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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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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光热系统-各类解决方案

       

       充分地利用太阳能：太阳能水箱只用于储存太阳能热
量，不会因为电加热使水温升高后无法再吸收太阳能。

        节能：避免了太阳能水箱，尤其是水箱户外安置的系
统，在长时间无日照且低温的情况下，通过电加热向外散
发大量的热量。
        但是，使用壁挂炉作为辅助热源时需要考虑到其热水
产生的方式是否为模拟调节。以下分别对这两种形式的热
水结合方案进行介绍。

非模拟调节式壁挂炉

        这类壁挂炉产生热水的热量是预先设定的，它们只有
在入水为冷水的情况下才能正常工作。
        如果壁挂炉进水温度超过20-25℃，热水则可能出现超
温过热的情况，它会导致壁挂炉停机，元件损坏或者高温
烫伤。

        当太阳能储热水箱水温高于45℃时，温控器给予三通
分流阀信号，分流阀朝向用户用水端打开：从太阳能水箱
出来的热水经过恒温混合阀按设定温度混合出水后由分流
阀输送到用户用水端。

        当太阳能储热水箱水温低于45℃时，温控器给予三通
分流阀信号，分流阀朝向壁挂炉一端打开，太阳能水箱出
水侧关闭，太阳能系统断开；冷水经过壁挂炉加热后由三
通分流阀送到用户用水端，热水水温由壁挂炉的热水温控
器调节。

        组件中的分流阀受太阳能水箱的温控器控制。分流阀
会根据温控器的开关信号来决定是使用太阳能水箱的热水
还是使用壁挂炉产生热水。

接
温
控
器

Marco Doninelli, Mario Doninelli, Alberto Per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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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水箱水温     T水箱≥45℃       壁挂炉作为太阳能热水系统辅助热源的运用方式较为
普遍。相对于使用电加热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它有以下的
优点：

       太阳能光热系统越来越多地用于日常生活,但是大多数
太阳能热水系统仍然局限于使用电加热作为辅助热源。我
们将在本期杂志里分别介绍太阳能与壁挂炉、锅炉、集中
供暖相协调结合提供生活热水及辅助供暖的各类运用图示
和解决方案。

太阳能水箱水温     T水箱＜45℃

        因此，在与太阳能水箱连接时，它需要有一套调节组
件，防止太阳能热水直接进入壁挂炉。这套组件我们称之
为Solarnocal（非余热利用型）。

太阳能与壁挂炉结合使用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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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调节式壁挂炉

        理论上，模拟调节式壁挂炉供应热水的热量根据实际

温差调节。因此它只在进水温度低于设定热水出水温度时

才启动。如果这样，太阳能的热水则可以直接经过壁挂炉

由后端的恒温混合阀混合后输送到用户端。

        但目前市场上仍然没有这么理想的模拟调节式壁挂炉。

所谓的模拟调节式实际上也是半模拟调节，在任何情况下，

它最少也要给出4-5 kW的热量。这就会导致高温水进入

壁挂炉后造成其过热现象导致元件损坏等。

        针对这类半模拟调节式壁挂炉，我们提供的温度调节

组件可以根据水温的情况来决定，是直接使用太阳能储热

水箱的热水，或者是将太阳能的中低温水经壁挂炉加热。

我们称这套组件为Solarincal（余热利用型）。
        

太阳能水箱水温  T水箱≥45℃

        当太阳能水箱水温大于45℃时，温控器给予三通分流

阀信号，太阳能热水经分流阀进入恒温混合阀的热水端与

冷水混合后按设定温度恒温供水。

        当太阳能水箱水温低于45℃时，温控器给予三通分流

阀信号，太阳能水箱中低温水经分流阀进入壁挂炉，从壁

挂炉加热出来的热水经恒温混合阀混合后输送到用户端，

这样则可完全利用太阳能储存的热量。

以下是12种太阳能与锅炉结合使用的解决方案
调节组件

调节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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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水箱水温  T水箱＜45℃



模拟式
双用炉

调节组件
太阳能系统隔离旁通阀

自然循环式太阳能热水器与模拟调节式壁挂炉结合的独立生活热水系统

        此方案适合于中小型住宅，设备占用空间小。

集热板-太阳能储热水箱调节方式

壁挂炉系统调节方式

        太阳能储热水箱与集热板之间采用自然循环方式，不
需要任何其它的调节设备。

⑴   调节组件体积小，不占用空间。
⑵   操作简单，无需太多的技术维护。
⑶   能完全地利用太阳能储热水箱的中低温水。

⑴   太阳能储热水箱与集热板一体式安装，体积、重量大，
       影响房屋外观。
⑵   冬季防冻问题：需要放空系统或者浪费电能加热水箱。

        通过安装在壁挂炉下端的调节组件Sloarincal来实现
太阳能热水与壁挂炉的结合使用。温控器安装在三通分流
阀进水端，当太阳能出水温度低于温控器设定温度时，三
通分流阀将太阳能中低温水送入壁挂炉加热；当太阳能出
水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时，三通分流阀将太阳能热水直接送
到恒温混合阀热水端。无论是太阳能热水或者是壁挂炉加
热热水均由恒温混合阀来恒定出水温度。

