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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车载储水及加热系统，电

源模块为控制器单元、储水单元和加热模块提供

电能，控制器单元与储水单元和加热模块均相

连，用于控制控制储水单元进行储排水和控制加

热模块进行加热，储水单元包括抽水泵、隔膜泵

和出水电机，抽水泵用于接收控制器单元的控制

信号并将外部的水泵入到内水箱中，隔膜泵用于

接收控制器电信号对内水箱中的水进行净化并

泵入到储水箱中，出水电机用于接收控制器单元

的电信号并将储水箱中的水向外排出；优点在于

集成了加热模块和储水单元，通过加热模块可对

储水单元内的水进行加热，并可对食物进行加热

为驾乘人员提供温热的食物，避免用户在长期驾

驶或形式在无服务区的偏远路段无法对携带的

食物进行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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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载储水及加热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源模块、控制器单元、储水单元和加

热模块，所述的电源模块为控制器单元、储水单元和加热模块提供电能，所述的控制器单元

与储水单元和加热模块均相连，用于控制控制储水单元进行储排水和控制加热模块进行加

热，所述的储水单元包括抽水泵、隔膜泵和出水电机，所述的抽水泵用于接收控制器单元的

控制信号并将外部的水泵入到内水箱中，所述的隔膜泵用于接收控制器电信号对内水箱中

的水进行净化并泵入到储水箱中，所述的出水电机用于接收控制器单元的电信号并将储水

箱中的水向外排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载储水及加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源模块包括

车载电源和将车载电源变换为5V电源的变压单元，所述的车载电源为储水单元和加热模块

提供电能，所述的5V电源为控制器单元提供电能，5V电源的负极和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车载储水及加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抽水泵的一端

与第一二极管的负极、车载电源的正极均相连，抽水泵的另一端与第一二极管的正极、第一

三极管的集电极均相连，第一三极管的基极与第一电阻的一端、第二电阻的一端均相连，第

二电阻的另一端与控制器单元相连，第一三极管的发射极和第一电阻的另一端均与车载电

源的负极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车载储水及加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隔膜泵的一端

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隔膜泵的另一端与第一继电器的常开端子一端相连，第一继电器

的常开端子另一端与车载电源的正极相连，第一继电器的线圈一端与第二二极管的正极、

第二三极管的集电极均相连，第一继电器的线圈另一端与第二二极管的负极、车载电源的

正极均相连，第二三极管的基极与第三电阻的一端、第四电阻的一端均相连，第四电阻的另

一端与控制器单元相连，第三电阻的另一端、第二三极管的发射极均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

连。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车载储水及加热系统，其特征在于，隔膜泵与储水箱之间

还设置有进水电机，所述的进水电机的一端与第三二极管的负极、车载电源的正极均相连，

进水电机的另一端与第三二极管的正极、第一场效应管的漏极均相连，第一场效应管的栅

极与第五电阻的一端、第六电阻的一端均相连，第五电阻的另一端与控制器单元相连，第六

电阻的另一端、第一场效应管的源极均匀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车载储水及加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出水电机的一

端与第四二极管的负极、车载电源的正极均相连，出水电机的另一端与第四二极管的正极、

第二场效应管的漏极均相连，第二场效应管的栅极与第七电阻的一端、第八电阻的一端均

相连，第七电阻的另一端与控制器单元相连，第八电阻的另一端、第二场效应管的源极均匀

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车载储水及加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热模块包括

水壶加热器，所述的水壶加热器的开关一端与第二继电器的常开端子一端相连，水壶加热

器的开关另一端与第二继电器的常开端子另一端相连，所述的第二继电器的线圈一端与第

五二极管的正极、第三三极管的集电极均相连，第二继电器的线圈另一端与车载电源的正

极、第五二极管的负极均相连，第三三极管的基极与第九电阻的一端、第十电阻的一端均相

连，第十电阻的另一端与控制器单元相连，第九电阻的另一端、第三三极管的发射极均与车

载电源的负极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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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车载储水及加热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水壶温度检测

