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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2018年第 138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

    应用技术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标准》为国家标

准，编号为GB 50364一2018，自2018年 12月1日起实施。其

中，第 3.0.4、3.0.5、3.0.7、3.0.8、4.2.3、4.2.7、5.3.2、

5.4.12、5.7.2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GB 50364一2005同时
废止。

    本标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www.moll盯d.gov.
cn)公开，并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8年 7月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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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1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 〔ZQ工1〕17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

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

4建筑设计;5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6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

7太阳能热水系统调试与验收;8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运行与维

护;9节能环保效益评估。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调整和补充了太阳能热水

系统设计、安装和工程验收及建筑设计的章节及技术内容;2增

加了太阳能热水系统使用与维护、节能环保效益分析章节;3增

加了部分主要城市太阳能资源数据、太阳能集热器年平均集热效

率计算方法、部分代表城市不同倾角和方位角的太阳能集热器总
面积补偿比及太阳能集热器的结构计算方法等资料。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

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号主语国际2号

楼;邮政编码:100048)。

    本标准主编单位: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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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设计、安装、工程验收和日常

维护，使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安全可靠、性能稳定、节能高

效、与建筑协调统一，保证工程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以及既有

建筑增设和改造的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设计、安装、验收和运行

维护。

1.0.3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纳入建筑工程管理，统一规划、同步

设计、同步施工，与建筑工程同时投人使用。

1.0.4 民用建筑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民用建筑 。ivil building

    供人们居住和进行公共活动的建筑总称。

2.0.2 太阳能热水系统 solar water heating system
    将太阳能转换成热能以加热水的系统装置，包括太阳能集热

器、贮热水箱、泵、连接管路、支架、控制系统和必要时配合使

用的辅助能源。

2‘0.3 集中一集中供热水系统 collectiv合collective hot water

supply system

    采用集中的太阳能集热器和集中的贮热水箱供给一幢或几幢

建筑物所需热水的系统。

2.0.4 集中一分散供热水系统 。ollecdyoindividual hot wator

supPly system

    采用集中的太阳能集热器和分散的贮热水箱供给一幢建筑物

所需热水的系统。

2.0.5 分散卜分散供热水系统 individual一individual hot二ter

supplysystem

    采用分散的太阳能集热器和分散的贮热水箱供给各个用户所

需热水的小型系统。

2.0.6 太阳能直接系统 solar directs邓tem
    在太阳能集热器中直接加热水给用户的太阳能热水系统。

2.0.7 太阳能间接系统 solar indirectsystom
    在太阳能集热器中加热某种传热工质，再使该传热工质通过

换热器加热水给用户的太阳能热水系统。

2.0.8 自然循环系统 naturo1 oirculation sy、te血
    仅利用传热工质内部的密度变化来实现集热器和贮热水箱之



间或集热器与换热器之间进行循环的太阳能热水系统。

2.0.9 强制循环系统 forced circulation system，mechanical

circulation systern

    利用泵迫使传热工质通过集热器 (或换热器)进行循环的太

阳能热水系统‘

2，0.10 直流式系统 serie、e。。。。cted Syste。
    传热工质一次流过集热器加热后，进人贮热水箱或用热水处

的非循环太阳能热水系统。
2. 0.11 真空管集热器 evacuated tube collector

    采用透明管 (通常为玻璃管)并在管壁与吸热体之间有真空
空间的太阳能集热器。

2‘0.12 平板型集热器 flat plat。colleetor

    吸热体表面基本为平板形状的非聚光型太阳能集热器。

2.0.13 集热器总面积 gross collector area
    整个集热器最大的投影面积 (时)，不包括那些固定和连接

传热工质管路组成部分。

2.0. 14 集热器倾角 tilt angle of collector
    太阳能集热器与水平面的夹角。

2.0.15 贮热水箱 heat storage tank

    太阳能热水系统中储存热水的装置。

2.0.16 缓冲水箱 buffer tank

    在集中一分散供热水系统中，设置在集中的太阳能集热器和
分散的贮热水箱之间的储存装置。

2.0.17 系统费效比 cost/honefit ratio of the system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增投资与系统在正常使用寿命内的总节能

量的比值，表示利用太阳能节省常规能源热量的投资成本 (元/

kwh)。

2‘0.18 太阳辐照量 Solar irradiation

    接收到太阳辐射能的面密度 (kwh/时)。
2.0.19 太阳能保证率 solar fraction



    系统中由太阳能部分提供的热量占系统总负荷的百分率。
2.0.20 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 int铭ration of boilding

with solar water heating system

    将太阳能热水系统纳人建筑设计中，使太阳能热水系统成为

建筑的一部分，保持建筑外观和内部功能和谐统一。

2.0.21 日照标准 sunlight、tandards

    根据建筑物所处的气候区，城市大小和建筑物的使用性质决
定的，在规定的日照标准日 (冬至日或大寒日)有效日照时间范

围内，以底层窗台面为计算起点的建筑外窗获得的日照时间。

2.0.22 日照时数 hours ofs二shine

    太阳中心从出现在一地的东方地平线到进人西方地平线，其

直射光线在无地物、云、雾等任何遮蔽的条件下，照射到地面所

经历的小时数。

2.0.23 平屋面 flat roof

    坡度小于3%的屋面。
2.0.24 坡屋面 。lope roof

    坡度大于或等于3%的屋面。



3 基 本 规 定

3.0。1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和建筑设计应适应使用者的生活规

律，结合日照和管理要求，创造安全、卫生、方便、舒适的生活

环境。

3.0.2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与建筑一体化设计，并应充分考虑使

用、施工安装和维护等要求。

3.0.3 太阳能热水系统类型的选择，应根据建筑物类型、使用

功能、安装条件、使用者要求、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太阳能资

源等因素综合确定。

3.0.4 在既有建筑上增设或改造太阳能热水系统。必须经建筑

结构安全复核，并应满足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要求。

3.0.5 建筑物上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不得降低相邻建筑的日

照标准。

3.0.6 建筑的主体结构或结构构件应能承受太阳能热水系统传

递的荷载和作用。

3.0，7 太阳能集热器的支撑结构应满足太阳能集热器运行状态

的最大荷载和作用。

3.0.8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连接件与主体结构的锚固承载力设计

值应大于连接件本身的承载力设计值。

3‘0.9 安装在屋面、阳台、墙面的集热器与建筑主体结构通过
预埋件连接，预埋件应在主体结构施工时埋人，位置应准确;当
没有条件采用预埋件连接时，应采用其他可靠的连接措施，并通

过试验确定承载力。

3.0.10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配置辅助能源加热设备，且辅助能源

加热设备应结合运行控制方式配置。

3.0.11 安装在建筑上的太阳能集热器应规则有序、排列整齐。



太阳能热水系统配备的输水管和电气管线应安全、隐蔽、集中布

置，并应与建筑物其他管线统筹安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便

于安装维护。

3.0.12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安装讨一量装置。
3.0.13 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的主体结构，应符合国家现行
建筑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的规定‘

3:0 14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应进行系统节能、环保效益预评

估，并宜在系统运行后，进行能耗的定期监测。



4 建 筑 设 计

4.1 一 般 规 定

4.1.1 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民用建筑规划、设计，应综合考
虑场地条件、建筑功能、周围环境等因素;在确定建筑布局、朝
向、间距、全体组合和空间环境时，应结合建设地点的地理位

置、气候条件，满足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和安装的技术要求。安

装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建筑单体或建筑全体，主朝向宜为南向。建

筑群体和空间组合应与太阳能热水系统紧密结合，并应为接收较

多的太阳能创造条件。

4.LZ 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类型
的选择，应根据建筑物的使用功能、热水供应方式、集热器安装

位置和系统运行等因素，经综合比较确定。

4.1.3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在建筑屋面、阳台、墙面或其他部
位，不得影响该部位的建筑功能，并应与建筑一体化，保持建筑

统一和谐的外观。

4.1.4 建筑设计应为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安装、使用、维护等提
供必要的条件。

4.1.5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管线不得穿越其他用户的室内空间。

4.1.6 建筑物周围的环境景观与绿化种植，应避免对投射到太

阳能集热器上的阳光造成遮挡。

4.2 建 筑 设 计

4.2.1 应合理确定太阳能热水系统各组成部件在建筑中的位置，

并应满足所在部位的防水、排水和系统检修的要求。

4.2‘2 建筑的体形和空间组合应避免安装太阳能集热器部位受

建筑自身及周围设施和绿化树木的遮挡，并应满足太阳能集热器



有不少于4h日照时数的要求。

4.2.3 安装太阳能集热器的建筑部位，应设置防止集热器损坏

后部件坠落伤人的安全设施。

4.2.4 当直接以太阳能集热器构成建筑围护结构时，集热器应

与建筑牢固连接，与周围环境协调，并应满足所在部位的结构安

全和建筑防护功能要求。

4.2.5 设置太阳能集热器的平屋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太阳能集热器支架应与屋面固定牢固，当使用地脚螺栓

连接时.应在地脚螺栓周围做防水和密封处理;

    2 当在屋面防水层上放置集热器时，屋面防水层应上翻至

基座上部，并应在基座下部增设附加防水层;

    3 集热器周围屋面、检修通道、屋面出入口和集热器之间

的人行通道上部应铺设保护层;
    4 当集热器设置在屋面构架或屋面飘板上时，构架和飘板

下的净空高度应满足系统检修和使用功能要求。

4.2.6 设置太阳能集热器的坡屋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屋面的坡度宜结合集热器接收阳光的最佳倾角确定，即

当地纬度土10。;
    2 集热器宜采用顺坡镶嵌或顺坡架空设置;

    3 集热器支架应与埋设在屋面板上预埋件固定牢固，并应

采取防水措施;

    4 集热器与屋面结合处雨水排放应通畅;

    5 顺坡镶嵌的集热器与周围屋面连接部位应做好防水构造
处理;

    6 集热器顺坡镶嵌在屋面上，不得降低屋面整体的保温、

隔热、防水等性能;

    7 顺坡架空在坡屋面上的集热器与屋面间空隙不宜大

于IO0mm。

4.2.7 在阳台设置太阳能集热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设置在阳台栏板上的集热器支架应与阳台栏板上的预埋



件牢固连接;
    2 当集热器构成阳台栏板时，应满足阳台栏板的刚度、强

度及防护功能要求。

4.2，8 设置太阳能集热器的墙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低纬度地区设置在墙面的集热器宜有适当倾角;

    2 设置集热器的墙面除应承受集热器荷载外，还应采取必

要的技术措施避免安装部位可能造成的墙面变形、裂缝等;
    3 集热器支架应与墙面上的预埋件应连接牢固，必要时在

预埋件处增设混凝土构造柱;

    4 当集热器与贮热水箱相连的管线穿墙面时，应在墙面预

埋防水套管，并应对其与墙面相接处进行防水密封处理，防水套

管应在墙面施工时埋设完毕，穿墙管线不宜设在结构柱处;

    5 集热器镶嵌在墙面时，墙面装饰材料的色彩、分格宜与

集热器协调一致。
4.2.9 贮热水箱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贮热水箱宜靠近用水部位;

    2 贮热水箱宜设置在室内;

    3 贮热水箱设置在阳台时，不应影响建筑外观;
    4 设置贮热水箱的位置应采取相应的排水、防水措施;

    5 贮热水箱上方及周围应留有安装、检修空间，净空不宜

小于700rn扭。

4.2.10 集热器与贮热水箱相连的管线穿屋面、墙面、阳台或其

他建筑部位时，应在相应部位预埋防水套管，并应对接触处进行

防水密封处理。防水套管应在屋面防水层施工前埋设完毕。



5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

5.1 一 般 规 定

5.1.1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应纳人建筑给水排水设计，除应符

合本标准以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
范》GBS。。15的相关规定。
5.1.2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应遵循节水节能、安全简便、耐久

可靠、经济实用、便于计量的原则。

5.1.3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应合理选择其类型、色泽和安装位

置，并应与建筑物整体及周围环境相协调。

5.2 系统分类与选择

5.2.1 太阳能热水系统可由太阳能集热系统、供热水系统、辅

助能源系统、电气与控制系统等构成。其中，太阳能集热系统可

包括太阳能集热器、储热装置、水泵、支架和连接管路等。

5.2.2 按系统的集热与供热水方式，太阳能热水系统可分为下

列三类:

    1 集中，集中供热水系统;
    2 集中一分散供热水系统;

    3 分散-分散供热水系统。

5.2.3 按集热系统的运行方式，太阳能热水系统可分为下列三类:
    1 自然循环系统;

    2 强制循环系统;

    3 直流式系统。

5.2.4 按生活热水与集热系统内传热工质的关系，太阳能热水

系统可分为下列两类:

    1 直接系统;



    2 间接系统。

5。2.5 按辅助能源的加热方式，太阳能热水系统可分为下列两类:

    1 集中辅助加热系统;

    2 分散辅助加热系统。

5.2‘6 民用建筑中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类型应结合工程实际情况
进行选择，类型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

      2

有集中热水要求的民用建筑宜采用集中一集中太阳能热水

普通住宅建筑宜每单元采用集中一分散供热太阳能热水系

统或分散一分散太阳能热水系统。

    3 集热系统宜按分栋建筑或每单元建筑设置;当需合建系
统时，太阳能集热器阵列总出口至贮热水箱的距离不宜大

于30Omo

    4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根据集热器类型及其承压能力、集热

器布置方式、运行管理条件等因素，采用闭式集热系统或开式集

热系统。

5.3 技 术 要 求

5.3.1 太阳能热水系统及其主要部件的技术指标，应符合相关

太阳能产品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5‘3。2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采取防冻、防结露、防过热、防电击、
防雷、抗雹、抗风、抗震等技术措施。

5.3.3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有良好的耐久性能，系统中集热器、

贮热水箱、支架等主要部件的正常使用寿命不应少于10年。

5.3.4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供水水温、水压和水质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的有关规定。

5.3.5 太阳能热水系统中的辅助能源加热设备种类应根据建筑

物使用特点、热水用量、能源供应、维护管理及卫生防菌等因素

选择，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的有关规定。



5.4 太阳能集热系统

5.4.1 太阳能集热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物上安装太阳能集热器，每天有效日照时间不得小

于4h，且不得降低相邻建筑的日照标准;

    2 安装在建筑物屋面、阳台、墙面和其他部位的太阳能集
热器、支架和连接管路，均应与建筑功能和造型一体化设计;

    3 太阳能集热器不应跨越建筑变形缝设置;

    4 太阳能集热器的尺寸规格宜与建筑模数相协调。

5.4.2 太阳能集热器总面积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接系统的集热器总面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c
Qw

厂， 了

七w气1朋〔1
      \ 1‘

不。)1

  介和(1一，)
Qw =口rn泊;

(5.4.2一1)

(5.4.2一2)

式中:A。— 直接系统的集热器总面积 (mZ);
      Qw— 日均用热水量 (L);

      氏— 水的定压比热容 仁kJ/(kg·℃)〕;

      脚— 水的密度 〔kg/L);
      t时— 贮热水箱内热水的终止设计温度 (℃);

      ‘— 贮热水箱内冷水的初始设计温度，通常取当地年

            平均冷水温度 (℃);

      介— 当地集热器采光面上的年平均日太阳辐照量 (kJ/

            mZ)，可按本标准附录A确定;

      介一太阳能保证率 (%)，太阳能热水系统在不同太阳

            能资源区的太阳能保证率f可按表5.4.2一3的推
            荐范围选取;

      和-一基于总面积的集热器年平均集热效率 (%)，应根
            据集热器产品基于集热器总面积的瞬时效率方程
            (瞬时效率曲线)的实际测试结果，按本标准附录

            B规定的方法进行计算;



vl-— 太阳能集热系统中贮热水箱和管路的热损失率，
      根据经验取值宜为0，20一0.30;

qr— 平均日热水用水定额仁L/〔人·d)， L/(床·d习，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的相关规定，并应按表 5.4、2一1确定;

      在计算太阳能集热器总面积时，应选用表5.4.2一1
      中的平均日热水用水定额;

m— 计算用水的人数或床数;

b，— 同日使用率，平均值应按实际使用工况确定，当

      无条件时，可按表5，4.2一2取值。

              表5。4。2通  热水用水定额

序号 建筑物类型 单位

使用

时间

(h)最高日 平均日.

1 住宅

n一
有自备热水供应

  和沐浴设备
每人每日

40 ~韵 20~ 60 24

班
有集中热水供应和

    沐浴设备
60~100 2乙~70 一 24

2 别墅 .每人每口 ·70~110 30~80 跳

3 酒店式公寓 每人每日 一8。~10。65~即 2哇

4 宿舍
工类、百类 每人敏日 70~ 10Q 40一5石 24或

定时

供应m类、W类 ‘每人每日 40一瑟。一35~45

5

招待所

培i]Jr中心

普通旅馆

设公用胆洗室 每人每日 一2导一 20~30

24或

定时

供应

设公用盛洗室、

    淋浴室
每人每日 40‘60136一啥5

设公用盔洗室、

淋宁谷室、洗衣室
每人每日

一

  50~ 名0 45~ 55

设单独卫生间、

  公用洗衣室
，每人每日 .6。~100 50~ 70

13



续表 5.4.2一1

序号 单位

使用

时l’al

(h)最高日 平均日.

