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阳热水器与建筑一体化的新技术 
------水管集中保温引管系统与可调节热水器就位桥架 

 

技术概要：太阳热水器水管集中保温引管系统和热水器就位桥架是为解决目前太阳热水器

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开发的两项新技术。 

可调节热水器就位桥架主要由立柱、横梁、滑杆三种不同功能金属构件装配而成，固定在

楼房顶部。它能进行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向的立体、连续调节移位，安装在多种造型结构

的楼顶上，能满足各种规格的热水器安装需要,解决太阳热水器摆放整齐和牢靠固定问题，保

护楼顶防水层不被破坏。 

水管集中保温引管系统与可调节热水器就位桥架配套设置，它由室内套管部分、室外保温

套管部分和内置水管三部分组成。其主要技术特点是将几台热水器所需若干根水管按照技术标

准要求，通过室内套管和室外保温套管从室内引道房顶规定位置，供太阳热水器使用。系统室

内部分预置于卫生间、厨房或管道井内。单元一侧住户组成一个系统。水管集中保温引管系统

有效解决太阳热水器安装配管难度大、破坏通风设施、冬季管道冻结问题等，既达到统一引管、

统一保温的功效，又实现热水器分户安装、分户使用的要求。 

一、引言 

太阳能是一种资源丰富、清洁无污染的可再生能源，太阳热水器以其经济、

节能、安全、环保等优点在建筑热水工程中得到愈来愈广泛的应用。随着国家

能源战略的调整和环保政策的落实，太阳热水器在家居洗浴领域将占有越来越

重要的地位。目前我国太阳热水器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一。民意调查显示，我国

居民多数对使用太阳热水器表示认同，但目前太阳热水器使用的实际普及率却

不高，家庭使用率仅占8%。究其原因，主要以下三方面： 

一是民用建筑在建时太阳热水器未能实现“三同时”原则，即同时设计、

同时安装、同时投入使用，太阳热水器多是在住宅建成后，根据住户使用需求

进行安装使用。由于散户安装不规范，在楼顶排放随意，影响了城市景观，存

在破坏楼顶防水层隐患和从房顶坠落的安全隐患；上（下）水管从楼顶引管至

室内须堵占卫生间通风道，并须穿墙破壁等问题普遍存在，致使邻里纠纷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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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公司普遍抵制。 

二是在我国北方地区，冬季室外气温低达 -30℃左右，水管被冻经常发生，

影响太阳热水器在寒冷地区的正常使用。 

三是目前市场上太阳热水器产品丰富，型号齐全，但适合各类建筑的太阳

热水器安装配件的研究却鲜人问津，规范性产品寥寥无几，坡屋顶楼面安装困

难。 

图一、图二所示是目前典型的热水器后安装方式。 

    

图一   散户安装排放杂乱的房顶                图二  楼顶乱且醒目的“打吊针”景观 

 

上述问题的产生，直接阻碍了太阳热水器产业的大力推广、发展，在部分

地区甚至遭到封杀。有效解决太阳热水器与建筑一体化进程中的实际问题，实

现太阳热水器与建筑一体化的“标准设计、统一安装、常效保温、分户使用”

是大力推广太阳热水器的必经途径。从2003年起，笔者对解决太阳热水器与建

筑一体化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研制开发的太阳热水器水管集中

保温引管系统和热水器就位桥架专利技术，有效解决了建筑的楼顶标准化安装

问题、水管引流问题及冬季冻管问题，2004 年获得国家专利，已在内蒙古部分

地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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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管集中保温引管系统技术特点及功能 

热水器水管集中保温引管系统建筑施工图见附图三虚线圈定部分。内置水

管配管示意图如附图四所示。 

        
           

附图三  水管集中保温引管系统、可调节热水器就位桥架建筑施工图 

 

 
                附图四 六层楼房内置水管配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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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器水管保温与引导系统分为室外保温引管部分（楼顶以上部分）、室内