电路，所述的水壶温度检测电路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所述的第一温度传感器的一端与5V

电源相连，第一温度传感器的另一端与第十三电阻的一端相连，第十三电阻的另一端与车

载电源的负极相连，第一温度传感器的另一端与控制器单元相连，第试单电阻的两端还并

联设置有第一电容。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车载储水及加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热模块包括

电饭煲加热器、第一光耦合器和第一可控硅，第一可控硅的一端与火线相连，所述的电饭煲

加热器的一端与第一可控硅的另一端相连，电饭煲加热器的另一端与零线相连，第一可控

硅的另一端与第十一电阻的一端相连，第十一电阻的另一端与第一光耦合器的输出端一脚

相连，第一光耦合器的输出端另一脚与第一可控硅的栅极相连，第一光耦合器的正极输入

端与5V电源相连，第一光耦合器的负极输入端通过第十二电阻与控制器单元相连。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车载储水及加热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电饭煲温度

检测电路和合盖检测电路，所述的合盖检测电路包括第十四电阻以及由开关构成的合盖传

感器，所述的第十四电阻的一端与5V电源相连，第十四电阻的另一端与控制器单元、合盖传

感器的一端均相连，合盖传感器的另一端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所述的电饭煲温度检测

电路包括第二温度传感器，所述的第二温度传感器的一端与5V电源相连，第二温度传感器

的另一端与第十五电阻的一端、控制器单元均相连，第十五电阻的另一端与车载电源的负

极相连，第十五电阻的两端还并联有第二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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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载储水及加热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车载储水及加热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汽车作为日常的交通工具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汽车的使

用扩大了人们的生活范围，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人们有了自己的家庭小汽车之后，就可

以在闲暇的时间里面，拉着自己的家人一起去郊外旅游，这样就让人们的假日里面又都了

一些娱乐活动的选择。还可以提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的速度，因为当人们有了汽车之后，人

们就可以每天开着汽车去上班和工作。这样就省去了人们不行到公司的时间和力气，也省

去了人们每天早晚挤公交的烦恼，更加的方便了人们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路程。因此人们

的生活也非常的需要它。

[0003] 在娱乐生活丰富的今天，人们会驾驶车辆进行远途旅行，甚至沙漠长途旅行。而饮

用水对人们是必需品，尤其是在长途旅行过长中。同时在长途驾驶运输过程中驾驶员或乘

客同样对饮用水有需求，尤其是驾驶车辆在长途无人区行驶时。在车载功能日趋多样化的

今天，多数小汽车上仍旧没有热水的供应，驾乘人员在长时间的驾驶后，若不能喝到热水的

话，会间接加速引起疲劳，不利于驾驶安全。同时在长途驾驶后，长时间的精神高度集中会

加速体能消耗，而现有的车型中不具备加热蒸煮事物的能力，尤其是在寒冷地区，长时间的

驾驶会使得驾驶员体能消耗加剧，若不使用温热的食物补充体能会使得驾驶人员无法集中

注意力而导致事故发生。未解决上述问题因此需要一种车载储水及加热系统。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且可为用户供水以及提供加热

