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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北方农村冬天供热问题，对我国可持续发展，

治理大气污染和节约不可再生能源产生极为有

利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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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光、热集成综合供热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光伏发电系统(1)、风能发电系

统(2)、智能充放电控制系统(3)、中央控制中心(4)、太阳能供热系统(5)、家用供热系统(6)

和市电网装置(7)；

所述光伏发电系统(1)包括：光伏发电组件(1-1)和光伏控制器(1-2)，所述光伏发电组

件(1-1)与光伏控制器(1-2)电连接；

所述风能发电系统(2)包括：叶轮装置(2-1)、发电机(2-2)和风力发电控制器(2-3)，所

述叶轮装置(2-1)设置于发电机(2-2)上方与发电机(2-2)传动连接，所述发电机(2-2)与风

力发电控制器(2-3)电连接；

所述智能充放电控制系统(3)包括：蓄电池组(3-1)、智能控制器(3-2)和交流逆变器

(3-3)，所述蓄电池组(3-1)与智能控制器(3-2)电连接，所述智能控制器(3-2)与交流逆变

器(3-3)电连接；

所述中央控制中心(4)包括：中央控制器(4-1)和配电室(4-2)，所述中央控制器(4-1)

与配电室(4-2)电连接；

所述太阳能供热系统(5)包括：太阳能热水器(5-1)、热水抽空阀(5-2)、热水保温罐(5-

3)、温度控制电加热器(5-4)、自动感应补水泵(5-5)、太阳能智能控制中心(5-6)、热水循环

泵(5-7)、水温感应电路转换闸(5-8)、散热管(5-9)、冷水循环泵(5-10)和冷水循环转换阀

(5-11)，所述热水抽空阀(5-2)一端与太阳能热水器(5-1)连接，所述热水抽空阀(5-2)另一

端与热水保温罐(5-3)连接，所述温度控制电加热器(5-4)设置于热水保温罐(5-3)内部底

端与热水保温罐(5-3)连接，所述自动感应补水泵(5-5)通过管道与热水保温罐(5-3)连接，

所述热水循环泵(5-7)一端与热水保温罐(5-3)连接，所述热水循环泵(5-7)另一端与散热

管(5-9)连接，所述水温感应电路转换闸(5-8)设置于散热管(5-9)外部底端与散热管(5-9)

连接，所述冷水循环泵(5-10)一端与散热管(5-9)连接，所述冷水循环泵(5-10)另一端与冷

水循环转换阀(5-11)连接，所述冷水循环转换阀(5-11)通过管道与太阳能热水器(5-1)连

接，所述冷水循环转换阀(5-11)通过管道与热水保温罐(5-3)连接，所述热水抽空阀(5-2)、

温度控制电加热器(5-4)、自动感应补水泵(5-5)、热水循环泵(5-7)、水温感应电路转换闸

(5-8)、冷水循环泵(5-10)和冷水循环转换阀(5-11)分别与太阳能智能控制中心(5-6)电连

接；

所述家用供热系统(6)包括：家电智能控制中心(6-1)和家用电器(6-2)，所述家电智能

控制中心(6-1)与家用电器(6-2)电连接；

所述光伏控制器(1-2)与蓄电池组(3-1)电连接，所述风力发电控制器(2-3)与蓄电池

组(3-1)电连接；所述智能控制器(3-2)与中央控制器(4-1)电连接，所述交流逆变器(3-3)

与配电室(4-2)电连接，所述中央控制器(4-1)与太阳能智能控制中心(5-6)电连接，所述中

央控制器(4-1)与家电智能控制中心(6-1)电连接，所述配电室(4-2)与市电网装置(7)电连

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风、光、热集成综合供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光伏发电组

件(1-1)是采用外部设有低铁玻璃层的光伏发电组件。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风、光、热集成综合供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光伏控制器

(1-2)由DC/DC变换器(1-21)、驱动线圈(1-22)、发射线圈(1-23)、接收线圈(1-24)、负载线

圈(1-25)、整流模块组成(1-26)和充电系统(1-27)组成，所述DC/DC变换器(1-21)、驱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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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22)、发射线圈(1-23)、接收线圈(1-24)、负载线圈(1-25)、整流模块组成(1-26)和充