优    点

缺    点

三通分流阀
恒温混合阀

5



模拟式
双用炉

调节组件

分体式太阳能热水器与模拟调节式壁挂炉结合的独立生活热水系统

壁挂炉系统调节方式

        此方案适合于大中型住宅，用水量需求更大，且屋内
有空间安装太阳能储热水箱。

集热板-太阳能储热水箱调节方式

        太阳能储热水箱与集热板之间采用太阳能循环组件，
根据温差调节器和温控器来控制循环泵，换热为强制循环
方式。循环组件上配备了排气、泄压、膨胀、流量调节等
功能元件。        

        通过安装在壁挂炉下端的调节组件Sloarincal来实现
太阳能热水与壁挂炉的结合使用。温控器安装在三通分流
阀进水端，当太阳能储热水箱出水温度低于温控器设定温
度时，三通分流阀将太阳能中低温水送入壁挂炉加热；当
太阳能出水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时，三通分流阀将太阳能热
水直接送到恒温混合阀热水端。无论是太阳能热水或者是
壁挂炉加热热水均由恒温混合阀来恒定出水温度。

⑴   集热板安装在室外，屋顶的承重、外观都不受影响。
⑵   不需要使用电加热防冻。
⑶   能完全地利用太阳能储热水箱的中低温水。

⑴   太阳能储热水箱在室内占用空间较大。

⑵   技术维护更为复杂，太阳能循环组件需要定期检查。

优    点

缺    点

三通分流阀

太阳能系统
 循环组件

恒温混合阀

6



非模拟式
双用炉

调节组件
太阳能系统隔离旁通阀

三通分流阀
恒温混合阀

自然循环式太阳能热水器与非模拟调节式壁挂炉结合的独立生活热水系统

       此方案适合于中小型已建住宅，其壁挂炉仍然是非模拟调节形式。

集热板-太阳能储热水箱调节方式

壁挂炉系统调节方式

       太阳能储热水箱与集热板之间采用自然循环方式，不
需要任何其它的调节设备。

⑴   调节组件体积小，不占用空间。
⑵   操作简单，无需太多的技术维护。

⑴   太阳能储热水箱与集热板一体式安装，体积、重量大，

       影响房屋外观。

⑵   冬季防冻问题：需要放空系统或者浪费电能加热水箱。

⑶   太阳能储热水箱的中低温水无法利用。

       通过安装在壁挂炉下端的调节组件Sloarnocal来实现
太阳能热水与壁挂炉的结合使用。温控器安装在太阳能储
热水箱里，当太阳能储水温度低于温控器设定温度时，三
通分流阀朝向壁挂炉一侧开启，冷水经壁挂炉加热后输送
到用户端，太阳能系统断开；当太阳能储水温度高于设定
温度时，三通分流阀朝向恒温混合阀混合出水端打开，太
阳能热水经过恒温混合阀与冷水混合后按设定的恒温输送
到用户端。壁挂炉加热时的热水水温由其自身温控器调节。

优    点

缺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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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模拟式
双用炉

调节组件

分体式太阳能热水器与非模拟调节式壁挂炉结合的独立生活热水系统

       此方案适合于大中型已建住宅，壁挂炉仍然为非模拟调节式；用水量需求大，且屋内有空间安装太阳能储热水箱。

集热板-太阳能储热水箱调节方式

壁挂炉系统调节方式

       太阳能储热水箱与集热板之间采用太阳能循环组件，
根据温差调节器和温控器来控制循环泵，换热为强制循环
方式。循环组件上配备了排气、泄压、膨胀、流量调节等
功能元件。

