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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示范社区项目中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选用和设计，分析了

太阳能热水系统对于保障性住房节能的贡献；用成本增量和后期运营操作综合分析的方法，阐

述了初期投资和后期运营管理成本增量在建筑能源应用中的决策作用；提出了结合地域、气
候、经济特点及使用人群甄选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设计思路；推荐了适宜在欠发达地区保障房体

系中推广的太阳能热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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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contribution of solar water heating system is analyzed for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af－

fordable housing. Wit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method of incremental cost and late operation, their decision
role in building energy applications is expounded. The solar hot hater system can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graphy, climate, economy and the users’habit, proposing the suitable solar hot
water system for the appropriate housing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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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我国建筑业发展如火如荼，建筑用能占

当年全社会终端能源消费量已接近发达国家，占总能

耗的 1/3 左右的水平[1]。在建筑运行能耗中，空调系

统、照明系统、热水系统的能耗占建筑能耗的比例接

近 80%，惊人的数字吸引着广大科技人员在致力于节

能降耗研究的同时，开始投身于对绿色能源的开发和

利用工作。就目前来讲，太阳能是绿色能源在建筑领

域中应用范围最广、应用效率最高的能源，它不但能

够代替有限的传统能源，还能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从

根本上保护生态环境，是名符其实的绿色能源[2]。
然而，对当前实际工程中的调研显示：由于保障

性住房的“限价”政策，资金投入有限，绿色能源的应

用和推广无法复制公共建筑和商品房建筑的绿色设

计模式。如何将保障房建设与建筑节能相结合，使“绿

色”成为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则需要依据建筑所处

的地域特点及经济条件，通过对初期投资及后期运营

的成本增量进行综合分析来确定。我们结合河南省南

阳市龙祥世纪家园的设计策划工作，对绿色能源在保

44



赵敬辛，等：基于后期运营的保障房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

障房中的应用做了详细的调研和分析。
1 项目概况

南阳市“龙祥世纪家园”项目地处河南省南阳市北

部，是国家“十二五”课题支撑计划——“城市生态社区

运行优化设计及管理技术与示范”的技术示范小区。
社区用地 500 亩，分三期建设，地上总建筑面积

670 979.32 m2，容积率 2.72，建筑密度 14.78%，绿化

率 45%。社区住宅户数 7 691 户，包括 12 层住宅 42栋，

32 层住宅 24 栋，其中公租房 1 120 户。住宅总建筑面

积 587 575.16 m2，配套设施 5 768.7 m2，公厕 10 座，

共计 467.8 m2。社区内拟建 18 班小学 1 所，12 班幼儿

园 2 所[3]。项目于 2012 年开始设计，预计 2014 年底完

工、住户入住，科技部和住建部将于 2015 年 10 月对

整个社区进行验收。
1.1 气候特征

项目所在地南阳市位于我国河南省的西南部，地

理坐标在北纬 32°17′～33°48′，东经 110°58′～113°49′
之间。气候处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属

于典型的季风型大陆性半湿润气候，阳光充足，热

量丰富，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四季分明。年日照数

1 897.9~2 120.9 h，年太阳辐射总量约 4 600 MJ/m2；

年平均气温 14.4℃~15.7℃；年降雨 703.6~1 173.4 mm，

相对湿度约 73%。
1.2 项目定位

目前，我国的保障房多以解决居民居住为主，高

容积率、低绿地率，社区微气候和室内舒适度普遍不

高。本项目作为生态社区的技术示范点，在社区建设、
户型设计、技术指标上严格遵守国家绿色建筑标准，

从建筑全生命周期上建设生态型社区，项目顺利建成

后将对全国保障性住房社区建设起到示范作用，对我

国的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因项目地处经济欠发达的豫西南地区，作为投资

和面积双限的保障房工程，我们坚持应用绿色建筑技

术和甄选绿色能源的立足点———低成本、易操作、好
管理。
1.3 绿色能源应用甄选

依据当地环境资源、经济发展和绿色成本增量，

我们对本项目中可以应用的绿色能源逐一进行了分

析甄选。建议选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公共区域太阳能

光伏发电照明技术、毗连式太阳房技术。
2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
2.1 工作原理

