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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辅助能源的燃气采暖热水器具概念



带辅助能源的燃气采暖热水器具概念

• 带辅助能源的燃气采暖热水器具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集成太阳能热利用
装置、热泵装置和燃气加热装置，提供卫生热水和采暖热水，也可以
根据用户的需要扩展空调制冷功能和热回收功能等，并可以集成住宅
新风系统等装置，同时配备循环系统、末端装置以及监控系统。其中
，生活热水系统仅具备满足生活热水供应需求的功能。

• 带辅助能源的燃气采暖热水器具技术，是传统住宅暖通领域冷热源设
施与应用系统结合，冷热源产品制造商的业务向系统应用领域扩展的
新型业务模式，将传统的工程系统发展为由工厂配备完整的多单元器
具产品，因而可以简化终端用户的系统构建成本，大幅度减少现场安
装施工量，缩短建造周期，便利维护管理，适应低碳社会发展要求，
改善运行过程的经济性和舒适性。



带辅助能源的燃气采暖热水器具开发背景

• 住宅采暖和卫生热水的能耗在一些地区可能占家庭能源费用支出的
2/3左右，因此随着全球节能和环保形势的发展，家庭热能供应系统
的节能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

• 2003年随着我国暖通空调标准的换版，将家用冷热源装置与末端装
置以及多种能源转换装置进行集成的概念在我国出现，近年多项涉及
多能源集成应用产品的标准近年相继发布。

• 在欧洲，由于相关节能指令的实施，使用单一能源的电热水器和燃气
热水器的采暖热水路逐步被集成太阳能热水装置或热泵热水装置的组
合型热水系统取代。

• 在北美、日本等地，类似的变化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影响全社会。住宅
多能源集成供暖已经成为家庭能源消费方式的发展趋势。



能源的梯级利用原理

• 有用能又称有效能是指能量中的可利用部分，任何一种形式的能量都可
以表示为:

       E＝Ex＋An　     　　　　　　　　　　　　　　　　　　　　
式中：E——能量；Ex——有用能；An——无用能。
• 对于温度为T的热能，有用能Ex与热量Q的定量关系为：

• 式中：Ex——有用能，J；T0——环境热源温度，K；T——热源温度，
K；Q——热量，J。

• 从热力学的角度，不同状态的热能利用价值是不同的，按照热能的价值
选择其最有价值的利用方式，就可以取得显著的节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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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源的差异是互补的基础

• 不同类型的能源的技术经济特性存在差异，因此，虽然能源之间可以通
常适当的转换相互替代，但是，两种具有相近的功能而技术经济性差异
较大的能源，如果能够合理地进行集成，将获得优于两种能源独立使用
的效果。

• 例如，电热过程是将电能转换为热能的过程，从一次能源利用效率的角
度衡量，能源利用效率较低。但是，电热过程易于控制、调节，电热元
件结构简单、紧凑，以及制造成本低廉是电热技术突出的优势。

• 又如，太阳能热利用过程受气象条件制约明显，日照条件不良会不同程
度影响输出热水的温度，同时还存在冬季水温持续偏低的难题，采用集
成电加热措施，利用电加热元件能够以紧凑的结构和低廉的购置费用，
获得弥补日照条件不良以及冬季运行对太阳能热利用过程水温影响的效
果，而且运行稳定、可靠。

• 若电热元件的功能被电动空气源热泵替代，用于补充热能所消耗的电能
将减少2/3左右。



多热源集成系统构建原理

• 在多种热源装置集成的系统中，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降低家庭能源
支出是运行管理的基本原则，因此，获得单位热量的成本较低的热源装
置将处于主导的地位，在运行过程中主导的热源装置优先运行，只有在
主导热源装置无法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辅助热源装置才投入运行。

• 一般来说，购置费用较高的热源装置运行费用较低，例如，太阳能热水
器运行费用几乎为零，而热泵系统的运行费用通常只有电热装置的1/3
左右；

• 运行费用较低的热源装置受环境影响较大，太阳能热水器的供热能力直
接受日照条件影响，而空气源热泵的供热能力受环境温度影响较大；

• 运行费用较高的热源装置性能较为稳定，燃气热水器和电热水器就属于
这类产品。所以，在组合产品中，燃气加热和电加热装置通常作为辅助
热源，而太阳能和热泵装置通常就作为主热源。



