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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万康太阳能热水器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太阳能产品的开发、生产和应用的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矢志走高科技、专业化、精品化的发展之路，把“安全、环保、高效”作为自己

永恒的追求

公司成立于 2004 年，随着自身的壮大和发展，2007 年公司迁址无锡小湖，并正式更名

为无锡万康太阳能热水器有限公司。公司交通十分便利，距离常州高速公路出口仅 1 公里，

公司厂房占地面积 5000 多平方米，拥有各式专业生产及其配套机器 50 余台，其中包括国内

先进的脉冲焊机、高压发泡机等。

产品个性化的外观、流线型的精心设计、卓越的品质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任和好评，

产品畅销全国，远销土耳其，澳大利亚，德国，英国，新西兰，瑞典，肯尼亚，日本，等

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2005 年公司在太阳能行业中全面通过 ISO9001（2000 版）国际质

量体系认证，2006 年通过国家产品质量检测认证，2007 年通过欧盟 CE 认证 ,2009 年通过

欧盟 SOLAR KEYMARK 认证。

客户的要求，是我们不断提高的基石 ；客户的满意，是我们成功的最大喜悦。

企业·概况
enterprise  

gener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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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SIZE AND HONOR
公司规模与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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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家欢太阳能热水器
SOLAR WATER HEATERHEJIAHUAN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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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口乳白色彩钢板，防腐蚀、抗辐射，持久保持本色。大金红端盖，商标压模。

(2)、进口 0.4mmSUS304 2B 食品级不锈钢，采用二次翻边，全自动氩弧焊、自熔焊技术一次滚压成型，水

质清洁卫生，符合人体健康沐浴标准。

(3)、日本进口聚氨酯整体机械高压发泡，恒温熟化处理，厚度 55mm。

(4)、高分子硅橡胶，无毒无味耐高温抗老化，经长期高温加热后不含有害物质，符合人体健康沐浴标准。

(5)、“蓝钻”真空管由极其坚固的硼硅酸盐玻璃管组成，采用德国先进技术和生产工艺，集热效果好，效率高，

热损失少 ；具有透光率高、耐冲击（最大可抵抗 25mm 直径的冰雹），化学稳定性强，机械强度高。

(6)、支架结构简单，平斜两用，安装方便。表面经双重抗紫外线静电氧化喷塑，耐腐蚀，耐冲击，寿命长，采

用 1.55mm 优质镀锌板制造。

(7)、45°黄金角度，全面提升热效率。

性能参数

选材精良

特点
  支架结构简单，平斜两用，安装方便。

  水箱容量大小款式齐全，满足单人到多人的需求，适合各式家庭需要。

  光电互补，确保 1 年 365 天想用就用。

系列
名称 

水箱外
桶直径             
(mm)

真空管(mm)                     
直径×长度                  

规格                
(管数)        

水箱容量                    
(升)                       

采光面积               
(㎡)                     

保温层厚度                            
(mm)

适用人数                    
（人次）            

最高水温                   
（冬季—夏季）      

合家欢         

420 47×1500

15 100 1.5 

55

2-3 50～90度

18 115 2.2 2-3 50～90度

20 125 2.4 3-4 50～90度

24 145 2.9 3-5 50～90度

30 180 3.6 5-6 50～90度

36 216 4.0 6-7 50～90度

470 58×1800

15 145 2.6 

55

3-5 55～95度

18 170 3.1 4-5 55～95度

20 185 3.6 5-6 55～95度

24 215 4.1 6-7 55～95度

30 260 4.8 7-8 55～95度

36 320 6.12 8-9 55～95度

42 370 7.15 9-10 55～9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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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速太阳能热水器

FEISU SERIES SOLAR WATER 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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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口乳白色珠光板外壳，外封头，底托盒。美观、防酸雨、防腐蚀、不附着灰尘，坚固耐用。紫罗蓝端盖，