⑴   集热板安装在室外，屋顶的承重、外观都不受影响。
⑵   不需要使用电加热防冻。

⑴   太阳能储热水箱在室内占用空间较大。

⑵   技术维护更为复杂，太阳能循环组件需要定期检查。

⑶   太阳能储热水箱的中低温水无法利用。

       通过安装在壁挂炉下端的调节组件Sloarnocal来实现
太阳能热水与壁挂炉的结合使用。温控器安装在太阳能储
热水箱里，当太阳能储水温度低于温控器设定温度时，三
通分流阀朝向壁挂炉一侧开启，冷水经壁挂炉加热后输送
到用户端，太阳能系统断开；当太阳能储水温度高于设定
温度时，三通分流阀朝向恒温混合阀混合出水端打开，太
阳能热水经过恒温混合阀与冷水混合后按设定的恒温输送
到用户端。壁挂炉加热时的热水水温由其自身温控器调节。

优    点

缺    点

三通分流阀
恒温混合阀

太阳能系统
 循环组件

8



调节组件

太阳能系统隔离旁通阀

三通分流阀

恒温混合阀

自然循环式太阳能热水器与内置水箱壁挂炉结合的独立生活热水系统

       此方案适合于大中型住宅，壁挂炉仍然为非模拟调节式；用水量需求大，且屋内有空间安装太阳能储热水箱。

集热板-太阳能储热水箱调节方式

壁挂炉系统调节方式

       太阳能储热水箱与集热板之间采用自然循环方式，不
需要任何其它的调节设备。       

⑴   调节组件体积小，不占用空间。
⑵   操作简单，无需太多的技术维护。
⑶   能完全地利用太阳能储热水箱的中低温水。
⑷   相对于方案1的即热式壁挂炉热水出水，储热水箱方式
       的温度波动更小。   

⑴   太阳能储热水箱与集热板一体式安装，体积、重量大，
       影响房屋外观。
⑵   冬季防冻问题：需要放空系统或者浪费电能加热水箱。
⑶   壁挂炉的储热水箱需随时保持设定的热水温度，因此会
       造成一定的能源浪费，尤其是在夏季天气晴朗太阳能可
       以完全满足热水用量的情况下。

       通过安装在壁挂炉旁边的调节组件Sloarincal来实现太
阳能热水与壁挂炉的结合使用。温控器安装在三通分流阀
进水端，当太阳能出水温度低于温控器设定温度时，三通
分流阀将太阳能中低温水送入壁挂炉储热水箱，储热水箱
始终维持在其温控器设定的温度；当太阳能出水温度高于
设定温度时，三通分流阀将太阳能热水直接送到恒温混合
阀热水端。无论是太阳能热水或者是壁挂炉储热水箱热水
均由恒温混合阀来恒定出水温度。

优    点

缺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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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组件

太阳能系统
 循环组件

三通分流阀

恒温混合阀

分体式太阳能热水器与储热水箱一体式落地炉结合的独立生活热水系统

        此方案适合于大中型住宅，用水量大，有空间安装内置水箱式落地炉及太阳能储热水箱。

集热板-太阳能储热水箱调节方式

壁挂炉系统调节方式

        太阳能储热水箱与集热板之间采用太阳能循环组件，
根据温差调节器和温控器来控制循环泵，换热为强制循环
方式。循环组件上配备了排气、泄压、膨胀、流量调节等
功能元件。

⑴   集热板安装在室外，屋顶的承重、外观都不受影响。
⑵   不需要使用电加热防冻。
⑶   能完全地利用太阳能储热水箱的中低温水。
⑷   相对于方案2的即热式壁挂炉热水出水，储热水箱方式
       的温度波动更小。

⑴   太阳能储热水箱及落地锅炉在室内占用空间较大。
⑵   技术维护更为复杂，太阳能循环组件需要定期检查。
⑶   落地炉的储热水箱需随时保持设定的热水温度，因此会
       造成一定的能源浪费，尤其是在夏季天气晴朗太阳能可
       以完全满足热水用量的情况下。

        通过安装在落地炉旁边的调节组件Sloarincal来实现
太阳能热水与壁挂炉的结合使用。温控器安装在三通分流
阀进水端，当太阳能出水温度低于温控器设定温度时，三
通分流阀将太阳能中低温水送入落地炉储热水箱，储热水
箱始终维持在其温控器设定的温度；当太阳能出水温度高
于设定温度时，三通分流阀将太阳能热水直接送到恒温混
合阀热水端。无论是太阳能热水或者是落地炉储热水箱热
水均由恒温混合阀来恒定出水温度。

优    点

缺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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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辐射地
板采暖系统

