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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提高太阳能光伏热效率的

气冷及水冷结合的PV/T系统，包括冷水入口、进

水阀门、水泵、阀门Ⅰ、太阳能电池板、阀门Ⅱ、阀

门Ⅲ、换热器、螺旋管道、热水箱、阀门Ⅳ、阀门

Ⅴ、风机、阀门Ⅵ、进水管、循环水管、回水管、出

气管、进气管、回气管、出水管、出水阀门；本发明

不仅回收利用光伏电池板产生的低品位热能降

低其光热效率，有效降低光伏电池板的温度提高

其使用寿命和太阳能的光电效率，而且不同季节

采用了不同的散热工质和不同的结构设计，可全

年工作，可避免冬季水结冰导致装置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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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太阳能光伏热效率的空冷及水冷结合的PV/T系统，包括冷水入口（1）、进水

阀门（2）、水泵（3）、阀门Ⅰ（4）、太阳能电池板（5）、阀门Ⅱ（6）、阀门Ⅲ（7）、换热器（8）、螺旋管

道（9）、热水箱（10）、阀门Ⅳ（11）、阀门Ⅴ（12）、风机（13）、阀门Ⅵ（14）、进水管（15）、循环水

管（16）、回水管（17）、出气管（18）、进气管（19）、回气管（20）、出水管（21）、出水阀门（22），热

电偶温度计（23）、水位计（30）；太阳能电池板（5）包括保温材料（24）、平板式热管（25）、散热

槽道（26）、太阳能电池（27）、EVA材料（28）、钢化玻璃（29），太阳能电池（27）上面依次设有

EVA材料（28）、钢化玻璃（29），太阳能电池（27）下面依次设置平板式热管（25）、散热槽道

（26）、保温材料（24），平板式热管（25）、散热槽道（26）、太阳能电池（27）侧面也包覆保温材

料（24），散热槽道（26）由多个相互连通的管道组成，散热槽道（26）上设有出口Ⅰ、出口Ⅱ，出

口Ⅰ和出口Ⅱ分别分支成两条管道，出口Ⅰ的一条分支管道通过进水管（15）与冷水入口（1）

连接，冷水入口（1）处设有进水阀门（2），进水管（15）上还设有水泵（3）和阀门Ⅰ（4），进水管

（15）上进水阀门（2）与水泵（3）之间连接循环水管（16），循环水管（16）上设有阀门Ⅱ（6），循

环水管（16）另一端与换热器（8）连接，换热器（8）与回水管（17）连接，回水管（17）上设有阀

门Ⅲ（7），回水管（17）与出口Ⅱ的一条分支管道连接；出口Ⅰ的另一条管道与出气管（18）连

接，出气管（18）上设置风机（13）和阀门Ⅵ（14），出气管（18）另一端与螺旋管道（9）连接，螺

旋管道（9）设置在换热器（8）内部，螺旋管道（9）另一端与回气管（20）连接，回气管（20）上设

有阀门Ⅳ（11），出口Ⅱ的另一条分支管道与进气管（19）连接，进气管（19）上设有阀门Ⅴ

（12），进气管（19）还与回气管（20）连接，热水箱（10）通过出水管（21）与换热器（8）连接，出

水管（21）上设有出水阀门（22），进水阀门（2）和出水阀门（22）为电磁阀；热电偶温度计

（23）、水位计（30）设置在换热器（8）内部，控制器分别与进水阀门（2）、热电偶温度计（23）、

出水阀门（22）、水位计（30）连接；冷水入口（1）的位置高于换热器（8）的位置，进水管（15）的

位置高于回水管（17）的位置，出气管（18）的位置高于进气管（19）和回气管（20）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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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太阳能光伏热效率的气冷及水冷结合的PV/T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提高太阳能光伏热效率的气冷及水冷结合的PV/T系统，属于太阳

能发电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对能源的需求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目前，在我国

的能源消费中，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使用比重过大导致了我国的环境污染严重，加剧了能源

紧缺状况，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是实现我国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太阳能由于其普遍存在、清洁无污染、取之不尽且总量巨大，是

一种很好的可再生能源。目前各国政府都将太阳能资源利用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

要内容。而光伏发电技术具有重量轻、安全可靠、故障率低、维护简单、无污染等特点，对缓

解我国环境污染及能源紧缺具有重大意义。

[0003] 目前太阳能光伏技术的发展主要受到太阳能电池光电效率低的制约。投射在太阳

能电池上的太阳辐射仅有不足10%-20%的太阳辐射能转化为电能，有50%-70%的太阳辐射能

转化为热能，这部分热能使太阳能电池温度升高，光伏组件的温度可达到70℃。随着光伏组

件的温度升高，光伏电池的短路电流将增加，而开路电压则会下降。电池温度逐渐升高，对

于在短时间运行的太阳能电池，将会导致其光伏发电效率降低（太阳能电池温度每升高一

度效率下降0.2%-0.6%），长期运行则将会导致其整体性能的下降，乃至不可逆的破坏。为了

解决太阳能电池板工作时温度过高而导致其效率降低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案：空冷

式和水冷式太阳能PV/T系统。在空冷式系统中采用空气作为冷却工质，空气通过自然循环

或强制循环来冷却太阳能电池，但是空冷式系统的冷却效果差而且电池板温度不均匀。在

水冷式系统中采用水作为冷却工质，水冷式系统的冷却效果好，但是环境温度过低时工质

结冰会导致装置损坏。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提高太阳能光伏热效率的气冷及水冷结合