商标压模。 

(2)、进口 0.4mm SUS304 2B 食品级内胆，用先进的自动化焊接设备，单面焊接，焊缝表面平整光滑，耐腐

蚀性好，同时采用鼓型封头的和桶身起筋设计，确保产品使用寿命，水质清洁卫生，符合人体健康沐浴标准。 

(3)、日本进口聚氨酯整体机械高压发泡，恒温熟化处理，厚度 55mm。 

(4)、进口硅胶密封圈，采用无毒无味耐高温抗老化的硅橡胶，经长期高温加热后不含有害物质，符合人体健康

沐浴标准。 

(5) 、选用“亿豪”三高管，热吸收比普通管提高了１２％，发射比降低了３０％－４０％。高效管，超吸收，热效高，

升温快，在同样的光照条件下，比普通管能出更多更高水温的热水。  

(6)、紫罗兰支架表面经双重抗紫外线静电氧化喷塑，耐腐蚀，耐冲击，寿命长，采用 1.55mm 优质镀锌板制造。

整体颜色更加美观大方，增设真空管底座，防风脚，保护真空管不易破损，支架更加坚固耐用。 

(7)、45°黄金倾角，受光角度最佳，全面提升热效率。

  支架美观大方，加宽加厚，特殊的三角定位，更坚固耐用。增设真空管底座，防风脚，保护真空管不易破损。
紫罗兰的整体色调，更彰显名贵、高雅。 支架采用多角度可拆装式设计，适合各种房屋屋顶的安装。 

  珠光板外壳，与彩钢板外壳相比，更坚固耐用，确保产品使用寿命。 

  光电互补，确保 1 年 365 天想用就用。

  选用“亿豪”三高管，热吸收比普通管提高了 12％，发射比降低了 30％－ 40％。高效管，超吸收，热效高，
升温快，

  在同样的光照条件下，比普通管能出更多更高水温的热水。

性能参数

选材精良

特点

系列
名称 

水箱外
桶直径             
(mm)

真空管(mm                          
直径×长度                  

规格                
(管数)        

水箱容量                    
(升)

采光面积               
(㎡)

保温层
厚度                            
(mm)

适用人数                    
（人次）            

最高水温 
（冬季—夏季）      

飞速                  470 58×1800

18 170 3.1 

55

4-5 55～95度

20 185 3.6 5-6 55～95度

24 215 4.1 6-7 55～95度

30 260 4.8 7-8 55～95度

36 320 6.12 8-9 55～95度

42 370 7.15 9-10 55～9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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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腾太阳能热水器

FEITENG SERIES SOLAR WATER 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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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参数

