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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无冷水且热水回收的淋浴系统及其控

制方法，淋浴系统包括控制器，花洒开关，热水

器，热水器进水管，热水器出水管，第一温度传感

器，第一泵，第一电磁阀，储水箱，第二电磁阀，通

气孔，第二温度传感器，花洒，水龙头热水进口，

第二泵，连接管，第三温度传感器，第三泵，第三

电磁阀，回水管，花洒进水管，花洒返回管，第四

电磁阀，第四泵，第五电磁阀，第六电磁阀等。采

用本发明的淋浴系统，可真正保证花洒(11)中无

冷水流出，不必担心使用者因为水温过低而受凉

得病，同时也实现了热水使用结束时对余热水的

回收，达到了节能节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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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冷水且热水回收的淋浴系统的控制方法，淋浴系统包括控制器、热水器、花洒

开关，热水器通过热水器进水管与自来水管连接，热水器具有热水器出水管，热水器出水管

上设置有第一温度传感器，热水器出水管分别与第一电磁阀、第二电磁阀和回水管的一端

相连，回水管上设置第一泵，回水管的另一端与热水器进水管相连，第一电磁分别与第四电

磁阀、第五电磁阀和第六电磁阀连接，第五电磁阀与水龙头热水进口连接，第六电磁阀与花

洒进水管的一端相连，花洒进水管的另一端与花洒相连，花洒中设置有第三温度传感器，花

洒通过花洒返回管与储水箱相连，花洒返回管上设置有第三电磁阀和第三泵，储水箱顶部

壳体上设置有通气孔，储水箱底部设置有第二温度传感器，储水箱上部设置有溢水口，溢水

口通过管路与下水道连接，储水箱中还设置有水位传感器，储水箱的底部还设置有两个出

水口，其中一个出水口与第二电磁阀相连，另外一个出水口与第二泵相连，第二泵通过连接

管与热水器进水管相连，花洒还包括可控制花洒喷孔开闭的喷孔开闭装置，第四电磁阀与

第四泵的入水口相连，第四泵的出水口与储水箱相连，控制器分别与花洒开关、第一温度传

感器、第一泵、第一电磁阀、第二电磁阀、第二温度传感器、花洒开闭装置、第二泵、第三温度

传感器、第三泵、第三电磁阀、第四电磁阀、第四泵、第五电磁阀和第六电磁阀电连接，其特

征在于：用户使用花洒时，花洒开关打开，控制器接收到花洒开信号，同时热水器启动，自来

水从热水器进水管进入热水器，经热水器加热的水从热水器出水管流出，同时第一温度传

感器检测热水器出水管中水的温度，若温度低于第一设定值则打开第一泵，第一泵将低温

水送入热水器进水管，通过热水器再次加热，若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高于第一设定值

则关闭第一泵，同时打开第一电磁阀和第六电磁阀，温度高于第一设定值的水进入花洒进

水管，同时第三温度传感器检测花洒中水温，若第三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低于第一设定值

则保持喷孔开闭装置关闭，同时打开第三电磁阀和第三泵，将低温水送入储水箱中，当第三

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高于第一设定值时关闭第三电磁阀和第三泵，同时打开喷孔开闭装

置，花洒中直接喷出温度适中的水供用户使用，储水箱中的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储水箱中

的水温，若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低于第二设定值时，储水箱中的低温水通过第二泵泵

送到热水器进水管进行加热；若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高于第二设定值时，打开第二电

磁阀，以便在淋浴系统需要使用热水时将其流出，控制器还包括计时器，在用户使用花洒后

关闭花洒时开始计时，若计时时间达到设定时间，则打开第四电磁阀、第六电磁阀和第四

泵，将花洒进水管和花洒中的具有一定温度的余水泵入储水箱中，以便下次需要使用热水

时使用。

2.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储水箱中的水位传感器检测储水

箱中的水位，若储水箱中的水位低于第一设定水位时，关闭第二泵和第二电磁阀；若储水箱

中的水位高于第二设定水位时，高于第二设定水位的水通过储水箱的溢水口溢出，流入下

水道。

3.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用户将花洒开关关闭时，控制

器接收到花洒关信号，控制器控制所有电磁阀和泵均处于关闭状态，同时热水器关闭。

4.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当用户在设定时间内再次将花洒

开关打开时，控制器控制淋浴系统进行与用户首次打开花洒时相同的工作过程。

5.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一电磁阀、第四电磁阀、第五电

磁阀和第六电磁阀采用一个四通电磁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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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一设定值为使人体感觉舒服的