装置的车载储水及加热系统。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车载储水及加热系统，包括

电源模块、控制器单元、储水单元和加热模块，所述的电源模块为控制器单元、储水单元和

加热模块提供电能，所述的控制器单元与储水单元和加热模块均相连，用于控制控制储水

单元进行储排水和控制加热模块进行加热，所述的储水单元包括抽水泵、隔膜泵和出水电

机，所述的抽水泵用于接收控制器单元的控制信号并将外部的水泵入到内水箱中，所述的

隔膜泵用于接收控制器电信号对内水箱中的水进行净化并泵入到储水箱中，所述的出水电

机用于接收控制器单元的电信号并将储水箱中的水向外排出。

[0006] 更进一步地，所述的电源模块包括车载电源和将车载电源变换为5V电源的变压单

元，所述的车载电源为储水单元和加热模块提供电能，所述的5V电源为控制器单元提供电

能，5V电源的负极和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

[0007] 更进一步地，所述的抽水泵的一端与第一二极管的负极、车载电源的正极均相连，

抽水泵的另一端与第一二极管的正极、第一三极管的集电极均相连，第一三极管的基极与

第一电阻的一端、第二电阻的一端均相连，第二电阻的另一端与控制器单元相连，第一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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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发射极和第一电阻的另一端均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

[0008] 更进一步地，所述的隔膜泵的一端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隔膜泵的另一端与第

一继电器的常开端子一端相连，第一继电器的常开端子另一端与车载电源的正极相连，第

一继电器的线圈一端与第二二极管的正极、第二三极管的集电极均相连，第一继电器的线

圈另一端与第二二极管的负极、车载电源的正极均相连，第二三极管的基极与第三电阻的

一端、第四电阻的一端均相连，第四电阻的另一端与控制器单元相连，第三电阻的另一端、

第二三极管的发射极均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

[0009] 更进一步地，隔膜泵与储水箱之间还设置有进水电机，所述的进水电机的一端与

第三二极管的负极、车载电源的正极均相连，进水电机的另一端与第三二极管的正极、第一

场效应管的漏极均相连，第一场效应管的栅极与第五电阻的一端、第六电阻的一端均相连，

第五电阻的另一端与控制器单元相连，第六电阻的另一端、第一场效应管的源极均匀车载

电源的负极相连。

[0010] 更进一步地，所述的出水电机的一端与第四二极管的负极、车载电源的正极均相

连，出水电机的另一端与第四二极管的正极、第二场效应管的漏极均相连，第二场效应管的

栅极与第七电阻的一端、第八电阻的一端均相连，第七电阻的另一端与控制器单元相连，第

八电阻的另一端、第二场效应管的源极均匀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

[0011] 更进一步地，所述的加热模块包括水壶加热器，所述的水壶加热器的开关一端与

第二继电器的常开端子一端相连，水壶加热器的开关另一端与第二继电器的常开端子另一

端相连，所述的第二继电器的线圈一端与第五二极管的正极、第三三极管的集电极均相连，

第二继电器的线圈另一端与车载电源的正极、第五二极管的负极均相连，第三三极管的基

极与第九电阻的一端、第十电阻的一端均相连，第十电阻的另一端与控制器单元相连，第九

电阻的另一端、第三三极管的发射极均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

[0012] 更进一步地，还包括水壶温度检测电路，所述的水壶温度检测电路包括第一温度

传感器，所述的第一温度传感器的一端与5V电源相连，第一温度传感器的另一端与第十三

电阻的一端相连，第十三电阻的另一端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第一温度传感器的另一端

与控制器单元相连，第试单电阻的两端还并联设置有第一电容；优点在于水壶温度检测电

路的设置可使得用户更好的对水壶的加热状态进行监控。

[0013] 更进一步地，所述的加热模块包括电饭煲加热器、第一光耦合器和第一可控硅，第

一可控硅的一端与火线相连，所述的电饭煲加热器的一端与第一可控硅的另一端相连，电

饭煲加热器的另一端与零线相连，第一可控硅的另一端与第十一电阻的一端相连，第十一

电阻的另一端与第一光耦合器的输出端一脚相连，第一光耦合器的输出端另一脚与第一可

控硅的栅极相连，第一光耦合器的正极输入端与5V电源相连，第一光耦合器的负极输入端

通过第十二电阻与控制器单元相连。

[0014] 更进一步地，还包括电饭煲温度检测电路和合盖检测电路，所述的合盖检测电路

包括第十四电阻以及由开关构成的合盖传感器，所述的第十四电阻的一端与5V电源相连，

第十四电阻的另一端与控制器单元、合盖传感器的一端均相连，合盖传感器的另一端与车

载电源的负极相连；所述的电饭煲温度检测电路包括第二温度传感器，所述的第二温度传

感器的一端与5V电源相连，第二温度传感器的另一端与第十五电阻的一端、控制器单元均

相连，第十五电阻的另一端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第十五电阻的两端还并联有第二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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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在于合盖检测电路的设置可用于检测盖子是否闭合，避免在行车过程中使用电饭煲加