选材精良

特点

(1)、进口 0.5mm 乳白色珠光板外壳，500mm 的直径使整个水箱的容量更大。70mm 无铆钉内扣式外封头，

使整个太阳能水箱更加保温，底托盒。美观、防酸雨、防腐蚀、不附着灰尘，坚固耐用。草绿色端盖，商标压模。

(2)、严格采用进口 304 铬镍合金不锈钢内胆，厚度更是达到 0.5mm, 更加坚固耐用，延长产品使用寿命。食品

级健康内胆，达到国家健康饮用水标准。

(3)、55-60mm 聚氨脂整体发泡，密度达到 38-40Kg/m³，确保水箱保温效果极佳。

(4)、进口硅胶密封圈，采用无毒无味耐高温抗老化的硅橡胶，经长期高温加热后不含有害物质，符合人体健康

沐浴标准。

(5)、选用亿豪“蓝钻”管，热吸收比普通管提高了 12％，发射比降低了 30％－ 40％。高效管，超吸收，热效

高，升温快，在同样的光照条件下，比普通管能出更多更高水温的热水。

(6)、草绿色支架表面经双重抗紫外线静电氧化喷塑，耐腐蚀，耐冲击，寿命长，1.55mm 加宽加厚热镀锌板一

次冲压成型，平斜两用，表面双层防腐，确保支架寿命更高更长。增设真空管底座，防风脚，保护真空管不易破损，

支架更加坚固耐用。草绿色的整体色调，赏心悦目，更贴近自然，体现环保。

  0.5mm 加厚内胆，更加坚固耐用，确保产品的使用寿命更长久。

  亿豪“蓝钻”管，高效管，超吸收，热效高，升温快。 

  保温层超厚保温，确保水箱保温效果更佳。

  0.5mm 厚度珠光板外壳，更坚固耐用，确保产品使用寿命，500mm 的外桶直径使水箱容量更大。

  配置电加热，光电互补，确保 1 年 365 天想用就用。全自动上水，智能化控制。

  防结水垢，优质阳极镁棒，转化水质，使内胆使用寿命更长，更可分解水内的水垢，呵护您的肌肤。

系列名
称 

水箱外
桶直径             
(mm)

真空管
(mm)                          

直径×长度                  

规格                
(管数)        

水箱容量                    
(升)                       

采光面积               
(㎡)                     

保温层厚度                            
(mm)

适用人数                    
（人次）            

最高水温                   
（冬季—夏季）      

飞腾                  500 58×2100

18 190 3.42

55-60

5-6 55～95度

20 210 3.8 6-7 55～95度

24 250 4.56 7-8 55～95度

30 315 5.7 8-9 55～95度

36 378 6.8 9-10 55～95度

42 440 7.98 10-11 55～9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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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腾太阳能热水器

SUTENG SERIES SOLAR WATER 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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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名
称

水箱外桶
直径  
(mm)

真空管(mm)                    
直径×长度

规格                
(管数)

水箱容量                    
(升)

采光面积               
(㎡)

保温层厚
度

(mm)

适用人数                    
（人次）

最高水温                   
（冬季—夏季）

速腾 470 58×1800

18 170 3.1 

55-60

4-5 55~95℃

20 185 3.6 5-6 55~95℃

24 215 4.1 6-7 55~95℃

30 260 4.8 7-8 55~95℃

性能参数

选材精良

特点

(1)、进口 0.5mm 乳白色珠光板外壳，70mm 无铆钉内扣式外封头，使整个太阳能水箱更加保温，底托盒。美观、

防酸雨、防腐蚀、不附着灰尘，坚固耐用。草绿色端盖，商标压模。

(2)、严格采用进口 304 铬镍合金不锈钢内胆，厚度更是达到 0.5mm, 更加坚固耐用，延长产品使用寿命。食品

级健康内胆，达到国家健康饮用水标准。

(3)、55-60mm 聚氨脂整体发泡，密度达到 38-40Kg/m³，确保水箱保温效果极佳。

(4)、进口硅胶密封圈，采用无毒无味耐高温抗老化的硅橡胶，经长期高温加热后不含有害物质，符合人体健康

沐浴标准。

(5)、选用“亿豪”超导热管，热传导效率高达 99% 以上，启动快速，完全收集太阳能，25℃时，5 秒钟启动传热。

真空集热管担负着有效的吸收太阳能和保温绝热的作用，即使在环境不利的（如刮风、低温）条件下也能阻止

热量流失

(6)、天然宝石蓝铝合金支架，选用上等抛光铝型材，靓丽脱俗，品质非凡。增设真空管底座，防风脚，保护真

空管不易破损，支架更加坚固耐用。天然宝石蓝，精雕细琢，尽显典雅，尊贵与生俱来。七、45°黄金倾角，

受光角度最佳，全面提升热效率。

  传热迅速，特殊介质传热速度是铜导热的 1000 倍以上，北方地区冬天气温低，日照偏短，普通热水器无法
保障冬天的热水的供应量，在此已充分给予了解决 ；

  集热效率高，比普通太阳能热水器提升 20% 以上 ；

   真空管内不走水，不结水垢，在零下 40 度低温时也不会冻裂。超导介质工作压力低，夏季管壁温度达 300
度时也不会爆裂 ；

  可直接与自来水连接，自动承压运行（承压式），在承压运行中，做到自净、自滤的功能，通过模块化设计，
模拟自然水流循环，实现了自滤功能，彻底解决了长效水垢二次污染水源的问题，对皮肤又多了一份保障 ；