温度值；第二设定值为水需要再次加热的温度值；第一设定水位为使储水箱中的水基本排

空的水位；第二设定水位为储水箱的溢水水位。

7.一种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一设定值为30度；第二设定值

为25度。

8.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用户从水龙头使用热水时，水龙

头热水开关打开，控制器接收到水龙头热水开关开信号，同时热水器启动，自来水从热水器

进水管进入热水器，经热水器加热的水从热水器出水管流出，同时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热

水器出水管中水的温度，若温度低于第一设定值则打开第一泵，第一泵将低温水送入热水

器进水管，通过热水器再次加热，若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高于第一设定值则关闭第一

泵，同时打开第一电磁阀和第五电磁阀，温度高于第一设定值的水进入水龙头热水进口，供

用户使用。

9.一种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一设定值为3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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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冷水且热水回收的淋浴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淋浴设备及其控制方法，特别涉及一种无冷水且热水回收的淋浴

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今世界，人们已经意识到水资源的宝贵，会采取各种办法节约、回收水资源。而

目前人们淋浴时采用的热水器主要分为燃气式和电热式。无论是哪个类型的热水器在热水

器与花洒之间相连的管道内蓄存着冷水，被称为“使用前无效热水量”，洗澡前往往被白白

排掉，尤其是在冬季，浪费的水量更大，假如浴室温度过低，沐浴者容易受凉得病。通过对热

水器的研究，我们发现使用热水之前流出的冷水来自于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原本滞留在水

管中的冷水，二是热水器内部的加热铜管需要预热，先上去的水还未达到需要的水温就已

经流出花洒。这样便造成了无端的浪费。因此，迫切需要有一种无冷水流出的淋浴系统。

[0003] 中国专利文献：CN101307949A，公开了一种热水器即开即热装置，它包括热水出水

管、冷水进水管，连通热水出水管和冷水进水管的回流管以及一个出水阀，回流管上还装有

一个泵，它还包括安装在热水出水管上的双控温度继电器，所述出水阀为电磁阀。本发明不

仅能满足人们对出水量的要求，而且节省电力。采用本专利文献记载的技术方案也并不能

实现热水器的即开即热，正如本专利文献说明书中记载，当出水管长度为4.2m时，出热水时

间为4S，当出水管长度为6.1m时，出热水时间为9S等，其也是需要等待时间才能出热水，导

致了水资源的浪费。

[0004] 中国专利文献：CN204445613U，公开了一种无冷水淋浴器，包括花洒、水箱、上段水

管、下段水管和混水阀；所述水箱内设置有混合器部件与浮球开关；所述混合器部件包括第

一三通接头，第二三通接头，第一混合器和第二混合器；第一三通接头的一端连接上段水

管，另外两端分别连接第一混合器上端口和第二混合器上端口；第二三通接头的一端连接

下段水管，另外两端分别连接第一混合器下端口和第二混合器下端口；第一混合器开放端

口和第二混合器开放端口开放。本实用新型改装了现有的淋浴屏，使得淋浴屏从开始出水

到淋浴结束，无一滴冷水流出，增加了生活的便利性，节约了水资源，十分环保节能。实际上

本专利文献记载的技术方案并不能保证淋浴器中无一滴冷水流出，因为在淋浴开始前，从

水箱到花洒之间的上段水管中就积存有冷水，而一系列的控制动作并未对水箱到花洒之间

的上段水管中的冷水进行处理，当电磁阀打开时，花洒中将首先出现水箱到花洒之间的上

段水管中的那部分冷水，给用户带来不便。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无冷水且热水回收的淋浴系统。真正实现

