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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械式半自动太阳能热水器上水装置
咸阳师范学院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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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针对现有太阳能热水器上水装置难以满足低能耗、低故障率的需求，对太阳能热水器上水装
置及上水过程进行了研究，设计了一种机械式半自动太阳能热水器上水装置，内部采用卷曲
弹簧触动控制装置，实现自动关闭上水阀门，解决了其他上水装置故障率高、能耗大、结构
复杂等问题。实验结果表明：该机械式半自动太阳能热水器上水装置在上水过程中具有较强
的可靠性和适应性，可运用于不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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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产生严重后果。
2) 全自动电动式上机装置由一系列电路系统

我国的太阳能资源极其丰富，且太阳能具有
绿色无污染的特性，是目前研究与开发的重要目

组成，通过电路控制实现了自动上水、自动关闭、

标。太阳能热水器是一项重要的太阳能热利用方

自动热水交换、自动定时报警等功能，并且具有

式，它是利用太阳光将水加热的装置，目前已走

上水溢流检测和控制等功能。此种方式的优点是

进千家万户，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

免去人工操作，整个上水过程全自动进行，操作

便。日趋成熟的市场对太阳能热水器产品的要求

简单方便。缺点是该装置是利用液位传感器采集

越来越高，但其本身仍存在着许多需要改进的方

水位信号来判别是否需要上水，再经过电信号处

面，本项目所研究的机械式半自动太阳能热水器

理来驱动阀门控制上水的过程，但由于水箱常处

上水装置旨在解决其上水装置所存在的问题。

于楼顶或其他裸露的外部环境中，因而水位传感

目前市场上的太阳能热水器上水控制装置主

器、电路板和信号线等元器件要经受暴晒、风化、

要分为机械手动式和全自动电动式两种方式。

浸泡等恶劣的环境，所以系统易发生故障且器件

1) 机械手动式上水装置在上水时需要手动打

寿命严重缩短，频繁的维修和更换极大地增加了

开上水阀门，只有当回水管有水溢出后才知道水

使用成本；同时，全自动电动式上水装置整日处

箱已上满水，此时需要再一次手动操作来关闭上

于工作状态监测水箱水位及控制上水，连续的运

水阀门。此种上水装置的优点是结构简单、节省

行状态使得能耗较大且寿命缩短。

能源、故障率低；缺点是实际使用中以水溢出为

通过分析以上两种上水装置的优缺点之后，

水箱装满的信号，需要两次手动开、关操作，且

本文设计了一种机械式半自动太阳能热水器上水

收稿日期：2017-10-23
通信作者：吴磊 (1997—)，男，本科，主要从事机器人测控方面的智能控制。1104379596@qq.com
62
SOLAR ENERGY 03/2018

2018.03印刷.indd

62

2018-3-23

16:33:06

技术产品与工程

装置，解决了上水装置故障率高、能耗大、结构

回水管路部分由转轴、定位栓、压力圆片、

复杂等问题，并且适用于户外恶劣的自然环境中。

卷曲弹簧、回水存储腔和各种管路等组成。
转轴连接着上水管路部分和回水管路部分，

1 装置中回水管路的构造

且与定位栓通过齿槽咬合固定。在上水管路部分

图 1 为机械式半自动太阳能热水器上水装置

和出水口下方凿有开孔，通过转轴的转动可以控

的回水管路结构图。回水管路是该上水装置的核

制开孔的导通和关闭。当处于上水状态时，上水

心组成部分，其紧密衔接着上水管路、太阳能水

管路部分开孔转动到导通状态，出水孔处于关闭

箱和供水水阀等。回水管路部分的正常运转，决

状态；上水完成时或未上水时，上水管路部分开

定了该机械式半自动太阳能热水器上水装置的整

孔处于闭合状态，出水孔导通。

个上水过程是否正常进行。回水管路部分相比于

可根据定位栓的位置判断是否在上水，定位

其他部分而言，器件多、结构严密，在上水过程

栓处于初始位置时，整个装置处于静止状态；上

中只有各器件紧密配合才能完成上水工作。

水时需要手动打开上水开关，上水开关驱动转轴
使定位栓的位置发生改变。

回水管
卷曲
出水孔路通道 弹簧 圆管 定位栓 回水存储腔

压力圆片处于回水存储腔中，其左端与卷曲
弹簧固定连接，右端与定位栓连接，并且压力圆
片上开设有滑槽供定位栓滑动，滑槽的终端凿有
一个定位孔，上水时用以稳固定位栓的位置。
压力圆片左端的卷曲弹簧为性能优良的记忆
弹簧，卷曲弹簧以平衡的状态固定在转轴上；压
力圆片可压缩卷曲弹簧，卷曲弹簧亦可产生反作