G
宾馆

客房

旅客 每床位每日工20~ 160土10~140
泌

员工 ’银人每日 功 ， 50 33~ 40

7

一

    医院

  住院部

设公月工蛊洗室 每床位每日 6劝~ 100 40一 70

24
设公用盘洗室、

    淋浴室
一每床位每日 7。一13州GS~90 1

设单独卫生何 每床位每日 110~2口0110~ 1如

医务人员 每人每班 7公、 130 6石~gD
a

门诊部、诊疗所 每病人每次一7~ 13
                  一

3~ 5

疗养院、休养所

    住房部
每床位每日 1{)0~160 90~110 24

8
养老院、

托老所

到 毛
每床位每日

50‘70 45~ 55

2盆

25~ 40 工5~ 20日托

9
幼儿园、’

托」L所

有住宿 每儿童每日 25~‘50 2仓~ 40 24

无住宿 每儿童每日 20~30 15~20 一10

1O 一公共浴室

淋洛 每顾客每次，40~ 60 35一 40

12淋洛、浴盆 每顾客每次 60~名0 55~ 7口

桑拿浴(淋浴、按摩池) 每顾客每次’孚0~ 100 6Q~7白

lI 理发室、美容院 每顾客每次一20~ 4石 20一 35 工2

12 洗衣房 每公斤千衣 15~ 30 15一犯 8

l3 餐饮业

中餐酒楼 每顾客每次 15~ 20 8~ 12 10一 12

快餐店、职工及学生食堂 每顾客每次 10‘ 12 7一1口 12一 16

  酒吧、咖啡厅、

茶座、卡拉OK厅
每顾客每次.3~ 8 3~5 8~ 18

l4

一

}办公楼一

坐班制办公 每人每班 5心10 4~ 容 8~10

公寓式办公 每人每日 60一 100 25~ 70 10、24

酒店式办公 每人每日 120~工印 55~1落Q 24

14



续表5.4.2一1

序号 建筑物类型 单位
用水定额 (L) 使用

时间

(h)最高日 平均日

15 健身中心 每人每次 15~ 25 10~ 20 12

16 体育场(馆) 运动员琳浴 每人每次 17~ 26 15~ 20 4

1了 会议厅 每座位每次 2并~3 2 4

注:1本表以60t热水水温为计算温度;

    2 学生宿舍使用IC卡计费用热水时，可按每人每日用热水定额25L~30L;

    3 表中平均日用水定额仅用干计算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集热器总面租。平均日

      用水定额应根据实际统计数据选用;当缺乏实测数据时，可采用本表中的

        低限值。

表5.4.2一2 不同类型建筑物的b，推荐取值范围

建筑物类型 bl

住宅 0.5~ 0.9

宾馆、旅馆 0. 3~ 0.7

宿舍 0.7、1.0

医院、疗养院 以8、1.0

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 0，8~1.D

表5.4.2一3 不同资源区的太阳能保证率f推荐取值范围

太阳能资源区划
水平面上年太阳辐照量

    (M」/(TnZ·a))
太阳能保证率f

工资源极富区 )6700 60%一80写

n资源丰富区 5400~时00 50%一GO%

m资源较富区 42DO~5布OQ 4。%~劝%

W资源一般区 簇42即1 30%、吐口%

2 间接系统的集热器总面积可按下式计算:

              1，. U·A。
八「，一 八亡，!1十 干犷一一一二犷-

                、 U6、’八卜x
(5.4.2一3)

了5



式中:AI、— 间接系统集热器总面积 (m”);

      A。— 直接系统集热器总面积 (m”);

        U一一集热器总热损系数「W/(耐 ·℃)〕，对平板型集
              热器，U宜取(4~6)W/( mZ·℃)，对真空管集

              热器，U宜取(1~2)W/(m”·℃)，具体数值应

              根据集热器产品实际测试结果而定;

      Uhx— 换热器传热系数〔W/(耐 ·℃)]，查产品样本

              得出;

      Ahx一-换热器换热面积 (时)，查产品样本得出。
5.4.3 当按本标准第5.4.2条计算得到的系统集热器总面积大

于建筑围护结构表面时，可按围护结构表面最大容许的安装面积

确定集热器总面积。

5.4.4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集热器总面积可采用增加集热器面

积的方式进行补偿，其面积补偿比应按本标准附录C选取，但

补偿面积不得超过本标准第5.4.2条计算结果的一倍:

    1集热器在坡屋面上受条件限制，倾角与本标准第5.4.7

条规定偏差较大时;

    2 集热器朝向受条件限制，方位角与本标准第5. 4.8条规

定偏差较大时。

5。4。5

规定:

      l

太阳能集热系统储热装置有效容积的计算应符合下列

集中集热、集中供热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贮热水箱宜与供

热水箱分开设置，串联连接，贮热水箱的有效容积可按一「式

计算:

                    呱 =9od·Aj (5.4.5)
式中:Vr二— 贮热水箱的有效容积 (L);

      Aj— 集热器总面积 (耐)，Aj=A。或Aj二A，、;
      qrjt:— 单位面积集热器平均日产温升30℃热水量的容积

            口J/(耐 ·d)〕，根据集热器产品参数确定，无条

            件时，可按表5.4‘5选用。



表5.4.5 单位集热器总面积日产热水量推荐取值范围 「1，/(耐 ·〔1)〕

太阳能资源区划

  1资源极富区

n资源丰富区

川资源较富区

IV 资源一般区

直接系统 1间接系统

70~ 80 50~55

60~ 70 40~ 50

50~ 60 35~ 40

40~ 50 30~ 35

往:1 当室外环境最低温度高于5℃时，可以根据实际工程情况采用日产热水量

        的高限值;

    2 本表是按照系统全年每天提供温升30℃热水，集热系统年平均效率为

      35%，系统总热损失率为加%的工之兄下f占算白勺。

    2 当贮热水箱与供热水箱分开设置时，供热水箱的有效容

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SOO15的

规定。

    3 集中集热、分散供热太阳能热水系统宜设有缓冲水箱，

其有效容积一般不宜小于10%Vrx。
5.4.6 强制循环的太阳能集热系统应设循环泵，其流量和扬程

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循环泵的流量可按下式计算:

                      口二=q。·Ai (5.4.6一1)

式中:叭，一集热系统循环流量 (时/h);

    娜— 单位面积集热器对应的工质流量[m3/(h·耐)]，
            应按集热器产品实测数据确定;无实测数据时，可

            取0.054耐/( h.时)~0. 072耐/(五·澎)，相当于

            0.015L/(5·耐)~0.02oL/(s·mZ);

      Aj— 集热器总面积(mZ)。
2 开式系统循环泵的扬程应按下式计算:

              H、“hj、+hj+爪+hf (5。4.6一2)

式中:H，一 循环泵扬程 (kPa);

      气二. 集热系统循环管路的沿程与局部阻力损失 (kPa);
      hj— 循环流量流经集热器的阻力损失 (kPa);



      h，— 集热器顶部与贮热水箱最低水位之间的几何高差

            造成的阻力损失 (kPa);
      hf— 附加压力 (kPa)，取ZokPa一sokPa。

    3 闭式系统循环泵的扬程应按下式计算;

                  H二=hj、+hj+h，+hf (5.4.6一3)

式中:爪— 循环流经换热器的阻力损失 (kPa)。

5.4.7 系统全年使用的太阳能集热器倾角应与当地纬度一致。

如系统侧重在夏季使用，其倾角宜为当地纬度减1扩;如系统侧

重在冬季使用，其倾角宜为当地纬度加10“。主要城市纬度可按

本标准附录A采用。

5.4.8 太阳能集热器设置在平屋面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朝向为正南、南偏东或南偏西不大于 300的建筑，集

热器可朝南设置，或与建筑同向设置;

    2 对朝向南偏东或南偏西大于30伯勺建筑，集热器宜朝南

设置或南偏东、南偏西小于30。设置;

    3 对受条件限制，集热器不能朝南设置的建筑，集热器可

朝南偏东、南偏西或朝东、朝西设置;

    4 水平安装的集热器可不受朝向的限制;但当真空管集热

器水平安装时，真空管应东西向放置;

在平屋面上宜设置集热器检修通道;

集热器与前方遮光物或集热器前后排之间的最小距离可

1勺

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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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式计算:

                    D二H又cota，Xcos7 (5 .4.8)

式中:D— 集热器与前方遮光物或集热器前后排之间的最小距
          离 (m)，

      H— 集热器最高点与集热器最低点的垂直距离 (m);
      。— 太阳高度角 (。)，对季节性使用的系统，宜取当地

            春秋分正午12时的太阳高度角;对全年性使用的

          系统，宜取当地冬至日正午12时的太阳高度角;

      尹一一集热器安装方位角 (。)。



5.4.9 太阳能集热器设置在坡屋面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集热器可设置在南向、南偏东、南偏西或朝东、朝西建

筑坡屋面上;

    2 坡屋面上集热器应采用顺坡嵌入设置或Jl匝坡架空设置;

    3 作为屋面板的集热器应安装在建筑承重结构上;

    4 作为屋面板的集热器所构成的建筑坡屋面在刚度、强度、

热工、锚固、防护功能上应按建筑围护结构设计。

5.4.10 太阳能集热器设置在阳台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朝南、南偏东、南偏西或朝东、朝西的阳台，集热器

可设置在阳台栏板上或构成阳台栏板;

    2 北纬30”以南地区设置在阳台栏板上的集热器及构成阳

台栏板的集热器应有适当的倾角;

    3 构成阳台栏板的集热器，在刚度、强度、高度、锚固和

防护功能上应满足建筑设计要求。

5.4.11 太阳能集热器设置在墙面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高纬度地区，集热器可设置在建筑的朝南、南偏东、

南偏西或朝东、朝西的墙面上，或直接构成建筑墙面;

    2 在低纬度地区，集热器可设置在建筑南偏东、南偏西或

朝东、朝西墙面上，或直接构成建筑墙面;
    3 构成建筑墙面的集热器，其刚度、强度、热工、锚固、

防护功能应满足建筑围护结构设计要求。

5.4.12 安装在建筑上或直接构成建筑围护结构的太阳能集热

器，应有防止热水渗漏的安全保障措施。

5.4‘13 嵌人建筑屋面、阳台、墙面或建筑其他部位的太阳能集
热器，应满足建筑围护结构的承载、保温、隔热、隔声、防水、

防护等功能。

5.4.14 架空在建筑屋面和附着在阳台或墙面上的太阳能集热

器，应具有相应的承载能力、刚度、稳定性和相对于主体结构的

位移能力。必要时，太阳能集热器应按本标准附录D进行结构
设计。



5，4.15 太阳能集热器之间可通过并联、串联、串并联、并串联
等方式连接成集热器组，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平板型集热器或横排真空管集热器之间的连接宜采用并
联，但单排并联的集热器总面积不宜超过32m2;竖排真空管集

热器之间的连接宜采用串联，但单排串联的集热器总面积不宜超

过32m2。
    2 对自然循环系统，每个系统的集热器总面积不宜超过

50耐;对大型自然循环系统，可分成若干个子系统，每个子系

统的集热器总面积不宜超过50m2。

    3 对强制循环系统，每个系统的集热器总面积不宜超过

加。mZ;对大型强制循环系统，可分成若干个子系统，每个子系

统的集热器总面积不宜超过500时。
    4 当全玻璃真空管东西向放置的集热器在同一斜面上多层

布置时，串联的集热器不宜超过3个，每个集热器联箱长度不宜
大于Zm。

5.4.16 太阳能集热器耐压要求应与系统的设计工作压力相

匹配。

5.4.17 在太阳能间接系统中，换热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开式储热装置时，宜采用外置双循环换热器;

    2 当采用闭式储热装置时，宜采用内置单循环换热器。

5.4.18 集热器组之间连接的设计应遵循 “同程原则”，使每个

集热器传热工质的流入路径与回流路径的长度相同。

5.4.19 在冬季环境温度可能低于0℃地区使用的太阳能集热系

统，应进行防冻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直接系统，可采用回流方法或排空方法防冻;对于

集热器有防冻功能的直接系统，也可采用定温循环方法防冻。

    2 对于间接系统，可采用防冻传热工质进行防冻;传热工

质的凝固点应低于当地近30年的最低环境温度，其沸点应高于

集热器的最高闷晒温度。

    3 当采用其他方法防冻时，应保证其技术经济的合理性‘



5.4.20 太阳能集热系统的循环管路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循环管路应短而少弯;

    2 绕行的管路宜是冷水管或低温水管;

    3 循环管路应有0.3写~0.5写的坡度;

    4 在自然循环系统中，应使循环管路朝贮热水箱方向有向

上坡度，不允许有反坡;

    5 在使用平板型集热器的自然循环系统中，贮热水箱的下

循环管口应比集热器的上循环管口高0.3m以上;
    6 在有水回流的防冻系统中，管路的坡度应使系统中的水

自动回流，不应积存;

在循环管路易发生气塞的位置应设有排气阀;

在间接系统的循环管路上应设膨胀箱;在闭式间接系统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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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循环管路上同时还应设有压力安全阀，但不应有单向阀和其他

可关闭的阀门;

    9 当集热器阵列为多排或多层集热器组并联时，每排或每

层集热器组的进出口管路，应设有辅助阀门;

    10 在系统中宜设流量计、温度计和压力表;

    11 管路的通径面积应与并联集热器组管路的通径面积之总

和相适应。

5.4.21 太阳能集热系统的管路应有组织布置，做到安全、隐
蔽、易于检修。新建太阳能热水系统竖向管路宜布置在竖向管路

井中;在既有建筑上增设太阳能热水系统或改造太阳能热水系

统，管路应做到走向合理，不影响建筑使用功能及外观。

5.4.22 太阳能集热系统的管路、配件应采用不锈钢管、铜管、
镀锌钢管等金属材质，开式系统的耐温不应小于100℃，闭式系

统的耐温不应小于200℃。
5.4.23 太阳能集热系统的管路保温设计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GB/T 4272和《设备及管道绝热设
计导则》GB/T 8175执行。

5.4.24 太阳能集热器支架的刚度、强度、防腐蚀性能应满足安



全要求，并应与建筑牢固连接。

5，4.25 太阳能集热系统中泵、阀的安装均应采取减振和隔声
措施。

5，4，26 在太阳能集热器阵列附近宜设置用于清洁集热器的给

水点。

5.5 供热水系统

5.5.1太阳能产生的热能宜作为预热热媒间接使用，与辅助热

源宜串联使用;生活热水宜作为被加热水直接供应到用户末端，

生活热水应与生活冷水用一个压力源，给水总流量可按设计秒流

量计算，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的规定。

5.5.2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给水应对超过有关标准的原水进行水
质软化处理。当冷水水质总硬度超过75mg/L时，生活热水不应

直接采用过流式流经真空管及U型管等集热元器件;当冷水水

质总硬度超过120mg/IJ时，宜进行水质软化或阻垢缓蚀处理，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的
规定。

5.5.3 直接供热水系统应设置恒温混水阀;间接供热水系统宜

设置温度控制装置。两种系统均应保证用户末端出水温度低

于60℃。

5.5.4 直接供应生活热水的管路、配件宜采用不锈钢管、铜管

等保证水质的金属管材;其他过水设备材质，应与建筑给水管路

材质相容。

5.5.5 供热水系统的管路应做保温，保温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GB/T 8175和 ((建筑给水排水

设计规范》GBS。。15的规定执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外埋地管路保温宜采用直埋双层保温构造，内层应采

用岩棉、玻璃棉等无机材料，外层可采用IJI)PE保护管壳，并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镇供热直埋热水管道技术规程》CJJ/T



81的规定;

    2 室外露明管路保温宜采用双层保温构造，内层应采用岩

棉、玻璃棉等无机材料，外层可采用镀锌板、铝板保护壳;

    3 室内管路保温宜采用40mm一50rnnl厚橡塑或岩棉保温，

外缠防护布，橡塑保温适用温度范围为一40℃一120℃，橡塑保

温材料耐火等级为BI级。

5.6 辅助能源系统

5.6.1 辅助能源设备与太阳能储热装置不宜设在同一容器内，

太阳能宜作为预热热媒与辅助热源串联使用。

5.6.2 辅助能源的供热量应按无太阳能时确定，并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D 15的规定。

5.6.3 辅助能源宜因地制宜进行选择，集中一分散供热水系统、

分散一分散供热水系统宜采用电、燃气，集中一集中供热水系统应

充分利用暖通动力的热源，当没有暖通动力的热源或不足时，宜

采用城市热力管网、燃气、燃油、热泵等。

5.6.4 辅助能源的控制应在保证充分利用太阳能集热量的条件

下，根据不同的供热水方式，选择采用全日自动控制、定时自动

控制或手动控制。

5.6.5 辅助能源的水加热设备应根据热源种类及其供水水质、
冷热水系统型式，选择采用直接加热或间接加热设备。

5.7 电气与控制系统

5.7.1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电气设计应满足太阳能热水系统用电

可靠性和运行安全要求。

5.7.2 太阳能热水系统中所使用的电气设备应装设短路保护和

接地故障保护装置。

5.7.3 系统应由专用回路供电，内置加热系统回路应设置剩余

电流动作保护器，其额定动作电流值不应大于30mA。

5.7.4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电气控制线路应与建筑物的电气管线



同步设计。

5.7.5 安装在建筑物上的太阳能集热器、支架和连接管路，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的规定。

5，7.6 控制系统设计应遵循安全可靠、经济实用、地区与季节

差别的原则，根据不同的太阳能热水系统特点确定相应的功能，

实现在最小的常规能源消耗条件下获得最大限度太阳能的总体
目标。

5.7.7 控制系统设计应依据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要求，实现对

太阳能集热系统、辅助能源系统以及供热水系统等的功能控制与
切换。控制系统功能应包含运行控制功能与安全保护功能。运行

控制功能应包含手动控制与自动控制功能。

5.7.8 控制系统的技术指标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5.7.9 控制系统设计中的传感器、核心控制单元、显示器件、
执行机构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

5.7.10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运行控制功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温差循环运行控制设计的集热系统，温差循环的启

动值与停止值应可调;

    2 在开式集热系统及开式贮热水箱的非满水位运行控制设

计中，宜在温差循环使得水箱水温高于设定温度后，采用定温出

水，然后自动补水，在水箱水满后再转换为温差循环;

    3 温差循环控制的水箱测温点应在水箱的下部;

    4 当集热系统循环为变流量运行时，应根据集热器温差改

变流量，实现稳定运行;

    5 在较大面积集热系统的情况下，代表集热器温度的高温

点或低温点宜设置一个以上温度传感器;

    6在开式贮热水箱和开式供热水箱的系统中，供热水箱的
水源宜由贮热水箱供应。

5，7.n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安全保护功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太阳能集热系统的集热循环控制应采取防过热措施。
    2 当贮热水箱高于设定温度时，应停止继续从集热系统与



辅助能源系统获得能量。

    3 当在冬季有冻结可能地区运行的以水为工质的集热循环

系统，不宜采用排空方法防冻运行时，宜采用定温防冻循环优先

于电辅助防冻措施;在电辅助防冻措施中，宜采用管路或水箱内

设置电加热器且循环水泵防冻的措施优先于管路电伴热辅助防冻

措施;当防冻运行时。管路温度宜控制在5℃~10℃之间。

    4 采用主动排空防冻的太阳能集热系统中，排空的持续时

间应可调。

    5 在太阳能集热系统和供热水系统中，水泵的运行控制应

设置缺液保护。

5.7.12 控制系统的电气设计应满足系统用电负荷要求，器件选

择应保证用电安全。

5.7.13 控制系统中的电气设备应设置短路保护和接地故障保护

装置及等电位连接等安全措施。

5.7.14 控制系统设计宜预留通信接口。
5.7.15 远程控制时，应有就地控制和解除远程控制的措施。

5。7.16 控制系统设计应考虑使用环境的温度与湿度等要求。



6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

6.1 一 般 规 定

6.1.1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安装应符合系统设计要求。不应损坏

建筑物的结构;不应影响建筑物在设计使用年限内承受各种荷载

的能力;不应破坏屋面防水层和建筑物的附属设施。

6.1.2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安装应单独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应包

括与主体结构施工、设备安装、装饰装修等交叉作业协调配合方

案及安全措施等内容。

6.1.3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设计文件齐备，且已审查通过;

    2 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已经批准;
    3 施工场地符合施工组织设计要求;

    4 现场水、电、‘场地、道路等施工准备条件能满足正常施
工需要;

    5 预留基座、孔洞、预埋件和设施符合设计要求，并已验

收合格;

    6 既有建筑改造项目中应有经结构复核或法定检测机构同

意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鉴定文件。

6:14 进场安装的太阳能热水系统产品、配件、材料及性能、

色彩等应符合设计要求，且有产品合格证。

6，1.5 当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时，应对已完成工程的部位采取

保护措施。

6.1.6太阳能热水系统在安装过程中，产品和物件的存放、搬
运、吊装不应碰撞和损坏;半成品应妥善保护。

6.1.7分散供热水系统的安装不得影响其他住户的使用功能

要求。



6.2 基 座

6，2.1 太阳能热水系统基座应与建筑主体结构连接牢固。

6.2.2 预埋件与基座之间的空隙，应采用细石混凝土填捣密实。

6.2.3 在屋面结构层上现场施工的基座完成后，应做防水处理，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的
规定。

6.2.4 采用预制的集热器支架基座应摆放平稳、整齐，并应与

建筑连接牢固，且不应破坏屋面防水层。

6.2.5 钢基座及混凝土基座顶面的预埋件，在太阳能热水系统

安装前应涂防腐涂料，安装中应及时涂刷并妥善保护。防腐施工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GB 50212和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24的规定。

6.3 支 架

6.3.1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支架及其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钢结

构支架的焊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塔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 50205的规定。