购入能源 利用方式 供热量 一次能源消耗 一次能源利用效率

电力100kJ

电热采暖 90kJ 285kJ 31.6％

热泵制热 350kJ 285kJ 122.8％

燃气100kJ

燃气采暖炉 100kJ 100kJ 100％

燃气热泵

162.5kJ 100kJ 162.5％发动机输出功25kJ 热泵制热87.5kJ

发动机余热75kJ

住宅采暖能源利用方式对比



多热源热水和采暖系统体系概要



多能源热水器具专利申请量统计



多能源热水器具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产品类别 燃气热水器 燃气采暖热水炉 多能源热水器具
国外专利 111 463 141

中国专利 630 126 752

2012年燃气热水器具专利公开数量汇总

• 带辅助能源的燃气采暖热水器具产品无论国内国外的专利申请均处于十分活
跃的状态，在2004～2012年期间（2013年和2014年数据不完整，由于存在
审查周期原因，相关专利未全部公开，故不纳入分析范围），中国大陆地区
（简称中国或国内）年申请量增加了约1100％，国外增加了约150％，其中
，国外在2007～2009年期间，专利申请量出现一个高潮，3年时间增加约
200％，与欧盟在此期间起草、发布的可再生能源指令有较大的关联，该指
令旨在促进太阳能和热泵的应用，正是带辅助能源的燃气采暖热水器具相关
的领域。

• 该类产品无论国内外在今后几年均是技术创新的热点。虽然目前国内专利申
请量约占全球申请量的80％左右，但是，较多是作为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辅助
热源，这一现象可能与近年我国各级政府实施的推动太阳能热利用行业发展
政策的情况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国外带辅助能源的燃气采暖热水器具



采用标准接口的燃气采暖热水炉设计方案
　 近年进入中国市场的欧洲燃气采暖热水炉中，具备太阳能集热系统和热泵系

统的联动功能的型号基本是所有欧洲品牌在其产品目录中必备的，这类产品
无论是热水循环接口还是控制接口，都已经成为高端产品的重要特征。采用
标准端口设置的方案，在使得燃气采暖热水炉与太阳能集热系统和热泵系统
的联动变得简便、可靠。

• 依玛冷凝式壁挂炉VICTRIX TT可以与太阳能进行联结，实现燃气和太 阳能混
合供热；

• 阿里斯顿最新推出的冷凝壁挂炉可以和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热水器、热泵等
产品集成，联合提供供暖和热水，这样可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产品来提高整
个系统效率；

• 德国艾诺基燃气壁挂炉与太阳能采暖热水方案，是太阳能储水箱储存的热量
主要满足生活热水的需求；或是将壁挂炉采暖回水直接引回太阳能储水箱，
优先使用高于采暖水温的太阳能热水来加热壁挂炉采暖回水，以此来提高壁
挂炉的回水温度；

• 英国霍斯曼供热公司的燃气壁挂炉与太阳能集热板整合到一个系统，形成一
个能源互补的太阳能燃气一体化供暖系统。在这个能源互补的集成供热系统
中，能最大限度的使用太阳能作为热源来供暖和洗浴，这个太阳能燃气供暖
系统的先进之处在于可以设定多个模式，比如洗浴优先模式，或者供暖优先
模式等以满足各类用户需要。



美国生产的多能源集成模块化系统



多能源集成模块化系统应用示例



欧洲生产的几种多能源热水器具的室内单元



欧洲三热源装置组合器具



日本东京煤气公司TES系统应用示意图



日本东京煤气公司的TES系统主要功能
• 日本东京煤气公司的TES（Tokyo Gas Eco System）系统是其中较

有代表性的产品。TES系统具备三大基本功能：房间空气调节、浴室
环境管理、生活热水供应。主要功能分别为：

—冬季采暖和夏季空调供冷；
—全年生活热水加热；
—浴室环境管理，包括采暖、降温、衣物干燥、调湿；
—全住宅24h新风管理；
—可集成太阳能热水系统和空气源热泵；
—可集成燃气热电联产装置。
• 这类系统通常是由多家燃气具和其它行业的生产企业提供各种产品，