单供暖锅炉

分体式太阳能热水器与单供暖壁挂炉结合的独立供暖及生活热水系统

        此方案适合于中小型住宅，有空间安装太阳能储热水箱。

系统特征

⑴    实现了壁挂炉供暖及生活热水辅助加热。
⑵    使用了水力分压器，几个循环泵按各自特征运行，
        不会相互影响。

        储热水箱的上部通过温控器随时保持设定的热水温度，
壁挂炉的热量通过上部的换热盘管会使整个水箱温度逐渐升
高，这样就会降低太阳能的热效率，造成一定的能源浪费。

        供暖由壁挂炉作为热源，经过水力分压器分为高温及

低温两个供暖系统。低温地板采暖系统采用恒温混合式温

控中心控制供水温度。

        太阳能储热水箱的底部为集热板换热盘管，上部为壁

挂炉换热盘管。温控器安装在水箱上部，当水温低于设定

温度时，温控器给予壁挂炉内部的三通切换阀信号，将供

暖环路切换到换热盘管，优先提供生活热水。储热水箱的

热水经过恒温混合阀混合后输送到用户端。

优    点

缺    点

恒温混合阀

太阳能系统
循环组件

水力分压集分水器

恒温混合式
温控中心

高温采
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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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nforme norme ISP ESL

c onforme norme ISP ESL

单供暖锅炉

分体式太阳能热水器与单供暖壁挂炉结合的独立供暖及生活热水系统

        此方案适合于中小型住宅，有空间安装太阳能储热水箱。

系统特征

⑴    实现了壁挂炉供暖及生活热水辅助加热。
⑵    温控中心将一次高温水，一二次水力分压、低温地板
        采暖的供水温度控制集中为一体。

        储热水箱的上部通过温控器随时保持设定的热水温度，
壁挂炉的热量通过上部的换热盘管会使整个水箱温度升高，
这样就会降低太阳能的热效率，造成一定的能源浪费。

        供暖由壁挂炉作为热源，分为两个区域供暖，每个区

域由电子模拟式温控中心控制地板采暖系统供水温度，温

控中心同时配备一次高温水分水器及一二次系统水力分压

组件。

        太阳能储热水箱的底部为集热板换热盘管，上部为壁

挂炉换热盘管。温控器安装在水箱上部，当水温低于设定

温度时，温控器给予壁挂炉内部的三通切换阀信号，将供

暖环路切换到换热盘管，优先提供生活热水。储热水箱的

热水经过恒温混合阀混合后输送到用户端。

优    点

缺    点

恒温混合阀

电子模拟式温控中心
及一次、二次分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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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orme norme I S PESL

conforme norme I SPESL

单供暖锅炉

分体式太阳能热水器'子母'水箱与单供暖壁挂炉结合的独立供暖及生活热水系统A
        此方案适合于中小型住宅，有空间安装太阳能储热水箱。

系统特征

⑴    实现了壁挂炉供暖及生活热水辅助加热。
⑵    温控中心将一二次水力分压、低温地板采暖的供水温
        度控制集中为一体。

       因为水箱的温控器随时保持设定温度，供暖锅炉的热
量补充会降低太阳能储热效率。

        储热水箱为'子母'式水箱，即太阳能储热水箱中还有个
内置水箱：内置水箱供生活热水；外部水箱为太阳能储热水
箱，用于加热内置水箱及采暖使用。太阳能换热盘管置于水
箱底部，水箱上部的温控器控制壁挂炉循环泵的起停：当温
度低于设定温度时，壁挂炉将热量补充到太阳能储热水箱。
        供暖分为两个区域，每个区域由电子模拟式温控中心控
制地板采暖系统供水温度。
        需要注意的是太阳能可能会达到很高的温度，因此地板
采暖系统必须使用温控中心。当太阳能不足时，储热水箱的
温控器启动供暖锅炉循环泵补充热量。

优    点

缺    点

恒温混合阀

电子模拟式温控中心
及地板采暖分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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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供暖锅炉

分体式太阳能热水器'子母'水箱与单供暖壁挂炉结合的独立供暖及生活热水系统B 

        此方案适合于中小型住宅，有空间安装太阳能储热水箱。

系统特征

⑴    实现了壁挂炉供暖及生活热水辅助加热。
⑵    一套温控中心供应两个区域的地板采暖，投资成本
       更少。

       因为水箱的温控器随时保持设定温度，供暖锅炉的热
量补充会降低太阳能储热效率。

        储热水箱为'子母'式水箱， 即太阳能储热水箱中还有
个内置水箱：内置水箱供生活热水；外部水箱为太阳能储
热水箱，用于加热内置水箱及采暖使用。太阳能换热盘管
置于水箱底部，水箱上部的温控器控制壁挂炉循环泵的起
停：当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壁挂炉将热量补充到太阳能
储热水箱。
        供暖分为两个区域，两个区域由一套恒温混合式温控
中心控制地板采暖系统供水温度，每个区域的温控器则控
制其分水器前端的区域阀。 
        需要注意的是太阳能可能会达到很高的温度，因此地
板采暖系统必须使用温控中心。当太阳能不足时，储热水
箱的温控器启动供暖锅炉循环泵补充热量。