6.3‘2 支架应按设计要求安装在承重基座上，位置准确，与承

重基座固定牢靠，并应设置检修通道‘

6.3.3 支架应根据现场条件采取抗风措施。其抗风能力应达到
设计要求。

6。3.4 支承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钢结构支架应与建筑物接地系统

可靠连接。

6.3.5 钢结构支架焊接完毕，应做防腐处理。防腐施工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GB 50212和《建筑

防腐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24的规定。

6.4 集  热 器

6.4.1 集热器阵列安装的方位角、倾角和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安装倾角误差为士犷。集热器应与建筑主体结构或集热器支架牢

靠固定，防止滑脱。

6.4.2 集热器间的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密封可靠，无
泄漏，无扭曲变形。

6.4.3 集热器之间非焊接方式连接的连接件，应便于拆卸或

更换。

6.4.4 集热器连接完毕，应进行检漏试验，检漏试验应符合设
计要求与本标准第G.9节的规定。

6.4.5 集热器之间连接管的保温应在检漏试验合格后进行。保

温材料及其厚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的规定。

6.5 贮 热 水 箱

6.5.1 贮热水箱应与底座固定牢靠，底座基础应符合设计要求，
无沉降与局部变形，

6.5.2 用于制作贮热水箱的材质、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6.5.3 钢板焊接的贮热水箱，水箱内外壁均应按设计要求做防

腐处理。内壁防腐材料应卫生、无毒，并应能承受所贮存热水的

最高温度。

6.5.4 贮热水箱的内箱应做接地处理，接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

的规定。

6‘5.5 贮热水箱应进行检漏试验，试验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本标准第6.9节的规定。

6:5 6 现场制作的贮热水箱，保温应在检漏试验合格后进行。

水箱保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50185的规定。

6.5.7 室内贮热水箱四周应留有管路与设备安装与检修所需的

必要空间。



6.6 管 路

6.6.1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管路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的规定。管

路及配件的材料应与设计要求一致，并与传热工质相容.直线段

过长的管路应按设计要求设置补偿器‘

6.6.2 水泵安装应符合制造商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压缩机、风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75的有关

规定。水泵周围应留有检修空间，前后应设置截止阀，并应做好

接地防护。功率较大的泵进出口宜设置减振喉，水泵与基础之间

应按设计要求设置减振垫等隔振措施。

6.6.3 安装在室外的水泵，应采取妥当的防雨保护措施。严寒

地区和寒冷地区应采取防冻措施。

6.6.4 电磁阀、电动阀应水平安装，阀前应加装细网过滤器，

电磁阀与电动阀前后及旁通管应设置截止阀。

6.6.5 水泵、电磁阀、电动阀及其他阀门的安装方向应正确，

并应便于更换。过压及过热保护的阀门泄压口安装方向应正确，

保证安全并设置符合设计要求的硬管引流，工质为防冻液的系统

应设置防冻液收集措施。

6.6.6 承压管路与设备应做水压试验;非承压管路和设备应做

灌水试验。试验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标准第6.9节的规定。

6.6.7 管路保温应在水压试验合格后进行，保温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的规定。

6.6.8 严寒和寒冷地区以水为工质的室外管路，应采取防冻

措施。

6.7 辅助能源加热设备

6.7.1 直接加热的电加热管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3的规定。



6刀.2 供热锅炉及其他辅助设备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的

规定。

6.8 电气与控制系统

6.8.1 电缆线路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8的规定。

6.8.2 其他电气设施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的相关规定。各类盘、柜应按

说明书中要求放置在合适的环境，其安装应符合 《电气装置安装
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1的规

定。设备间应具备防潮和防高温蒸汽的相应措施。

6.8.3 电气设备和与电气设备相连接的金属部件应做等电位连
接。电气接地装置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的规定。

6.8.4 传感器的接线应牢固可靠，接触良好。传感器控制线应

做防水处理。传感器安装应与被测部位良好接触，温度传感器四

周应进行良好的保温并做好标识。

6.9 水压试验与冲洗

6.9.1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完毕后，在设备和管路保温之前，

应进行水压试验。

6.9.2 各种承压管路系统和设备应做水压试验，试验压力应符

合设计要求。非承压管路系统和设备应做灌水试验。当设计未注

明时，水压试验和灌水试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

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执行。

6.9。3 当环境温度低于5℃进行水压试验时，应采取可靠的防

冻措施。

6.9.4 系统水压试验合格后，应对系统进行冲洗直至排出的水
不浑浊为止。



7 太阳能热水系统调试与验收

7.1 一 般 规 定

7.1.1 太阳能热水工程安装完毕投人使用前，应进行系统调试。

系统调试应在竣工验收阶段进行。

7.1.2 太阳能热水工程的系统调试，应由施工单位负责、监理

单位监督、建设单位参与和配合。系统调试的实施单位可是施工

企业本身或委托给有调试能力的其他单位。

7.1.3 太阳能热水系统工程的验收应分为分项工程验收和竣工

验收。分项工程验收应由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技术负责人)组

织施工单位项目专业质量 (技术)负责人等进行;竣工验收应由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设计、监理等单位 (项目)

负责人进行。

7.1.4 分项工程验收宜根据工程施工特点分期进行，对于影响

工程安全和系统性能的工序，必须在本工序验收合格后才能进人

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7.1.5 竣工验收应在工程移交用户前、分项工程验收合格后

进行。

7.1.6 太阳能热水工程施工质量的保修期限，自竣工验收合格

日起计算为二年。在保修期内发生施工质量问题的，施工企业应

履行保修职责，责任方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7.2 分项工程验收

7.2.1 太阳能热水工程的分部、分项工程可按表 7.2.1

划分。



表7.2.1 太阳能热水工程的分部、分项工程划分

序号 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1
太阳能集热

  系统

  预埋件及后置锚栓安装和封堵，塞座、支架安装.太阳能

集热器安装，其他能源辅助加热/换热设备安装，水泵等设备

及部件安装。管道及配件安装，系统水压试验及调试.防腐、

绝热

2 蓄热系统
  贮热水箱及配件安装，地下水池施工，管道及配件安装。

辅助设备安装。防腐、绝热

3
热水供应

  系统

  管道及配件安装，水泵等设备及部件安装，辅助设备安装，

系统水压试验及调试，防腐、绝热

4 控制系统
  传感器及安全附件安装，计量仪表安装，电线、电缆施T-

敷设。接地装置安装

7.2.2 太阳能热水系统中的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

通知监理单位进行验收，并应形成验收文件，验收合格后方可继

续施工。

7.2.3 太阳能热水系统中的土建工程验收前，应在安装施工中
完成下列隐蔽项目的现场验收:

    1 安装基础螺栓和预埋件;

    2 基座、支架、集热器四周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节点;
    3 基座、支架、集热器四周与主体结构之间的封堵及防水;

    4 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物避雷系统的防雷连接节点或系

统自身的接地装置安装。

7.2.4 太阳能集热器的安装方位角和倾角应满足设计要求，安

装允许误差应在士3“以内。

7。2。5

      l

      2

      3

7.2.6

1。5倍，

  32

太阳能热水工程的检验、检测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压力管道、系统、设备及阀门的水压试验;

系统的冲洗及水质检测;

系统的热性能检测。

太阳能热水系统管道的水压试验压力应为工作压力的

工作压力应按设计要求。设计未注明时，开式太阳能集



热系统应以系统顶点一「作压力加0. IMPa进行水压试验;闭式太

阳能集热系统和供热水系统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及

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的规定执行。

7.3 系 统 调 试

7.3.1 系统调试应包括设备单机、部件调试和系统联动调试。

系统联动调试应按照设计要求的实际运行工况进行。联动调试完
成后，应进行连续三天试运行，其中至少有一天为晴天。

7.3.2 系统联动调试，应在设备单机、部件调试和试运转合格
后进行。

7.3.3 设备单机、部件调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查水泵安装方向;

    2 检查电磁阀安装方向;

    3 温度、温差、水位、流量等仪表显示正常;

    4 电气控制系统应达到设计要求功能，动作准确;

    5 乘J余电流保护装置动作准确可靠;

    6 防冻、防过热保护装置工作正常;

    7 各种阀门开启灵活，密封严密;

    8 辅助能源加热设备工作正常，加热能力达到设计要求。
7.3.4 系统联动调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调整水泵控制阀门;

    2 调整系统各个分支回路的调节阀门，使各回路流量平衡，

达到设计流量;

    3 温度、温差、水位、时间等控制仪的控制区域或控制点

应符合设计要求;

    4 调试辅助热源加热设备与太阳能集热系统的工作切换，
达到设计要求;

    5 调整电磁阀初始参数，使其动作符合设计要求。

7.3.5 系统联动调试后的运行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工况下太阳能集热系统的流量与设计值的偏差不应



大于10%;

    2 设计工况下热水的流量、温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3 设计工况下系统的_E作压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7.4 竣 工 验 收

7.4.1 应建立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竣工验收责任制，组织竣工验

收的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承担竣工验收的施工、设计、监

理单位 (项目)负责人，对系统完成竣工验收交付用户使用后的
正常运行负有相应的责任。

7.4.2 竣工验收应提交下列验收资料:
    1 设计变更证明文件和竣工图;

    2 主要材料、设备、成品、半成品、仪表的出厂合格证明

或检验资料;

    3 屋面防水检漏记录;

    4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中间验收记录;

    5 系统水压试验记录;

    6 系统生活热水水质检验记录;

    7 系统调试及试运行记录;

    8 系统热工性能检验记录。

7.4.3 竣工验收时，系统热工性能检验的测试方法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的
规定，质检机构应出具检测报告，并应作为工程通过竣工验收的

必要条件。

7.4‘4 竣工验收时，太阳能集热系统效率和太阳能热水系统的

太阳能保证率应满足设计要求，当设计无明确规定时，应满足表

7.4.4的要求。

表 7，4.4

太阳能资源区划

  资源极富区

不同地区的集热系统效率和热水系统太阳能保证率

  一扁能集热系硫效率’一，i’ln能热水漏太阳廊证率
夕爵42% j梦60%



续表7.4.4

太阳能资源区划 太阳能集热系统效率 太阳能热水系统太阳能保证率

资源丰富区 刀)左2另 j)50%

资源较富区 ，)42% 了)40%

资源一般区 军)‘2坏 了)30%

7.4.5 竣工验收时，太阳能供热水系统的供热水温度应满足设

计要求;当设计无明确规定时，供热水温度不应小于45℃，且

不应大于60℃。



8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8.1 一 般 规 定

8.1.1 太阳能热水系统初次运行之前，应确认太阳能热水系统

安装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8。1。2

规定:

      l

内部，

      2

太阳能热水系统初次运行之前的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

运行前应先冲洗贮热水箱、太阳能集热器及系统管路的

然后向系统内填充传热工质;

在系统处于运行的条件下，对受控设备、控制器和计量

装置等应进行调试，保证各组件的运行达到设计要求，并应保证

系统的整体运行符合设计要求。

8.2 集热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8。2。1

      l

现象;

      2

结现象。

8.2。2

      l

      2

      3

      4

象发生;

      5

太阳能集热器的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避免太阳能集热器在运行过程中发生长期空晒和闷晒

应避免太阳能集热器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液态传热工质冻

太阳能集热器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定期清扫或冲洗集热器表面的灰尘;

应定期除去真空管中的水垢;

应定期检查真空管集热器不被坏损，并应避免硬物冲击;

应定期检查真空管集热器不发生泄漏，并应避免漏水现

如果发生空晒现象.真空管不应立即上冷水。



8.3 储热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8.3‘1 应定期检查贮热水箱的密封性;发现破损时，应及时

修卒卜。

8.3.2 应定期检查贮热水箱的保温层;发现破损时，应及时

修补。

8.3.3 应定期检查贮热水箱的补水阀、安全阀、液位控制器和

排气装置，确保正常工作，并应防止空气进入系统。

8.3.4应定期检查是否有异物进人贮热水箱，防止循环管道被

堵塞。

8.3.5 应定期清除贮热水箱内的水垢。

8.4 管路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8.4.1 管道的日常维护保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保温层和表面防潮层不应破损或脱落;

    2 管道内应没有空气，防止热水因为气堵而无法输送到各

个配水点;

    3 系统管道应通畅并应定期冲洗整个系统。

8.4.2 阀门日常维护保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阀门应清洁;

    2 螺杆与螺母不应磨损;
    3 被动动作的阀门应定期转动手轮或者手柄，防止阀门生

锈咬死;

    4 自动动作的阀门应经常检查，确保其正常工作;

    5 电力驱动的阀门，除阀体的维护保养外，还应特别加强

对电控元器件和线路的维护保养;

    6 不应站在阀门上操作或检修。
8.4.3 管路系统的支撑构件，包括支吊架和管箍等运行中出现

断裂、变形、松动、脱落和锈蚀应采取更换、补加、重新加固、
补刷油漆等相应的措施。



8.4.4 水泵的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启动前应做好准备工作，轴承的润滑油应充足、良好，

水泵及电机应固定良好，水泵及进水管部分应全部充满水;

    2 应做好启动检查工作，泵轴的旋转方向应正确，泵轴的

转动应灵活;

    3 应做好运行检查工作，电机不能有过高的温升，轴承温
度不得超过周围环境温度35oC一40℃，轴封处、管接头均应无

漏水现象，并应无异常噪声、振动、松动和异味，压力表指示应
正常且稳定，无剧烈抖动。

8.4.5 水泵的维护保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发现漏水时，应压紧或更换油封。

    2 每年应对水泵进行一次解体检修，内容包括清洗和检查。

清洗应刮去叶轮内外表面的水垢，并应清洗泵壳的内表面以及轴
承。在清洗同时，对叶轮、密封环、轴承、填料等部件应进行检

查，以便确定是否需要修理或更换。

    3 每年应对没有进行保温处理的水泵泵体表面进行一次除

锈刷漆作业。

8.5 控制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8。5。1

      l

      2

      3

      4

的散热;

      5

      6

      7

      8

      9

控制系统的安装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交流电源进线端接线应正确;

应检查水位探头和温度探头，并应做好探头外部的防水;

控制柜安放场所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控制柜周围应通风良好，以便于控制柜中的元器件更好

控制柜不应与磁性物体接触;

安装现场应为控制柜提供独立的电源隔离开关;

在强干扰场合，控制柜应接地且不应接近干扰源;

现场布线，强弱电应分离;

暂不使用的控制柜，储存时应放置于无尘垢、一干燥的地



方，环境温度应为。℃一40℃。
8.5.2 温度传感器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电阻不应受到强烈的外部冲击;
    2 热电阻套管应密封良好;

    3 热电阻引出线与传感器连接线的连接不应松动、腐蚀。

8，5、3 控制系统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控制系统中的仪表指 (显)示应正确，其误差应控制在

允许范围内;

    2 控制系统执行元件的运行应正常;

    3 控制系统的供电电源应合适;

    4 控制系统应正确送人设定值。

8.5.4 执行器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执行器外壳不应破损，且与之相连的连接不应损坏、老

化，连接点不应有松动、腐蚀，执行器与阀门、阀芯连接的连杆

不应锈蚀、弯曲;

    2 执行器的环境温度应正常。

8.6 辅助加热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8.6.1 辅助电加热器的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容器内水位应高于电加热器，低水位保护应正常工作;

    2 电加热器不应有水垢;

    3 所有阀门的开闭状态应正确，安全阀应正常工作。
8.6.2 辅助电加热器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加热器元件不应有劳损情况;

    2 电加热器外表不应有结垢或淤积情况;

    3 安全阀应能正常工作。

8.6.3 辅助空气源热泵的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泵压缩机和风机，应工作正常，机组出风口，必须保

证无堵塞物;

    2 配线配管，应保证接线正确，接地线应保证可靠连接，



应保证电源电压与机组额定电压相匹配，检查线控器，应保证各

功能键正常，剩余电流保护器应保证有效动作;
    3 进出水口止回阀及安全阀，应保证正确安装。

8.6.4辅助空气源热泵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定期清理水垢;

    2 制冷剂内不应有水分;

    3 应定期检查压缩机绕组电阻，并应防止含有酸性物质烧

毁电机绕组;

    4 应定期对水路和阀门等管阀件进行维护保养，并应保证
无泄漏。

8.石.5 辅助锅炉的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检查锅炉本体，保证无严重变形，锅炉外表面应无严

重变形，人孔、手孔应无泄漏，炉膛、炉壁的保温层必须保证保

温效果良好;

    2 管路、阀件，不应有漏水、漏气现象。

8，6.6 辅助锅炉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风管、除尘设备、给水、循环水泵及水处理设备、通风

设备，应保证可靠运行;

    2 电路、控制盘、调节阀操作机构及一次性仪表、联锁报

警保护装置性能应可靠;
    3 水位计、压力表、安全阀应确保无泄漏，转动三通旋塞，

压力表指针应能恢复到零，安全阀排气管应畅通;

    4 锅炉水质，应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水质标准要求，防止水

质差锅炉结垢，降低锅炉效率。



9 节能环保效益评估

9.1 一 般 规 定

9.1.1 太阳能热水工程的系统设计文件，应包括对该系统所做

的节能和环保效益分析计算书。
9.1.2 太阳能热水系统完成竣工验收后，应根据验收所提供的

系统热工性能检验记录进行系统实际运行后的节能效益和环保效
益的评估验证。

9.1，3 对已实际工作运行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宜进行系统节能

效益的定期检测或长期监测。

9.1.4 设计阶段进行太阳能热水工程节能、环保效益分析的评
定指标应包括:系统的年和寿命期内的总常规能源替代量、年

节能费用、年二氧化碳减排量、系统的静态投资回收期和费
效比。

9.1，5 太阳能热水工程实际工作运行的效益评估指标应包括太
阳能集热系统的年平均效率、系统的年常规能源替代量、太阳能

保证率、年二氧化碳减刹隆 、系统的静态投资回收期和费效比。

9.2 系统节能环保效益评估

9.2.1对太阳能热水系统节能效益进行的计算分析，应以已完

成设计施工图中所提供的相关参数作为依据。

9.2.2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年常规能源替代量Qt，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50801中的公式

进行计算。

9.2.3 太阳能热水系统寿命期内的总常规能源替代量可按下式

计算:

                            Q，、。片nQ、r (9.2.3)



式中:Q，。.— 太阳能热水系统寿命期内的总常规能源替代量

              (kgce);

      Qlr—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年常规能源替代量 (kgce/a)

        n— 系统的工作寿命 (a)。

9.2.4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年节能费用、静态投资回收期和费效

比可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
GB/T50801中的公式进行计算。

9.2.5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年二氧化碳减排量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 GB/T50801 中的公式进

行计算‘

9.3 系统实际运行的效益评估

9.3。1 太阳能热水系统实际工作运行的年常规能源替代量Q:应

按本标准第9.2.2条的规定进行计算。

夕.3.2 太阳能热水系统实际工作运行的太阳能保证率可按现行

国家标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的
公式进行计算。

9.3.3 太阳能集热系统实际工作运行的年平均效率可按现行国

家标准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中的
公式进行计算。

夕.3.4 太阳能热水系统实际工作运行的静态投资回收期、费效

比和年二氧化碳减排量的计算方法与本标准第 9.2节的规定

相同。

9。4 系统效益的定期检测、长期监测和性能分级评估

9.4.1 系统效益定期检测或长期监测的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中涉及短

期或长期测试的规定。

9.4.2 宜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

准》GB/T 50801的规定进行太阳能热水工程的性能分级评估。



附录A 部分主要城市太阳能资源数据表

A.0.1 部分主要城市太阳能资源数据可按表A.0.1选用。

表A.0.1 部分主要城市太阳能资源数据

鑫

城市 纬度

年平均

气温

  (℃)