太阳热水系统是太阳能热利用的主要形式，它是

利用太阳能将水加热储存于水箱以便利用的装置，是

目前太阳能热利用技术领域商业化程度最高、推广应

用最为普遍的技术。
2.2 经济效益分析

当前，我国城市住宅生活热水产生主要依赖电、
燃气与太阳能 3 种能源。本文以南阳市常用生活热水

加热形式为例，分别比较其产生 100 L 热水所需费

用，对不同能源热水系统经济性进行分析与比较。
为方便比较，统一按照每户每日供应 100 L、温升

40 ℃热水计算，需要 16.8×103 kJ 热量，即 4.7 kWh/d。
计算过程采用综合能源价格法[4]，通过对比，将为获得

4.7 kWh/d 的热量所需资金最少的方案，确定为经济

性最高的方案。
综合能源价格现值的表达式：

M=
V+

y

to=1
ΣZto (1+i)

t0

y

to=1
ΣEto

(1)

式中：M 为综合能源价格，元 /kWh；

V 为热水器初始造价，元；

to 为计算年数；

y 为热水器有效使用年限；

Zt0 为第 to 年使用费用，元；

i 为银行存款年利率，2013 年一年期银行存款

年基准利率为 3.00%；

Et0 为第 to 年提供能量总计，kW·h/ 年。

南阳市居民生活用水实行 1.60 元 /m3、2.40 元/m3、
3.20 元 /m3 三级阶梯水价。本文为简化计算，采用南

阳市平均水价为 2.40 元 /m3，假设热水温升 40 ℃，假

定系统效率年平均效率均为 85%，估算不同热水系统

每户年使用费用。
2.2.1 太阳能热水器

南阳市属于Ⅲ类光候区，年平均日照时间为

1 897.9～2 120.9 h，按照每天日照 7 h 计算，折合全

年约有 272 d 属于太阳能日照可以满足使用热水的

需求，即南阳市全年阴天 93 d。
(4 200 J/kg·℃×100 kg×40 ℃÷3.6÷0.85)×93×

0.56+2.40×0.1×365=373.52 元 / 年户

2.2.2 电热水器

河南省“一户一表”用户生活用电实行三级阶梯电

价：当每户每月使用数量在 150 kW·h 及以下时，电价为

0.56元 /kW·h；在150～230kW·h之间时，为0.61元 /kW·h；

在 230 kW·h 以上时，为 0.86 元 /kW·h。
当采用太阳能热水器时，电加热系统只在阴雨天

气启用，则每户每月用电量在 150 kW·h 以下，计算采

用电价为 0.56 元 /kW·h。采用电热水器，每户每月用

电量在230kW·h以上，计算采用电价为0.81元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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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项目

初始投资 /(元 / 台)
有效使用年限 / 年

年均使用费用 / 元

综合能源价格现值 /(元 /kW·h)
每户用热水成本 /(元 /t)

太阳能热水器

5 000
15

373.52
0.37
17.39

电热水器

2 500
10

1 909.04
1.05
49.35

燃气热水器

2 000
6～8，本文取平均值为 7

1 204.09
0.79
37.13

表 1 不同能源类型热水器经济效益对比分析

Table 1 The comparison analysis on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hot water heater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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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 J/kg·℃×100 kg×40 ℃÷3.6÷0.85)×365×
0.81+2.40×0.1×365=1 909.04 元 / 年户