电系统(1-27)依次电连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风、光、热集成综合供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风力发电控

制器(2-3)由动能转换系统(2-31)、风能升压系统(2-32)和充电系统(2-33)组成，所述动能

转换系统(2-31)、风能升压系统(2-32)和充电系统(2-33)依次电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风、光、热集成综合供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水保温罐

(5-3)由内胆(5-31)、一级保护层(5-32)、二级保护层(5-33)和外壳(5-34)组成，所述一级

保护层(5-32)设置于内胆(5-31)外部与内胆(5-31)连接，所述二级保护层(5-33)设置于一

级保护层(5-32)外部与一级保护层(5-32)连接，所述外壳(5-34)设置于二级保护层(5-33)

外部与二级保护层(5-33)连接。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6839466 B

3



一种风、光、热集成综合供热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供热系统，具体涉及一种风、光、热集成综合供热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都要在冬季采用不同的方式取暖，城镇居民一般都采用集中

取暖的方式，即暖气，由烧煤或者天然气提供热能，尽管采用了较好的环保方式，但是仍然

是北方冬天污染的一部分；同时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在北方的农村家

庭甚至很多小城镇家庭仍然采用燃煤方式取暖，这是一个低效且极其污染环境的事实(因

为用户巨大)。

发明内容

[0003] 为全面解决上述问题，尤其是保护环境、节约不可再生能源和提高供热效果，本发

明提供一种风、光、热集成综合供热系统能够全面解决上述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手段：

[0005] 一种风、光、热集成综合供热系统，包括：光伏发电系统、风能发电系统、智能充放

电控制系统、中央控制中心、太阳能供热系统、家用供热系统和市电网装置；

[0006] 所述光伏发电系统包括：光伏发电组件和光伏控制器，所述光伏发电组件与光伏

控制器电连接；

[0007] 所述风能发电系统包括：叶轮装置、发电机和风力发电控制器，所述叶轮装置设置

于发电机上方与发电机传动连接，所述发电机与发电控制器电连接；

[0008] 所述智能充放电控制系统包括：蓄电池组、智能控制器和交流逆变器，所述蓄电池

组与智能控制器电连接，所述智能控制器与交流逆变器电连接；

[0009] 所述中央控制中心包括：中央控制器和配电室，所述中央控制器与配电室电连接；

[0010] 所述太阳能供热系统包括：太阳能热水器、热水抽空阀、热水保温罐、温度控制电

加热器、自动感应补水泵、太阳能智能控制中心、热水循环泵、水温感应电路转换闸、散热

管、冷水循环泵和冷水循环转换阀，所述热水抽空阀一端与太阳能热水器连接，所述热水抽

空阀另一端与热水保温罐连接，所述温度控制电加热器设置于热水保温罐内部底端与热水

保温罐连接，所述自动感应补水泵通过管道与热水保温罐连接，所述热水循环泵一端与热

水保温罐连接，所述热水循环泵另一端与散热管连接，所述水温感应电路转换闸设置于散

热管外部底端与散热管连接，所述冷水循环泵一端与散热管连接，所述冷水循环泵另一端

与冷水循环转换阀连接，所述冷水循环转换阀通过管道与太阳能热水器连接，所述冷水循

环转换阀通过管道与热水保温罐连接，所述热水抽空阀、温度控制电加热器、自动感应补水

泵、热水循环泵、水温感应电路转换闸、冷水循环泵和冷水循环转换阀分别与太阳能智能控

制中心电连接；

[0011] 所述家用供热系统包括：家电智能控制中心和家用电器，所述家电智能控制中心

与家用电器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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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光伏控制器与蓄电池组电连接，所述风力发电控制器与蓄电池组电连接；所