淋浴系统的花洒出水即是可用的热水，实现水资源的节约利用。

[0006] 一种无冷水且热水回收的淋浴系统，包括控制器、热水器、花洒开关，热水器通过

热水器进水管与自来水管连接，热水器具有热水器出水管，热水器出水管上设置有第一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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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传感器，热水器出水管分别与第一电磁阀、第二电磁阀和回水管的一端相连，回水管上设

置第一泵，回水管的另一端与热水器进水管相连，第一电磁分别与第四电磁阀、第五电磁阀

和第六电磁阀连接，第五电磁阀与水龙头热水进口连接，第六电磁阀与花洒进水管的一端

相连，花洒进水管的另一端与花洒相连，花洒中设置有第三温度传感器，花洒通过花洒返回

管与储水箱相连，花洒返回管上设置有第三电磁阀和第三泵，储水箱顶部壳体上设置有通

气孔，储水箱底部设置有第二温度传感器，储水箱上部设置有溢水口，溢水口通过管路与下

水道连接，储水箱中还设置有水位传感器，储水箱的底部还设置有两个出水口，其中一个出

水口与第二电磁阀相连，另外一个出水口与第二泵相连，第二泵通过连接管与热水器进水

管相连，花洒还包括可控制花洒喷孔开闭的喷孔开闭装置，第四电磁阀与第四泵的入水口

相连，第四泵的出水口与储水箱相连，控制器分别与花洒开关、第一温度传感器、第一泵、第

一电磁阀、第二电磁阀、第二温度传感器、花洒开闭装置、第二泵、第三温度传感器、第三泵、

第三电磁阀、第四电磁阀、第四泵、第五电磁阀和第六电磁阀电连接，从而对上述部件进行

控制。

[0007] 一种无冷水且热水回收的淋浴系统的控制方法，用户使用花洒时，花洒开关打开，

控制器接收到花洒开信号，同时热水器启动，自来水从热水器进水管进入热水器，经热水器

加热的水从热水器出水管流出，同时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热水器出水管中水的温度，若温

度低于第一设定值则打开第一泵，第一泵将低温水送入热水器进水管，通过热水器再次加

热，若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高于第一设定值则关闭第一泵，同时打开第一电磁阀和第

六电磁阀，温度高于第一设定值的水进入花洒进水管，同时第三温度传感器检测花洒中水

温，若第三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低于第一设定值则保持喷孔开闭装置关闭，同时打开第三

电磁阀和第三泵，将低温水送入储水箱中，当第三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高于第一设定值时

关闭第三电磁阀和第三泵，同时打开喷孔开闭装置，花洒中直接喷出温度适中的水供用户

使用。

[0008] 进一步的，储水箱中的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储水箱中的水温，若第二温度传感器

检测温度低于第二设定值时，储水箱中的低温水通过第二泵泵送到热水器进水管进行加

热；若第二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高于第二设定值时，打开第二电磁阀，以便在淋浴系统需要

使用热水时将其流出。

[0009] 进一步的，储水箱中的水位传感器检测储水箱中的水位，若储水箱中的水位低于

第一设定水位时，关闭第二泵和第二电磁阀；若储水箱中的水位高于第二设定水位时，高于

第二设定水位的水通过储水箱的溢水口溢出，流入下水道。

[0010] 进一步的，在用户将花洒开关关闭时，控制器接收到花洒关信号，控制器控制所有

电磁阀和泵均处于关闭状态，同时热水器关闭。

[0011] 进一步的，控制器还包括计时器，在用户使用花洒后关闭花洒时开始计时，若计时

时间达到设定时间，则打开第四电磁阀、第六电磁阀和第四泵，将花洒进水管和花洒中的具

有一定温度的余水泵入储水箱中，以便下次需要使用热水时使用。

[0012] 进一步的，当用户在设定时间内再次将花洒开关打开时，控制器控制淋浴系统进

行与用户首次打开花洒时相同的工作过程。

[0013] 进一步的，第一电磁阀、第四电磁阀、第五电磁阀和第六电磁阀采用一个四通电磁

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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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的，第一设定值为使人体感觉舒服的温度值；第二设定值为水需要再次加