2.2.3 燃气热水器

南阳市天燃气价格分为两级：当每户每月使用数

量在 50 m3 及以下时，价格为 2.65 元 /m3；在 50 m3 以

上时，价格为 3.45 元 /m3。燃气热水器计算采用价格

为 3.45 元 /m3；天然气燃烧值为 8 kW·h/m3。
(4 200 J/kg·℃×100 kg×40℃÷3.6÷0.8/8 kW·h/m3)×

3.45×365+2.40×0.1×365=1 204.09 元 / 年户

设 θg= (1+i)
y-1

i*(1+i)y
[5]，计算得到 θ 太阳能热水器为 11.94，

θ 电热水器为 8.53，θ 燃气热水器为 6.23。将以上所得不同能

源热水系统 θ 值、年使用费用和初期投资等值分

别代入公式中计算 (计算过程略)，可知 3 种能源

类型的热水系统综合能源价格现值和使用热水成

本(见表 1)。

图 1 楼群南面阳台冬至日日照时数分析

Fig.1 The winter solstice sunshine analysis of buildings’south balcony

由表 1 可知，相同住户，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成本

相 比 电 热 水 器 节 约 64%， 相 比 燃 气 热 水 器 节 约

53%。
按照每户居民每天平均使用热水 200 L 衡量，使

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生产热水比使用电热水系统每年

可节省 2 320 元，在太阳能热水系统的有效使用年限

15 年中，每户居民共节约费用 34 800 元。本社区可容纳

住户 7 068户，如果有 65%的住户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仅生活热水一项每年就可以节约资金 15 987.82 万元，

15 年累计 23.98 亿元。
3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
3.1 集热系统选择

本社区住宅分为 12 层、22 层、30 层、32 层，图 1
为利用众智软件的壁照面分析功能对一期工程每栋

楼的南面阳台位置在冬至日的日照时数分析结果。太

阳能安装厂家对每户 300 L 容量的报价：集中集热—
分户贮水—分户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7 845元 /户；阳台

壁挂集热—分户供水太阳能热水系统，3 955元 /户[6]。依

据现行标准《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

范》的规定，综合考虑初始投资和后期运营的需要，课

题组确定以阳台壁挂集热———分户供水太阳能热水

系统为主要供水系统，日照时数少于 4h 的楼群采用

集中集热太阳能热水系统。

3.2 集热器选择

市场上用于太阳能热水的集热器主要有热管真

空管集热器、全玻璃真空管集热器、U 型管集热器、平
板集热器 4 种，通过对可靠性、集热性能和耐久性的

分析比较，本项目集中集热系统选用热管真空管集热

器，阳台壁挂集热系统选用平板集热器。
1 栋 2 个单元的小高层住宅屋顶去除电梯机房

和出屋面楼梯间外，可安放真空集热管 3 000 支，共

产生热水 22 t 左右；根据现行《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手

册》规定的热水用水标准，每人每日用热水 60～100 L，

每户 3 人最高用水量 300 L。该楼单元户型为 1 梯 3户，

全楼共计 72户人家，日消耗热水 21.6 t；采用屋顶集中集

热太阳能系统能够满足用户供水要求(见图 2)。

3.3 集中集热系统供水方案设计

目前，住宅楼集中集热系统主要有集中供水和分

户供水 2 种方案，课题组对此作了详细的测算和综合

分析。
3.3.1 集中集热—集中供水

供水主体为 1 梯 3 户的 12 层住宅；在住宅楼楼

顶安装集中储水的太阳能热水系统，通过热水管道供

热水至每家每户；南阳市折合全年约有 300 d 属于太

阳能日照可以满足使用热水的需求。根据相关给排水

设计标准和本项目实际情况，确定热水用水按每户用

图 2 真空管集中集热太阳能屋顶平面图

Fig.2 The plan of centralized vacuum tube collector solar 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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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 300 L/ 户·d 计算；冷水计算温度 15 ℃，热水计

算温度 50 ℃。
3.3.1.1 计算 12 层住宅(36 户)太阳能热水系统电辅

助加热的全年运行费用

(1)每度电 =3.6 MJ，使用辅助电加热每户每天加

热 300 L 水需用电量 L 为：

300 L×4.18×(50-15) ℃÷3.6 MJ=12.19 kW·h
(2)已知全年辅助热源加热的时间为 65 d，则该

楼全年需要的电量 L 为：

12.19 kW·h/d/ 户×65 d×36=28 524.6 kW·h
全年辅助电加热所需电费为：

￥1=28 524.6 kW·h×0.56 元 / kW·h=15 973.78 元

￥每户 =15 973.78 元÷36 户 =443.72 元

即 太 阳 能 热 水 系 统 每 年 辅 助 电 加 热 费 用 为

15 973.78 元，平均每户支付 443.72 元。
3.3.1.2 系统循环水泵全年运行费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运行成本主要就是循环水泵