然后由系统集成商构建成为具备多种功能的系统。



与多能源热水器具相关的部分欧洲标准

EN 13203-1:2006 家用燃气热水器具 不超过70kW热输入和300L储水容量-第1部分：热
水输出的性能评定

EN 13203-2:2006 家用燃气热水器具 不超过70kW热输入和300L储水容量-第2部分：能
量消耗评定

EN 13203-3:2010 家用太阳能辅助燃气热水器具 不超过70kW热输入和500L储水容量-第
3部分：能量消耗评定

EN 13203-4:2011 家用燃气热水器具 第4部分：不超过70kW热输入50kWe电力输出和
500L储水容量，与热电联产装置（micro CHP）组合输出热水和电力
的燃气器具的能量消耗评定

pr EN 13203-
5:2012

家用燃气热水器具 第5部分：与电动热泵组合的燃气器具的能量消耗评
定

EU No 811/2013 供暖装置、组合式供暖装置、供暖装置集成温度控制和太阳能装置、组
合式供暖装置集成温度控制和太阳能装置的能效标签

EU No 812/2013 热水器的能效标签要求

EU No 813/2013 供暖装置和组合式供暖装置生态设计要求

EU No 814/2013 热水器的生态设计要求



国内的研究基础和前期工作



国内技术发展回顾

• 近年，受到欧盟和日本燃气技术发
展的启示，我国燃气具行业和家电
行业带辅助能源的燃气采暖热水器
具技术的发展日益关注。广东省企
业万和、万家乐、华帝、美的、格
力在该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技术开
发工作，并取得一些成果。

• 自2007年开始，万和公司着手开发
带辅助能源的燃气采暖热水器具。

• 在2009年编制的《广东省民用燃气
具技术路线图》和2014年发布的《
民用燃气具技术路线图》，均有专
门的章节分析带辅助能源的燃气采
暖热水器具技术发展趋势。



与多能源热水器具相关的部分中国标准
GB/T XXXXX-XXXX 热水制备系统绩效评价与计算方法 第1部分 户用及类

似用途热水制备系统

GB/T XXXXX-XXXX 热水制备系统绩效评价与计算方法 第2部分 户用及类
似用途采暖热水系统 

GB 4706.94-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带有电气连接的使用燃气

、燃油和固体燃料器具的特殊要求

GB 19141-2011 家用太阳热水系统技术条件

GB/T 20095-2006 太阳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范

GB/T 23137-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热泵热水器

GB/T 25967-2010 带辅助能源的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热性能试验方法

GB/T 29031-2012 空气源单元式空调(热泵)热水机组

GB 50495-2009 太阳能供热采暖工程技术规范

JB/T 10916-2008 户用和类似用途采暖空调热水机组

NY/T 651-2002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运行维护技术规范



多能源系统的燃气加热装置
• 燃气采暖热水炉是用于家热采暖热水的产品，多数型号同时具备加热卫生热水

的功能，具有运行稳定、负荷响应特性好的特点，但是，由于所用燃料是不可
再生的天燃气、液化石油气等燃气，一方面运行费用较高，另一方面不可避免
地在运行期间就地排放一定量的污染物，而且由于我国的燃气供应相对不足，
国家的燃气利用政策并未将采暖用气列入优先保障之列，一定程度限制了家用
燃气锅炉市场的发展，所以，在住宅采暖领域采用太阳能采暖和燃气采暖相结
合的方式，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燃气。

• 太阳能热水装置与燃气加热装置在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两
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性。

• 利用燃气加热装置作为太阳能热水装置的辅助热源，需要面临燃气热水器的原
有结构和运行模式的适应性问题，同时运行费用较高，燃气的燃烧产物排放存
在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问题，烟气中的CO等物质具有较强的危险性，以及燃
气泄漏可能导致火灾等事故问题，在采用燃气装置时必须妥善解决。



—基本要求
• 确保不同热源产品的组合使用安全性；
• 优化管理能源的使用，实现最优的消费模式；
• 提高供水性能，以及热水供应的舒适性。
—协调准则
• 不同单元之间的运行参数不同，尽管某个单元仍然处于正常状态，但是可能

导致其它单元进入非正常运行状态；
• 若某个单元发生故障时，故障的影响可能通过相互之间的接口传递，使得影

响扩大；
• 不同的单元分别具有不同的运行特性，其运行状态的优化程度，对使用性能

和运行费用影响较大；
• 当热源装置组合之后，可能导致某些运行条件与单独使用的情况有较大的差

异，从而导致相应的热源装置处于非正常运行状态；
• 组成热水系统的各热源单元的容量配置的合理性，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过