优    点

缺    点

恒温混合阀

恒温混合型温控中心

区域三通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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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辐射地
板采暖系统

高温采
暖系统

单供暖锅炉

分体式太阳能热水器双盘管水箱与单供暖落地炉结合的独立供暖及生活热水系统 

         此方案适合于中小型住宅，有空间安装太阳能储热
水箱及落地锅炉。

系统特征

       可以轻易地实现多种供暖方式及热水辅助加热。

       储热水箱的上部通过温控器随时保持设定的热水温度，
锅炉的热量通过上部的换热盘管会使整个水箱温度升高，
这样就会降低太阳能的热效率，造成一定的能源浪费。

         储热水箱为双盘管式水箱，即集热板换热盘管置于水
箱底部，锅炉辅助加热盘管置于水箱上部，由温控器控制
辅助加热盘管环路的循环泵起停：当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
锅炉的热量通过换热盘管转换到太阳能储热水箱。
         供暖的热量由落地锅炉提供，供暖分为高温及低温两
种方式，高温方式由锅炉的出水直接供应，适合于散热器
采暖系统；低温方式由恒温混合式温控中心将锅炉高温水
转换为地板辐射采暖低温水。高温及低温系统均有自身的
循环泵。
         高温、低温采暖环路、热水辅助加热环路通过水力分
压集分水器实现了一次二次系统的相对独立运行，每个环
路之间不会相互干扰。

优    点

缺    点

恒温混合阀

水力分压集分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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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储热水箱仅供应生活热水，在水箱出水端安装
了恒温混合阀，起到防烫及提供恒定舒适水温的作用。



低温辐射地
板采暖系统

单供暖锅炉

分体式太阳能热水器双储热水箱与单供暖落地炉结合的独立供暖及生活热水系统 

         此方案适合于大中型住宅，有空间安装两个太阳能储热
水箱及落地锅炉。         

系统特征

         可以轻易地实现多种供暖方式及热水辅助加热。单独
的太阳能储热水箱提高了太阳能的储热效率。

         需要安装两个储热水箱，占用空间较大。在太阳能充
足的情况下，辅助加热水箱仍然保持较高水温，这也会造
成一定的能源浪费。

         储热水箱分为两个，右侧水箱为太阳能储热水箱，只
储存太阳能热量，左侧水箱为锅炉辅助加热水箱，辅助加热
盘管置于水箱上部，由温控器控制辅助加热盘管环路的循环
泵起停：这个水箱始终保持在设定的温度。太阳能储热水箱
的出水与辅助加热水箱的进水相连，太阳能热水均通过辅助
加热水箱输送到恒温混合阀。
         供暖的热量由落地锅炉提供，供暖分为高温及低温两
种方式，高温方式由锅炉的出水直接供应，适合于散热器采
暖系统；低温方式由恒温混合式温控中心将锅炉高温水转换
为地板辐射采暖低温水。高温及低温系统均有自身的循环泵。
         高温、低温采暖环路、热水辅助加热环路通过水力分
压集分水器实现了一次二次系统的相对独立运行，每个环路
之间不会相互干扰。

优    点

缺    点

恒温混合阀

水力分压集分水器

高温采
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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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水集中供应与模拟调节式壁挂炉结合的生活热水系统

        此方案适合于连排或者低层板楼住宅小区，太阳能集
热板可以安装在楼顶或者小区内部适合的空间，储热水箱
则安装在小区设备间内。

系统特征
优    点

缺    点

        由于是集中供应太阳能热水，因此集热板数量较多，当
集热板并排安装时，建议在每排管道上安装平衡阀平衡流量。
        太阳能储热水箱只储存太阳能热量，因此不使用辅助加
热设施。在储热水箱的出水口安装了恒温混合阀。恒温出水
温度可以调节到50-55℃。循环热水泵由计时器控制，循环
热水一部分回到水箱一部分回到恒温混合阀的冷水入口。

