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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新型水热防冻水表箱，属于水表配套设

备技术领域，结构上由保温水表箱箱体、水热毯、

热量收集毯、温度控制系统、循环水加热及循环

系统和太阳能系统构成，结构新颖，工作原理清

晰，与传统的防冻水表箱结构相比，本实用新型

便于施工操作，具有优良节能、高效和安全性能，

有效解决了冬季室外水表冰冻破坏的问题，减少

了水表的冻损破坏，节省了维修成本，降低经济

损失，提高了寒冷冬季室外水表防冻能力，适用

于水表防冻工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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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水热防冻水表箱，包括由光伏组件和逆变器组成的太阳能系统，以及供暖

用热力管道；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冻水表箱由保温水表箱箱体(1)、水热毯(2)、热量收集毯

(3)、温度控制系统和循环水加热及循环系统构成；所述保温水表箱箱体(1)内部由隔板隔

成第一隔间(16)、第二隔间(17)和第三隔间(18)，所述第一隔间(16)设置在左侧，第二隔间

(17)和第三隔间(18)设置在右侧，所述第二隔间(17)设置在第三隔间(18)的上方，来水主

管、水阀、水表和分户水管连接设置在所述第一隔间(16)内，所述水热毯(2)和热量收集毯

(3)均由细硅胶软管和防水软布料构成，所述水热毯(2)设置在所述第一隔间(16)的内壁

上，所述热量收集毯(3)包裹设置在所述热力管道的外壁上；所述温度控制系统由温度控制

电源(5)、温度传感器(4)、单片机(6)和蓄电池(7)构成，所述温度控制电源(5)、单片机(6)

和蓄电池(7)设置在所述第二隔间(17)内部，所述温度传感器(4)设置在所述第一隔间(16)

内部；所述循环水加热及循环系统由循环水保温水箱(8)、循环水电加热器(9)、供水管

(10)、水泵(14)、水位控制器(12)、电磁阀(11)和管套(13)构成，所述循环水保温水箱(8)设

置在所述第三隔间(18)内，所述循环水电加热器(9)、电磁阀(11)、管套(13)、水位控制器

(12)均设置在所述循环水保温水箱(8)的内部，所述循环水电加热器(9)通过导线与温度控

制电源(5)连接，所述水位控制器(12)通过导线与单片机(6)、蓄电池(7)连接，所述供水管

(10)和水泵(14)设置在所述循环水保温水箱(8)的上方，所述电磁阀(11)设置在所述供水

管(10)的进水口处，所述电磁阀(11)通过导线与单片机(6)、蓄电池(7)连接，所述管套(13)

的顶部与所述循环水保温水箱(8)的顶部连接固定，所述管套(13)中固定设有两根细硅胶

软管，细硅胶软管一端位于管套(13)内底部，另一端穿过管套(13)顶部和循环水保温水箱

(8)顶部向外延伸，水泵(14)的进水管与管套(13)中一根细硅胶软管的上端相连接，水泵

(14)的出水管与水热毯(2)中的细硅胶软管一端相连接，水热毯(2)中细硅胶软管的另一端

与热量收集毯(3)中细硅胶软管的一端相连接，热量收集毯(3)中细硅胶软管的另一端与管

套(13)中另一根细硅胶软管上端相连接，通过水泵(14)工作使循环水保温水箱(8)内的循

环水从管套中一根固定的细硅胶软管流出，流入水热毯(2)的细硅胶软管，再从水热毯(2)

的细硅胶软管流入热量收集毯(3)的细硅胶软管，最后从热量收集毯(3)的细硅胶软管流入

管套(13)的另一根固定细硅胶软管进入循环水保温水箱(8)形成一个水循环，所述太阳能

系统对蓄电池(7)形成供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水热防冻水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热毯(2)的一

侧用防水面料制成，另一侧用棉布制成，细硅胶软管来回均匀固定设置在棉布的一侧，水热

毯(2)通过悬挂在保温水表箱箱体第一隔间内壁或通过折叠变形直接包裹覆盖在水表和管

道周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水热防冻水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热量收集毯(3)

的一侧用防水面料制成，另一侧用保温布料制成，细硅胶软管均匀固定设置在防水面料一

侧，细硅胶软管一侧与热力管道外壁紧密包裹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水热防冻水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管套(13)为中空

结构，设置循环水保温水箱内，管套顶部与循环水保温水箱顶部固定相连，细硅胶软管一端

位于管套内底部，另一端穿过管套顶部和循环水保温水箱顶部向外延伸，管套中固定安装

两根细硅胶软管，一根为循环水进水管，一根为循环水出水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水热防冻水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水表箱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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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外壳由中空的聚氯乙烯板和橡塑海绵层构成，橡塑海绵层设置在聚氯乙烯板中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水热防冻水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单片机采用的型