  个别真空管损坏，整机仍可正常运行，更不会“大水冲了龙王庙”；

  北方地区冬季晴天仍可以正常使用 ；

  高科技处理硅胶密封圈不易老化，管内高温高压时自动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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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晶太阳能热水器

AMETHYST TUBE SOLAR WATER HEATER

无锡万康太阳能热水器有限公司
Wuxi Wankang solar Water heater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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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亿豪紫晶管

  集热高
选用专利干涉膜技术打造的金钻紫晶真空管之高效管，集热效果好，真空管材料采用多耙高朋硅玻璃，表面无

杂质，光线透过率更高。

  保温强
超厚保温层，采用进口微机数控高压整体发泡技术，并经高温熟化处理，发泡均匀，闭孔率高，达到 40kg/m3

的理想密度，性能十几年不衰减。

  造型美观，平斜两用
整体造型简约流畅，符合热水器重心偏后的力学原理，承重能力强，可以平斜两用。

  抗冻、抗风及抗冰雹冲击
高性能的热管式传热方式使系统即便在 -30℃的气温条件下仍能正常运行，而且具有抗直径 25 ㎜以下冰雹冲

击能力。

  使用安全长久
欧盟安全标准加热系统，无故障运行 3 万小时，提供优质的全天候热水生活。

  质量稳定
远销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德国标准协会（DIN）质量指导，全面通过 ISO9001 产品质量认证、欧盟 CE 认证、

欧盟 SOLAR KEYMARK 认证。

真空集热管是太阳能热水器中最核心的集热部件，直接关系太阳能热水器的品质。 作为“亿豪蓝钻”管的

更新升级产品，新一代“紫晶管”采用新型镀膜材料和生产工艺，在升温、集热、寿命等三大技术参数上都有

了最大化的超越，经比利时真空管测试专家尤哈（JUHA) 采用德国的 "OPTOSOL（奥波苏）" 仪器测量，“紫

晶管”的太阳吸收比约为 0.97，高于国家行业标 11 个百分点，太阳能热发射比低于 0.06，低于国家行业标准

3 个百分点。集热技术已经接近真空集热管集热性能的理论极限，体现了当今太阳能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被

国内外专业人士誉为 " 东方魔管 "。

◆独特的航天镀膜技术
具有高温、高效（热吸收率可达 96%）、低热损的优点，水温更高 ；热水更多。

◆高效吸热
全新干涉墨比普通真空管提升了 12% 的吸热比，真空管加长加粗，集热速度更快，产生热水量更多。

◆耐 400℃高温
独有三耙磁控溅射镀膜技术，吸收层特有不锈钢氮化铝，经 400℃高温，膜层也不会老化、性能不衰减，耐高

温性能更好，使用寿命更长久。

◆抗 -40℃严寒
采用三耙磁控溅射真空镀膜技术，反射底层特有的超纯铜反射镜面，且真空层纯净、无杂质、使热量发射比普

通真空管降低 65%，散热更少，能抵抗 -40℃严寒而正常工作。

◆独特工艺吸热捕光一网打尽
可以捕捉到 0.3-2.5чm 波段的所有光线，包括红外线、紫外线与所有可见光，使太阳利用率高、水升温更快。

瞬间捕捉直射、反射和散射的太阳光线，吸热更强、热力十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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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式太阳能热水器