        太阳能热水集中供应，不占用用户室内外空间，减少
维护费用。

        集中供应的太阳能热水入户时需使用热表计量收费，
如用户较多还需要使用平衡阀平衡各支路流量，该部分初
次投入较大。

太阳能热水集中供应和分户锅炉结合使用的解决方案

        与全独立的热水系统相比，这类系统的集热板和储热水箱统一安装，不会占据各用户的家庭内外部空间；另外，它还具
有维护上的优点，这点尤其重要。
        太阳能系统每年需要对集热板进行清洁、检查一次系统压力、核实调节阀组工作情况等等，这些维护工作均需要专业人
员进行。相对于独立的太阳能热水系统，集中供应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在维护工作上，无论操作的时间性还是维护费用上都更
有优势。
        下面我们介绍三种结合使用的解决方案：
1 ，与模拟式壁挂炉结合的方案。
2 ，与外置储热水箱式壁挂炉结合的方案。
3 ，与单供暖壁挂炉结合的方案。

        集中产生的太阳能热水经过管道输送到各用户，通过
调节组件Solarincal来实现太阳能热水与壁挂炉之间的切
换。
  

恒温混合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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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系统将太阳能热水集中供应，各用户独立的锅炉与太阳能集中热水结合使用。



模拟式
双用炉

模拟式
双用炉

模拟式
双用炉

模拟式
双用炉

模拟式
双用炉

模拟式
双用炉

模拟式
双用炉调节中心

循环热水

太阳能热水

冷水

太阳能集
中供水

太阳能集
中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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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水集中供应与外置储热水箱式壁挂炉结合的生活热水系统

        此方案适合于连排或者低层板楼住宅小区，太阳能集热板可以安装在楼顶或者小区内部适合的空间，储热水箱则安装
在小区设备间内。

系统特征 优    点

缺    点

        太阳能集中热水部分同方案13

        用户使用独立的供暖锅炉，生活热水由室内的储热水

箱与集中的太阳能热水结合产生：

        水箱的上部为辅助加热盘管，当水箱温度低于设定温

度时，供暖炉的三通阀将供暖切换到辅助加热盘管加热水

箱，太阳能热水无论其温度高低均作为水源进入水箱底部。

       太阳能热水集中供应，不占用用户室内外空间，减少
维护费用。用户的生活热水为储热水箱供水，温度更为稳
定，减少了即热方式在热水切换时的温度不稳定性。

       集中供应的太阳能热水入户时需使用热表计量收费，
如用户较多还需要使用平衡阀平衡各支路流量，该部分初
次投资较大。用户储热水箱的使用会降低太阳能的利用率，
即在太阳能充足的情况下，当用户无用水而水箱温度自然
冷却时锅炉同样会启动辅助加热。

恒温混合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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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供暖锅炉 单供暖锅炉

单供暖锅炉单供暖锅炉

单供暖锅炉 单供暖锅炉 单供暖锅炉

见图示7, 8

外置储热水箱

供 暖

卫生冷热水

循环热水

太阳能热水

冷水

太阳能集
中供水

太阳能集
中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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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锅炉

生活热水集中供应与单供暖壁挂炉的系统

        此方案适合于连排或者低层板楼住宅小区，太阳能集

热板可以安装在楼顶或者小区内部适合的空间，储热水箱

则安装在小区设备间内。        

系统特征

优    点

缺    点

        此系统使用双储热水箱集中供应生活热水，实现生活

热水直接入户。

        太阳能储热水箱只用于储存太阳能热量。辅助加热水

箱由锅炉提供热量，通过其上部的加热盘管维持水箱温度

在设定温度。太阳能热水无论其温度高低均作为水源进入

辅助加热水箱入水端。

        在辅助加热水箱的出水口安装了恒温混合阀。恒温出
水温度可以调节到50-55℃。循环热水泵由计时器控制，循
环热水一部分回到水箱一部分回到恒温混合阀的冷水入水
端。
        生活热水全部集中供应。用户的壁挂炉只用于供暖使
用。

生活热水全部集中供应，不占用用户室内外空间。

        集中供应的热水入户时需使用热表计量收费，如用户
较多还需要使用平衡阀平衡各支路流量，该部分初次投入
较大。

恒温混合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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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供暖锅炉

单供暖锅炉

单供暖锅炉

单供暖锅炉

单供暖锅炉 单供暖锅炉 单供暖锅炉

卫生冷热水

冷热水

循环热水

热水

冷水

太阳能集
中供水

太阳能集
中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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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锅炉