的PV/T系统，该系统不仅回收利用光伏电池板产生的低品位热能降低其光热效率，有效降

低光伏电池板的温度提高其使用寿命和太阳能的光电效率，而且不同季节采用了不同的散

热工质和不同的结构设计，可全年工作，可避免冬季水结冰导致装置损坏。

[0005] 一种提高太阳能光伏热效率的空冷及水冷结合的PV/T系统，包括冷水入口1、进水

阀门2、水泵3、阀门Ⅰ4、太阳能电池板5、阀门Ⅱ6、阀门Ⅲ7、换热器8、螺旋管道9、热水箱10、

阀门Ⅳ11、阀门Ⅴ12、风机13、阀门Ⅵ14、进水管15、循环水管16、回水管17、出气管18、进气

管19、回气管20、出水管21、出水阀门22，，太阳能电池板5包括保温材料24、平板式热管25、

散热槽道26、太阳能电池27、EVA材料28、钢化玻璃29，太阳能电池27上面依次设有EVA材料

28、钢化玻璃29，太阳能电池27下面依次设置平板式热管25、散热槽道26、保温材料24，平板

式热管25、散热槽道26、太阳能电池27侧面也包覆保温材料24，散热槽道26由多个相互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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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道组成，散热槽道26上设有出口Ⅰ、出口Ⅱ，出口Ⅰ和出口Ⅱ分别分支成两条管道，出口Ⅰ

的一条分支管道通过进水管15与冷水入口1连接，冷水入口1处设有进水阀门2，进水管15上

还设有水泵3和阀门Ⅰ4，进水管15上进水阀门2与水泵3之间连接循环水管16，循环水管16上

设有阀门Ⅱ6，循环水管16另一端与换热器8连接，换热器8与回水管17连接，回水管17上设

有阀门Ⅲ7，回水管17与出口Ⅱ的一条分支管道连接；出口Ⅰ的另一条管道与出气管18连接，

出气管18上设置风机13和阀门Ⅵ14，出气管18另一端与螺旋管道9连接，螺旋管道9设置在

换热器8内部，螺旋管道9另一端与回气管20连接，回气管20上设有阀门Ⅳ11，出口Ⅱ的另一

条分支管道与进气管19连接，进气管19上设有阀门Ⅴ12，进气管19还与回气管20连接，热水

箱10通过出水管21与换热器8连接，出水管21上设有出水阀门22。

[0006] 所述进水阀门2和出水阀门22为电磁阀。

[0007] 所述系统还包括热电偶温度计23，热电偶温度计23设置在换热器8内部，用于测量

换热器8内部的水温。

[0008] 所述系统还包括水位计30，水位计30设置在换热器8内部，用于测量换热器8内部

的水位。

[0009] 所述系统还包括控制器，控制器分别与进水阀门2、热电偶温度计23、出水阀门22、

水位计30连接，当热电偶温度计23检测换热器8内水温达到60℃时，热电偶温度计23将温度

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开启出水阀门22将水放进热水箱10内，当水位计30测量的水位达到

水位下限时，控制器开启进水阀门2，冷水引入至换热器8，当热电偶温度计23测量水温小于

30℃时，且水位计30测量的水位达到最低要求时，热电偶温度计23和水位计30将温度反馈

给控制器，控制器关闭出水阀门22和进水阀门2。

[0010] 所述冷水入口1的位置高于换热器8的位置，进水管15的位置高于回水管17的位

置，出气管18的位置高于进气管19和回气管20的位置。

[0011] 本发明系统的使用过程如下：

[0012] 春夏季时（最低温度＞10℃），在其他阀门都关闭的情况下，开启进水阀门2，冷水

进入进水管15，开启水泵3、阀门Ⅰ4，冷水进入太阳能电池板5的散热槽道26中，对太阳能电

池板5进行散热后，开启阀门Ⅲ7，水从回水管17流入换热器8，换热器8中的水位计30显示水

位达到一定高度后，关闭进水阀门2，开启阀门Ⅱ6，换热器8中的水重新被水泵3泵入太阳能

电池板5的散热槽道26中，对太阳能电池板5进行散热后，水再次进入换热器8中，循环往复，

直至热电偶温度计23检测换热器8内水温达到60℃时，热电偶温度计23将温度反馈给控制

器，控制器开启出水阀门22将水放进热水箱10内，当水位计30测量的水位到达水位下限时，

控制器开启进水阀门2，冷水引入进水管15进入散热槽道26回流至换热器8，当热电偶温度

计23测量水温小于30℃时，且水位计30测量的水位达到最低要求时，热电偶温度计23和水

位计30将温度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关闭出水阀门22和进水阀门2，继续进行太阳能电池板