热食物时，内部的食物洒出。设置的电饭煲温度检测装置可对内部的温度进行监控，避免长

时间干烧，且可实现对温度加热温度的控制。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集成了加热模块和储水单元，通过加热模块可

对储水单元内的水进行加热，具体为设置的电饭煲加热器使得用户可对食物进行加热，从

而为驾乘人员提供温热的食物，避免用户在长期驾驶或形式在无服务区的偏远路段无法对

携带的食物进行加热，同时优点还在于可在寒冷地区或野外地区使得用户对食物进行高效

的加热。设置的水壶加热器可通过对水壶的控制实现自动加热，便于用户取用热水。本发明

设置的储水单元可通过内水箱对水资源进行蓄水，避免长途跋涉缺水，且通过隔膜泵可对

内水箱的水进行净化，为使用者提供较为纯净的饮用水。本发明设置的储水单元通过控制

器单元进行控制，可实现自动控制的同时提高响应速度，提高用户使用效果。

[0016]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电路原理示意框图；

图2为本发明控制器单元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水壶加热器的电路连接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储水单元的电路连接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电饭煲加热器的电路连接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水壶温度检测电路的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合盖检测电路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电饭煲温度检测电路示意图；

图9为本发明电源模块的电路示意图；

图10为本发明过零检测电路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9] 一种车载储水及加热系统，包括电源模块、控制器单元、储水单元和加热模块，电

源模块为控制器单元、储水单元和加热模块提供电能，控制器单元与储水单元和加热模块

均相连，用于控制控制储水单元进行储排水和控制加热模块进行加热，储水单元包括抽水

泵P1、隔膜泵P2和出水电机P4，抽水泵P1用于接收控制器单元的控制信号并将外部的水泵

入到内水箱中，隔膜泵P2用于接收控制器电信号对内水箱中的水进行净化并泵入到储水箱

中，出水电机P4用于接收控制器单元的电信号并将储水箱中的水向外排出。

[0020] 电源模块包括24V的车载电源和将车载电源变换为5V电源的变压单元，车载电源

为储水单元和加热模块提供电能，5V电源为控制器单元提供电能，5V电源的负极和车载电

源的负极相连。上述的控制器单元由型号为HC89F003的控制器芯片U1及其外围电路构成，

控制器芯片U1的7脚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控制器芯片U1的9脚与5V电源相连，控制器芯

片U1的9脚还通过第三电容C3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上述的变压单元包括XL1509型号的

稳压芯片U2，稳压芯片U2的1脚与车载电源的正极相连，稳压芯片U2的1脚通过第四电容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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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稳压芯片U2的5脚、5脚、6脚、7脚和8脚均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

稳压芯片U2的2脚与由肖特基二极管构成的第六二极管D6的负极相连，第六二极管D6的正

极与车子啊电源的负极相连，稳压芯片U2的2脚还与第一电感L1的一端相连，第一电感L1的

另一端与第五电容C5的一端、第六电容C6的一端、第一极性电容C7的正极、稳压芯片U2的3

脚均相连，第五电容C5的另一端、第六电容C6的另一端、第一极性电容C7的负极均与车载电

源的负极相连，第一电感L1的另一端输出5V电压作为5V电源使用。工作时24V的车载电源通

过稳压芯片U2输出变压后的电压，并通过第一电感L1与第五电容C5、第六电容C6以及第一

极性电容C7进行稳压滤波，实现5V电压的稳定输出。

[0021] 抽水泵P1的一端与第一二极管D1的负极、车载电源的正极均相连，抽水泵P1的另

一端与第一二极管D1的正极、第一三极管Q3的集电极均相连，第一三极管Q3的基极与第一

电阻R1的一端、第二电阻R2的一端均相连，第二电阻R2的另一端与控制器单元相连，第一三

极管Q3的发射极和第一电阻R1的另一端均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隔膜泵P2的一端与车载