述智能控制器与中央控制器电连接，所述交流逆变器与配电室电连接，所述中央控制器与

太阳能智能控制中心电连接，所述中央控制器与家电智能控制中心电连接，所述配电室与

市电网装置电连接。

[0013] 优选的，所述光伏发电组件是采用外部设有低铁玻璃层的光伏发电组件。

[0014] 优选的，所述光伏控制器由DC/DC变换器、驱动线圈、发射线圈、接收线圈、负载线

圈、整流模块组成和充电系统组成，所述DC/DC变换器、驱动线圈、发射线圈、接收线圈、负载

线圈、整流模块组成和充电系统依次电连接。

[0015] 优选的，所述风力发电控制器由动能转换系统、风能升压系统和充电系统组成，所

述动能转换系统、风能升压系统和充电系统依次电连接。

[0016] 优选的，所述热水保温罐由内胆、一级保护层、二级保护层和外壳组成，所述一级

保护层设置于内胆外部与内胆连接，所述二级保护层设置于一级保护层外部与一级保护层

连接，所述外壳设置于二级保护层外部与二级保护层连接。

[0017] 本发明有益效果是能有效解决广大北方农村冬天供热问题，对我国可持续发展，

治理大气污染和节约不可再生能源产生极为有利的巨大作用。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的整体系统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的光伏发电系统示意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的风能发电系统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的智能充放电控制系统示意图。

[0023] 图6是本发明的中央控制中心示意图。

[0024] 图7是本发明的太阳能供热系统示意图。

[0025] 图8是本发明的家用供热系统示意图。

[0026] 图9是本发明的光伏控制器结构连接示意图。

[0027] 图10是本发明的风力发电控制器结构连接示意图。

[0028] 图11是本发明的热水保温罐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光伏发电系统，1-1-光伏发电组件，1-2-和光伏控制器，1-21-DC/DC变换

器，1-22-驱动线圈，1-23-发射线圈，1-24-接收线圈，1-25-负载线圈，1-26-整流模块组成，

1-27-充电系统，2-风能发电系统，2-1-叶轮装置，2-2-发电机，2-3-风力发电控制器，2-31-

动能转换系统，2-32-风能升压系统，2-33-充电系统，3-智能充放电控制系统，3-1-蓄电池

组，3-2-智能控制器，3-3-交流逆变器，4-中央控制中心，4-1-中央控制器，4-2-配电室，5-

太阳能供热系统，5-1-太阳能热水器，5-2-热水抽空阀，5-3-热水保温罐，5-31-内胆，5-32-

一级保护层，5-33-二级保护层，5-34-外壳，5-4-温度控制电加热器，5-5-自动感应补水泵，

5-6-太阳能智能控制中心，5-7-热水循环泵，5-8-水温感应电路转换闸，5-9-散热管，5-10-

冷水循环泵，5-11-冷水循环转换阀，6-家用供热系统，6-1-家电智能控制中心，6-2-家用电

器，市电网装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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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1] 如图1至图11所示，本发明包括：光伏发电系统1、风能发电系统2、智能充放电控制