引管部分（楼顶以下部分）及内置水管部分三部分，主要技术特点及功能如下： 

1、室外保温套管部分（楼顶以上部分）。由多节保温套管组成。套管上带

有引管嘴，各组内置水管可以从对应的引管嘴中伸出，与太阳热水器的出水口、

溢流口对接。保温套管带有30mm厚聚氨酯保温层，可以有效阻止外界冷量传入

套管内。 

2、室内引管部分（楼顶以下部分）。这部分也是套管，从顶楼一直通到底

楼。每层配一个引管段，内置水管可从引管段引管嘴伸出，与用水器对接。它

的功能是将每户热水器水管引入室内；同时实现水管暗走，免受人为破坏。 

3、内置水管部分。包括多组上（下）水管和溢流管，每户一组（2根），穿

装在主套管里面，从每户室内引至楼顶规定位置，并从对应的保温引管段引管

嘴中伸出。内置水管的功能就是外接热水器、内连自来水管和用水器。内置水

管集中穿装，分户使用，互不干扰（如图四所示）。由于各户水管集中在一个系

统，客观上用水户的水管在为其它住户的水管伴热，有利于水管防冻。 

水管集中保温引管系统外套管从室内到房顶形成一个热空气对流通道，可

以把进入套管内的冷气带走，保证内置水管处在0℃以上的环境中。再加上保温

层阻冷和用水户的客观伴热，本系统成功实现了水管集中保温和为太阳热水器

引管的功效，规避了不安全的电伴热做法，消除了楼顶“打吊针”现象。 

水管集中保温引管系统由不同的功能配件组配而成，内置水管选用市售铝

塑管或PE-X管；室内引管段采用注塑工艺生产。室内直套管、弯头、等选用市

售 PVC-U 管、管件。室外保温引管段、保温延长套管、保温弯套管等均采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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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聚胺脂发泡成型法生产。室外保温套管通过支撑架固定在就位桥架上，易于

实行标准化生产，规范化安装，施工运输方便。 

三、可调节热水器就位桥架主要技术特点及功能 

可调节热水器就位桥架具有全组合的特点，主要以立柱、横梁、滑杆三种

金属构件为主，通过抱夹底座、十字抱接件和滑杆抱接件装配而成，固定在楼

房顶部。十字抱接件能保证横梁沿立柱进行上下升降连续调节；滑杆抱接件保

证滑杆在横梁上实现左右前后四个方向的连续调节定位。热水器支脚通过“U”

型拉固件固定在滑杆上，所以无论何种规格大小，都可实现便利安装。 

热水器就位桥架如图五所示，施工结构见附图三。

 
附图五      整栋楼顶热水器就位桥架照片 

热水器可调节就位桥架还配备防雨盖、防雨胶圈等构件，保证不因自身的

确安装对楼顶防水层造成损害或形成隐患。部件组合通过螺栓紧固，不需焊接。

整体通过膨胀螺栓与楼顶混凝土固定，形成一种结构牢固、组合方式灵活、能

适合不同规格、形状的太阳热水器以及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固定的标准化钢构件。

主要技术特点及功能： 

1、适应性强：横梁的长短可根据现场情况进行选择，所以对不同构造的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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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的适应性很强。热水器固定在滑杆上，所对热水器的形状、大小等适应性很

强。 

2、可调性大：滑杆可以在两道梁上任意位置固定，所以调节功能很强。桥

架的立柱可以去掉底座抱接件，直接焊在钢梁上，所以能在网架结构彩钢夹芯

板房顶设置热水器。 

3、稳定性好：各种钢构件通过螺栓紧紧抱接，支承脚通过四个膨胀螺栓与

混凝土楼板牢固连接。 

4、工件生产简便、标准：“立柱”、“横梁”、“滑杆”均选用标准的型钢管；

“底座抱接件”、“十字抱接件”、“滑杆抱接件”均采用钢板冲压成型。防雨盖

用注塑方式生产。防水胶圈用热压法生产。螺栓、螺母、拉接件等直接定做或

市场上购买。可调节就位桥架使用的均为常规的塑料件、金属构件等，而且是

按照常规的加工办法生产，工艺路线比较成熟，生产风险较小，产品质量稳定

性比较高。 

可调节就位桥架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其牢固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安装