回水管路入水口

转轴
排水孔

回水管路
的出口

用力作用于压力圆片。

压力圆片

圆管与整个上水装置的壳体固定为一体并贯
穿支持在整个上水装置的中央，圆管上开设有与

图 1 机械式半自动太阳能热水器上水装置的回水管路结构图

表 1 各部件材质及性能
部件

材料

材料性能

壳体

304/304L 不锈钢

塑性高、焊接工艺良好 (304L 更优 )、防锈能力强

卷曲弹簧

TiNi 记忆合金

耐磨、耐蚀性好、弯曲量大、塑性高

压力圆片、定位栓、转轴

440C 不锈钢

硬度高、耐磨抗绣能力强、常用于腐蚀环境和无润滑强氧化环境中

管路通道、圆管

306L 不锈钢无缝管

无沙眼、无裂缝、焊道平整、焊接性能优良、耐蚀性好、材质较轻

压力圆片中心开孔相对应的槽轨，目的是让压力

主要用于排出太阳能水箱平时受气温变化影响从

圆片在圆管上滑动而不能转动。

外部水箱溢流回来的少量的水，虽然水箱上水时

回水存储腔作为一个半密闭的容器，用来储

会从排水孔排出部分水量，但是因排水孔孔径较

存太阳能水箱蓄满之后由回水管路入口溢流回来

小，故对其影响不大。

的水。出水孔与回水管路出口通过转轴的转动控

2 装置的控制原理

制，上水时处于关闭状态，上水完成后导通，以
便排出太阳能水箱上水水满之后溢流回来暂存在

该机械式半自动太阳能热水器上水装置未上

回水存储腔中的水。排水孔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水时，整个装置处于静止状态，定位栓、压力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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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均处于初始位置，卷曲弹簧处于稳定的伸缩状

温空晒的时间段和用水高峰期，统一在 19:00 进

态。

行测试；每两次测试的时间间隔为 24 h，即第 1
次测试和第 2 次测试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24 h。

当需要上水时，首先需要手动打开上水管路

表 2 上水装置安装完成后的测试状况（1 月）

部分的开关，开关驱动转轴，使转轴发生转动，

项目

转轴转动的过程中固定在转轴上的卷曲弹簧发生
次数

了一定的形变，并且与转轴固定的定位栓开始在
压力圆片上开设的滑槽表面沿着滑槽的轨迹滑
动，直到定位栓嵌合在滑槽终端的定位孔内。与
此同时，在定位栓嵌入到定位孔的过程中，压力

上水量 /L 上水时间 回水量 /L 回水时间 /s

第1次

265

9′18′′

1.95

13.90

第2次

265

9′22′′

2.01

14.10

第3次

265

9′19′′

1.97

13.95

表 3 上水装置运行 3 个月后的测试状况（4 月）

圆片发生了小范围的左移，使压力圆片对卷曲弹

项目

簧产生了一定量的力，卷曲弹簧对压力圆片的反
次数

作用力恰好使定位栓紧扣于定位孔内，有效防止
了定位栓的脱落。此时，出水口在转轴的限制下
处于关闭状态，太阳能热水器上水管路部分开口
接通，并且保持稳定的上水状态，直到太阳能水

上水量 /L 上水时间 回水量 /L 回水时间 /s

第1次

265

9′01′′

1.92

13.84

第2次

265

9′09′′

1.96

13.91

第3次

265

9′12′′

1.99

13.92

表 4 上水装置运行 6 个月后的测试状况（7 月）

箱储满。水箱储满后，水箱开始通过回水管路入

项目

口产生溢流，溢流的水暂储于本装置的回水存储
次数

腔中。随着回水存储腔中的水量不断积累增多，
水对压力圆片的作用力也不断增大。压力圆片继
续压缩卷曲弹簧，当压力大于设定的弹力值时，
卷曲弹簧发生一定量的形变，压力圆片随着卷曲