电源的负极相连，隔膜泵P2的另一端与第一继电器RAY1的常开端子一端相连，第一继电器

RAY1的常开端子另一端与车载电源的正极相连，第一继电器RAY1的线圈一端与第二二极管

D2的正极、第二三极管Q2的集电极均相连，第一继电器RAY1的线圈另一端与第二二极管D2

的负极、车载电源的正极均相连，第二三极管Q2的基极与第三电阻R3的一端、第四电阻R4的

一端均相连，第四电阻R4的另一端与控制器单元相连，第三电阻R3的另一端、第二三极管Q2

的发射极均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隔膜泵P2与储水箱之间还设置有进水电机P3，进水电

机P3的一端与第三二极管D3的负极、车载电源的正极均相连，进水电机P3的另一端与第三

二极管D3的正极、第一场效应管Q3的漏极均相连，第一场效应管Q3的栅极与第五电阻R5的

一端、第六电阻R6的一端均相连，第五电阻R5的另一端与控制器单元相连，第六电阻R6的另

一端、第一场效应管Q3的源极均匀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出水电机P4的一端与第四二极管

D4的负极、车载电源的正极均相连，出水电机P4的另一端与第四二极管D4的正极、第二场效

应管Q4的漏极均相连，第二场效应管Q4的栅极与第七电阻R7的一端、第八电阻R8的一端均

相连，第七电阻R7的另一端与控制器单元相连，第八电阻R8的另一端、第二场效应管Q4的源

极均匀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

[0022] 加热模块包括水壶加热器，水壶加热器的开关一端与第二继电器RAAY2的常开端

子一端相连，水壶加热器的开关另一端与第二继电器RAAY2的常开端子另一端相连，第二继

电器RAAY2的线圈一端与第五二极管D5的正极、第三三极管Q5的集电极均相连，第二继电器

RAAY2的线圈另一端与车载电源的正极、第五二极管D5的负极均相连，第三三极管Q5的基极

与第九电阻R9的一端、第十电阻R10的一端均相连，第十电阻R10的另一端与控制器单元相

连，第九电阻R9的另一端、第三三极管Q5的发射极均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当需要控制水

壶加热器工作时，通过控制器单元相第十电阻R10输入高电平，此时第三三极管Q5导通使得

第二继电器RAAY2的线圈得电吸合常开端子，连接水壶加热器的开关闭合导通，从而使得水

壶加热器工作加热。

[0023] 本发明还设置有水壶温度检测电路，水壶温度检测电路包括第一温度传感器P5，

第一温度传感器P5的一端与5V电源相连，第一温度传感器P5的另一端与第十三电阻R13的

一端相连，第十三电阻R13的另一端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第一温度传感器P5的另一端与

控制器单元相连，第试单电阻的两端还并联设置有第一电容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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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加热模块包括电饭煲加热器、第一光耦合器O1和第一可控硅TR1，第一可控硅TR1