技数参数
名称规格 100L 150L 180L 200L 240L 300L 400L 550L

内胆直径(mm) ￠385 ￠385 ￠480 ￠480 ￠480 ￠480 ￠600 ￠600

水箱外径 (mm) ￠470 ￠470 ￠570 ￠570 ￠570 ￠570 ￠700 ￠700

内胆材质及壁厚 SUS304 1.2 SUS304 1.5 SUS304 1.5 SUS304 1.5 SUS304 1.5 SUS304 1.5 SUS304 2.0 SUS304 2.0

外壳材料及壁厚 彩钢板 0.5  彩钢板 0.5  彩钢板 0.5 彩钢板 0.5  彩钢板 0.5  彩钢板 0.5  彩钢板 0.5  彩钢板 0.5 

保温厚度(mm) 42.5 42.5 45 45 45 45 50 50

进出水口尺寸 NPT3/4 NPT3/4 NPT3/4 NPT3/4 NPT3/4 NPT3/4 NPT3/4 NPT3/4

辅助加热效率 2.0KW 2.0KW 2.0KW 2.0KW 2.0KW 2.0KW 3.0KW 3.0KW

外形尺寸(mm) ￠470*1030 ￠470*1040 ￠570*1030 ￠570*1150 ￠570*1440 ￠570*1840 ￠700*1400 ￠700*1440

包装尺寸(mm) 500*500*1130 500*500*1130 600*600*1130 600*600*1250 600*600*1550 600*600*1950 730*730*1500 700*700*1550

重量(KG) 45 55 60 68 75 104 112 122

太阳能集热器

导热介质

厨房冷热水
冷水
热水

水箱
洗浴房

◆亿豪分体式太阳能热水器秉承德国先进的分体式太阳能技术，结合中国建筑特点，分离后的集热系统安装于

阳台或直立墙面上，与建筑完美结合，解决了高层、多层建筑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难题 ；  

◆全自动运行，光电自动互补，经济耐用，并有遥控等多种功能，让您轻松享受 24 小时热水 ；  

◆集热系统采用 U 型铜管集热部件与亿豪“蓝钻”高效真空管，辅以德国工艺设计的铝翼导热元件，  

◆导热能效高、升温快，确保冬天也有充足的热水 ；  

◆亿豪分体式太阳能热水器独有的防热水逆流技术，降低热阻损耗、大大提高热循环效率，热力自由奔放 ；  

◆全新的欧式注液方式，排空集热系统内空气，使导热介质循环更顺畅，提升热交换率，水温更高 ； 

◆整个系统内部承压运行，密封循环，有效防止细菌滋生，确保水质纯净。

S e p a r a t e d  p r e s s u r i z e d  s o l a r  w a t e r  h e a t e r ( w h o l e  s y s t e m )

无锡万康太阳能热水器有限公司
Wuxi Wankang solar Water heater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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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联 箱

◆应用场合多 ： 
太阳能热水工程应用十分广泛，从一般家庭、小单位到大企业、大集团 ; 几十人、几百人甚

至上千人的洗浴都可应用。 

◆适用范围广 ： 
根据不同地域及所处纬度选择合适倾角的集热器 ; 根据屋面结构选择不同类别的集热器 ; 根

据不同气候配置不同性能的真空集热管。 

◆选择类型多 ： 
单机串并联热水工程从经济型到豪华型 ; 联集管集热模块热水工程从自然循环到温差循环 ;

家用太阳能热水工程从普通型到别墅型。 

◆经济实用 ：
集热部件采用国际领先的干涉膜技术，集热性能更强，性价比更高。生产制造选用先进的进

口设备及科学的管理体系，保证工程产品的质的精良，达到工程项目较高的使用性能。一次

性投资，长期受益 ; 一般三年左右可收回投资，相当于免费使用十二年以上，投资回报率高。

◆环保节能 ： 
无公害，无污染，有利于房顶防晒 ;90% 节电，是绿色环保节能的首选。

E n g i n e e r i n g  l e a g u e  b o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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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太阳能热水器