5的冷却散热，以及热量收集。

[0013] 秋冬季时（最低温度≤10℃），在其他阀门都关闭的情况下，开启阀门Ⅴ12、出水阀

门22，将系统内部的水全部放出来，空气从阀门Ⅴ12进入太阳能电池板5的散热槽道26中，

关闭阀门Ⅴ12、出水阀门22，打开进水阀门2、阀门Ⅱ6，利用自来水的水压将水引入换热器8

中，当水位计30测量的水位达到要求时，关闭进水阀门2、阀门Ⅱ6，打开阀门Ⅳ11、风机13、

阀门Ⅵ14，风机13将空气从太阳能电池板5的散热槽道26抽到出气管18中，并进入换热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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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螺旋管道9中，空气被螺旋管道9外部（换热器8内部）的冷水进行冷却，然后从回气管20和

部分进气管19后回到太阳能电池板5的散热槽道26中，风机13再将空气抽到出气管18中，如

此往复，直到热电偶温度计23检测换热器8内水温达到60℃时，热电偶温度计23将温度反馈

给控制器，控制器开启出水阀门22将水放进热水箱10内，当水位计30测量的水位到达水位

下限时，控制器开启进水阀门2、阀门Ⅱ6，冷水引入循环水管16进入换热器8，当热电偶温度

计23测量水温小于30℃时，且水位计30测量的水位达到要求时，热电偶温度计23和水位计

30将温度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关闭出水阀门22和进水阀门2，继续进行太阳能电池板5的

冷却散热，以及热量收集。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本发明采用气冷式及水冷式相结合的散热方式，在太阳能电池板背部铺设平板

式热管，并在热管下方设置散热槽道，通过平板式热管加强换热使太阳能电池板温度均匀，

避免局部点温度过高的情况，提高了电池板的寿命。

[0016] 2、通过工质空气或水的冷却降低太阳能电池板的温度，提高其光电效率，降低其

光热效率。

[0017] 3、冷却工质将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热量带出系统，利用太阳能电池板低品位热

能，可以为日常生活提供低温热水。

[0018] 4、不同季节采用了不同的散热工质和不同的结构设计，系统可全年工作，可避免

冬季水结冰而导致装置损坏。

[0019] 5、该系统既能用于大规模的太阳能发电厂，也可以进一步设计改装成热电联产的

发电热水器，供应人们的生活热水。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太阳能电池板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冷水入口，2-进水阀门，3-水泵，4-阀门Ⅰ，5-太阳能电池板，6-阀门Ⅱ，7-

阀门Ⅲ，8-换热器，9-螺旋管道，10-热水箱，11-阀门Ⅳ，12-阀门Ⅴ，13-风机，14-阀门Ⅵ，

15-进水管，16-循环水管，17-回水管，18-出气管，19-进气管，20-回气管，21-出水管，22-出

水阀门，23-热电偶温度计，24-保温材料，25-平板式热管，26-散热槽道，27-太阳能电池，

28-EVA材料，29-钢化玻璃，30-水位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实施例1

[0025] 一种提高太阳能光伏热效率的空冷及水冷结合的PV/T系统，包括冷水入口1、进水

阀门2、水泵3、阀门Ⅰ4、太阳能电池板5、阀门Ⅱ6、阀门Ⅲ7、换热器8、螺旋管道9、热水箱10、

阀门Ⅳ11、阀门Ⅴ12、风机13、阀门Ⅵ14、进水管15、循环水管16、回水管17、出气管18、进气

管19、回气管20、出水管21、出水阀门22、热电偶温度计23、、保温材料24、平板式热管25、散

热槽道26、太阳能电池27、EVA材料28、钢化玻璃29、水位计30，

[0026] 太阳能电池板5包括保温材料24、平板式热管25、散热槽道26、太阳能电池27、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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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28、钢化玻璃29，太阳能电池27上面依次设有EVA材料28、钢化玻璃29，太阳能电池27下