的一端与火线相连，电饭煲加热器的一端与第一可控硅TR1的另一端相连，电饭煲加热器的

另一端与零线相连，第一可控硅TR1的另一端与第十一电阻R11的一端相连，第十一电阻R11

的另一端与第一光耦合器O1的输出端一脚相连，第一光耦合器O1的输出端另一脚与第一可

控硅TR1的栅极相连，第一光耦合器O1的正极输入端与5V电源相连，第一光耦合器O1的负极

输入端通过第十二电阻R12与控制器单元相连。当需要电饭煲加热器工作时，控制器单元控

制器第十二电阻R12的另一端为低电平，此时第一光耦合器O1工作驱动第一光耦合器O1的

输出端两端导通，此时交流电驱动第一可控硅TR1导通从而使得零线和火线与电饭煲加热

器相连接，使得电饭煲加热器工作加热。

[0025] 本发明还设置有电饭煲温度检测电路和合盖检测电路，合盖检测电路包括第十四

电阻R14以及由开关构成的合盖传感器P6，第十四电阻R14的一端与5V电源相连，第十四电

阻R14的另一端与控制器单元、合盖传感器P6的一端均相连，合盖传感器P6的另一端与车载

电源的负极相连；电饭煲温度检测电路包括第二温度传感器P6，第二温度传感器P6的一端

与5V电源相连，第二温度传感器P6的另一端与第十五电阻R15的一端、控制器单元均相连，

第十五电阻R15的另一端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第十五电阻R15的两端还并联有第二电容

C2。正常工作时，合盖电路处于工作状态，当电饭煲的盖子处于打开状态时，合盖检测电路

的合盖传感器P6断开，此时5V电源通过第十四电阻R14直接作用在控制器单元，相控制器单

元输入高电平，表示盖子处于打开状态；当处于闭合状态时，合盖传感器P6闭合，控制器单

元与合盖传感器P6相连的端子直接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使得该端子为低电平，从而实

现电饭煲盖子的开启闭合检测。上述的第二温度传感器P6为热敏电阻，由于热敏电阻随着

温度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当电饭煲温度改变是，串联的第十五电阻R15、第二温度传感器P6

使得第十五的电阻两端的电压发生改变，控制器单元通过检测第十五电阻R15的端电压即

可实现温度的检测，方便快捷，便于对温度进行监控。

[0026] 本发明还设置有过零检测电路，过零检测电路包括第二光耦合器O2，第二光耦合

器O2的正极输入端与第七二极管D7的负极相连，第七二极管D7的正极与第十八电阻R18的

一端相连，第十八电阻R18的另一端与火线相连，第二光耦合器O2的负极输入端与零线相

连，第二光耦合器O2的输出端一端与第十九电阻R19的一端、控制器单元相连，第十九电阻

R19的另一端与5V电源相连，第二光耦合器O2的输出端另一端与车载电源的负极相连。当通

入交流电时，正向的交流电通过第十八电阻R18进行降压并通过设置的第七二极管D7确保

进入的到第二光耦合器O2的电压为正向电压，从而驱动第二光耦合器O2工作，实现第二光

耦合器O2在过零后的正向电压作用下导通，从而使得第二光耦合器O2的输出端两端导通与

车载电源的负极接通，使得与控制器相连的端子从高电平变换为低电平，实现过零检测。

[0027]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正常工作后，当需要相向内水箱注水时，控制器单元控相第

二电阻R2输出高电平使得第一三极管Q3导通，此时抽水泵P1两端分别与车载电源的正极、

负极相连通，导电工作向内水箱内供水，当需要对内水箱的水进行净化时，控制净水器的隔

膜泵P2工作，即通过控制器单元向第四电阻R4输出高电平，使得第二三极管Q2导通，此时第

一继电器RAY1的线圈得电导通，并吸合常开端子，使得隔膜泵P2的两端分别与车载电源的

正极、负极相连接导电工作对内水箱的水进行净化，同时控制器单元向第五电阻R5输出高

电平，使得第一场效应管Q3导通，驱动进水电机P3工作，使得净化后的水通过进水电机P3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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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储水箱内。当需要用水时，控制器单元输出高电平至第七电阻R7，从而驱动第二场效应

管Q4导通，进而驱动出水电机P4工作，将储水箱内的净水向外排出。

[0028]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不能因

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

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的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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