水平面 斜面

斜面修正系数
    (凡)jJ)

  年平均总

  太阳福照量

〔MJ/(澎 ·a)〕

  年平均日

  太阳辐照量

〔目八耐 .d)J

  年平均急

  太阳辐照量

仁初J/(澎 ·动口

  年平均日

  太阳辐照量

仁kJ/(耐 ·d)]

北京 39057‘ 12 3 5万70.32 15261.14 6582.78 18公35.01 l.D97G

天津 3900澎 12.7 5239.94 1昭5右.仑1 石103.5导 1672会.05 1.OG92

石家庄 对02‘ 13、4 5生招。60 14174.2共 6336.魂0 1殆6口.D() 1.0521

哈尔滨 45勺5了 4.2 4韶 6 58 12了02.9了 5了9氏习8 15838 钓3 1.1吐0愈

沈阳 410凌6， 8.4 时熟.杨 1沐793.03 6045.52 16舫3‘06 1‘0671

长春 43053) 5.7 4953.78 13522.()0 6251.3G 1712了.姆 准，15注吕



之
续表A.0.1

城市 纬度

年平均

气温

  (℃)

水平面 斜面

斜面修正系数

    (K‘》。，)

  年平均总

  太阳辐照量

仁MJ/(耐 ·a)」

  年平均白

  太阳辐照量

〔U/(n飞2·d)〕

  年平均总

  太阳辐照量

〔MJ/(耐 ·a)〕

  年平均日

  太阳辐照量

〔叮/(mZ·d)〕

呼和浩特 4D。吸9‘ 6.7 6Q49.51 王砧夕4，01 7327.37 20074，98 1。14石8

太原 3八 1’ 10.n 5497.27 15Q61、02 6348.82 17394.0鹭 1.1005

乌鲁木齐 43047了 7.0 5279.36 14464 .01 6056.名2 16594_03 1.0092

西宁 36035， 6.1 6123.64 16777。08 7160.22 19617.04 1.1360

兰州 36协1’ 9.8 54e2.60 14966.04 5782.36 15842.07 0，9189

银川 38.25‘ 9.0 6041.84 1肠53.00 7159.46 19614.97 1.1559

西安 34.15’ 13.7 4665.06 12780，勺9 4727.48 1295么Ql 0.92了5

上海 31012， 16. 1 4657.39 127石9.98 4牙97.23 13日公1.0三 0，红分00

南京 32004少 一 巧.6 4781，12 13098.日7 5185.55 1迁206 99 102成9

合肥 31053‘ 15.召 4571.6斗 蓬2525.04 4854.13 1329a.日9 0.9988

杭州 30。巧‘ 16.5 4258.84 116右8.04 4516.77 12371.9了 ().9362

南昌 28.40尹 17.6 4779，32 13094.04 500 5。62 13714，03 0，86J0

福州 26605‘ 1匀.8 438Q。37 12001.02 454魂。右0 12450.97 0.即 78



续表 A.0.1

含

城市 纬度

年平均

气温

  (℃)

水平面 斜面

斜面修正系数

    (ICop)

  年平均总

  太阳辐照量

〔闷/(时 ‘扛)]

  年平均日

  太阳辐照量

[对/丈.尹·d)]

  年平均总

  太阳辐照量

〔MJ/〔耐 ‘a)]

  年平均日

  太阳辐照量

皿劫/(澎 ·d〕〕

济南 36042， 14，7 51么5.72 14043.{}6 石837.吕3 15朋雀.06 1，O63Q

郑州 34043， 14 3 布866.19 1333203 5313.G7 14558.01 1.0467

武汉 30038‘ 16，G 峨818.35 13200.95 5003.06 13707. 02 0.9039

长沙 28611‘ 17.0 4152.64 11377.0含 4230.00 11邪9.04 0。8028

广州 23000‘ 即 。0 连420‘16 12110.01 4636.22 12701.98 Q.8850

海口 20，02‘ 24_1 石049.79 13835，05 4931。14 13509.96 0。已761

南宁 22甸8‘ 21，8 45G7一97 12514.98 弓647。92 12734 04 口.8231

重庆 29036， 1乳 7 30〔8。名1 名684 .0吕 3066.62 时01.71 0，8021

成都 300400 1右.1 J7公307 1039工.97 376Q.96 1叱03.99 0‘75岛

贵阳 26，34， 15 3 3769.38 10327.07 3735.79 1023505 0、8135

昆明 25OQZI 14 9 5180.83 14194。OG 5596.56 1驹33.D4 ().9216

拉萨 29043， 8.Q 7774.85 卫1300. 95 8815.10 24150.习了 1.0964



附录B 太阳能集热器年平均

集热效率的计算方法

B.0.1太阳能集热器的年平均集热效率应根据集热器产品的
瞬时效率方程 (瞬时效率曲线)的实际测试结果按下式进行
计算:

                  专=场一U(ti一t。)/G (B.0.1)

式中: 犷一一基于集热器总面积的集热器效率(%);
      叭— 基子集热器总面积的瞬时效率曲线截距 (%);

      口— 基于集热器总面积的瞬时效率曲线斜率 仁W/

            (二会·℃)』;

        丸— 集热器工质进口温度 (℃);

        t。一-环境空气温度 (℃);

        公一一总太阳辐照度 (W/澎)

(l;一t。)/‘一 归一化温差 〔(℃·耐)/W〕。

B.0.2 在计算太阳能集热器的年平均集热效率时，归一化温差

训算的参数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年平均集热器工质进口温度应按下式计算:

                    八二与/3十Zt。尸3 (B.0.2一1)

式中:ti— 年平均集热器工质进口温度 (℃);
    t。— 系统设计进水温度(贮热水箱初始温度)(℃);

    t、— 系统设计用水温度 (贮热水箱终止温度)(℃)。
    2 年平均环境空气温度应按本标准附录A查得，ta应取当

地的年平均环境空气温度。

    3 年平均总太阳辐照度应按下式计算:

                  G=介/(匀只3600) (B .0.2一2)

式中:G— 年平均总太阳辐照度 (W/耐);



J丁— 当地的年平均日太阳辐照量 口/(。“·由口，可从本
      标准附录A查得;

凡— 当地的年平均每夭日照小时数 (h)，可从本标准附
      录A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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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部分代表城市不同倾角和方位角的

        太阳能集热器总面积补偿比

c。0.1 当太阳能集热器受条件限制，倾角和方位角与本标准第
5.4.4条和第5.4.7条规定偏差较大时，可采用增加集热器面积
的方式进行补偿，面积补偿后实际确定的集热器总面积应按下式

进行计算:

                        A。=As/RS (C.0.1)

式中:AI，— 进行面积补偿后实际确定的集热器总面积 (时);

      As— 按本标准公式 (5.4.2一1) 或 (5.4.2一3)计算得出

            的集热器总面积 (时);
      尺5— 面积补偿比 (%)，按表C.0.1选取。

C.0.2 若太阳能热水系统所在地区不是表C.0.1中的代表城

市，可选取离所在地区最近的代表城市中的R。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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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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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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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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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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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太阳能集热器结构计算方法

D。0.1

      1

架空式屋顶系统的结构构件应按下列规定验算承载力:

无地震作用效应组合时，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认，5镇R (D.0.1一1)

    2 有地震作用效应组合时，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SE成尺/入E (D.0.1一2)

式中:5 一荷载按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5;— 地震作用和其他荷载按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R— 构件抗力设计值;

    yo— 结构构件重要性系数，可取。.95;

    人E— 结构构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取1.0，

D.0.2 玻璃的强度设计值及其他物理力学性能应按现行行业标

准《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I玲的规定采用，集热器所用

到的smm以下厚度的面板玻璃强度设计值 (几)应符合表

D·0、2的规定。

表 0.0.2 面板玻璃强度 (Nm二)

使少平J部位 与水平夹角大于75。 与水平夹角小于或等于750

种类 臀
大面强度

  几1

边缘强度

  了矽

端面强度

  .伽

大面强度

  厅;

边缘强度

  介。

端面强度

  j喊

平板玻璃 3~ 5 28 22 ZQ- 9 7 6

钢化玻璃 3~ 5 84 67 59 42 34 3Q

注: 夹层玻璃和中空玻璃的强度设计值可按所采用的玻璃类型确定;

当钢化玻璃的强度标准值达不到浮法玻璃强度标准仇的3倍时。表中数值

应根据实测结果予以调整;

半钢化玻璃强度设计遭可取浮法玻璃强度设计值的2倍.当半钢化玻璃的

强度标准值达不到浮法玻璃强度标准值2倍时，其设计值应根据实测结果
予以调整;

端面指玻璃切*lJ后的断面，其宽度为玻璃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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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 架空式屋面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风荷载应按下式计算。

                      叭 =品产粥:坳 (D.0.3)

式中:二、— 风荷载标准值 (kN/耐);

    凡— 阵风系数，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GB 50009的规定采用;

      产:—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采用;

      产，— 风荷载体型系数，应按本标准第D.0.4计算确定;

      wo — 基本风压 (kN/耐) (按 25年一遇的数值采用)

            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QO9的规定采用。

D.0.4 风荷载体型系数产、应按下式计算:

                        产，=产阁.刀

式中:产‘—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中，计算围护结构构件及其连接件的风荷

            载局部体型系数;

        月一一调整系数，根据不同形式的附加式屋面光伏系统
              构造，可按图D.O.4一1~图D.0.4一3分区域取值。

1.1 l0 ll

1.D

0一5 O万

1.0

0.5 D一5

ll l0 1_1

石74 曰4 曰4

  图D.O.4一1 无女儿墙平屋面
月一屋顶高度，B一建筑迎风宽度
注:图中的E取 ZH和B中较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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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皇
-L叫

三

之
丁
1

D一5 0卜5 0一5

0，5

0.7 0.7

0，5

0.7 O7

0_5 0_5 0.5

图D.O.4一2 带1.smm 高女儿墙平屋面

注:图中的E取 ZH和月中较小值。

夏ll 10 1.1

1_0 0.7

0石
07 1.0

0.7

ll 1.0 1.1

一吕「
因t

曰4 } 曰4 日月 } 石笋率

    图 D. 0.4一3 单坡屋面

注:图中的E取 ZH和B中较小值。

    1 对于平屋面上设置带倾角的附加式屋面太阳能热水系统，

调整系数吞可按下图分区域取值。
    2 对于双坡屋面上设置平行于屋面坡度的架空式屋面太阳

能热水系统，调整系数按下图分区域取值。

D.0.5 若无法查明集热器的自重标准值，可按表D.0.5取值。

表D.0.5 集热器构件自重标准值

材料种类 自重标准值(kN/m”)

平板光热构件净重 (构件厚度在35mm到70mm之间) 0。12~0.18

平板光热构件运行重量 《构件厚度在35mnl 到7omm之间) 0.14~ 0.21

66



1，1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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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夕4 刀4 石74

耳:

豪

景

回

    图D.O。4一4 双坡屋面

往:图中的E取ZH和B中较小值。

D.0.6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方阵的地震荷载计算在通常情
况下，可按照等效静力法计算地震荷载，但当结构动力影响比较

明显的时候，应该采用时程分析法对结构进行分析。

D.0.7 平板集热器面板的计算宜采用有限元法，也可按现行行

业标准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中的简化方法计算。

D.0.8 平板集热器的边框挠度不应大于其计算跨度的1/120。

D.0.9 支承结构由荷载标准值作用下产生的挠度应符合表

D.0.9的规定。

          表D.0.9 支承结构由荷载标准值作用下产生的挠度

铝合金结构 1/180

钢结构 1/200

2(3.3m 1/200

2> 3.3m 1/250

D.0.10 预埋件的计算可按现行行业标准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

规范》JGJ 102中的简化方法计算。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评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一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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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积极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

城乡建设部 《绿色建筑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积极推动太阳能等

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

    我国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2/3以上地区的年太阳能辐照量

超过5000MJ /mZ，年日照时数在22O0h 以上。开发利用丰富、

广阔的太阳能，是未来能源的基础。在 《2025的世界:10大创
新预测》的智库报告中，预测了未来10年全球科技的10个重大

发展趋势，其中太阳能将成为地球上最大的能量来源，排在了首

位。在我国太阳能资源适宜的省市和地区，均出台了太阳能热水

系统与建筑一体化的强制性推广政策和技术标准，普及太阳能热
水利用。在住房城乡建设部制定的《“十二五”绿色建筑与绿色
生态城区发展规划》再次明确提出:建立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强制

推广制度，对太阳能资源适宜地区及具备条件的建筑强制推行太

阳能光热建筑一体化系统。

    我国的太阳能光热技术先进成熟，经济性好，集热面积居全

球第一。近年来，我国的太阳能行业通过科技创新，使得太阳能
热利用正在以工程化引领产业快速发展。在工程化过程中，太阳

能与建筑一体化得到了很大发展。

    太阳能工程化技术涵盖了建筑设计、机械加工、电子控制、

热能工程、多能互补等多个领域，适用于建筑、结构、给水排

水、采暖通风和建筑电气等专业使用。一个工程的实施需要各个

方面协调配合，即做到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验

收、统一管理。为规范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设计、安装、工程验收

和日常维护，使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安全可靠、性能稳定、



节能高效、与建筑协调统一，保证工程质量，是本标准制定的

目的。

1.0.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民用建筑是供人们居住和进行各种公共活动的总称。民用建

筑按使用功能可分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两大类，参照 《建设工

程分类标准》GB/T 50841一2013，其分类和举例见表1。参照该

标准对民用建筑进行分类是为了本标准以后章节相关内容使用，

表1中没有出现的建筑物允许在相近的建筑类别中选用。

                          表 1 民用建筑分类

分类 建筑类别 建筑物举例

居住建筑
住宅建筑

别墅、公寓、普通住宅、集体宿舍等
宿舍建筑

公共建筑

办公建筑 行政办公楼、专业办公楼、商务办公楼等

科研建筑 科研楼、实验室、天文台 (站)等

旅馆酒店建筑 旅游饭店、旅馆、招待所等

教育建筑

  托儿所、幼儿园及中小学校、中等专科学校、职业

学校、高等院校、特殊教育学校等各类学校的教学楼、

图书馆、试验室、体育馆、展览馆等教育用房

文化建筑

  文化演出用房、艺术展览用房、图书馆、纪念馆、

博物馆、档案馆、文化宫、展览馆、剧院、电影院
，(含影城)、音乐厅、海洋馆、游乐场、歌舞厅、游艺

厅等

商业建筑
  百货商店、综合商厦、购物中心、会展中心、超市、
菜市场、专业商店等

居民服务建筑

  餐饮用房屋、银行营业和证券营业用房屋、电信及

计算机服务用房、邮政用房、居住小区会所以及洗染

店、洗浴室、理发美容店、家电维修、殡仪馆等生活

服务用房屋

体育建筑 体育场 (馆)、游泳馆、跳水馆、健身房等

卫生建筑
  各类医疗机构的病房、医技楼、门诊部、保健站、

卫生所、化验室、药房、病案室。太平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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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

分类 建筑类别 建筑物举例

公共建筑

交通建筑

  汽车客源站、港口客运站、铁路旅客站、机场航站

楼、机场指挥塔、城市轨道客运站、停车库、交通枢

纽、高速公路服务区等

广播电影电视

    建筑

  广播电台、电视台、发射台 (站)、地球站、监测台

(站)、广播电视节目监管建筑、有线电视网络中心、

综合发射塔 (含机房、塔座、塔楼等)等工程

园林景观建筑
  公园、动物园、植物园、旅游景点建筑、城市和居

住区建筑小品等

宗教建筑 教堂、清真寺、寺庙等

    本标准从技术层面解决太阳能热水系统在民用建筑应用并与

建筑结合的问题。这些技术内容适用于各类建筑，无论是在新建

建筑上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还是在既有建筑上增设或改造已安

装的太阳能热水系统。

1.0.3 太阳能热水系统在建筑上应用，正是由于建筑师的积极

参与，才能使集热器与建筑浑然一体，成为建筑的一部分，做到

与建筑协调统一。太阳能热水系统只有纳人建筑设计，才能为太

阳能热水系统的设计、安装创造条件，使太阳能热水系统在建筑

中得到有效利用，并做到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为此，太阳能热

水系统与建筑设计应统一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与建筑工

程同时投入使用。

】。0.4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组成部件在材料、技术要求以及系统

设金t一、安装、验收等方面均有相关的产品标准，因此，太阳能热

水系统首先应符合这些标准的要求。

    太阳能热水系统在民用建筑上应用是综合技术，其设计、安

装、验收、运行维护涉及太阳能和建筑两个行业，除符合现行的



太阳能热水系统方面的标准外，还应符合建筑工程方面的标准规

定，如《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屋面工程质量验

收规范》GB 50207、《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等相关标、

准，尤其是其中的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2 术 语

    本标准中的术语包括建筑工程和太阳能热利用两方面.主要

引自《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GB/T 50504一2009和《太阳能
热利用术语》GB/T 12936一2007。考虑到民用建筑上利用太阳

能热水系统需要建筑和太阳能行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并需要

掌握相关知识，为方便各方更好的理解和使用本标准。规范编制

组将上述标准的相关术语进行了集中归纳和整理，编人了本

标准。

2.0.13 集热器总面积是指整个集热器的最大投影面积。平板集
热器总面积是集热器外壳的最大投影面积，真空管集热器总面积

包括所有真空管、联集管、地托架、反射板等在内的最大投影面

积。在计算集热器总面积时，不包括那些突出在集热器外壳或联

集管之外的连接管路。

2.0.17 费效比是评价系统经济性的重要参数，其中的常规能源
是指具体工程项目中辅助能源加热设备使用的能源种类，如天然

气、电等。

2.0.20 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就是将太阳能的利用纳

人建筑设计中，把太阳能利用技术与建筑技术和建筑美学融为一

体，使太阳能系统成为建筑的一部分，相互间有机结合，实现与

建筑的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时投人使用和后期管

理，从而降低建筑能耗，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

    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 外观上，合理布置集热器，实现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