高的配置可能导致系统的经济性受到不良影响，而过低的配置则可能导致热
水供应能力不能达到预期的使用要求。

基本要求和协调准则



— 安全要求
• 首先，使用燃气加热装置作为后备热源时，必须考虑燃气一旦发生泄

漏的应对措施。
• 其次，如何防止热水器故障对其它热源装置或储热装置产生不良影响

，或其它热源装置或储热装置等发生故障时对热水器产生不良影响。
— 材料要求
• 作为常规的要求，用于制造零部件的材料，其温度适应范围和耐环境

性能，如耐腐蚀、耐紫外线辐射等应满足系统在正常和非正常使用条
件下的要求。

• 燃气热水器的进水温度一般按30℃以下设计，而采用平板式集热器的
太阳能热水器夏季的水温可能高达85℃以上，如果温度如此高的热水
直接进入燃气热水器的进水口，可能导致某些结构部件损坏。进水口
超温的后果不仅是控制器判定为发生故障，而且可能损坏进口管路上
的密封件和管路件中的非金属材料制作的零件。

安全要求和材料要求



• 燃辅热效率：由于燃气后备加热装置的容量通常需要考虑在太阳能集
热器无法提供热量的情况下，能够独立满足基本的热水需求，所以在
多数运行条件下，辅助热源处于部分负荷状态下运行，部分负荷运行
状态下的热效率成为决定其运行经济性的关键。

• 调温特性：常规设计的燃气热水器最高进水温度为30℃以下，所以，
其进出水口之间的最小温升为10℃以上。在与太阳能热水器和热泵热
水器组合运行时，将出现在蓄热水箱出水温度40℃时要求燃气热水器
点火运行的情况，这时就会出现出水温度无法低于50℃的情况，不仅
超出舒适使用范围，而且还可能导致使用者被烫的情况。

设计参数



辅助加热型燃气加热装置企业标准



家用太阳能—空气源热泵组合热水器

万和公司获2012年度广东省家电产品生态设计奖



辅助加热措施改善供水性能的原理

辅助热源运行制取的热量基本上全部用于加热输出的热水，用水量可大幅度增加。

方案一系统制热能力

方案二系统制热能力

（ ℃ 16.5℃  

供水停止温度

用水量 

燃辅+热泵蓄热释放+热泵加热

温度 

燃辅加热蓄热释放

用水温度（ ℃）

蓄热温度( ℃)



多种应用方案1



多种应用方案2



多种应用方案3



多种应用方案4



多种应用方案5



第一套三单元组合供热系统（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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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生产的三单元系统                



《万和多热源安装参考图集》出版

由万和公司与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历经三年，共同编制完成的《万和多热源
集成热水、供暖设备选用与安装参考图集》正式面世。



带辅助能源的燃气采暖热水器具的课题



带辅助能源的燃气采暖热水器具的基本课题
• 带辅助能源的燃气采暖热水器具由于组合了两个或更多的热源装置，

在系统构建和运行管理方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现有使用单一能源的
热源装置基本不涉及的，然而这些问题对系统的安全、可靠、舒适、
高效、经济特性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 协调与协同——协调是解决不同热源装置之间的冲突，避免相互之间
产生不良影响；协同是优化不同热源的配置和状态，实现扬长避短、
优势互补；

• 应用延伸——将建筑暖通规范和给排水规范等要求结合在产品要求中
，使得产品集成冷热源装置和暖通系统、给排水系统的功能；

• 操作便利——充分允许自动控制手段，最大限度减少用户的操作量和
操作复杂程度；

• 系统器具化——将传统的工程系统变为器具，尽量将系统的构建工作
在工厂完成，最大限度减少安装现场的工作量和复杂程度。



主要技术特点——1 优势互补

• 在多能源系统中，通常不宜将某一种能源作为主、其他作为后备热源，
由于每种热源的特性不同，在不同的运行条件下，有利的利用方式就不
同，例如，虽然太阳能利用几乎不需要运行费用，但是，时间和规模是
受到自然条件和安装场地制约的；而燃气加热装置的运行费用较高，但
是其热性能基本不受环境条件影响，而且对热需求响应迅速。

• 在多能源利用系统中，难以获得的、或者是受环境影响较大的、运行费
用低的优先利用；而来源稳定的、或者是受环境影响较小的、运行费用
高的尽量少利用。

• 如果以使用量的比例来衡量主次，则同一类系统中，作为主、次的能源
是不确定的，只有以利用次序的先后才能确定各种能源在系统中的作用
，常见的排序为：太阳能、热泵、燃气，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这个排
序是普遍适用的。