号是Intel  80C3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水热防冻水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细硅胶软管的外

壁均缠绕设有橡塑材料保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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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水热防冻水表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水表配套设备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水表箱，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

寒冷地区水热防冻水表箱。

背景技术

[0002] 在我国北方及南方部分地区，一些老式居民楼的水表集中出户安置在室外。在寒

冷的冬季，由于室外环境温度下降，室外集中安置的水表缺少相应的保温措施，导致室外水

表遭受了严重的冰冻损坏，水表的冰冻损坏会影响对住户的正常供水，给居民的生活带来

不便，室外水表冻损破坏后，大量的管道自来水流出，导致室外走廊上形成厚厚的冰层，影

响居民的正常出入，冻损破坏的室外水表需要相关维修人员及时维修，消耗了极大的人力

和物力资源，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防冻水表箱的设计有两大类：第一类防冻水表

箱只是单一的将箱体用保温材料制成，其目的是将防冻水表箱内部与外界环境隔离，保证

箱体内部热量不向外散失，从而达到防冻的效果。但这类防冻水表箱只能防止箱体内部热

量的散失，箱体内部并不能主动的得到热量来维持箱内温度，如果室外环境温度过低，照样

也会导致箱体内部温度降低，造成水表的冻损破坏，此类防冻水表箱具有局限性。第二类防

冻水表箱在保温箱体内部加入了电热装置，通过接通电源使电热装置发热，进一步为箱体

内部主动提供热量来维持箱内温度，达到防冻的效果。但这类防冻水表箱箱体内部含有电

路和加热电丝，一旦水表发生漏水，会导致箱内电路和加热电丝短路并进一步引发火灾，此

类防冻水表箱安全性能不太高。因此，设计出一种高效安全的防冻水表箱来解决寒冷冬季

室外水表冰冻损坏问题已刻不容缓。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上述现有两类防冻水表箱存在的等不足，提出一种新型

水热防冻水表箱，结构简单，便于施工操作，具有优良节能、高效和安全性能，可有效解决冬

季室外水表冰冻破坏的问题，可减少水表的冻损破坏、节省维修成本、降低经济损失，可提

高寒冷冬季室外水表防冻能力，适用于水表防冻工程中的应用。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新型水热防冻水表箱，包括由光伏组件和逆变器

组成的太阳能系统，以及供暖用热力管道；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冻水表箱由保温水表箱箱

体、水热毯、热量收集毯、温度控制系统和循环水加热及循环系统构成；所述保温水表箱箱

体内部由隔板隔成第一隔间、第二隔间和第三隔间，所述第一隔间设置在左侧，第二隔间和

第三隔间设置在右侧，所述第二隔间设置在第三隔间的上方，来水主管、水阀、水表和分户

水管连接设置在所述第一隔间内，所述水热毯和热量收集毯均由细硅胶软管和防水软布料

构成，所述水热毯设置在所述第一隔间的内壁上，所述热量收集毯包裹设置在所述热力管

道的外壁上；所述温度控制系统由温度控制电源、温度传感器、单片机和蓄电池构成，所述

温度控制电源、单片机和蓄电池设置在所述第二隔间内部，所述温度传感器设置在所述第

一隔间内部；所述循环水加热及循环系统由循环水保温水箱、循环水电加热器、供水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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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水位控制器、电磁阀和管套构成，所述循环水保温水箱设置在所述第三隔间内，所述循