完美结合。

    2 结构上，妥善解决系统的安装，确保建筑物的承重、防

水等功能不受影响。集热器有抵御强风、暴雪、冰雹等能力。



    3 管路布置上，合理布置系统循环管路及冷热水管路，减

少热水管路的长度，建筑预留出所有管路的接口和通道。

    4 系统运行上，要求系统可靠、稳定、安全，易于安装、

检修、维护。合理解决太阳能与辅助能源加热设备的匹配，实现

系统智能化和自动控制。

2.0.24 建筑屋面一般分为平屋面、坡屋面和其他形式的屋面。

平屋而通常是指排水坡度小于3%的屋面。坡屋面通常是指屋面
坡度大于或等于3%的屋面。坡屋面的形式和坡度主要取决于建

筑形式、结构形式、屋面材料、气候环境等因素。常见屋面类型

和适用坡度见表2。太阳能集热器安装在坡屋面上应根据当地纬

度和屋面坡度调整集热器倾角。

表2 屋面类型和坡度

屋面类型
沥青瓦

屋面

块瓦

屋面

彼形瓦

屋面

金属板屋面
防水卷材

  屋面

装配式轻

型坡屋面
压型金属板

    屋面

夹心板

屋面

适用坡度

  (%)
)20 妻念0 妻20 异5 )5 )3 )2办



3 基 本 规 定

3，0.1 在进行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时，应根据建筑类型与功能

要求及对太阳能热水系统的使用要求，结合当地的太阳能资源和

管理要求，为使用者提供安全、卫生、方便、舒适的高品质生活

条件。这是太阳能热水系统在建筑上应用的首要条件。

3.0.2 本条提出了太阳能热水系统应满足用户的使用要求和系

统安装、维护的要求。

3.0.3 太阳能热水系统按供热水方式、系统运行方式、生活热

水与集热器内传热工质的关系、辅助能源设备的类型、安装位置

等分为不同的类型，包括集热器的类型也不同。本条从太阳能热

水系统与建筑相结合的基本要求出发，规定了在选择太阳能热水

系统类型时应考虑的因素，其中强调要充分考虑建筑物类型、使

用功能、安装条件、用户要求、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太阳能资

源等因素。

3.0.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此条的确定基于建筑结构安全考虑。

既有建筑情况复杂，结构类型多样，使用年限和建筑本身承载能

力以及维护情况等各不相同。在既有建筑上增设太阳能热水系统

时.应考虑集热系统、管路系统、储热系统对既有建筑的结构影

响，复核验算结构设计、结构材料、耐久性、安装部位的构造及

强度等。为确保建筑结构安全及其他相应的安全性要求，在改造

和增设太阳能热水系统时，必须经过建筑结构复核，确定是否可

改造或增设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结构复核可由原建筑设计单位

或根据原建筑设计施工图、竣工图、计算书等由其他有资质的建

筑设计单位进行，或委托法定检测机构检测，确认不存在结构安

全问题，可实施后，才可进行。否则，不能在既有建筑上增设或

改造。增设和改造的前提是不影响既有建筑的质量和安全，安装



符合技术规范和产品标准的太阳能热水系统。

3. 0.5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
    日照标准是根据建筑物所处的气候区，城市大小和建筑物的

使用性质决定的，在规定的日照标准日(冬至或大寒日)有效时
间范围内，以底层窗台面为计算起点的建筑外窗获得的日照时

间。一般取决子建筑间距，即两栋建筑物或构筑物外墙面之间的

最小垂直距离。

    本标准所指的建筑间距，是以满足日照要求为基础，综合考

虑采光、通风、消防、管线埋设和视觉卫生与空间干扰等要求为

原则确定的。建筑间距分为正面间距和侧面间距。凡泛指的建筑
间距，通常指正面间距。决定建筑间距的因素很多，本标准所指

的建筑间距，是以满足日照要求为基础，综合考虑采光、通风、

消防、管线埋设和视觉卫生与空间干扰等要求为原则。

    相邻建筑的日照间距是以建筑高度计算的。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对于不同城市新建建筑和

既有建筑有不同要求。平屋面的建筑高度指室外地面至其屋面、

檐口或女儿墙的高度，坡屋面按室外地面至屋檐和屋脊的丫嘴高

度计算。下列突出物不计人建筑高度内:

    1 局部突出屋面的楼梯间、电梯机房、水箱间等辅助用房

占屋顶平面面积不超过1/4者;

突出屋面的通风道、烟囱、装饰构件、花架、通信设施;
空调冷却塔等设备。

2

3

    当平屋面上安装较大面积的太阳能集热器时，无论是新建建

筑，还是既有建筑均应考虑影响相邻建筑的日照标准问题。

    日照标准对于不同类型的建筑要求不同，应符合相关标准的

规定。

3。0.6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组成部件与介质的总重量，应纳人建
筑主体结构或围护结构计算的荷载。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建筑
必须具备承受集热器、贮热水箱、管线等传递的各种荷载和作

用，包括检修荷载等。作用效应组合的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S。。09的规定。
    主体结构为混凝土结构时，为保证集热器、贮热水箱等与主

体结构的连接可靠，连接部位主体结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

于 C20。

3.0.7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轻质填充墙承载能力和变形能力低，
不应作为太阳能热水系统中特别是集热器和贮热水箱的支撑结

构。同样，砌体结构平面外承载能力低，难以直接进行连接，所

以宜增设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连接构件。

3.0.8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连接件与主体结构的锚固承载力设

计值应大于连接件本身的承载力设计值，任何情况不允许发生锚

固破坏。采用锚栓连接时，应有可靠的防松、防滑措施;采用挂

接或插接时，应有可靠的防脱、防滑措施。

3.0.9 太阳能热水系统 (主要是集热器和贮热水箱)与建筑主

体连接，多数情况是通过预埋件实现，预埋件的锚固钢筋是锚固

作用的主要来源，混凝土对锚固钢筋的粘结力是决定性的。因

此，预埋件应在混凝土浇筑时埋人，施工时混凝土必须振捣密

实。实际工程中，往往由于未采取有效措施固定预埋件，在浇筑

混凝土时使预埋件偏离设计位置，影响与主体结构连接，甚至无
法使用。因此预埋件的设计和施工应引起足够重视。

    为保证系统与主体结构连接的可靠性，与主体结构连接的预

埋件应在主体结构施工时按设计要求的位置和方法进行埋设口

3.0.10 太阳能是间歇能源，受天气影响较大。到达某一地面的

太阳能辐射强度，因受地区、气候、季节和昼夜变化等因素影

响，时强时弱，时有时无。因此，太阳能热水系统应配置辅助能

源加热设备。

    辅助能源加热设备应根据当地普遍使用的传统能源的价格、

对环境的影响、使用的方便性以及节能等多项因素.进行经济技

术比较后确定，并应优先考虑节能和环保因素。
    辅助能源一般为电、燃气等传统能源及空气源热泵、地源热

泵等。国外更多的用智能控制、带热交换和辅助加热系统，使之



节约能源。对已设有集中供热、制冷系统的建筑，辅助能源宜与
供热、制冷系统热源相同或匹配，特别应重视废热、余热的
利用。

3.0.n 本条是对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集热器、管线的布置、安装
提出的要求。太限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不仅体现在外观上，
同时要合理布置集热器，也包括结构上妥善解决系统的安装问

题，确保建筑物的承重、防水等功能不受影响;合理布置系统的
循环管路;确保系统运行可靠、稳定、安全。对于在既有建筑上

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在没有可能利用的管线时，通常需要另行

设计、安装安全、尽可能隐蔽、集中布置的输、配水管线和配电

设备及线路。对于新建建筑，则应与给水排水、电气设备管线统

一设计和安装。

3.0. 12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计量装置是为了节约用水、用电、

用气和运行管理计费，满足进行累计用水量、电量、燃气等卜卜算

和节能的要求。

3.0.13 本条是为了控制每道施工工序的质量，进而保证工程质

量。太阳能热水系统在建筑上安装，建筑主体结构应符合施工质

量验收标准的规定。

3.0.14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完成后应进行系统节能、环保效益
预评估，以及在系统运行后，进行能耗的定期监测是为了确定系

统设计取得的节能和环保效益的量化指标，并以此作为对用户提

供税收优惠或补贴的依据。有条件的土程，在系统运行后，宜进

行系统节能、环保效益的定期监测。



4 建 筑 设 计

4.1 一 般 规 定

4.1.1 本条是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民用建筑规划设计应遵循
的基本原则。

    规划设计是在一定的规划用地范围内进行，对各种规划要素

的考虑和确定应结合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确定建筑物朝向、日照

标准、房屋间距、建筑密度和建筑布局、道路组织、绿化和空间

环境及其组成的有机整体。而这些均与建筑物所处的建筑气候分

区、规划用地范围内的现状条件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在规划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利用和强化已有的特点和条件，为整

体提高规划设计水平创造条件。

    建筑朝向、布局、空间组合及太阳能集热器设置的朝向，应

使集热器充分接收太阳光照，避免集热器被遮挡。

    集热器设置位置应满足建筑造型、建筑使用功能和防护功能

等要求，避免对周围建筑造成不良影响。

    规划设计时，建筑物的朝向宜为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以及

建筑的体形或空间组合考虑太阳能热水系统，均为使集热器充分

接收阳光。由于城市高楼密集，楼群之间相互遮挡，因此形成了
不同的自然光照环境。可通过日照模拟软件针对冬季日照，对单

栋建筑在冬至日或大寒日的日照环境进行分析。一方面从冬季去

考虑日照资源的不足进行建筑的布局;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夏季日

照利用阴影的时间差和方位差对居住外环境进行设计，以了解集

热器上接收到的太阳能辐射。

4.1.2 太阳能热水系统类型的选择，是建筑设计的重点内容。

建筑设计不仅创造新颖美观的建筑外观、确定集热器的安装位

置，还需结合建筑功能及其刘一热水供应方式的需求，综合环境、



气候特征、太阳能资源、能耗、施工条件等因素，比较太阳能热

水系统的性能、造价、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太阳能热水系统类型

应与系统使用所在地的太阳能资源、气候特征相适应，在保证系

统全年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选择的集热器性价比最高。

    太阳能热水系统供应热水方式分为分散供热水和集中供热水

系统。分散系统由用户自行管理，且用户之间热水用量不平衡，

使得系统不能充分利用太阳能集热设施而造成浪费，并存在集热

器布置分散、零乱、造价高等缺点。集中供热水系统相对分散系

统，节约投资、用户间热水用量可以平衡、集热器布置易整齐有

序，且集中管理维护，可分户计量，因此，建筑设计应综合比

较，酌情选定。

4.1.3 太阳能集热器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可设置在建

筑屋面、阳台栏板、外墙墙面或其他建筑部位，如女儿墙、建筑
屋顶的披檐、遮阳板屋顶飘板等能充分接收阳光的位置。建筑设

计需将集热器作为建筑元素，与建筑有机结合，保持统一和谐的

外观，并与周围环境协调，包括建筑风格、色彩。当集热器作为

屋面板、墙板或阳台栏板时，应具有该建筑部位的承载、保温、

隔热、防水及防护能力。

4.1.4 安装在建筑上的集热器正常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 巧年，

而建筑的使用寿命在50年以上。集热器和系统其他部件在构造、

形式上应利于在建筑围护结构上安装，便于维护、检修和局部更

换。建筑设计要为系统的安装、维修、日常保养、更换提供必要

的安全条件。如平屋面设置屋面出口或人孔，便于安装、检修人

员出人;坡屋面屋脊的适当位置可预留金属钢架或挂钩，方便固

定安装检修人员系在身上的安全带，确保人员安全。

4.1.5 太阳能热水系统管线应布置在公共空间且不得穿越用户

室内空间，以免管线渗漏影响用户使用，也便于管线维修。当无

法避免时，可采用竖向管井解决，以保证户界清楚。

4.1.6 在进行景观设计和绿化种植时，应避免对投射到集热器

上的阳光造成遮挡，以保证集热器的集热效率。



4.2 建 筑 设 计

4.2.1 建筑设计应根据选择的系统类型和所需的集热器总面积，

确定集热器的类型与规格尺寸、安装位置，明确贮热水箱容积和

重量、外形尺寸、给水排水设施要求及管线走向。合理确定系统

各组成部件在建筑中的空间位置，并满足其所在部位的防水、排

水等技术要求。建筑设计应为系统检修提供便利条件。

4.2.2 太阳能集热器安装在建筑屋面、阳台、墙面或建筑其他

部位，不应有任何障碍物遮挡阳光，满足全天有不少于4h的日

照时数要求。可通过日照分析确定集热器的安装部位。

    有效日照时数的时间段为中午12点前后各4h，即8:00一

16，。。时段中连续4h为有效日照时间。

    为满足建筑通风和采光要求，建筑设计时平面往往不大规

整，凹凸较多，容易造成建筑自身对阳光的遮挡。此外，对于体

形为L形、U形的建筑平面，也要避免自身的遮挡。

4.2.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建筑设计应考虑太阳能集热器安装

在建筑屋面、阳台、墙面或建筑其他部位，为防止集热器损坏而

坠落伤人，除应将集热器在建筑物上固定牢固可靠外，应采取必

要的技术措施，如设置挑檐、入口处设置雨篷，或建筑周围进行

绿化种植使人不易靠近等。

4.2.4 太阳能集热器可直接构成建筑屋面、阳台栏板或墙面，

在满足热水供应的同时，首先应满足该建筑部位的结构安全和建

筑保温、隔热、防水、安全防护等要求。

4.2.5 本条是对太阳能集热器安装在建筑平屋面的要求。

    太阳能集热器通过支架和基座固定在屋面上。集热器根据当

地的纬度选择适当的方位角和倾角。除太阳能集热器的方向、安

装倾角和设置间距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

计、安装及工程验收技术规范》GB/T 18713的规定外，还应做

好集热器支架和基座处的防水。除屋面设置防水层外，该部位应

设置附加防水层。附加防水层宜空铺，空铺宽度应大于200mm。



为防止卷材防水层收头翘边，避免雨水从开口处渗人防水层下

部，应按设计要求将收头处密封。卷材防水层用压条钉压固定，

或用密封材料封严。

    集热器周围应设置检修通道，屋面出人口和人行通道均应设

置刚性防护层以保护防水层不被破坏，一般在屋面铺设水泥砖

(板)，按上人屋面处理。

4.2.6 本条是对太阳能集热器安装在建筑坡屋面的要求。

    太阳能集热器无论是顺坡嵌人屋面还是顺坡架空在屋面上，

为使与屋面统一，其坡度宜与屋面坡度一致。而屋面坡度取决于
屋面材料和集热器安装倾角。

    当屋面为沥青瓦、波形瓦和装配式轻型屋面时，坡度不应小

于20%，块瓦屋面坡度不应小于3Q%，金属板屋面坡度不应小

于5%，防水卷材屋面，屋面坡度不应小于3%。

    现行国家标准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安装及工程验收技术

规范》GB/T 18713的要求，集热器安装最佳倾角等于当地纬

度，以使集热器接收到更多的阳光。如系统侧重在夏季使用，其

倾角宜为当地纬度减100;如系统侧重在冬季使用，其倾角宜为

当地纬度加100。太阳能热水系统多为全天候使用，集热器安装

倾角为当地纬度+100~一100之间。这对于一般情况下的平板型

集热器和真空管集热器都是适用的。
    当然，对于东西向水平放置的全玻璃真空管集热器，安装倾

角可适当减少;对于墙面上安装的各种太阳能集热器，更是一种

特例了。

    集热器安装在坡屋面时，建筑师需根据屋面材料和集热器接

收阳光的最佳倾角确定屋面坡度。

    集热器安装在屋面上，安装人员应为专业人员，除应严格遵

守安全规则外，建筑设计还应为安装人员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

确保安装人员的安全。一般可在屋脊处设置钢架或挂钩用以支撑

连接在安装人员腰部的安全带。钢架或挂钩应能承受至少2名安

装人员、集热器和安装工具的荷载。



    坡屋面在安装集热器附近的适当位置应设置出屋面人孔，作

为检修出口。
    架空设置的集热器宜与屋面同坡，且有一定的架空高度，以

保证屋面排水通畅。架空高度一般不宜大于100om，太高不易
与屋面形成一体。

    嵌人屋面设置的集热器与四周屋面及穿出屋面管路均应做好

防水，防止屋面发生渗漏。首先屋面穿管应预先埋设套管，其次

四周应用密封材料封严。集热器与屋面交接处应设置挡水盖板。
    设置在坡屋面的集热器采用支架与预埋在屋面结构层上的预

埋件固定牢固，并应承受风荷载和雪荷载。

    当集热器作为屋面板时，应满足屋面承重、保温、隔热和防
水等要求。

4.2.7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提出了太阳能集热器安装在建筑阳

台的要求。

    太阳能集热器可放置在阳台栏板上或直接构成阳台栏板。低

纬度地区，由于太阳高度角较大，阳台栏板或集热器应有适当倾

角，以便接收到较多的阳光。

    作为阳台栏板的集热器应有足够的强度和防护高度，以保证

使用者安全。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能规
定:栏杆应以坚固、耐久的材料制作，并能承受荷载规范规定的

水平荷载。临空高度在24m以下时，栏杆高度不应低于1.05m，

临空高度在24m和24m以上时，栏杆高度不应低于1.10m。《住
宅设计规范》GB 50096规定:6层及以下的住宅，要求阳台栏

杆 (板)高度不应低于1，05m，7层及以上住宅，阳台栏杆
(板)高度不应低于1.lom。这些都是根据人体重心和心理因素

而定的。

    集热器固定在阳台上，为防止集热器金属支架、金属锚固件

生锈对建筑造成污染，建筑设计应在该部位加强防锈技术处理或

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避免金属锈水对建筑表面造成不易清洗的

污染。



4.2.8 本条提出了太阳能集热器安装在建筑墙面上的要求。

    太阳能集热器安装在墙面上，在太阳能资源丰富地区，太阳

能保证率高。低纬度地区设置在墙面的集热器宜有适当倾角。
    集热器支架通过连接件与主体结构墙面上的预埋件连接，结

构设计时，应考虑集热器和管线的荷载，防止集热器坠落伤人。

    管线穿墙面时，应在墙面预埋防水套管，并应对其与墙面相

接处进行防水密封和保温隔热处理。

    一般以南北纬30“和60。划分，即低纬度为南北纬。”一300，

中纬度为南北纬300一600，高纬度为南北纬60。一900。

4.2.9 从防冻角度，严寒和寒冷地区贮热水箱应放置在室内，

其他地区贮热水箱宜放置在室内。贮热水箱可放置在地下室、储

藏室、设备间、阁楼等处。当贮热水箱注满水后，其自重将超过

楼板的承载能力，因此贮热水箱的基座必须设置在建筑物的承重

墙 (梁)上，或增加该部位楼板的承重荷载，以确保结构安全。
    放置在阳台时，应注意隐蔽，如放置在阳台储藏柜中。设置

在室外的贮热水箱应有防雨雪、防雷击等保护措施。

    贮热水箱靠近用水部位以缩短管线，减少热损失并节约

材料。

    贮热水箱周围应留有安装检修的空间，以满足安装、检修要
求。贮热水箱上方及周围应有能容纳至少1个人的作业空间，其

中与墙面应保持不小于0.7m的距离，与顶面应保持不小于

0.sm的距离以防贮热水箱或连接管线漏水，设置贮热水箱的地

面应有防水和排水措施。

4.2.10 伸出屋面的管线，应在屋面结构层施工时预埋穿屋面套

管，可采用钢管或PVC管材。套管四周的找平层应预留凹槽用

密封材料封严，还需增设附加防水层。上翻至管壁的附加防水层

应用金属箍或镀锌钢丝紧固后，再用密封材料封严。穿屋面套管

应事先预埋，避免在已做好防水保温的屋面上凿孔打洞。



5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

5.1 一 般 规 定

5.1.1 本条强调太阳能热水系统是由建筑给水排水专业人员设

计，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

的要求。在热源选择上是太阳能集热器加辅助能源;集热器的位

置、色泽及数量要与建筑师配合设计;在承载、控制等方面要与
结构专业、电气专业相配合设计，使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真正纳

人到建筑设计当中来。

5.1.2 本条规定了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应遵循的一些原则，包

括节水节能、安全简便、耐久可靠、经济实用、便于计量等。
5，1.3 本条从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相结合的基本要求出发，