• 热源配置应统筹考虑建筑、气候、燃气和电力价格以及政策因素，包括
海拔高度等地理条件。



主要技术特点——2 故障隔离

• 多能源系统基本上是在现有的单一能源热源装置基础上进行组合构成
，相关单一能源的热源产品标准、规范对产品的安全性要求进行了相
对完整的规定，但是，对于由多个热源装置构成的多能源系统，热源
装置之间的故障影响是安全设计的关键，所以，系统设计应考虑某个
热源装置在发生故障时，通过自锁、互锁等措施有效实施隔离，以防
止故障影响扩大，同时在发生可能危及安全的故障时，系统应能够自
动进入安全保护状态。



主要技术特点——3 可靠运行

• 由于有多台热源装置组合运行，理论上多能源系统的故障率将明显高
于单一能源的热源装置，因此，提高系统可靠性是多能源系统开发的
一个重要课题。提高系统可靠性的常用措施包括，尽量简化系统配置
，权衡可靠性和能源利用效率与经济性等因素，避免系统不合理地复
杂化；对一些重要的功能和部件采用备份等措施；利用故障隔离措施
，将故障的影响尽可能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例如，单个热源装置故障
后，将该装置屏闭，然后用其他热源装置替代其原有功能等等。



主要技术特点——4 状态稳定
• 当热源系统中出现两个或更多热源组合时，某些热源的输入、输出状

态以及自身的运行状态可能就会受到其他热源的影响，最为简单的例
子，就是当两个热源的循环水路以串联方式联接时，系统的水侧阻力
降可能发生明显的变化。因此，作为多热源的系统，需要重新考虑在
各种运行状态下，各热源是否能够在适宜的状态下稳定运行。

• 在多能源系统中，对能源的梯级利用会产生新的运行模式，例如，住
宅供水温度一般不高于30℃，若燃气加热装置的生活热水从太阳能集
热装置的储水箱流出时，就可能导致燃气加热装置的测控系统误以为
发生了故障，而且当水温更高时，若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燃气加热
装置中某些部件就可能因为过热而损坏。

• 常规的燃气加热装置较大的加热温升可能导致输出的水温过高而不满
足舒适性要求。显然，生活热水的允许温度变化范围，尤其是加热模
式切换时允许的温度变化范围与使用燃气作为单一能源的生活热水加
热装置的性能有明显的差异。



主要技术特点——5 简化操作
• 虽然，目前单一能源的热源装置基本上可以实现无需人工干预的自动

运行，但是，对于有多个热源装置的多能源系统而言，具体某个热源
装置何时应处于何种运行状态，是无法由用户进行操作的，只能由系
统的控制装置对各热源进行协调，实现运行模式的自动切换，显然，
在住宅场所，这类控制操作必须简单而且易于实现，所以，原则上要
求系统运行操作应在一个界面实现，同时，要求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应
无需人工干预就能够满足系统优化运行的需要。



主要技术特点——6 功能扩展与集成

• 配备采暖热泵热水机组的系统，在实现空调制冷运行和除湿运行是显
而易见的，利用热泵装置可以基本不增加购置费用的情况下，解决夏
季空调制冷需求问题，从而显著提高系统的技术经济性。

• 夏季太阳能余热可以利用空气除湿转轮进行空气除湿处理，从而通过
空气温湿度独立调节运行模式，可以实现减少空调系统电耗高达30%
的目标。

• 多能源采暖热水系统可以与太阳能空气集热器、太阳能被动采暖措施
、热泵型直接膨胀式房间空调器的协调运行，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
扩展空调制冷功能和热回收功能等，并可以集成住宅新风系统等装置
，同时配备循环系统、末端装置以及监控系统，以充分利用住宅内的
现有器具，进一步提高系统技术经济性。



主要技术特点——7 运行经济

• 系统运行模式应在满足安全、舒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降低运行费用。

• 在多种热源装置集成的系统中，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降低家庭能源
支出是运行管理的基本原则，因此，获得单位热量的成本较低的热源装
置将处于优先的地位，在运行过程中优先的热源装置先运行，只有在优
先热源装置无法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后备热源装置才投入运行。

• 一般来说，购置费用较高的热源装置运行费用较低，例如，太阳能热水
器运行费用几乎为零，而热泵系统的运行费用通常只有电热装置的1/3
左右；运行费用较低的热源装置受环境影响较大，太阳能热水器的供热
能力直接受日照条件影响，而空气源热泵的供热能力受环境温度影响较
大；运行费用较高的热源装置性能较为稳定，燃气热水器和电热水器就
属于这类产品。所以，在组合产品中，燃气加热和电加热装置通常作为
后备热源，而太阳能和热泵装置通常就作为优先利用的热源。



Http://www.vanwar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