的耗电量，本套系统选用的循环水泵功率为 0.2 kW，运

行时间为 8 h/d，则全年循环水泵的运行费用为：

￥2=0.2 kW×8 h/d×365 d×0.56 元 / kW·h=327.04 元

本套太阳能热水系统循环水泵全年运行费用

327.04 元，分摊到每户花费为 9.09 元 / 年，每户每天

花费 0.025 元 /d。
3.3.1.3 总费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电辅助加热与循环水泵的全年

运行费用总和为：

￥3=￥1+￥2 =15 973.78元 +327.04元 =16 300.82元

加热每吨水所需费用为：

￥4=16 300.82÷(36×0.3×365)=4.14 元 /t
3.3.1.4 运营成本分析

按照以上计算结果，每吨热水成本价为 4.14 元，

由物业公司按水表读数向住户收取。而当用户热水用

量为系统产生热水的 50%时，若按热水成本价收费，

仅可收回费用的 50%，还有 50%属于亏损。如果物业

不承受这个损失，那么这个损失就必须由用户自己来

分摊；用量越少，则分摊到每吨水的价格就会越高。作

为保障房的业主，鉴于经济原因，可能会因水价过高

而不用或少用热水，由此带来太阳能热水的浪费。
同时这种方式需向每户收取热水费，由于个人素质和

经济能力不同，在有些社区，收费问题也会给物业带

来一定麻烦。甚至由于收费纠纷造成恶性循环，从而

造成整个热水系统的搁置不用。
3.3.2 集中集热—分户供水

集中集热—分户贮水—分户供水系统与前面所

述不同之处在于，需要给每户安装一个具有换热功能

和辅助加热功能的贮热水箱，水箱贮热内的换热器和

太阳能集热器阵列，通过管路形成一个循环回路，通

过换热方式将每户贮热水箱内的水加热[7]。各户所需

的水和电都通过自家水、电表计量，不需要物业管理

部门单独收取热水费和电费等。但这种方式安装成本

略高于集中供水系统。
3.3.2.1 循环水泵运行费用

温差循环：水泵功率 0.2 kW，平均每天运行时间

6 h，每间隔 10 min 循环 10 min，每天耗电能 1.2 kW，

1 个月费用为：

30 d×1.2 kW/d×0.56 元 /kW=20.16 元

每月交费：20.16 元÷36 户 =0.56 元 / 户

3.3.2.2 运营成本分析

本系统采用热交换模式，不需要用户单独交纳冷

水钱。即 1 梯 3 户的 12 层住宅，使用太阳能热水系

统，每户每月只需交纳公摊电费 0.56 元 /kW·h。这个

费用，在实际的过程中，物业也可以不用到每户去收；

因为可以把它分摊到电梯的电费中去，因此，本系统

可以避免运营成本收费难的问题。
3.4 综合比较

目前，热管真空管集热器“集中集热—分户供水”
太阳能热水系统，市场安装报价为 7 800 元左右，比

集中供水系统约高出 700 元。考虑到后期运营成本和

管理方便，项目组确定采用分户供水系统。
4 结语

在建筑中采用绿色能源是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

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措施，是一件造福社会、造福人类

的好事[8]，需要每一位建筑师不断地探索和追求。
笔者结合国家“十二五”计划支撑课题示范社

区———“南阳·龙祥世纪家园”的前期策划工作，结合

中原地区的地域特点和项目性质，针对太阳能热水系

统的设计安装，从前期投资与后期运营 2 个方面的成

本增量做了经济分析和比对，对太阳能热水系统在欠

发达地区保障房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集

中集热—分户贮水—分户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节

约集热面积，调节方便，无收费问题，维修简便，符合

建筑一体化的要求，适宜在欠发达地区的保障房建筑

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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