热的温度值；第一设定水位为使储水箱中的水基本排空的水位；第二设定水位为储水箱的

溢水水位。

[0015] 进一步的，第一设定值为30度；第二设定值为25度。

[0016] 一种无冷水且热水回收的淋浴系统的控制方法，用户从水龙头使用热水时，水龙

头热水开关打开，控制器接收到水龙头热水开关开信号，同时热水器启动，自来水从热水器

进水管进入热水器，经热水器加热的水从热水器出水管流出，同时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热

水器出水管中水的温度，若温度低于第一设定值则打开第一泵，第一泵将低温水送入热水

器进水管，通过热水器再次加热，若第一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高于第一设定值则关闭第一

泵，同时打开第一电磁阀和第五电磁阀，温度高于第一设定值的水进入水龙头热水进口，供

用户使用。

[0017] 进一步的，第一设定值为30度。

[0018] 采用本发明的淋浴系统，可真正保证花洒11中无冷水流出，不必担心使用者因为

水温过低而受凉得病，同时也实现了热水使用结束时对余热水的回收，达到了节能节水的

效果。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淋浴系统示意图。

[0021] 附图说明：1)热水器，2)热水器进水管，3)热水器出水管,4)第一温度传感器，5)第

一泵，6)第一电磁阀，7)储水箱，8)第二电磁阀，9)通气孔，10)第二温度传感器，11)花洒，

12)水龙头热水进口，13)第二泵，14)连接管，15)第三温度传感器，16)第三泵，17)第三电磁

阀，18)回水管，19)花洒进水管，20)花洒返回管，21)第四电磁阀，22)第四泵，23)第五电磁

阀，24)第六电磁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如图1示所，本发明的淋浴系统包括控制器、热水器1、花洒开关等，热水器1通过热

水器进水管2与自来水管连接，热水器1具有热水器出水管3，热水器出水管3上设置有第一

温度传感器4，热水器出水管3分别与第一电磁阀6、第二电磁阀8和回水管18的一端相连，回

水管18上设置第一泵5，回水管18的另一端与热水器进水管2相连，第一电磁阀6分别与第四

电磁阀21、第五电磁阀23和第六电磁阀24连接，第五电磁阀23与水龙头热水进口12连接，第

六电磁阀24与花洒进水管19的一端相连，花洒进水管19的另一端与花洒11相连，花洒11中

设置有第三温度传感器15，花洒11通过花洒返回管20与储水箱7相连，花洒返回管20上设置

有第三电磁阀17和第三泵16，储水箱7顶部壳体上设置有通气孔9，储水箱7底部设置有第二

温度传感器10，储水箱7上部设置有溢水口(未图示)，溢水口通过管路与下水道连接，储水

箱7中还设置有水位传感器(未图示)，储水箱7的底部还设置有两个出水口，其中一个出水

口与第二电磁阀8相连，另外一个出水口与第二泵13相连，第二泵13通过连接管14与热水器

进水管2相连，花洒11还包括可控制花洒喷孔开闭的喷孔开闭装置(未图示)，第四电磁阀21

与第四泵22的入水口相连，第四泵22的出水口与储水箱7相连，控制器分别与花洒开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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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温度传感器4、第一泵5、第一电磁阀6、第二电磁阀8、第二温度传感器10、花洒开闭装置、