双分流阀式的区域热力站系统

       此方案适合于使用区域供暖的住宅；太阳能集热板可以
安装在楼顶或者小区内部适合的空间，储热水箱则安装在
小区设备间内。

系统特征 优    点

       太阳能热水部分与方案13相同。

       集中产生的太阳能热水无论其温度高低均作为水源进入

各用户储热水箱，水箱的辅助加热由区域集中供暖通过三通

分流阀分流到换热盘管实现；水箱的温控器决定第一个三通

分流阀是朝向盘管侧或是朝向供暖侧打开。第二个三通分流

阀由室内温控器控制，当室温达到设定温度时，三通分流阀

旁通侧打开，供水旁通到回水。

       区域热力站内有供暖热计量表，用于计量所消耗的集
中供暖热量。
       同时还在热力站内设有冷水和太阳能热水表，用于计
量消耗水量。

       太阳能热水集中供应，不占用用户室内外空间，减少
维护费用。供暖由小区锅炉房或市政提供，不用在居室内
安装燃气锅炉。

缺    点

       集中供应的太阳能热水入户时需使用热表计量收费，
如用户较多还需要使用平衡阀平衡各支路流量，该部分初
次投资较大。集中供暖的热计量收费标准会因房屋的朝向
楼层产生一些争议。

太阳能热水集中供应和分户热力站结合使用的解决方案

1 , 双分流阀式的区域热力站方案。
2 , 水力分压式的区域热力站方案。
3 , 变流量式的区域热力站方案。
4 , 三通阀式区域热力站方案。

恒温混合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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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系统的特点是各用户使用小型热力站，此热力站集合了热计量表、冷热水表、水力分压器、板式换热器、水流开
关、恒温混合阀、三通分流阀等控制元件，实现了与集中供暖及太阳能热水结合使用的供暖及生活热水系统。

       下面我们介绍四种热力站结合使用的解决方案：



循环热水

太阳能热水

冷水

热计量表

分流阀

冷水表

热水表

室内温控器

水箱温控器

双分流阀式区域热力站

集中供暖

太阳能
集中供水
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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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锅炉

水力分压式的区域热力站系统

        此方案适合于使用区域供暖的住宅；太阳能集热板可
以安装在楼顶或者小区内部适合的空间，储热水箱则安装
在小区设备间内。

系统特征
优    点

缺    点

        太阳能热水部分与方案13相同。
        集中产生的太阳能热水无论其温度高低均作为水源进
入各用户储热水箱，水箱的辅助加热由区域集中供暖通过
水力分压器的一个支路由二次循环泵实现；水箱的温控器
决定何时启停此环路循环泵。水力分压器的另一个支路为
供暖，其二次循环泵由室内温控器控制。由于实现了水力
分压，因此两个环路的循环泵不会相互影响。
        在每个水力分压器之前安装了动态流量平衡阀平衡每
个用户之间的集中供暖流量。

        太阳能热水集中供应，不占用用户室内外空间，减少
维护费用。供暖由小区锅炉房或市政提供，不用在居室内
安装燃气锅炉。使用了水力分压器实现了一二次系统，供
暖与生活热水之间不会相互影响。

        集中供应的太阳能热水入户时需使用热表计量收费，
如用户较多还需要使用平衡阀平衡各支路流量，该部分初
次投资较大。集中供暖的热计量收费标准会因房屋的朝向
楼层产生一些争议。

        区域热力站内有供暖热计量表，用于计量所消耗的集
中供暖热量。
        同时还在热力站内设有冷水和太阳能热水表，用于计
量消耗水量。

恒温混合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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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热水

太阳能热水

冷水

热计量表

动态流量平衡阀

循环泵

冷水表

热水表

室内温控器

水箱温控器

水力分压式区域热力站

集中供暖

太阳能
集中供水
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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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锅炉

变频泵

变流量式的区域热力站系统

        此方案适合于使用区域供暖的住宅；太阳能集热板可
以安装在楼顶或者小区内部适合的空间，储热水箱则安装
在小区设备间内。

系统特征

        太阳能热水部分与方案13相同。
        集中产生的太阳能热水无论其温度高低均作为水源进
入区域热力站内的板式换热器二次进水端，板换的二次出
水温度由一次供水的两通温控阀控制，当温度达到设定温
度时一次供水的两通温控阀关闭，太阳能热水直接经板换
供应末端。供暖由室内温控器控制两通区域阀的开关。由
于使用了两通阀，因此在集中供暖的供回水管道之间安装
了压差控制器用于稳定变流量系统中的压差。
        集中供暖采用变频泵，在每个供暖立管上安装了动态
流量平衡阀保证供回水旁通流量在立管流量的20%左右。

        太阳能热水集中供应，不占用用户室内外空间，减少
维护费用。供暖由小区锅炉房或市政提供，不用在居室内
安装燃气锅炉。板式换热器产生生活热水，不占用室内空
间。

        集中供应的太阳能热水入户时需使用热表计量收费，
如用户较多还需要使用平衡阀平衡各支路流量，该部分初
次投资较大。集中供暖的热计量收费标准会因房屋的朝向
楼层产生一些争议。即热式的板式换热器需要定期清洗免
除结垢影响热效率。