面依次设置平板式热管25、散热槽道26、保温材料24，平板式热管25、散热槽道26、太阳能电

池27侧面也包覆保温材料24，散热槽道26由多个相互连通的管道组成，散热槽道26上设有

出口Ⅰ、出口Ⅱ，出口Ⅰ和出口Ⅱ分别分支成两条管道，出口Ⅰ的一条分支管道通过进水管15

与冷水入口1连接，冷水入口1处设有进水阀门2，进水管15上还设有水泵3和阀门Ⅰ4，进水管

15上进水阀门2与水泵3之间连接循环水管16，循环水管16上设有阀门Ⅱ6，循环水管16另一

端与换热器8连接，换热器8与回水管17连接，回水管17上设有阀门Ⅲ7，回水管17与出口Ⅱ

的一条分支管道连接；出口Ⅰ的另一条管道与出气管18连接，出气管18上设置风机13和阀门

Ⅵ14，出气管18另一端与螺旋管道9连接，螺旋管道9设置在换热器8内部，螺旋管道9另一端

与回气管20连接，回气管20上设有阀门Ⅳ11，出口Ⅱ的另一条分支管道与进气管19连接，进

气管19上设有阀门Ⅴ12，进气管19还与回气管20连接，热水箱10通过出水管21与换热器8连

接，出水管21上设有出水阀门22，进水阀门2和出水阀门22为电磁阀，热电偶温度计23设置

在换热器8内部，用于测量换热器8内部的水温，水位计30设置在换热器8内部，用于测量换

热器8内部的水位，控制器分别与进水阀门2、热电偶温度计23、出水阀门22、水位计30连接，

当热电偶温度计23检测换热器8内水温达到60℃时，热电偶温度计23将温度反馈给控制器，

控制器开启出水阀门22将水放进热水箱10内，当水位计30测量的水位达到水位下限时，控

制器开启进水阀门2，冷水引入进水管15进入散热槽道26回流至换热器8，当热电偶温度计

23测量水温小于30℃时，且水位计30测量的水位达到最低要求时，热电偶温度计23和水位

计30将温度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关闭出水阀门22和进水阀门2，保温材料24为聚氨酯泡

沫。

[0027] 实施例2

[0028] 春夏季时（最低温度＞10℃），采用实施例1的装置，保温材料24为聚苯板，具体的

使用方法如下：

[0029] 在其他阀门都关闭的情况下，开启进水阀门2，冷水进入进水管15，开启水泵3、阀

门Ⅰ4，冷水进入太阳能电池板5的散热槽道26中，对太阳能电池板5进行散热后，开启阀门Ⅲ

7，水从回水管17流入换热器8，换热器8中的水位计30显示水位达到一定高度后，关闭进水

阀门2，开启阀门Ⅱ6，换热器8中的水重新被水泵3泵入太阳能电池板5的散热槽道26中，对

太阳能电池板5进行散热后，水再次进入换热器8中，循环往复，直至热电偶温度计23检测换

热器8内水温达到60℃时，热电偶温度计23将温度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开启出水阀门22将

水放进热水箱10内，当水位计30测量的水位到达水位下限时，控制器开启进水阀门2，冷水

引入进水管15进入散热槽道26回流至换热器8，当热电偶温度计23测量水温小于30℃时，且

水位计30测量的水位达到最低要求时，热电偶温度计23和水位计30将温度反馈给控制器，

控制器关闭出水阀门22和进水阀门2，继续进行太阳能电池板5的冷却散热，以及热量收集。

[0030] 实施例3

[0031] 秋冬季时（最低温度≤10℃），采用实施例1的装置，保温材料24为酚醛泡沫，具体

的使用方法如下：

[0032] 在其他阀门都关闭的情况下，开启阀门Ⅴ12、出水阀门22，将系统内部的水全部放

出来，空气从阀门Ⅴ12进入太阳能电池板5的散热槽道26中，关闭阀门Ⅴ12、出水阀门22，打

开进水阀门2、阀门Ⅱ6，利用自来水的水压将水引入换热器8中，当水位计30测量的水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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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要求时，关闭进水阀门2、水泵3、阀门Ⅱ6，打开阀门Ⅳ11、风机13、阀门Ⅵ14，风机13将空

气从太阳能电池板5的散热槽道26抽到出气管18中，并进入换热器8的螺旋管道9中，空气被

螺旋管道9外部（换热器8内部）的冷水进行冷却，然后从回气管20和部分进气管19后回到太

阳能电池板5的散热槽道26中，风机13再将空气抽到出气管18中，如此往复，直到热电偶温

度计23检测换热器8内水温达到60℃时，热电偶温度计23将温度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开启

出水阀门22将水放进热水箱10内，当水位计30测量的水位到达水位下限时，控制器开启进

水阀门2、阀门Ⅱ6，冷水引入循环水管16进入换热器8，当热电偶温度计23测量水温小于30

℃时，且水位计30测量的水位达到要求时，热电偶温度计23和水位计30将温度反馈给控制

器，控制器关闭出水阀门22和进水阀门2，继续进行太阳能电池板5的冷却散热，以及热量收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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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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