特别考虑到对建筑物外观及环境的影响.强调太阳能热水系统设

计应合理选择其类型、色泽和安装位置，并应与建筑物整体及周

围环境相协调。

5.2 系统分类与选择

5.2.1 为便于进行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分类，本条阐明了太阳能

热水系统的基本构成，即由太阳能集热系统、供热水系统、辅助

能源系统、电气与控制系统等构成。其中还特别说明了太阳能集

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件。

5.2.2 安装在民用建筑的太阳能热水系统，若按集热与供热水
方式分类，可分为:集中一集中供热水系统、集中一分散供热水系

统和分散一分散供热水系统等三大类。

    集中一集中供热水系统，全称为集中集热、集中供热太阳能
热水系统，指采用集中的太阳能集热器和集中的贮热水箱供给一

幢或几幢建筑物所需热水的系统。



    集中一分散供热水系统，全称为集中集热、分散供热太阳能

热水系统，指采用集中的太阳能集热器和分散的贮热水箱供给一

幢建筑物所需热水的系统。

    分散一分散供热水系统，全称为分散集热、分散供热太阳能

热水系统，指采用分散的太阳能集热器和分散的贮热水箱供给各

个用户所需热水的小型系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家用太阳能热

水器。

5.2.3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安装及工程

验收技术规范》GB/T 18713中的规定，太阳能热水系统若按系

统运行方式分类，可分为:自然循环系统、强制循环系统和直流

式系统三类。

    自然循环系统是仅利用传热工质内部的温度梯度产生的密度

差进行循环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在自然循环系统中，为了保证必

要的热虹吸压头，贮热水箱的下循环管口应高于集热器的上循环

管口。自然循环系统也可称为热虹吸系统。

    强制循环系统是利用机械设备等外部动力迫使传热工质通过

集热器 (或换热器)进行循环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强制循环系统

运行可采用温差控制、光电控制及定时器控制等方式。强制循环
系统也可称为机械循环系统。

    直流式系统是传热工质 (水)一次流过集热器加热后，进人

贮热水箱或用热水处的非循环太阳能热水系统。直流式系统可采

用非电控的温控阀控制方式或电控的温控器控制方式。直流式系

统也可称为定温放水系统。

    实际上，某些太阳能热水系统有时是一种复合系统，即是上

述几种运行方式组合在一起的系统，例如由强制循环与定温放水

组合而成的复合系统。

5.2.4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安装及工程

验收技术规范》GB/T 18713中的规定，太阳能热水系统若按生

活热水与集热系统内传热工质的关系，可分为:直接系统和间接

系统两大类。



    直接系统，是指在太阳能集热器中直接加热水供给用户的太

阳能热水系统。直接系统又称为单回路系统，或单循环系统。

    间接系统，是指在太阳能集热器中加热某种传热工质，再使

该传热工质通过换热器加热水供给用户的太阳能热水系统。间接

系统又称为双回路系统，或双循环系统。

5.2.5 为保证民用建筑中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可以全天候运行，

通常将太阳能热水系统与使用辅助能源的加热设备联合使用，共

同构成带辅助能源的太阳能热水系统。

    集中辅助加热系统，是指辅助能源加热设备集中安装在贮热

水箱附近。

    分散辅助加热系统，是指辅助能源加热设备分散安装在供热

水系统中。对于居住建筑来说，通常都是分散安装在用户的贮热

水箱附近。

5.2.6 太阳能热水系统类型的选择是系统设计的首要步骤。只

有正确选择了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类型，才能使系统设计有可靠的

基础。

5.3 技 术 要 求

5.3.1 本条规定了太阳能热水系统及其主要部件应满足相关太
阳能产品现行国家标准中规定的各项技术指标。太阳能产品的现

行国家标准包括:

    GB/T以24《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

    GB/T17049公全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

    GB/T17581《真空管型太阳能集热器》

    GB/T 18713《太阳热水系统设计、安装及工程验收技
术规范》

    GB/T19141《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技术条件》
    G即丁19775《玻璃一金属封接式热管真空太阳集热管》

    GB/TZoO95《太阳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范》
    GB/T23888《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控制器》



    GB/T 23889《家用空气源热泵辅助型太阳能热水系统技术

条件》

    GB/T 25966《带电辅助能源的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技术条

件》

    GB 26969《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697。《家用分体双回路太阳能热水系统技术条件》
    GB/T26973《空气源热泵辅助的太阳能热水系统 (储水箱

容积大于Q.6m3)技术规范》

    GB/T26974《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吸热体技术要求》
    GB/TZ的75《全玻璃热管真空太阳集热管》

    GB/T28737《太阳能热水系统 (储水箱容积大于0.6耐)

控制装置》

    GB/T 28738《全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内置式带翅片的金属

热管》

    GB/T28745《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储水箱试验方法》

    GB/T 29158《带辅助能源的太阳能热水系统 (储水箱容积

大于0.6耐)技术规范》

    GB/T30532《全玻璃热管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5.3.2 本条规定了太阳能热水系统在安全可靠性能方面的技术

要求，这也是太阳能热水系统各项技术要求中最重要的性能之

一，强调了太阳能热水系统应有抗击各种自然条件的能力，其中

包括应有可靠的防冻、防结露、防过热、防电击、防雷、抗雹、
抗风、抗震等技术措施，并作为本标准的强制性条文。
5.3.3 本条规定了太阳能热水系统在耐久性能方面的技术要求。

耐久性能强调了系统中主要部件的正常使用寿命不应少于10年。

这里，系统的主要部件包括集热器、贮热水箱、支架等。当然，

在正常使用寿命期间，允许有主要部件的局部更换以及易损件的

更换。

5.3.5 辅助能源指太阳能热水系统中的非太阳能热源，可以为
电、燃气、燃油、工业余热、生物质燃料等常规能源，也可以为



空气源热泵、水源热泵、地源热泵等加热设备。对使用辅助能源

加热设备的技术要求，在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

范》GB 50015中已有明确的规定，主要应根据使用特点、热水

量、能源供应、维护管理及卫生防菌等因素选择辅助能源加热

设备。

5.4 太阳能集热系统

5.4.1 本条强调了太阳能热水系统中集热系统设计的一些基本

规定。

    1 鉴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开发商为充分利用所购买的

土地，在进行规划时确定的容积率普遍偏高，从而影响到建筑物

的底层房间只能刚刚达到规范要求的日照标准，所以虽然在屋顶

上安装的太阳能集热系统本身并不高，但还有可能影响到相邻建

筑的底层房间不能满足日照标准要求;此外，在阳台或墙面上安

装有一定倾角的太阳能集热器时，也有可能影响下层房间不能满

足日照标准要求，所以在进行集热系统设计时必须予以充分重

视。为保证集热系统的基本节能效率，特规定在日照标准日 (冬

至日)连续有效日照时间不得小于4h。每天有效日照时间的时

间段为中午12点前后各4h，即8:00一16:00时段中连续 4h

为有效日照时间。

    2 对于安装在民用建筑的太阳能热水系统，本条规定无论

系统的太阳能集热器、支架等部件安装在建筑物的哪个部位，都

应与建筑功能和建筑造型一并设计。

    3 建筑物的主体结构在伸缩缝、沉降缝、抗震缝等的变形

缝两侧会发生相对位移，跨越变形缝时容易受到破坏，所以太阳

能集热器不应跨越主体结构的变形缝。

    4 现有太阳能集热器产品的尺寸规格不一定满足建筑设计

的要求，因而本款强调了太阳能集热器的尺寸规格最好要与建筑

模数相协调。

5.4.2 太阳能集热系统设计中，集热器面积的确定是一个十分



重要的问题，而集热器面积的精确计算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问题。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集热器面积的精确计算一般都采用F--

Chart软件、Trnsy。软件或其他类似的软件来进行，它们是根据
系统所选太阳能集热器的瞬时效率方程 (通过试验测定)及安装
位置 (倾角和方位角)，再输人太阳能热水系统使用当地的地理

纬度、平均太阳辐照量、平均环境温度几、平均热水温度、平均热

水用量、贮热水箱和管路平均热损失率、太阳能保证率等数据，

按一定的计算机程序计算出来的。

    然而，我国目前尚未将这种计算软件列人国家标准内容。本

条在现行国家标准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安装及工程验收技术

规范》GB/T18713的基础上，依据能量平衡的基本原理，规定

了确定集热器总面积的计算方法，其中分别规定了在直接系统和
间接系统两种情况下集热器总面积的计算方法。

    集热器面积可以分为:集热器总面积、采光面积、吸热体面

积等几种。集热器总面积的定义是:整个集热器的最大投影面

积。本标准之所以计算集热器总面积，而不计算采光面积或吸热

体面积，是因为在民用建筑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情况下，建筑

师关心的是在有限的建筑围护结构中太阳能集热器究竟占据多大

的空间。

    1 在确定直接系统的集热器总面积时，日太阳辐照量J，取

当地集热器采光面上的年平均日太阳辐照量，本标准推荐按附录

A选取日均用热水量Qw与平均日热水用水定额qr和同日使用率

b，有直接的关系，其中平均日热水用水定额qr的数值，本标准推

荐按表5.4.2一1选取，同日使用率b:的数值，本标准推荐按表

5.4.2一2选取;太阳能保证率f的取值，是根据系统使用期内的

太阳能辐照条件、系统的经济性及用户的具体要求等因素综合考

虑后确定，本标准推荐按表5.4.2一3选取;集热器年平均集热效

率和的取值，要根据集热器产品的实际测试结果而定，本标准
推荐按附录B说明的方法进行计算;至于太阳能集热系统中贮



热水箱和管路的热损失率劝，本标准推荐取0.20一0.30，此数
值是根据我国长期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所积累的经验而选取的，

能基本满足实际系统设计的要求。

    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尤其是北方地区严重缺水，因此在考

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且满足基本使用要求的前提下，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体现了 “节水”这个重

大原则。由于热水定额的幅度较大，因而可以根据地区水资源情

况，在本标准表5.4.2一1中酌情选值，一般缺水地区应选用定额

的低值。

    按照水平面上年太阳辐照量和年日照时数的大小，可将我国

太阳能资源区划分为四个等级，它们分别是;资源极富区、资源

丰富区、资源较富区和资源一般区。太阳能保证率厂是确定太

阳能集热器面积的一个关键参数，也是影响太阳能热水系统经济

性能的重要参数。实际选用的太阳能保证率f与系统使用期内

的太阳辐照、气候条件、产品性能、热水负荷、使用特点、系统
成本和预期投资规模等诸多因素有关。本标准表5.4.2一3主要是

按照不同地区的太阳能资源给出了f的取值范围。在具体取值

时，凡太阳能资源好、预期投资大的工程，可选相对较高的太阳

能保证率值;反之，则取较低值。

    2 在确定间接系统的集热器总面积时，由于间接系统的换
热器内外存在传热温差，使得在获得相同温度热水的情况下，间

接系统比直接系统集热器的运行温度稍高，从而造成集热器效率

略为降低。本标准用换热器传热系数U坛、换热器换热面积A、
和集热器总热损系数U等参数来表示换热器对于集热器效率的

影响。本标准虽然对平板型集热器和真空管集热器分别推荐了U
的取值范围，但强调U的具体数值要根据集热器产品的实际测

试结果而定。在实际计算过程中，当确定了直接系统的集热器总

面积A。之后，就可以根据上述这些数值，确定出间接系统的集

热器总面积AIN。
    通常在采用第 5.4.2条所述方法计算集热器总面积之前，也



就是在方案设计阶段，可以根据建筑物所在地区太阳能条件来估

算集热器总面积。表3列出了每产生IO0lJ热水量所需系统集热

器总面积的推荐值:

表3 每1川比热水量的系统集热器总面积推荐值

等级 太阳能
条件

年日照
时数

  (h)

  水平面上年

  太阳辐照量
〔MJ/(澎 ·a)〕

地 区

集热器
总面积
(mZ)

I 资源极
富区

3200~

  33Q0
)石邓0

  宁夏北、甘肃西、新疆东
南、青海西，西藏西

·1.2一 1.4

ll
资源丰
富区

3000~

  3200
540Q~ 6700

  冀西北、京、津、卫予北、
内蒙古及宁夏南、甘肃中东、
青海东、西藏南、新疆南

1.4~1.6

m
资源较
富区

2200~ 300 C 5000一 5400

  鲁、豫、冀东南、晋南、
新易盖北、吉林、辽宁、云南、
陕北、‘甘肃东南、粤南

1.6~ 1。8

140Q~

  2200
4200~5000

  湘、桂、赣、江、浙、沪、
皖、鄂、闽北、粤北、陕南、
黑龙江

1.8~2.0

K
资源一
般区

1000一

  140Q
簇4200 川、黔、渝 2.0~ 么 2

    此表是根据我国不同等级太阳能资源区有不同的年日照时数

和不同的水平面上年太阳辐照量，再按每产生1()0IJ热水量分别

估算出不同等级地区所需要的集热器总面积，其结果一般在

1.2m2八001_一2.2m2/100L之间。

5.4.3 本条特别说明，在有些情况下，当建筑围护结构表面不

够安装按本标准5.4.2条计算所得的集热器总面积时，也可以按

围护结构表面最大容许安装面积来确定集热器总面积。

5.4.4 本条还特别说明，在有些情况下.由于集热器倾角或方

位角受到条件限制，按本标准5.4.2条所述方法计算出的集热器

总面积已经不够了，这时就需要按补偿方式适当增加面积。但是

本条还规定，补偿面积不得超过按本标准5.4‘2条计算所得面积

的一倍。



5.4.5 本条规定了各种条件下贮热装置有效容积的计算方法。

    1本款规定了集中集热、集中供热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贮热
水箱宜与供热水箱分开设置，串联连接，辅助能源设在后者内。

理由是便于自动控制，充分利用太阳能，取得较好的节能效果。

此款还规定了贮热水箱的容积计算方法。

    2 本款强调了供热水箱的有效容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

规定。

    3 本款规定了集中集热、分散供热太阳能热水系统宜设有

缓冲水箱，并规定其数值不宜小于10环Vrx。

5.4.6 本条规定了集热系统设计流量的计算公式，式中的计算

参数A」是集热器(采光)总面积，而优化系统设计流量的关键是
要合理确定集热器单位面积流量。

    集热器单位面积流量与集热器的特性有关。国外生产企业的
普遍做法是根据集热器产品的不同结构特点，委托相关的权威检

测机构给出与产品的压力降性能相对应、在不同运行工况下单位

面积流量的合理选值，并列人企业的产品样本;而我国企业目前

对集热器产品流动阻力及性能优化检测的认识水平还不高，大部

分企业的产品都缺乏该项检测数据。当使用防冻液时，应注意循

环管路的阻力损失。

    因此，在没有生产企业提供相关数值的情况下，本条推荐了集

热器单位面积流量设计取值。.054耐/(h·耐)一。.072。‘/(h·耐)，
相当于。.0151丫(s·时)一。.o20L/(5·时)。当然，今后还应积极
引导企业关注集热器产品的压力降性能检测，逐步积累我国各类集

热系统的流量优化设计参数。

5.4.7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安装及工程

验收技术规范》GB/T 18713的要求，本条规定了集热器的最佳

安装倾角，其数值等于当地纬度士1。。。这条要求对于一般情况

下的平板型集热器和真空管集热器都是适用的。

    当然，对于东西向水平放置的全玻璃真空管集热器，安装倾

角可适当减少;对于墙面上安装的各种太阳能集热器，更是一种

100



特例了。

5.4.8 本条较为具体地规定了太阳能集热器设置在平屋面上的

各项技术要求。

    有关集热器的朝向，本条不仅提出了集热器朝向为正南，而

且提出了集热器朝向可为南偏东或南偏西不大于300。

    有关集热器前后排的间距，本条给出了较为通用的计算公

式，它不仅适用于朝向为正南的集热器，而且也适用于朝向为南

偏东或南偏西的集热器。

5.4.9 本条较为具体地规定了太阳能集热器设置在坡屋面上的

各项技术要求。其中，强调了作为屋面板的集热器应安装在建筑

承重结构上，这实际上已构成建筑集热坡屋面。

5.4.1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为了保障太阳能热水系统的使用安

全，本条特别强调了安装在建筑上或直接构成建筑围护结构的太

阳能集热器，应有防止热水渗漏的安全保障设施，防止因热水渗
漏到屋内或楼下而危及人身安全。

5.4.15 本条关于单排连接的集热器总面积限制是综合考虑了管
路阻力、集热器温升等因素，目的是要避免集热器长时间运行过

程中出现局部温度过高以及集热效率下降。关于子系统的集热器

总面积限制，是要减少因实际睛况下的流量分配不均匀而导致大

型系统的集热不均匀现象。

    本条有关集热器连接的大部分数据都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太阳热水系统设计、安装及工程验收技术规范》G131声T 18713
的规定，并根据多年来积累的实践经验而提出的。

5.4.17 本条根据不同规模的太阳能热水系统，规定了不同形式

的换热器。

    1 板式换热器是最典型的双循环换热器，安装在储热装置

外部，具有传热效率高、容积换热量大、换热温差小等特点。

    2 管式换热器和套筒式换热器都属于单循环换热器.一般

都跟储热装置结合在一起，流动阻力小，换热面积有限，计算应

满足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S。。1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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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8 本条规定集热器组之间的连接应按 “同程原则”并联，

这实质上是规定每个集热器的传热工质流人路径应与回流路径的

长度相同，其目的是要使各个集热器内的流量分配均匀，从而使

太阳能集热系统的效率达到最大值。

5.4.19 本条规定了太阳能热水系统中常用的几种防冻方法。

    1 对于直接系统，既可采用回流方法防冻，即在循环泵停

止运行之后，使集热器和循环管路中的水自行流人贮热水箱，次

日循环泵工作时，水重新泵入集热器和循环管路;也可采用排空

方法防冻，即在环境温度低于0℃之前，将集热器和循环管路中

的水全部排空，使系统冬季停止使用。对于集热器有防冻功能的

直接系统，也可采用定温循环方法防冻，即在循环管路中的水接

近冻结温度之前，强迫集热系统进行循环。

    2 对于间接系统，可采用防冻传热工质进行防冻。本款还

特别强调指出，防冻传热工质的凝固点应低于当地近30年的最

低环境温度，其沸点应高于集热器的最高闷晒温度。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家用分体双回路太阳能热水系统技术条

件》GB/T 26970，表4给出了几种防冻液的物理性质。

表4 几种防冻液的物理性质

物理性质
乙二醇水溶液

(浓度50%)

丙二醇水溶液

(浓度沁%)
硅油

凝固点 (℃) 一35 一33 一 一50

沸点 (℃) 110 110 甚高

闪点 (℃) 无 315 315

比热容 [kJ/(掩·℃)〕 3.35 3.35 1.42~ 2.00

运动砧度 (澎八) 21X10一方 SX IO一6 SX10一急、众5

导热系数 〔W/(m·oCIJ 0.39 0.39 0.132

稳定性 取决于溶液pH值 好

毒性 取决于所加的缓蚀添加剂 低

注:防冻液的性能要求:①良好的防冻性能;②防腐、防结垢及防锈性能;③对

    橡胶密封导管无溶胀及侵蚀性能;①低温赫度不太大;⑤化学性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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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给出了乙二醇防冻液冰点和浓度的关系。

            表5 乙二醇防冻液冰点和浓度的关系

冰点

(℃)

乙二醇浓度

    (%)

密度 (吨/IJ

    (ZD℃)
1冰点
}‘vC，

乙二醇浓度

    (写)

密度 (kg/IJ)

  (20℃)

一 10 28.4 1.0340 }一3。 50. 0 1.0671

一 1石 32.8 1.0426 一4。 54一0 1.0713

一 20 38.5 1.0506 一45 57.Q 1.0746

一 25 45.3 1.0586 一5。 59.0 1.0786

一30 47.8 1.0627 1
  注:根据环境温度条件选择防冻液的冰点.一般要选择比所在地区最低环境温度

      低10℃以上的浓度为宜。

5.4.20 本条有关太阳能集热系统中循环管路设计的具体数据和

各项要求，都是引自现行国家标准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安装

及工程验收技术规范》GB/T18713的规定。

    其中，在使用平板型集热器的自然循环系统中，由于系统是

仅利用传热工质内部的温度梯度产生的密度差进行循环的，因此

为了保证系统有足够的热虹吸压头，规定贮热水箱的下循环管口

比集热器的上循环管口至少高0，3m是必要的。

5.4.21 本条规定了太阳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设计时，对新
建建筑和既有建筑，热水系统管路设计应注意的问题。