        区域热力站内有供暖热计量表，用于计量所消耗的集
中供暖热量。
        同时还在热力站内设有冷水和太阳能热水表，用于计
量消耗水量。

优    点

缺    点

恒温混合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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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热水

太阳能热水

冷水

压差调节器

两通阀

循环泵

两通温控阀

热水表

室内温控器

水箱温控器

变流量式区域热力站

集中供暖

太阳能
集中供水
冷水

动态流量平衡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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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锅炉

来自锅炉

三通区域阀式的区域热力站系统

        此方案适合于使用区域供暖的住宅；太阳能集热板可以安装在楼顶或者小区内部适合的空间，储热水箱则安装在小区
设备间内。

系统特征

        热水部分与方案15相同。
        集中产生的生活热水直接经热水表供应到生活热水混
合及杀菌组件。此组件有两个功能：1，实现用户生活热水
的恒温混合及防烫功能；2，实现高温热力冲洗杀菌功能。
供暖由室内温控器控制三通区域阀的开关。
        区域热力站内有供暖热计量表，用于计量所消耗的集
中供暖热量。
        同时还在热力站内设有冷水和太阳能热水表，用于计
量消耗水量。

        太阳能热水集中供应，不占用用户室内外空间，减少
维护费用。供暖由小区锅炉房或市政提供，不用在居室内
安装燃气锅炉。生活热水可实现热力杀菌。

        集中供应的太阳能热水入户时需使用热表计量收费，
如用户较多还需要使用平衡阀平衡各支路流量，该部分初
次投资较大。集中供暖的热计量收费标准会因房屋的朝向
楼层产生一些争议。

优    点

缺    点

恒温混合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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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热水

太阳能热水

冷水

室内温控器

室内温控器

三通区域阀式区域热力站

混水及杀菌组件

混合热水

冷水

热计量表

分流阀

冷水表

集中供暖

太阳能
集中供水
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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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分流阀式区域热力站 SATRB1
功能

       外置储热水箱上的温控器决定第一个（上面）三通
分流阀的开启朝向：当水箱温度低于温控器设定温度时，
三通阀朝向水箱换热盘管侧开启，集中供暖的供水经过
换热盘管换热后进入第二个三通阀（下面）；当水箱温
度高于温控器设定温度时，三通阀朝向第二个三通阀侧
开启，集中供暖的供水经过第一个三通阀直接进入第二
个三通阀。
        太阳能热水无论其温度高低均作为水源进入储热水
箱。
        第二个三通阀用于控制区域供暖温度，即当房间温
控器达到设定温度时，三通阀旁通侧打开，供暖的供水
旁通到回水。
        集中供暖的热计量仪表、太阳能热水表、冷水表均
安装在热力站内，可以实现数据远传，远程抄表。

功能

       外置储热水箱上的温控器决定热水的优先权：当
水箱温度低于温控器设定温度时，三通切换阀将集中
供暖的供水切换到换热盘管换热，这时采暖停止；当
水箱温度高于温控器设定温度时，三通阀将集中供暖
的供水切换到供暖区域两通温控阀。
        太阳能热水无论其温度高低均作为水源进入储热
水箱。
        二通温控阀用于控制区域供暖温度，即当房间温
控器达到设定温度时，两通阀关闭，此时流量为零，
因为两通阀为变流量系统，所以在集中供暖供水上安
装了动态流量平衡阀平衡流量，或者可以安装压差控
制器控制系统压差。
        集中供暖的热计量仪表、太阳能热水表、冷水表
均安装在热力站内，可以实现数据远传，远程抄表。

太阳能热水

冷水

集中供暖供水

集中供暖回水

供 暖 冷热水

太阳能热水

冷水

集中供暖供水

集中供暖回水

供 暖 冷热水

外配

外配

变流量式区域热力站 SATRB2

水力分压式区域热力站   792 MO.SE
功能

       集中供暖的一次系统经过水力分压器分为以下两
个二次系统：1， 高温采暖支路，用于散热器等高温
采暖方式以及实现储热水箱的辅助加热；2，低温采
暖支路，通过恒温混合阀将供暖温度控制到低温采暖
所需温度，比如辐射地板采暖系统。各支路循环泵由
各自采暖区域的温控器控制，相互之间工作不受影响。
        太阳能热水无论其温度高低均作为水源进入储热
水箱。
        水力分压器之前安装了动态流量平衡阀用于平衡
每个热力站之间的流量。
        集中供暖的热计量仪表、太阳能热水表、冷水表
均安装在热力站内，可以实现数据远传，远程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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