系统3、中央控制中心4、太阳能供热系统5、家用供热系统6和市电网装置7；

[0032] 所述光伏发电系统1包括：光伏发电组件1-1和光伏控制器1-2，所述光伏发电组件

1-1与光伏控制器1-2电连接；

[0033] 所述风能发电系统2包括：叶轮装置2-1、发电机2-2和风力发电控制器2-3，所述叶

轮装置2-1设置于发电机2-2上方与发电机2-2传动连接，所述发电机2-2与发电控制器2-3

电连接；

[0034] 所述智能充放电控制系统3包括：蓄电池组3-1、智能控制器3-2和交流逆变器3-3，

所述蓄电池组3-1与智能控制器3-2电连接，所述智能控制器3-2与交流逆变器3-3电连接；

[0035] 所述中央控制中心4包括：中央控制器4-1和配电室4-2，所述中央控制器4-1与配

电室4-2电连接；

[0036] 所述太阳能供热系统5包括：太阳能热水器5-1、热水抽空阀5-2、热水保温罐5-3、

温度控制电加热器5-4、自动感应补水泵5-5、太阳能智能控制中心5-6、热水循环泵5-7、水

温感应电路转换闸5-8、散热管5-9、冷水循环泵5-10和冷水循环转换阀5-11，所述热水抽空

阀5-2一端与太阳能热水器5-1连接，所述热水抽空阀5-2另一端与热水保温罐5-3连接，所

述温度控制电加热器5-4设置于热水保温罐5-3内部底端与热水保温罐5-3连接，所述自动

感应补水泵5-5通过管道与热水保温罐5-3连接，所述热水循环泵5-7一端与热水保温罐5-3

连接，所述热水循环泵5-7另一端与散热管5-9连接，所述水温感应电路转换闸5-8设置于散

热管5-9外部底端与散热管5-9连接，所述冷水循环泵5-10一端与散热管5-9连接，所述冷水

循环泵5-10另一端与冷水循环转换阀5-11连接，所述冷水循环转换阀5-11通过管道与太阳

能热水器5-1连接，所述冷水循环转换阀5-11通过管道与热水保温罐5-3连接，所述热水抽

空阀5-2、温度控制电加热器5-4、自动感应补水泵5-5、热水循环泵5-7、水温感应电路转换

闸5-8、冷水循环泵5-10和冷水循环转换阀5-11分别与太阳能智能控制中心5-6电连接；

[0037] 所述家用供热系统6包括：家电智能控制中心6-1和家用电器6-2，所述家电智能控

制中心6-1与家用电器6-2电连接；

[0038] 所述光伏控制器1-2与蓄电池组3-1电连接，所述风力发电控制器2-3与蓄电池组

3-1电连接；所述智能控制器3-2与中央控制器4-1电连接，所述交流逆变器3-3与配电室4-2

电连接，所述中央控制器4-1与太阳能智能控制中心5-6电连接，所述中央控制器4-1与家电

智能控制中心6-1电连接，所述配电室4-2与市电网装置7电连接。

[0039] 所述光伏发电组件1-1是采用外部设有低铁玻璃层的光伏发电组件，采用低铁玻

璃覆盖在太阳能电池片上，能够使更多的光线透过，产生更多的电能。

[0040] 所述光伏控制器1-2由DC/DC变换器1-21、驱动线圈1-22、发射线圈1-23、接收线圈

1-24、负载线圈1-25、整流模块组成1-26和充电系统1-27组成，所述DC/DC变换器1-21、驱动

线圈1-22、发射线圈1-23、接收线圈1-24、负载线圈1-25、整流模块组成1-26和充电系统1-

27依次电连接，由上述结构组成的光伏控制器1-2能够安全稳定的把光能转变成电能。

[0041] 所述风力发电控制器2-3由动能转换系统2-31、风能升压系统2-32和充电系统2-

33组成，所述动能转换系统2-31、风能升压系统2-32和充电系统2-33依次电连接，由上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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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组成的风力发电控制器2-3能够安全稳定的把风能转变成电能。

[0042] 所述热水保温罐5-3由内胆5-31、一级保护层5-32、二级保护层5-33和外壳5-34组

成，所述一级保护层5-32设置于内胆5-31外部与内胆5-31连接，所述二级保护层5-33设置

于一级保护层5-32外部与一级保护层5-32连接，所述外壳5-34设置于二级保护层5-33外部

与二级保护层5-33连接，所述热水保温罐5-3设置于户外，罐中的水温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较

大，一级保护层5-32和二级保护层5-33能有效地保证罐中的热量不外散，所述的外壳5-34

能保护热水保温罐5-3不受外界物理的破坏，还能进步地保证罐中的热量不外散。

[0043] 白天，太阳能供热系统5收集热能加热水温，以光伏发电系统1和风能发电系统2发

电驱动水泵让热水循环，对室内加热取暖。同时将大量的光伏、风能电力储存起来。

[0044] 夜晚，将白天加热的热水在供热管道内循环，对室内加热取暖,在热水的温度不足

以提供热量的时候利用白天贮存的电力加热管道内的水温继续供热(或者直接利用贮存的

电力让空调或者暖风机供热)。

[0045] 阴天、风雪天气，这个时候常常是风很强劲的时候，风能发电系统2直接提供电力，

通过空调、热风机、加热管道内的水来对室内加热取暖。

[0046] 当遇到极端天气时，通过市电网装置7直接提供电力，通过空调、热风机、加热管道

内的水来对室内加热取暖。

[0047] 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

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

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申出的显而易见

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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