高，可以达到4至9吉焦，主要

是由于本实用新型的系统尽可能吸收利用太阳辐射能，包括透光系统上表面、侧面、可旋转

保温墙内表面以及反光器等都能够透光或反光，增加进入透光系统的太阳辐射能；同时本

系统独特的集热蓄热保温一体化设计，可以尽可能减少热量损失，特别是蓄热材料能够吸

收未被集热管(板)吸收的太阳辐射能，在夜间进行放热，提高透光系统内部空气温度，从而

减少集热管(板)和蓄热系统的散热量。

[0031] (2)适用范围广，适用于工业、城市、县城、社区、乡镇、农村、农业、海岛等全年供

热、冬季供暖，可以在全国推广应用。

[0032] (3)系统结构紧凑，有效利用空间，显著减少占地面积。

[0033] (4)系统太阳能保证率高，冬季供热供暖辅助能源消耗低，使各地区特别是长江以

北地区利用太阳能进行大规模供暖成为可能。

[0034] (5)系统结构简单、便于清洁、易于维护，单位供热量投资和运行成本低，投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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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短。

[0035] (6)系统可靠性高，可以大幅减少狂风、飞沙、暴雨、暴雪、冰雹等恶劣自然天气对

本实用新型的系统特别是集热系统的破坏；透光系统易于清洁，可以降低积灰对集热管

(板)的不利影响；设置独立蓄热装置，降低结垢对太阳能集热效果的不利影响。

[0036] (7)系统节能减排效果明显，建设1万平方米所述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

暖系统，其中年年蓄积的太阳能可实现供热量4万至9万吉焦，年可节约标准煤1700-3800

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600-8000吨。

[0037] 应当理解的是，以上的一般描述和后文的细节描述仅是示例性和解释性的，并不

能限制本实用新型。

附图说明

[003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对现有技术方案或具体实施例中

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以下附图仅是用于方便理解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

其他的附图。

[003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的具体实施例1的示

意图；

[0040] 图2(a)、图2(b)、图2(c)、图2(d)是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

暖系统的透光系统示意图；

[0041] 图3(a)、图3(b)、图3(c)、图3(d)、图3(e)是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

合供热供暖系统的集热系统示意图；

[0042] 图4、图5、图6、图7、图8、图9、图10、图11是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

供热供暖系统示意图；

[0043] 图12是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的模块化应用和大

规模应用的示意图；

[0044] 图13是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的具体实施例2的示

意图；

[0045] 图14是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的具体实施例3的示

意图。

[0046] 其中：1-柔性保温材料，11-朝北固定保温墙，12-朝西可旋转保温墙，13-朝南可旋

转保温墙，14-  朝东可旋转保温墙，15-反光器，2-透光系统，21-玻璃保温罩，26-支架，31-

集热管，32-集热管，33- 聚光器，34-集热器，35-集热板，4-换热器，41-泵I，42-泵II，43-泵

III，44-用热需求端，45-采暖需求端，46-换热站，5-控制系统，6-空气源热泵，61-过滤器，

62-泵IV，63-阀门，7-蓄热系统，71-蓄热材料，72-蓄热材料，73-排污阀，74-阀门，75-进水

阀，76-泵V，77-换热器，78-电加热器，8-热用户，  81-泵VI，9-蓄热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中的技术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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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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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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实用新型

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都应当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48] 实施例1：

[0049]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的具体实施例1，如图1所

示。该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包括柔性保温材料1，固定保温墙11，透光系

统2，支架26，集热管31，控制系统5，空气源热泵6，蓄热系统7，蓄热材料71，蓄热材料72，排

污阀73，阀门74，进水阀75，泵V  76，电加热器78等。

[0050] 在有太阳光照射时，所述柔性保温材料1卷起，在夜晚或没有太阳光照的时候以及

大风和雨雪冰雹天气，柔性保温材料1视情况而闭合，尽量减少集热管31、蓄热系统7以及管

路的热量损失和不利天气对本实用新型的系统的破坏。

[0051] 所述透光系统2包括侧面和上表面，采用双层中空玻璃，也可选用真空玻璃、有机

玻璃等，保持良好的透光性能、密闭性能和保温性能。所述透光系统2上表面根据所在地纬

度倾斜安置，朝东和朝西两个表面竖直放置，朝南面倾斜放置，北面直接利用朝北固定保温

墙。

[0052] 所述集热管31安装在支撑结构和透光系统2之间，倾斜放置，从天空直射和散射以

及地表反射的太阳辐射能透过所述透光系统2，被集热管31吸收，蓄热系统7中的流体被循

环泵提送到集热管31中，集热管31中的流体吸热后进入蓄热系统7，将太阳辐射能以热能形

成储存在蓄热系统7中，不断循环。部分透过所述透光系统2未被集热管31吸收的太阳辐射

能被蓄热材料71和蓄热材料72吸收，在夜间在透光系统2内放热，提高透光系统2内部温度，

减少集热管31、蓄热系统7以及管路的热量损失。

[0053] 所述空气源热泵6在太阳能不足时启动，通过吸收空气的热量，加热蓄热系统7中

的流体，以满足供热供暖需要。当冬季出现连续雨雪低温天气时，电加热器78适时启动，以

保障供热供暖所需的热量和温度。

[0054] 控制系统5对上水时间及水位、加热时间及温度等进行控制，当蓄热系统7中的污

垢较多时，及时开启排污阀73进行排污。

[0055] 实施例2：

[0056]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的具体实施例2，如图13所

示。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该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增

加蓄热装置9和换热器77，在太阳能集热系统中利用软化水或其他合适的流体，降低结垢对

太阳能集热效率的不利影响，从而提高系统的整体效能和寿命。

[0057] 实施例3：

[0058] 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的具体实施例3，如图14所

示。在实施例2的基础上，与实施例2不同的是，该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供热供暖系统具

有较大的蓄热系统7，考虑北方地区供暖季节热量需求比较大的实际情况，实现跨季节太阳

能蓄热和跨季节空气能蓄热，在全年供热的基础上，满足冬季供暖需求。

[0059]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新型太阳能与空气能联合

供热供暖系统的三种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本部分采用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思

想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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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思想的情况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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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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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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