的便利性和适应性大大加强，生产成本低，为太阳热水器推广应用搭建了平台。 

四、 主要质量、技术标准 

产品的质量标准满足国内相关标准要求。 

技术标准见表一、表二。 

 

表一 水管集中保温引管系统配件 

及技术要求明细表           格表二 可调节就位桥架配件及技术要求明细表 

编

号 
构件名称 

单

位 
数量 备注 

 
编号 构件名称 规格 

单

位 
数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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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室内直管段 节 6 六层楼房 1 十字抱接件 195×190δ=1.5 对 10 冷冲件 

2 室内引管段 节 6 六层楼房 2 滑杆抱接件 125×50  δ=1.5 对 27 冷冲件 

3 内置水管 根 12 六层楼房 3 抱夹底座 200×75×83δ=2 对 10 冷冲件 

4 保温弯套管 节 1  4 立柱 50×50×2 根 10 方管 

5 保温引套管 节 6 六层楼房 5 横梁 30×50×2 根 8 矩形管 

6 保温延长套管 节 1  6 滑杆 30×50×1 件 12 矩形管 

7 支承固定件 套 3～6 六层楼房 7 防水圈 DN145 件 10 橡胶 

8 热水器就位桥架 节 4 六层楼房 8 膨胀螺栓 M12×100 件 40 国标 

9 螺栓 M8×64 件 67 国标 

10 螺栓 M8×40 件 134 国标 

 

11 螺母 M8 件 192 国标 

五、技术评估与工程应用实例 

1、该技术2005年已通过呼和浩特市科技局科技成果鉴定评审，2007年通

过了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项目可行性专家论证评审，专家意见是：太阳热水器

“水管集中保温引管系统”与“热水器就位桥架”研究项目针对太阳能使用、

安装、保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方案和研究思路目标明确；该研究项

目开辟了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的新的现实的思路，对推广使用太阳能具有积极

的、现实可行的意义；该项目符合国家能源政策，建议形成标准设计，由政府

主管部门强制推广。 

2007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就该技术形成地方标准设计图集，在住

宅建设行业推广应用。 

    2、在内蒙古部分地区应用实例 

项目在近域城市进行推广试验，其中包括：在定点城市做样板工程，对所

装系统进行多规格、多地域的适应性年度试验，针对不同的楼房顶造型建立不

同的安装方案。2006 年，上述项目已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及乌海市实际应用，

并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如附图六、附图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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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六   住宅集中安装分户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背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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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七  住宅集中安装分户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正面效果 

 

表三针对本项技术对太阳能应用领域的影响进行对比。可以看

出，使用本项技术有多方面的优越性。 

表三  建筑使用本项技术前后，太阳能行业主要指标优缺点对比表 

考评指 标 未使用本项技术 使用本项技术 
安装 不方便、不规范 方便、规范、整齐 

使用性能 冬季不能正常使用 冬季正常使用 

安全性 安全性差 安全性好 

对建筑物影响 破坏楼层防水，堵塞通
风道 

不损坏，不破坏楼层防
水，不堵塞通风道 

楼顶外观 一致性差，随意摆设 一致性好 

产业影响 产业发展受阻 产业发展受益，前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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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本项技术的实施将拓展住宅的使用功能，实实在在地向建设“节能型住宅

建设”迈进一步。 “水管集中保温引管系统”与“可调节热水器就位桥架”的

推广应用，将大大改善太阳热水器的使用环境和条件，促进其发展，提高其市

场占有率，将对节省能源、改善生态环境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 

本技术产品设计时，考虑了产品的生产、包装、运输、安装等各个环节要

素，造价低、适用性强、生产工艺简单、组装方便，便于推广使用，具有较好

的市场前景，并将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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