上水量 /L 上水时间 回水量 /L 回水时间 /s

第1次

265

8′45′′

2.12

14.19

第2次

265

8′48′′

2.08

14.10

第3次

265

9′02′′

2.02

13.96

表 5 上水装置运行 1 年后的测试状况（1 月）

弹簧的形变左移至设定的位置，定位栓被触动，

项目

然后脱离定位孔沿滑槽恢复至初始位置，卷曲弹
次数

簧产生复位作用，转轴也回转至未上水时的位置，
这时上水管路部分开口关闭，上水结束。出水孔
与回水管路出口接通，回水存储腔中储存的水经
排水孔和出水孔排出，直至回水存储腔中的水排

上水量 /L 上水时间 回水量 /L 回水时间 /s

第1次

265

9′10′′

1.93

13.86

第2次

265

9′11′′

1.92

13.86

第3次

265

9′15′′

2.02

14.01

尽，卷曲弹簧逐渐恢复至初始平衡状态，压力圆

本机械式半自动太阳能热水器上水装置上水

片也恢复至初始位置，排水结束。至此，太阳能

时需手动操作，从开始上水到上水结束自动关闭

热水器半自动上水过程完成。

这一过程中，由于太阳能水箱大小不同、太阳能
热水器容积不同，以及楼层高度不同，所以上水
至水箱水满状态所需要的时间也不同。经过安装

3 结果分析
在 陕 西 省 咸 阳 市 (107 °38′E ～ 109 °10′E，

测试，通过本装置向水箱高度 10 m、容量约 265

34°
11′N ～ 35°
32N) 对安装一段时间后的机械式半

L 的太阳能热水器上水，完成整个上水周期所需

自动上水装置进行了状况测试。表 2 ～表 5 中的

要的时间为 8 ～ 10 min，上水完成后由回水管路

数据是在 Q-B-J-1-170/2.32/0.05-2、容量 265 L 的

出口流出的水量在 2 L 左右，这 2 L 左右的排水

太阳能热水器支持下测得，测量时间避开夏季高

完全可以回收再利用。在日常使用中，( 转第 6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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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所占的比例也迅速增大。如在工况 2 时，热贯

抽水流量为 8 m3/h，此时水泵总功耗为 3.4 kW，

通系数为 32.3%，即抽水中约有 1/3 来自回水。若

COP 为 7.25，能效比高。

常年以此工况运行，可能对砾石回填抽灌同井热

含水层结构特性及换热能力是影响热贯通现

泵造成的影响增大，含水层温度失衡，砾石回填

象的主要因素。热贯通严重会使含水层温度失衡，

抽灌同井地源热泵系统运行效率下降。当以工况

热泵系统运行效率降低。该现场试验工程在最佳

3

1( 抽水流量为 8 m /h) 条件运行时，热贯通系数仅

抽水流量 (8 m3/h) 情况下运行时，热贯通系数仅

为 3.9%，且抽水平均温度为 17.9 ℃，接近砾石回

为 3.9％，且抽水温度接近砾石回填抽灌同井初

填抽灌同井初始温度，在该工况下能常年高效的运

始温度。因此对于该工程而言，小抽水流量、大

行系统，而不会引起含水层温度失衡的问题。因此，

抽回水温差的运行方式更合理。

砾石回填抽灌同井地源热泵系统运行时应尽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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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小抽水流量的运行方式更经济合适。

4 结论
抽水流量对砾石回填抽灌同井稳定运行的水
温影响更大。增大抽水流量会使抽回水温度上升，
抽回水温差减小，抽回水温差降减小。抽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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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流量增大，将使水泵功耗增加，回灌

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007．

压力增加且回灌难度增大。该现场试验工程最佳
( 接第 64 页 )

相较于其他方式的上水装置，该装置适用于狭小

装置免去了复杂的电路系统，如水位监测、驱动

的空间，且省去了电子器件的使用，极大地节约

上水等电路；且极大地减少了电子元器件的使用

了电能，解决了电动式上水装置难以在有限的环

和电子电路的分布，大幅提高了可靠性和稳定性。

境下完成电路布局的问题，具有体积小、便于安

本设计安装方便、易于操作、控制稳定、成本低

装的特点。尤其是在一些温度、湿度变化较大的

廉，适用于各种环境，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地方，本装置的稳定性比其他方式的上水装置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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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所研究的机械式半自动太阳能热器上水
装置完全免除了电力电源驱动控制，巧妙地运用
了物理学知识；太阳能水箱水满后溢流至上水控
制装置，对该装置内部结构产生压力，由卷曲弹
簧通过机械复位的方式实现半自动控制。该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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