5.4.24 本条强调了太阳能集热器支架的刚度、强度、防腐蚀性
能等，均应满足安全要求，并与建筑牢固连接。当采用钢结构材

料制作支架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70。
规定的要求。在不影响支架承载力的情况下，所有钢结构支架材

料 (如角钢、方管、槽钢等)应选择利于排水的方式组装。当由

于结构或其他原因造成不易排水时，应采取合理的排水措施，确

保排水通畅。

5.4.26 集热器表面应定时清洗，否则会影响集热效率。这条主

要是为清洗提供方便而作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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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供热水系统

5.5.1 传统直接系统贮水水箱为开式系统，水质存在二次污染、

冷热水不同源造成冷热水压力失衡，降低了热水系统的品质，也

不利于节能、节水，因此要求将太阳能热能作为预热热媒使用。

太阳能热水受天气、使用状况影响较大，水温超过100℃，集热

系统采用闭式系统将导致过热、气堵等问题，集热系统循环增加

水泵耗能、增加运行管理成本。

    传统系统循环管路复杂，管路长，热损失大，另外，当采用

U型金属一玻璃真空管或金属平板型集热器时，集热管水流道直

径一般只有6mm一8~ ，集热水温有时高达100℃~200℃，管

内壁极易形成结垢层;或因为水中掺杂气体形成气堵，堵塞原本

就很小的管路断面，循环水流动时，将有相当部分的集热管没有

流量或流量很少，也就是这些集热管集取的热量没有或极小传

出。再加上每组集热器的阻力的不平衡，即便集热循环管采用同

程布置，其循环效果仍然差。

    太阳能集热系统的能耗包括运行动力能耗和集热循环系统散

热损失引起的能耗。传统系统的动力能耗，包括集热循环泵集热

运行时的能耗、防冻倒循环时的能耗和空气散热器的能耗。据一

些工程初步估算，在系统正常运行的工况下，集热时循环泵的运

行能耗约占太阳能有效供热量的2%一10%。(直接供水系统约
2%一5%，间接换热供水系统约5%一10%)，寒冷地区需做防

冻倒循环时，循环泵能耗约增加5%，即循环泵的总能耗约占太

阳能有效供热量的2%一15%。然而对于闭式承压系统，运行中

产生气堵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循环泵实际运行能耗将比上述比例

大，如果集热系统再采用空气散热器作为防过热措施，则系统运

行能耗更大。另外，集热循环系统包括集热水箱 (罐)与集热循

环管路的散热损失约占整个有效集热量的15%~30%，当采用

小区多栋楼共用太阳能集热系统时，由于集热循环管路长，其热

损失占的比例更大。因此，实际运行的传统系统扣除上述能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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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太阳能加热冷水的有效得热系统效率按集热器总面积计算约

15%一30%。

    由于传统系统采用循环泵承压运行，系统管网内温度、压力

常剧烈升高，温度最高可超过200℃。因此所有集热系统用到的

关断阀、温控阀、安全阀、放气阀等均需要耐受超高温要求，而
这正是国内太阳能市场的薄弱环节之一，国内缺乏专业制造太阳

能配套阀件的企业，相关配套产品不能满足严酷室外冷热环境的

要求，类似国外进口产品质量可靠、但价格较高。

    另外，传统太阳能集热系统需要复杂的控制系统，以北京奥
运项目为例，集中太阳能集热系统主要控制功能包括:水箱定时

上水功能、自动或定时启动辅助加热功能、集热器温差强制循环

功能、集热器定温出水功能、防冻循环功能、生活热水管路循环

功能、电伴热带防冻功能，防过热散热器启停功能等等。上述功

能的实现核心控制元素为温度控制，温度采集的精确性对系统健

康运行、提高效率至关重要;温度探测部分 (一般为温包)设置

部位、构造形式、测温精度对太阳能系统的效率具有显著影响;

目前温度计的精度一般为士 (1℃一3℃)，温差循环的设计温差

为2℃~8℃，工程实测表明，在工程安装中温包的位置和安装

质量对温度精度影响显著，综上原因，目前集中太阳能集热系统

自动控制功能远不能满足正常运行的要求，故障频发，不得不依

赖人工手动操作，造成维护管理成本较高，系统难以正常运行。

    传统系统日常运行中需要妥善的维护管理，除集热器的清扫
与维护外，还包括复杂的集热循环系统、防爆管、防过热系统、

防冻系统及其相应的自动控制器件的维护管理，工作繁琐、成本

昂贵，稍有疏忽，将严重影响系统的运行效果。

5.5.2 由于太阳能水温较高，更容易结垢，因此对水质提出更

高的要求。

5.5.3 住宅、公寓宜分户设置温控选择旁通混水多功能阀，根

据太阳能热水的出口温度，自动调节太阳能热水和冷水的比例，

达到自动低温补偿，恒温出水的效果，满足太阳能热水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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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舒适性和安全性;居住建筑集中设置恒温混水阀的系统应增

设温度控制关断阀。

5.5.4 由于太阳能水温较高，工程实践表明采用塑料或塑料复

合管路存在较大的工程隐患，因此当输送热水温度超过60℃，

不得采用塑料或塑料复合管路，宜采用不锈钢或紫铜管。且生活

用水与人体零距离接触，水质直接影响到身体健康，采用高质量

金属管路有利于保证生活品质。

5.5.5 设置太阳能热水系统目的是节能，综合成本较高，管路
热损失占整个系统热损失超过20%，因此管路保温必须高效、

可靠才符合节能设计要求。保温层外侧应设有防潮层和外保

护层。

    外保护层的材料应当化学性能稳定，耐候性好，强度高，使

用寿命长，安装方便，外表整齐美观。使用镀锌钢板时，镀锌钢

板其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蛋连续热镀锌钢板及钢带》G日T

2518的规定;使用不锈钢板时，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不

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GB/T 3280的规定;使用铝板时，材质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GB/T

3880的规定。

辅助能源系统

5.6.1 当辅助能源与太阳能储热装置设在同一容器内时，两种

热源互相干扰，不利于充分利用太阳能，且增加了辅助能源的控

制难度。

    对于太阳能分散集热一分散供热水系统一般采用末端辅助加

热，为减少工程实施难度，可采用小型容积式热水器贮存太阳能

热水并同时设置辅助能源。

    对于太阳能集中供热水系统，推荐将太阳能优先作为预热热

媒加热生活冷水，与辅助能源串联使用，保证充分利用太阳能集

热量;生活热水采用闭式水加热器加热，有效保证冷热水压力平

衡、避免水质受到二次污染。

1(〕6



5.6.2 太阳能受天气影响较大，在完全没有太阳能供热的情况

下，辅助能源供热量应满足建筑物供应热水的要求。
5.6.3 太阳能集中供热水系统的辅助能源应充分利用暖通动力

的热源;当没有暖通动力的热源或不足时，才考虑设置电力、燃

气等传统能源的热源。一般不建议采用燃油锅炉，因为燃油锅炉

运行成本较高;也不推荐设置独立热泵作为辅助能源，因为独立

热泵作为热源不能充分发挥热泵的效率，且投资较高，与太阳能
同时设置属于重复投资，缺乏工程技术合理性。

    太阳能分散供热水系统应在末端设置电、燃气热水器，方

便、可靠、经济;当采用燃气热水器时，应采用具有水控、温控

双重功能的热水器。

5.6.4 本条推荐将太阳能优先作为预热热媒加热生活冷水，与

辅助热源串联使用，此时辅助热源的控制可采用全日自动控制;

当辅助热源与太阳能集热贮热装置设在同一容器内时，采用手动

控制或定时自动控制。

5。6.5 本条推荐不同条件下采用的辅助能源水加热设备:

    1 分散供热系统宜采用常规家用电热水器或燃气热水器。

电热水器应为容积式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可采用即热式热水器，

燃气热水器应具有水力、水温双控功能。普通燃气热水器一般为

水力控制，一般没有温度控制，如果将燃气热水器作为太阳能辅

助热源时，为避免水温过热，要求热水器具有温度控制功能，当

温度达到控制温度时，切断煤气。据了解，大型热水器企业具有

温度、水力双控功能的产品。太阳能热水直接与热水器串联供应

热水时，宜增设选择、混水、恒温组合阀门，当太阳能热水超过
设定温度时，直接供应器具并保证合适温度，可充分利用太阳能

热能。

    2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宜采用城市热力管网、燃气、燃油、
热泵等，当采用电辅热时，应经审批。辅助热源的供热量宜按无

太阳能时进行设计，并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

范》GB50O1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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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辅助热源的控制应在保证充分利用太阳能集热量的条件

下，根据不同的热水供水方式采用手动控制、全日自动控制或定

时自动控制。

    4 辅助热源采用电力为辅助能源受到限制时，可以采用空

气源热泵;空气源热泵与太阳能投资重复，经济性较差，一般不

建议采用空气源热泵作为辅助能源。

5.7 电气与控制系统

5.7，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有关低压线路保护和电气安全的术

语详见现行国家标准 《电气安全术语》GB/T4776和 《低压配

电设计规范》GB 5Do54的规定。短路故障和接地故障保护是交
流电动机必须设置的保护。

5.7.3 这是对太阳能热水系统中使用电器设备的安全要求。如

果系统中含有电器设备，其电器安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家用

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  通用要求)GB 4706‘1和

〔储水式热水器的特殊要求)GB 4706.12的要求。

5.7.4 太阳能热水系统电气控制线路应与建筑物的电气管线统

一布置，集中隐蔽。可布置在电缆井或沿墙暗设二

5.7.5 太阳能集热器及其支架管路根据工程的需要可安装在建

筑物屋面、阳台、墙面等，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防雷设

计规范》GB 50057 规定要求，进行防雷、接地及等电位连接

保护。

5.7.6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发展逐渐在建筑节能领域中起到重要
的作用，所以无论是作为主要能源或是辅助能源的热水供应系

统，都应该坚持安全可靠为第一位的原则。在目前社会的综合经
济实力状态下，还需要兼顾经济实用的原则，对发展和扩大太阳

能系统的应用，促进更多的领域使用太阳能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地域广大，各地区的太阳辐照度、太阳辐照量、环境温

度等差别较大，系统应用的种类和区别也较多，所以需要采用不
同的控制系统设于十以满足系统的多样性。对任何一个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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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使用最少的常规能源获得最多的可再生能源是衡量系统应

用水平的关键，也是系统应用不断扩大和发展的需要。

5.7.7 从总的方面看，太阳能热水系统包括太阳能集热系统和

辅助能源系统两大部分，控制系统设计来源于系统设计的要求，

在实现运行原理控制的同时应设计安全保护功能以保证系统长期

稳定运行。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使用环境温度变化范围较大，太阳辐照变

化和用户负荷变化在通常情况下的规律也不明显，所以采用自动

控制功能有利于系统稳定运行，方便用户使用。手动控制功能作

为调试阶段和特殊情况下的干预也是非常必要的。

5.7.8 目前已有太阳能产品国家标准 《太阳能热水系统 (储水

箱容积大于0.6耐)控制装置》GB/T 28737，所以控制系统设

计应符合该国家标准的规定。

5.7.9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控制系统可以分为传感、核心控制、

显示、执行、布线等几个主要方面，不同的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

会对不同的控制系统设计提出相应要求，其中的零件和部件，例

如传感器等，也应满足相应的标准要求。

5.7.10 本条规定了不同情况下系统运行功能的要求。

    1 温差循环中的温差是代表集热器高温端对应的温度值和

代表贮热水箱或换热器低温端对应的温度值之间的差值。通常情
况下的系统设计是温差值大于7℃的时候，启动集热循环的执行

机构动作;温差值小于3℃的时候，停止集热循环的执行机构动

作。在有些系统设计中，由于集热器阵列设计一和管线长度的不

同，或是负荷变化的需要，温差启动值和停止值是不同的，因此

应将两值都设计为可调，以便现场调试，优化系统功能。
    2 在开放式集热系统和开式贮热水箱系统中，温差循环运

行在首先保证贮热水箱加热达到设定温度后，可以采用两种方法

提高集热器集热效率。一种为定温出水，采用自来水顶出集热器

的热水进人水箱，根据集热器顶部温度变化控制执行。另一种为

定温补水，将自来水补人贮热水箱，根据水箱温度变化执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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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箱水满后继续执行温差循环功能。这样做的目的是降低集热器

运行的平均工作温度，以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得热量。
    3 低温点的正确放置位置都是为了有利于提高太阳能系统

的得热量。

    4 太阳能集热循环为变流量运行时，尤其是在开放式系统

中，改变流量有利于提高系统出口温度和节省常规能源，实现稳

定运行。

    5 在较大面积的太阳能集热系统中，虽然有同程设计等要
求，但考虑到有可能的遮挡、保温、风向等诸多因素，不同的集

热器阵列存在高温点或低温点的差别，因此宜设置多于一个温度

传感器，来优化动作的准确性心

    6 通常在双水箱系统的设计中，贮热水箱用于蓄积太阳能

量，供热水箱采用常规能源补充。供热水箱的设于卜是以系统的最

大小时负荷为基本依据，便于节约常规能源。在这样的情况下，

控制功能设计应优先从贮热水箱向供热水箱补水，充分利用太

阳能。

5.7.11 本条规定了不同情况下系统安全保护功能的要求。
    1 太阳能集热系统由于太阳辐照的变化和用户负荷的波动，

可能存在系统温度过高的情况，故应设计防过热措施。如采用防

冻液运行的闭式集热循环系统，虽有膨胀罐的科学设计和放置，

仍宜在管路中设置并控制散热装置，辅助的保证措施还可以采用

压力表控制，在压力继续高于设定值时泄压引流至储液箱以及采

用机械动作的安全阀泄压引流避免停电时系统过压。对于开式真

空管集热系统以水为工质的案例，在水箱超过设定温度后，如不

采用散热装置的做法，目前工程实践中，大部分为停止集热循环

泵运行，集热器继续升温至水沸腾。这样的系统应使控制系统在

夜间或次日清晨对集热器补水，避免次日的空晒。

    2 贮热水箱的温度如果超过一定的数值，可能会给用户或

换热装置后的负荷造成影响，因此应在高于设定温度时停止贮热

水箱继续获得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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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控制系统的非排空方法的防冻保护功能宜分级优化防冻

措施二以水为工质的集热系统，在可能冻结地区运行，在秋末与

春初的一段时间内采用定温循环防冻即可保证系统安全;如在更

冷的气候发生时，定温循环防冻管线温度继续下降低于设定温

度，启动集热管路内或水箱内设置电加热器，同时循环水泵定温

防冻运行，这样的措施比采用管路外置辅助伴热带的措施更为节
能，将大幅度降低目前工程实践中冬季防冻带来的常规能耗，有

利于太阳能系统的推广应用。即使是采用外置伴热带的做法，也
应采集管线温度控制电伴热带的开启，不应长时间送电。控制设

计时，防冻循环不宜使管线温度高于10℃。

    4 在一些系统中，排空回流是可选的防冻方式，尤其是中
小系统;若排空的时间可以调节，则非常有利于系统的现场

调试。

    5 由于太阳能的特点，虽然有膨胀罐的科学设计与放置，

闭式太阳能系统在长时间停电时系统有可能泄压，应根据集热循

环管线压力判断防冻液的缺失情况，避免可能的故障破坏水泵等

设备。另外在目前大量开式贮热和供热水箱的工程现状下，应对

停水等情况发生造成水箱无水时，自动控制停止供热或集热水泵

的运行并报警。

5.7.14 本条是为了使太阳能热水系统可以成为集中监控系统的
一部分，因为智能化和集中管理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5.7‘15 由于太阳能系统的复杂性，在远程控制时应注意考虑现
场维修及操作人员安全及气候因素对系统的影响，在系统就地控

制处于手动状态时，远程管理人员不宜对系统进行远程操作。

5.7.16 在太阳能热水系统中，控制系统的使用环境存在高温和
高湿的状态，有时也存在低温环境，因此设计中应考虑使用环境

的温度与湿度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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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

6.1 一 般 规 定

6.LI 本条强调了太阳能热水系统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安装。鉴
于目前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比较混乱，部分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

破坏了建筑结构或放置位置不合理，存在安全隐患。本条对此问

题加以规范。

6.1.2 太阳热水系统作为独立的工程应由专门的太阳能公司进

行安装，并应单独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本条对施工组织设计内容

进行了说明。

6.1.3 目前，太阳能热水系统施工安装人员技术水平有很大差
别，直接影响工程质量。为规范太阳能热水系统施工安装，提出

安装前应具备的条件，并提倡先设计后安装，禁止无设计而盲目

施工。

6.1.4 为保证太阳能热水系统的产品质量和规范市场，国家制

定了一系列产品标准，包括国家产品和行业产品标准，涉及基础

标准、测试方法标准、产品标准和系统设计安装标准四个方面。

    产品的性能包括太阳能集热器的承压、防冻等安全性能，得

热量、供热水温度、供热水量等指标。太阳能热水系统必须满足

相关设计标准、建筑构件标准、产品标准和安装、施工规范
要求。

    为保证太阳能热水系统的产品质量，尤其是集热器的耐久性
能，本条提出太阳能热水系统各部件应符合设计要求，且有产品

合格证。

6.LS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安装一般在土建工程完工后进行，而

土建工程施工多由土建施工单位完成，为此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

是应对土建工程进行成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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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本条强调太阳能热水系统部件在搬运、存放、吊装等过

程的质量保护。

6.2 基 座

6.2.1 基座用于固定太阳能集热器，关系到系统的稳定和安全。

基座是关键部位，应与建筑主体结构连接牢固。尤其是在既有建

筑上增设的基座，由于不是与原建筑工程同时施工，更需采取技

术措施，与主体结构可靠连接。

6.2.2 基座上的预埋件顶面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当有施工误

差或误差较大时，将会采取措施解决，有时可能会在预埋件与基

座之间出现空隙。要求该空隙应采用细石混凝土填捣密实，达到

保护预埋件甚至基座的稳定。

6:2 3 一般情况下，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承重基座都是在屋面结

构层上现场砌 (浇)筑。对于在既有建筑上安装的太阳能热水系

统，需要剖开屋面面层做基座，因此将破坏原有屋面的防水层。

基座完工后，被破坏的部位需重新做防水。

6，2.4 通常集热器的支架材质为金属，并与集热器配套供应。
支架需与基座固定。基座与屋面混凝十可同时浇筑，也可预制。

采用预制的集热器基座应摆放平稳、整齐，并应与建筑连接牢

固，且不得破坏屋面防水层。本条是对预制的集热器基座的

要求。

6:2 5 实际施工中，基座顶面的金属预埋件的防腐多被忽视，
影响了集热器支架与之焊接的质量，故本条对此加以强调。

6.3 支 架

6.3.1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支架及其材料应按设计图纸要求制作，

并应注意整体美观。支架制作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6.3.2 支架在承重结构上的安装位置不正确时，将会造成支架

偏移，影响集热器的连接与排列，甚至影响系统的供水。

6.3.3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防风主要是通过支架实现的，由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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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条件各不相同，防风措施也不同。支架的抗风能力应达到设计