环水电加热器、电磁阀、管套、水位控制器均设置在所述循环水保温水箱的内部，所述循环

水电加热器通过导线与温度控制电源连接，所述水位控制器通过导线与单片机、蓄电池连

接，所述供水管和水泵设置在所述循环水保温水箱的上方，所述电磁阀设置在所述供水管

的进水口处，所述电磁阀通过导线与单片机、蓄电池连接，所述管套的顶部与所述循环水保

温水箱的顶部连接固定，所述管套中固定设有两根细硅胶软管，细硅胶软管一端位于管套

内底部，另一端穿过管套顶部和循环水保温水箱顶部向外延伸，水泵的进水管与管套中一

根细硅胶软管的上端相连接，水泵的出水管与水热毯中的细硅胶软管一端相连接，水热毯

中细硅胶软管的另一端与热量收集毯中细硅胶软管的一端相连接，热量收集毯中细硅胶软

管的另一端与管套中另一根细硅胶软管上端相连接，通过水泵工作使循环水保温水箱内的

循环水从管套中一根固定的细硅胶软管流出，流入水热毯的细硅胶软管，再从水热毯的细

硅胶软管流入热量收集毯的细硅胶软管，最后从热量收集毯的细硅胶软管流入管套的另一

根固定细硅胶软管进入循环水保温水箱形成一个水循环，所述太阳能系统对蓄电池形成供

电连接。

[0005] 所述水热毯的一侧用防水面料制成，另一侧用棉布制成，细硅胶软管来回均匀固

定设置在棉布的一侧，水热毯通过悬挂在保温水表箱箱体第一隔间内壁或通过折叠变形直

接包裹覆盖在水表和管道周围。

[0006] 所述热量收集毯的一侧用防水面料制成，另一侧用保温布料制成，细硅胶软管均

匀固定设置在防水面料一侧，细硅胶软管一侧与热力管道外壁紧密包裹设置。

[0007] 所述管套为中空结构，设置循环水保温水箱内，管套顶部与循环水保温水箱顶部

固定相连，细硅胶软管一端位于管套内底部，另一端穿过管套顶部和循环水保温水箱顶部

向外延伸，管套中固定安装两根细硅胶软管，一根为循环水进水管，一根为循环水出水管。

[0008] 所述保温水表箱箱体的外壳由中空的聚氯乙烯板和橡塑海绵层构成，橡塑海绵层

设置在聚氯乙烯板中间。

[0009] 所述单片机采用的型号是Intel  80C31。

[0010] 所述细硅胶软管的外壁均缠绕设有橡塑材料保温层。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新型水热防冻水表箱，结构上

由保温水表箱箱体、水热毯、热量收集毯、温度控制系统、循环水加热及循环系统和太阳能

系统构成，结构新颖，工作原理清晰，与传统的防冻水表箱结构相比，本实用新型便于施工

操作，具有优良节能、高效和安全性能，有效解决了冬季室外水表冰冻破坏的问题，减少了

水表的冻损破坏，节省了维修成本，降低经济损失，提高了寒冷冬季室外水表防冻能力，适

用于水表防冻工程中的应用。

附图说明

[0012] 图1 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中：保温水表箱箱体1、水热毯2、热量收集毯3、温度传感器4、温度控制电源5、单

片机6、蓄电池7、循环水保温水箱8、循环水电加热器9、供水管10、电磁阀11、水位控制器12、

管套13、水泵14、太阳能系统15、第一隔间16、第二隔间17、第三隔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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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5] 如图1所示，一种新型水热防冻水表箱，包括保温水表箱箱体1、水热毯2、热量收集