第二泵13、第三温度传感器15、第三泵16、第三电磁阀17、第四电磁阀21、第四泵22、第五电

磁阀23和第六电磁阀24电连接，从而对上述部件进行控制。

[0023] 其中第一温度传感器4与第一电磁阀6相邻设置。

[0024] 下面对本发明的淋浴系统工作过程进行说明。当需要使用花洒11时，用户将花洒

开关打开，控制器接收到花洒开信号，同时热水器1启动，自来水从热水器进水管2进入热水

器，经热水器1加热的水从热水器出水管3流出，同时第一温度传感器4检测热水器出水管3

中水的温度，若温度低于第一设定值则打开第一泵5，第一泵5将低温水送入热水器进水管

2，通过热水器1再次加热，若第一温度传感器4检测温度高于(含等于)第一设定值则关闭第

一泵5，同时打开第一电磁阀6和第六电磁阀24，温度高于第一设定值的水进入花洒进水管

19，同时第三温度传感器15检测花洒11中水温，若第三温度传感器15检测温度低于第一设

定值则保持喷孔开闭装置关闭，同时打开第三电磁阀17和第三泵16，将低温水送入储水箱7

中，当第三温度传感器15检测温度高于(含等于)第一设定值时关闭第三电磁阀17和第三泵

16，同时打开喷孔开闭装置，花洒11中直接喷出温度适中的水供用户使用。

[0025] 储水箱7中的第二温度传感器10检测储水箱7中的水温，若第二温度传感器10检测

温度低于第二设定值时，储水箱7中的低温水通过第二泵13泵送到热水器进水管2进行加

热；若第二温度传感器10检测温度高于(含等于)第二设定值时，打开第二电磁阀8，以便在

淋浴系统需要使用热水时将其流出，实现热水再利用。

[0026] 储水箱7中的水位传感器检测储水箱7中的水位，若储水箱7中的水位低于第一设

定水位时，关闭第二泵13和第二电磁阀8；若储水箱7中的水位高于(含等于)第二设定水位

时，高于(含等于)第二设定水位的水通过储水箱7的溢水口溢出，流入下水道。

[0027] 在用户将花洒开关关闭时，控制器接收到花洒关信号，控制器控制所有电磁阀和

泵均处于关闭状态，同时热水器1关闭。控制器还包括计时器，在用户使用花洒11后关闭花

洒11时开始计时，若计时时间达到设定时间，则打开第四电磁阀21、第六电磁阀24和第四泵

22，将花洒进水管19和花洒11中的具有一定温度的余水泵入储水箱7中，以便下次需要使用

热水时使用，从而实现热量回收利用。当计时器计时时间达到设定时间时，判断用户在短时

间内不再使用花洒。

[0028] 当用户在设定时间内再次将花洒开关打开时，则控制器控制淋浴系统进行与用户

首次打开花洒时相同的工作过程。

[0029] 第一电磁阀6、第四电磁阀21、第五电磁阀23和第六电磁阀24可采用一个四通电磁

阀替代。

[0030] 第一设定值为使人体感觉舒服的温度值，优选为30度；第二设定值为水需要再次

加热的温度值，优选为25度；第一设定水位为使储水箱7中的水基本排空的水位；第二设定

水位为储水箱7的溢水水位。

[0031] 当用户需要从水龙头使用热水时，用户将水龙头热水开关打开，控制器接收到水

龙头热水开关开信号，同时热水器1启动，自来水从热水器进水管2进入热水器，经热水器1

加热的水从热水器出水管3流出，同时第一温度传感器4检测热水器出水管3中水的温度，若

温度低于第一设定值则打开第一泵5，第一泵5将低温水送入热水器进水管2，通过热水器1

再次加热，若第一温度传感器4检测温度高于(含等于)第一设定值则关闭第一泵5，同时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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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第一电磁阀6和第五电磁阀23，温度高于第一设定值的水进入水龙头热水进口12，供用户

使用。若第五电磁阀23与水龙头出水口之间距离过长时，也可采用花洒进水管19与花洒11

中的余水回收方式对管路中的余水进行回收，即在水龙头热水使用完毕后，打开第四电磁

阀21和第四泵22，将管路中余水泵入储水箱7中；若第五电磁阀23与水龙头出水口之间距离

较短时，则可不必进行余水回收。

[0032] 在用户打开花洒或者用户需要从水龙头使用热水时，首先通过第二温度传感器10

检测储水箱7中的水温，若储水箱7中的水温高于第一设定值时，则打开第二电磁阀8，对储

水箱7中的热水再利用。

[0033] 采用本发明的淋浴系统，可真正保证花洒11中无冷水流出，不必担心使用者因为

水温过低而受凉得病，同时也实现了热水使用结束时对余热水的回收，达到了节能节水的

效果。

[0034]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

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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