要求。

石.3.4 为防止雷电伤人，钢结构支架应与建筑物接地系统可靠

连接。

6.3.5 本条强调了钢结构支架的防腐质量。

6.4 集  热 器

6.4.1 本条强调了集热器摆放位置及与支架的固定要求，以防

止集热器滑脱。

6.4.2 不同生产企业生产的集热器不同，集热器与集热器之间
的连接方式也不同。故应按设计规定的方式连接，以防止连接方

式不当出现漏水。

6.4.3 本条的规定是为了日后集热器的维护与更换。

6。4.4 本条的规定是防止集热器漏水。
6.4.5 本条强调检漏试验和保温的施工工序，应先进行检查漏

水试验，后进行保温，并应保证保温质量。

6.5 贮 热 水 箱

6，5.1贮热水箱安装位置准确，并与基座牢固固定以确保安全，

防止滑脱。方形水箱的设计安装应满足 《矩形给水箱》。25101

图集要求。

6.5.2 贮热水箱贮存的是热水，其材质、规格制作质量均应符

合设计要求。

6，5.3 实际应用巾，不少贮热水箱采用钢板焊接，因此对内外

壁尤其是内壁的防腐提出要求，以确保人体健康和能承受热水的
温度。

6.5.4 有与贮热水箱采用金属板材质，为防止触电事故，强调

贮热水箱内应做接地处理。
6.5.5 为防止贮热水箱漏水，应对贮热水箱进行检漏试验。试

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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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GB 50242的相关要求进行。

6.5.6 本条强调贮热水箱的检漏试验和保温工序，应先做检漏

试验，后做保温，保温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

6.6 管 路

6。6.1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 50242规定了各种管路的施工要求。施工太阳能热水

系统的管路的要求与之相同，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重复。

6.6.2 本条是对水泵安装质量的要求。

6.6.3 本条强调水泵应防雨、防冻以确保水泵安全运行。

6.6.4 本条是对电磁阀安装质量的要求。

6.6.5 实际安装中，如不按要求进行安装，容易出现水泵、电

磁阀、阀门的安装不正确的现象，影响工程质量。

6.6.6 承压管路与设备应做水压试验，以防漏水。试验方法按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2的相关要求进行。

6.6.8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管路冬季易出现结冰现象，使管路阻

塞或冻坏管路，系统设计章节与控制设计章节已有叙述，如采用

伴热带加热，应符合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035401 《管路和设

备保温、防结露及电伴热》的要求，安装时可使用该图集。

6.7 辅助能源加热设备

6.7。1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中规定了电加热器的安装要求。限于篇幅，这里引用了该

标准。

6.7.2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 50242规定额定工作压力不大于1.25MPa、热水温度

不超过130℃的整装蒸汽和热水锅炉及辅助设备的安装，以及直
接加热和热交换器及辅助设备的安装。本条引用了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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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电气与控制系统

6.8。1现行国家标准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
收规范》GB 50168，规定了各种电缆线路的施工。限于篇幅，

引用了该标准。

6.8.2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对各种电气工程施工做出规定。限于篇幅，引用了该
标准。

6.8.3 从安全角度考虑，本条强调了所有电器设备和与电气设

备相连接的金属部件应做接地处理，并提出电气接地装置的质量

要求。

6.8.4 在实际应用中，太阳能热水系统常常需要进行温度、温

差、压力、水位、时间、流量等控制，本条提出了传感器安装的

质量要求及注意事项。

6.9 水压试验与冲洗

6.9.1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完毕后，在设备和管路保温之前，

应进行水压试验是为了防止系统漏水。

6.9.2 本条规定了管路和设备的检漏试验要求。对于各种管路

和承压设备，试验压力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未注明时，水压

试验和灌水试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的相关要求进行。非承压设备做

满水试验，满水灌水检验方法为满水试验静置24h，观察不漏

不渗。

6. 9.3 水压试验时采取防冻措施是为防止系统结冰冻裂。

6.9.4 水压试验合格后应对系统进行冲水，本条提出了冲洗方

法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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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太阳能热水系统调试与验收

7.1 一 般 规 定

7.1.1 本条根据太阳能热水工程的需求，明确规定在系统安装

完毕投人使用前，应进行系统调试。系统调试是使系统功能正常

发挥的调整过程，也是对工程质量进行检验的过程。根据调研，

凡太阳能热水系统安装结束后进行系统调试的项目，效果较好，

发现问题可进行改进，未作系统调试的工程，往往存在质量问

题，使用效果不好，而且互相推馁、不予解决.影响工程效能的

发挥;所以，作出本条规定，以严格施工管理。

7.1.2 本条规定了进行太阳能热水工程系统调试的相关责任方。

由于施工单位可能不具备系统调试能力，所以规定可以由施工企

业委托有调试能力的其他单位进行系统调试。

7.1.3 本条为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的规定要求，在此提出予以强调。

7.1.4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安装受多种条件制约，因此，本条提

出分项工程验收可根据工程施工特点分期进行，但强调对于影响

工程安全和系统性能的工序，必须在本工序验收合格后才能进人

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7.1.5 本条规定了竣工验收时间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7.1.6 本条参照了相关国家标准对常规工程质量保修期限的规

定。太阳能热水工程的技术更复杂，对施工质量的保修期限应至

少与常规工程相同，负担的责任方也应相同。

7.2 分项工程验收

7.2.1 本条划分了太阳能热水工程的分部、分项工程，以及分

项工程所包括的基本施工安装工序和项目，分项工程验收应能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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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这些基本施工安装工序和项目。

7.2.2 太阳能热水系统中的隐蔽工程.一旦在隐蔽后出现问题，
需要返工的涉及面广、施工难度和经济损失大;因此，在隐蔽前

应经监理单位进行验收并形成文件，以明确界定出现问题后的

责任。

7.2.3 本条规定了在太阳能热水系统土建工程验收前，应完成

现场验收的隐蔽项目内容。进行现场验收时，按设计要求和规定

的质量标准进行检验，并填写中间验收记录表。

7.2.4 本条规定了太阳能集热器的安装方位角和倾角与设计要

求的允许安装误差。检验安装方位角时，应先使用罗盘仪确定正
南向，再使用经纬仪测量出方位角。检验安装倾角，则可使用量

角器测量。

7.2.5 为保证工程质量和达到工程的预期效果，本条规定了对

太阳能热水系统工程进行检验和检测的主要内容。

7.2.6 本条规定了太阳能热水系统管道的水压试验压力取值。
一般情况下，设计会提出对系统的工作压力要求，此时，可按国

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规定，取1.5倍的工作压力作为水压试验压力;而对可能

出现的设计未注明的情况，则分不同系统提出了规定要求。开式

太阳能集热系统虽然可以看作无压系统，但为保证系统不会因突

发的压力波动造成漏水或损坏，仍要求应以系统顶点工作压力加

。.IMPa作水压试验;闭式太阳能集热系统和供热水系统均为有

压力系统，所以应按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夯GB 50242的规定进行水压试验。

7.3 系 统 调 试

7.3.1 本条规定了系统调试需要包括的项目和连续试运行的天

数，以使工程能达到预期效果。

7.3.2 本条规定了太阳能热水工程系统设备单机、部件调试和

系统联动调试的执行顺序，应首先进行设备单机和部件的调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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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运转，设备单机、部件调试合格后才能进行系统联动调试。
7.3.3 本条规定了设备单机、部件调试应包括的内容，以便为

系统联动调试做好准备。

7.3.4 为使工程达到预期效果，本条规定了系统联动调试应包

括的内容。

7.3.5 设计工况是指:太阳能集热器采光面上的日总辐照量等

于集热器安装倾角平面上的年平均日辐照量 (偏差范围可为

士10写阳寸，太阳能集热系统的流量以及供热水系统的流量和供
水温度等于设计值时的系统工作状况。

7.4 竣 工 验 收

7.4.1 规定本条的原因是为杜绝各地政府实施太阳能热水系统

强制安装政策后出现的一些以次充好、低价竞争和弄虚作假等现

象。最极端的情况是租用太阳能集热器安装，在完成验收后拆

除。因此，本条规定了相关的责任人，应对系统在完成竣工验收

交付用户使用后的正常运行负责。在原保证的系统工作寿命期

内，发生因产品性能、系统设计、施工质量等因素造成系统不能

正常运行时，应对负责竣工验收的相关人员实施问责。

7.4。2 目前，随着工程量的越来越多，对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急需加强，尤其是在工程的验收环节;因此，规定了竣工验收应

提交的资料，以明确责任。

7. 4.3 太阳能热水工程的节能效果完全取决于其系统的热工性

能。因此，规定测试方法应符合国家标准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工程评价标准》GB/TSOSOI一2013第4.2节中进行短期测试时

的规定，由具有相应太阳能热利用质检能力的机构作为系统热工

J哇能检验的实施主体，并承担相应责任;从而有效监督太阳能热

水工程的质量，保证太阳能热水工程的效益。

    国家标准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一2013第4.2节中规定的短期测试方法，要求系统热工性

能检验记录的报告内容应包括至少4天(该4天应有不同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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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照条件、日太阳辐照量的分布范围见表 6)、由太阳能集热系

统提供的日有用得热量和热水系统总能耗的检测结果以及集热系

统效率和系统太阳能保证率的计算、分析结果。

        表6 太阳能热水系统热工性能检测的日太阳辐照量分布

    测试天

该测试天的日太阳

      辐服量

第 1天 第2天 一第3天 一第d天

月<SMJ /mZ
SMJ /澎(刀

<犯叨 /耐 驾羔州。’6MJ、’
    集热系统效率和热水系统太阳能保证率的计算则使用该标准

的式 (4.2.5)和式 (4‘3.1一1)。

7.4.4、7.4.5 太阳能集热系统效率、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太阳能

保证率和供热水温度是保证太阳能热水工程质量和性能的关键参

数，必须达到设计时的规定要求，或国家标准《可再生能源建筑

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SOSOI一2013几规定的指标，才能真正

实现太阳能热水工程的节能效益。

120



8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8.1 一 般 规 定

8。1.2 使用真空管型太阳能集热器的热水系统应在无阳光照射
的条件下填充传热工质。

8.2 集热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8.2.1 本条是对太阳能集热器的运行要求。

    1 太阳能热水系统在安装完成后，经常无法立即投人使用，

长期空晒和闷晒会对吸热涂层、密封材料、保温层及相关部件的

性能产生影响，因此对于安装后在15天内不能投入运行的太阳

能系统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2 对于使用水作为传热工质的系统，集热器防冻可以采用

集热器排空、管道防冻循环以及安装电伴热带等方式解决。

8.2.2 本条是对太阳能集热器的维护要求。

    1 太阳能集热器的清扫或冲洗可半年至一年一次，先用肥

皂水或洗衣粉水擦洗，然后用清水冲刷;

    2 检查真空管集热器是否发生泄漏，可转动真空管，如果漏

水，说明密封硅胶圈已老化，应在清晨或傍晚或阴雨天进行更换;

    3 系统上水应待系统正常运行后，在夜间或清晨上水运行。

8.3 储热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9.3.5 某些地区水质硬易结水垢，长时间使用后会影响水质和

系统运行，可根据具体情况，每半年至一年清洗一次。

8.4 管路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8.4.1 为防止热桥产生和结露滴水，管道保温层和表面防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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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破损和脱落。

8:4 3 管路系统的支撑构件在长期运行中会出现断裂、变形、

松动、脱落和锈蚀，维护时应针一对具体的原因采取更换、补加、

重新加固、补刷油漆等相应的措施来解决。
8.4.4 本条是对水泵的运行要求。

    1 启动检查工作是启动前停机状态检查工作的延续，因为

有些问题只有在水泵工作后才能发现，例如泵轴 (叶轮)的旋转
方向就要通过启动电机来查看;

    2 当从手动放气阀放出的水没有气时即可认为水泵已充满

水，在充水过程中，要注意排放空气;

    3 运行检查的内容就是水泵日常运行时需要运行值班人员

经常实行的常规检查项目，是检查工作巾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

环节;

    4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集热循环泵，是集热系统的关键部件，

泵的正常运行是集热系统正常工作的重要保证。在天气晴好的情

况下，检查泵的运行状态，如果泵正常运行，集热器出口管道的

水温应正常，如果泵的运行不正常，集热系统的出口水温会升

高，则需要停止系统运行，进行检修。
8.4。5 为了使水泵能安全、正常的运行，除了要做好启动前、

启动以及运行中的检查工作，保证水泵有良好的工作状态，发现

问题及时解决，出现故障及时排除以外，还需要定期做好水泵维

护保养工作，包括更换轴封、解体检修和除锈刷漆。

8.5 控制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8.5.1

      2

本条是对控制系统的安装运行要求。

采取措施防止进水影响探头的使用寿命。气候环境温度

较低的地区 (如北方)并做好探头的保温工作。

3 控制柜应安放于符合标准要求的场所，包括温度、湿度、

信号干扰等。

5 应避免与磁性物体接触，以免产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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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电指AC220V以上的用电设备 (如变频器、增压泵、循
环泵、电磁阀、电加热、热泵等)系统，弱电一般指控制系统，

布线应单独穿线管，并且强电线管与弱电线管两管间距socm 以

上;穿金属线管时需接地;如使用PVC穿线管，则强弱电间距

要加大到lm以上;如使用金属线槽，则线槽内加隔离板;金属

线槽需接地;强弱电交叉时，采用十字交叉走线;关键点是强弱

电不要并行长距离近距离走线。如考虑电磁屏蔽的干扰，强电线

缆和弱电线缆可选用屏蔽线缆并穿金属导管保护或金属线槽加金

属隔板，电缆屏蔽层、金属导管和金属线槽需接地。

8.5.2 本条是对温度传感器的维护要求。

    1 因为强烈的外部冲击很容易使绕有热电阻丝的支架变形，

从而导致电阻丝断裂;

    2 如果套管的密封受到破坏，被测介质中的有害气体或液

体就会直接与热电阻接触，造成热电阻的腐蚀，从而造成热电阻

传感器的损坏或准确度下降。

8.5.3 本条是对控制系统的维护要求。

    2 为保证执行元件有效，必须对控制系统中的接触器、断

路器、继电器等执行元件及时地维护保养，以使它们处于可靠状

态;如果电压过高、负载过大将会造成某些元器件的烧毁和

断裂;

    3 如果微机控制系统的供电电源发生故障，则系统将无法

工作;

    4 有些微机控制系统在启动微机之后实行控制之前，必须

将控制参数的设定值通过键盘送人计算机，计算机才能进人控制

状态。如果没有将控制参数的设定值送人计算机，微机控制系统

将一直处于等待状态。如果发现运行参数发生失控时，应首先检

查送人计算机的控制参数的设定值是否有误。

8.5.4 电子元器件，如电阻、电容等对温度变化有一定敏感性。

它们的参数值往往随着温度的变化而稍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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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辅助加热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8.6.2 本条是对辅助电加热器的维护要求。

    1 检查加热元件是否有裂缝或出现松动;检查元件的导电

能力。

    2 水垢会影响加热元件的寿命，降低元件与水之间的热交

换能力，导致元件过热或烧毁。松散的粉状水垢可用钢丝刷清

除，硬的水垢可用化学药水清除，清除后需进行中和，每半年进

行一次详细的维护检查，拆除并清洗电加热器。

    辅助电加热器一般由太阳能生产商安装或提供，维护方法可
查询产品安装手册。

8，6.4本条是对辅助空气源热泵的维护要求。

    1 水垢的清理可通过清理热泵进水端的过滤器中的过滤网

等方法进行;

若空气源热泵长时间不用，应将机组管路中的水排出;

使用万用表检查压缩机绕组电阻，使用兆欧表检查压缩

，
﹃

3

机对地绝缘电阻;

    4 辅助空气源热泵一般由热泵生产商安装或提供，维护方

法可查询对应热泵产品安装手册。

8.6.6 辅助锅炉一般由锅炉生产商安装或提供，维护方法可查

询对应锅炉产品安装手册。

    1辅助加热系统的使用和维护，只列举了太阳能热水系统

较常用的包括电加热器、空气源热泵、锅炉设备的典型使用和维
护规定，虽不能完全涵盖辅助能源类型，但对大多数系统的应用

技术规范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2辅助电加热器一般由太阳能生产商安装或提供，维护方

法可查询产品的安装手册;

    3 其他辅助加热器一般由对应生产商安装或提供，维护方

法可查询对应产品的安装手册。

]24



9 节能环保效益评估

9.1 一 般 规 定

9.1.1 本条规定承担太阳能热水工程的设计单位，应按照完成

的设计方案和施工图，以计算书的形式，给出该系统的节能和环

保效益分析。从而使承担施工图审查的单位得以掌握所审查的太

阳能热水工程的预期节能、环保效益，从而确定设计方案的科学

性和合理性。

9.1.2 太阳能热水系统完成竣工验收后，根据验收所提供的系

统热工性能检验记录、进行系统运行的节能效益和环保效益分析

评估，可明确验证已竣工系统实际可能达到的效益，从而保障业
主权益。

9.1.3 发达国家通常都会对太阳能热水工程进行系统效益的长

期监测，以作为对使用太阳能热水工程用户提供税收优惠或补贴

的依据;我国今后也有可能出台类似政策。所以，本条建议有条
件的工程，宜在系统工作运行后，进行系统节能、环保效益的定

期检测或长期监测。

9.1.4、9.1.5 这2条规定了在系统设计阶段和系统实际工作运
行后，进行太阳能热水工程节能、环保效益分析和评估的评定指

标内容。所包括的评定指标能够有效反映系统的节能、环保效

益，而且计算相对简单、方便，可操作性强。

9.2 系统节能环保效益评估

    该节中的各条规定了进行系统节能效益分析的依据和计算

公式。

9.2.1设计施工图中作为依据的相关参数为计算分析公式中需
要使用的参数，如确定的系统太阳能集热器总面积和太阳能集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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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效率方程等。

9.2.2 国家标准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一2013给出的公式 (4 .3.5一2)，是计算包括太阳能热水在
内的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年常规能源替代量，公式中用于计算的

参数— 全年太阳能集热系统得热量在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

程评价标准》GB/TSO8ol一2013中是通过对系统的短期或长期

测试得出的;由于设计阶段系统尚未建成，不可能进行检测，在

设计阶段作效益分析评估时，该参数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Qnj=A。·JT·(l一争)·和 (1)
式中:吼— 全年太阳能集热系统得热量 (MJ/a);

      A。— 系统的太阳能集热器面积 (耐)

      J，— 太阳能集热器采光表面上的年总太阳辐照量

            [MJ/(m，·a)〕;

      和— 太阳能集热器的年平均集热效率 (写)，按本标准
            附录B方法计算;

      水— 管路、水泵、水箱等装置的系统热损失率，经验
            值宜取0.2~0.3。

9.3 系统实际运行的效益评估

9.3.1 其中:太阳能集热系统的全年得热量Qnj，可根据太阳能
热水系统验收时所提供的系统热工性能检验记录，按国家标准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分GB/T 50801一2013中的

公式 (4 .3.5一1) 计算;其他参数的确定，则与 9.2.2条规定

相同。

9.4 系统效益的定期检测、长期

      监测和性能分级评估

9.4.1 现行国家标准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

GB/r 50801对太阳能热水系统的短期、长期测试方法已有规定

(定期检测为短期测试、长期监测为长期测试)，故本标准直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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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再做另行要求。

9.4.2 家用太阳能热水器已开展了针对产品的能效标识评估，

对改进产品性能质量、规范市场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进行太

阳能热水工程的性能分级评估，同样有利于促进太阳能热水工程

的技术进步，进一步提高工程的设计、施工水平。

    宜按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

2013中第4.4节的规定进行判定和分级。划分为3个级别，1级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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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书号:15112·31417
定 价: 31.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