毯3、温度传感器4、温度控制电源5、单片机6、蓄电池7、循环水保温水箱8、循环水电加热器

9、供水管10、电磁阀11、水位控制器12、管套13、水泵14、太阳能系统15。

[0016] 如图1所示，一种新型水热防冻水表箱，保温水表箱箱体1内部划分布置第一隔间、

第二隔间和第三隔间，来水主管、水阀、水表和分户水管相互连接后安装在保温水表箱箱体

第一隔间内部，按现有技术安装，为室外水表和室外输水管提供防冻保护；第一隔间内部安

装有水热毯2和温度传感器4；第二隔间内部安装有温度控制电源5、单片机6和蓄电池7；第

三隔间内部安装有循环水保温水箱8、循环水电加热器9、供水管10、电磁阀11、水位控制器

12、管套13和水泵14；水热毯2安装于保温水表箱箱体1第一隔间内壁上，水热毯2上均匀布

置细硅胶软管，细硅胶软管一端与水泵14出水管相连接，细硅胶软管另一端与热量收集毯3

一端的细硅胶软管相连接；热量收集毯3安装于热力管道外壁，用来吸收热力管道外壁余

热，热量收集毯3一端与水热毯2上细硅胶软管一端相连接，热量收集毯3另一端与管套13中

的一根细硅胶软管上端相连接；温度传感器4通过导线与单片机6和蓄电池7相连接，温度控

制电源5通过导线与单片机6和蓄电池7相连接，单片机6和蓄电池7通过导线相连接，蓄电池

7给温度传感器4，温度控制电源5和单片机6提供电能，温度传感器4将保温水表箱箱体1第

一隔间内温度信息传递给单片机6，单片机6对温度传感器4传递的信号进行处理进而控制

蓄电池7给温度控制电源5供电；循环水保温水箱8内部安装有循环水电加热器9，电磁阀11

和水位控制器12，循环水保温水箱8上部安装有供水管10，管套13和水泵14；循环水电加热

器9通过导线与温度控制电源5相连，温度控制电源5控制循环水电加热器9通电给循环水保

温水箱8内部循环水加热；其中电磁阀11安装于供水管10进水口处，电磁阀11通过导线与单

片机6和蓄电池7相连接，水位控制器12通过导线与单片机6和蓄电池7相连接，单片机6与蓄

电池7通过导线相连接，蓄电池7给电磁阀11，水位控制器12和单片机6提供电能，水位控制

器12将循环水保温水箱8内的水位信息传递给单片机6，单片机6对水位控制器12传递的信

号进行处理进而控制电磁阀11闭合给循环水保温水箱8内供水；管套13中固定安装两根细

硅胶软管，细硅胶软管一端位于循环水保温水箱8内底部，另一端穿过管套13顶部和循环水

保温水箱8顶部向外延伸；水泵14安装于循环水保温水箱8上部，蓄电池7与水泵14通过导线

相连接，为水泵14提供电能，水泵14进水管与管套13中一根细硅胶软管的上端相连接，水泵

14的出水管与水热毯2一端的细硅胶软管相连接；供水管10位于循环水保温水箱8上部，供

水管10一端外接自来水输水管，一端伸入循环水保温水箱8内部，通过电磁阀11的闭合工作

为循环水保温水箱8内供水；太阳能系统15包括光伏组件、独立运行逆变器，安装于户外，按

现有技术安装，为蓄电池7供电。

[0017] 如图1所示，一种新型水热防冻水表箱的工作原理如下：使用时，太阳能系统15为

蓄电池7提供电能，蓄电池7为温度传感器4、温度控制电源5、单片机6、循环水电加热器9、电

磁阀11、水位控制器12和水泵14供电，向循环水保温水箱8内注入20℃-30℃的热循环水，水

泵14的进水管与套管13中的一根固定细硅胶软管相连，水泵14的出水管与水热毯2一端的

细硅胶软管相连，水泵14通电工作时，循环水保温水箱8内的热循环水从套管13中的一根固

定细硅胶软管流出，进入水泵14的进水管，再从水泵14的出水管流出，流入整个水热毯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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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硅胶软管进行流动，在整个流动的过程中热循环水散发出热量来提升保温水表箱箱体1

第一隔间内的温度，从而保护保温水表箱箱体1第一隔间内的来水主管、水阀、水表和分户

水管的冰冻破坏。水热毯2另一端的细硅胶软管与热量收集毯3一端的细硅胶软管相连，热

循环水进入热量收集毯3的细硅胶软管进行流动，热量收集毯3紧贴在热力管道外壁，在整

个流动的过程中热循环水吸收管道外壁余热来提升热循环水的热量。热量收集毯3另一端

的细硅胶软管与套管13中的另一根固定细硅胶软管相连，将热量收集毯3中的热循环水通

过套管13中的另一根固定细硅胶软管流入循环水保温水箱8内。在保温水表箱箱体1第一隔

间内安装温度传感器4，温度传感器4内设置有两个温度上下限值，当循环水保温水箱8内的

热循环水温度降低或热量收集毯3中热循环水吸收管道外壁余热不足时，水热毯2细硅胶软

管中的热循环水热量降低，无法提供足够的热量满足保温水表箱箱体1第一隔间内所需的

温度要求，保温水表箱箱体1第一隔间内温度降低到温度传感器4下限值时，温度传感器4工

作，向单片机6传递信号，单片机6通过对温度传感器4传递的信号进行处理进而控制温度控

制电源5与蓄电池7通电，温度控制电源5与循环水电加热器9通过导线相连接，当温度控制

电源5与蓄电池7通电时，循环水电加热器9开始工作，加热循环水保温水箱8内的热循环水，

待流入水热毯2细硅胶软管中的热循环水达到足够热量满足保温水表箱箱体1第一隔间内

所需的温度时，保温水表箱箱体1第一隔间内温度上升到温度传感器4的上限值，温度传感

器4工作，向单片机6传递信号，单片机6通过对温度传感器4传递的信号进行处理进而控制

温度控制电源5与蓄电池7断电，当温度控制电源5与蓄电池7断电，循环水电加热器9停止工

作，对循环水保温水箱8内的热循环水停止加热，整个装置的水热防冻保护部分以此循环工

作。在冬季干燥的环境中，热循环水在循环的过程中水量会产生损耗，循环水保温水箱8中

的水位控制器12内设置有两个水位上下限阈值，当循环水保温水箱8内水位降低到水位控

制器12下限时引发水位控制器12工作，向单片机6传递信号，单片机6通过对水位控制器12

传递的信号进行处理进而控制电磁阀11工作，打开供水管10给循环水保温水箱内供水，当

循环水保温水箱8内水位上升到水位控制器12上限时引发水位控制器12工作，向单片机6传

递信号，单片机6通过对水位控制器12传递的信号进行处理进而控制电磁阀11工作，关闭供

水管10停止给循环水保温水箱8内供水。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209416434 U

7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209416434 U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