T h e  p l a t e  s o l a r - p o w e r e d
w a t e r  h e a t e r  

◆ 集热器与水箱分离，承压运行，性能稳定，使用安全可靠，可自然环，  使用更经济

◆ 采用人工智能太阳能控制器，智能全自动运行。

◆ 保温水箱可以放置在室内任何地方，如阳台上、卫生间、厨房内等。

◆ 循环管路可以预期埋在墙内，避免影响室内美观，分体设计，美观大方，实现与建筑一体化。

◆ 减少了系统的循环管路，从而提高了集热效率，降低了使用费用。

◆ 采用平板太阳能集热器，双回路系统，不怕冻，四季使用。

◆ 采用太阳能电热水箱，承压运行，使用方便。定温供水，上限温度设定，恒温定时电加热，设置数据断电记

忆保护，24 小时热水。

◆ 平板太阳能集热器可以安装在阳台，南墙，坡屋面，雨棚，斜屋顶等位置，任意放置。

◆ 模块化设计，运输安装方便。

性能特点

14
无锡万康太阳能热水器有限公司
Wuxi Wankang solar Water heater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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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型管太阳能热水器
U - s h a p e  w a t e r  p i p e  s o l a r  w a t e r  h e a t e r  

◆  采用紫铜 U 型管，集热效率提高 30% ：
分体式太阳能采用紫铜 U 型管，内装介质实现热能的传导，

铜的导热系数为 386.4w/(m..k), 是铝的 1.93 倍，是不锈钢的

7.72 倍，优异的导热性能提高了热能的利用率，配合鲁青华

能四季全能高效真空集热管和专用导热介质的使用，使集体热

效率与同类产品相比提高 30% 以上。

◆  防电墙技术，使用安全可靠 ：
目前国内家庭用电环境比较差，用电安全隐患诸多。“防电墙

技术”彻底解决了地线带电、自来水管带电等系统安全问题。

同时具有“防电墙技术”“与漏电保护技术”双重保护的鲁青

华能分体式太阳能使您的清新沐浴更又安全感。

◆  防干烧、防超温、高温极限保护 ：
分体式太阳能采用专利防干烧加热技术，由电脑控制系统控制电加热器的通电与断电，做到无水不通电 ；同

时采用防超温、高温极限保护等多重安全保护措施，确保电加热系统长期无故障运行 ；使用更可靠，寿命更

长久。

◆  电加热功能，沐浴温暖每一天 ：
分体式太阳能在充分利用太阳能的基础上，增加电加热功能，不仅解决了用户阴雨天对热水的需求，同时成

倍的提高了热水的供应量，使鲁青华能·健康雨成为您的家庭洗浴中心。

◆  高性价比 ：
分体式太阳能全部配件严格按照 ISO9000 标准生产，是目前市场上为数不多的高配置产品之一，配合大多

数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价格，成为难得的高性价比产品。

◆  双回路循环，玻璃管内永不结垢 ：
分体式太阳能将导热介质与自来水的循环设计为两个独立的循环系统，自来水不进入真空集热管内，因此，

真空管永不结垢，真正实现了阳光热水，四季相随。

◆  彻底防冻、不怕炸管 ：
分体式太阳能采用的专用导热介质其冰点达到了 -50℃，彻底解决了太阳能防冻问

题。同时，由于采用介质独立循环系统，免除了真空管破损导致太阳能不能

使用的弊端。

◆  全程无忧服务 ：
分体式太阳能首创全程无忧服务，从选择鲁青华能太

阳能起我们将为您提供免费送货、免费设计、免费安

装、免费调试、免费整机三年保修的全程无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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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江苏省江阴市璜土镇小湖澄常工业园永利路208号
ADD:NO.208 Yongli Road, Xiaohu Town, Jiangyin City, 
Wuxi, Jiangsu Province. China 

免费咨询热线：800-828-7863
电话/TEL:86-510-86650091
传真/FAX:86-510-86650092
网站/website: www.yihaosun.com
邮箱/mail: wk@wksol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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