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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层建筑或大风地区的用户使用燃气热水器时，由于风压过大，会造
成燃气热水器燃烧不充分、熄火、爆燃等问题，甚至会造成安全事故。目前强排式
燃气热水器主要有利用风压开关、风机电流反馈、风压传感器（简称 APS）及产
品结构等四种方法进行抗风压处置。本文对这四种抗风压技术进行了实验研究。通
过风洞对燃气热水器烟管施加不同的风压，从最大抵抗风速、运行中烟气的变化、
同一种抗风压技术比较、停止时烟气含量等方面对四种技术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
利用 APS 进行抗风压的燃气热水器运行最安全、最稳定，而采用风压开关进行抗
风压的燃气热水器相对较差，采用风机电流反馈和结构抗风压的燃气热水器居中。
而且即使同一种抗风压技术，若风机等零部件规格不同或控制程序不同，抗强风性
能也会相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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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科技的发展及节能减排政策的不断深化，燃气热水
器作为生活热水清洁供应方式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
高层建筑相对于低层建筑而言，室外的风明显大很多，对于高层建筑密集的地区，风速
将会由最初的 10 m/s 以下的弱风急剧增加 2~3 倍，变为 20 m/s 左右的强风。海边的建筑室
外风也比内陆的风大。现在高层建筑甚至超高层建筑急剧增多，东部沿海地区也经常会受到
台风的袭击，这些都会对燃气热水器的正常使用造成极大的挑战。
根据 GB 6932-2015《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国家标准[1]的要求，强排式燃气热水器应设
置烟道堵塞安全装置和风压过大安全装置。标准要求：“风压在小于 80 Pa 前，安全装置不
能启动。风压加大，在产生熄火、回火、影响使用的火焰溢出现象之前，关闭通往燃烧器的
燃气通路。”
为了保证燃气热水器的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更为了保证燃气热水器使用的安全性和舒适
性，很多燃气热水器厂家都对抗风压技术进行了研究。

2 强排式燃气热水器抗强风技术
目前强排燃气热水器抗强风技术主要有四种，分别是采用风压开关控制技术、风机电流
反馈控制技术、结构控制技术及 APS（风压传感器）控制技术。
2.1 风压开关控制技术
风压开关是一种常用的实现风压过大时保护热水器的装置。风压开关有两个检测口，即
正压检测口和负压检测口，其腔体也由此分为正压腔和负压腔。两腔之间用皮膜隔离，当有
压力源时皮膜移动触动微动开关从而达到开/关目的，进而实现对燃气热水器的控制。

采用风压开关进行抗强风，设计和测试简单，技术较成熟，价格相对便宜，是目前厂商
使用比较多的方法。但是，风机测压口安装位置的偏差，风机叶轮的安装偏差以及季节变化
时造成的压差信号波动，这些都会对风压开关的选型和使用造成困扰[2]。采用风压开关实现
风压过大保护的机器，其风机转速通常是恒定的。在低负荷运转时，热效率偏低，且热水器
最小热负荷偏大，夏天使用时可能会有出水温度较高的现象。另外风压开关用于抗强压是一
种被动的保护，当风压值超过设定值时，热水器会立刻停止运行。
2.2 风机电流反馈控制技术
该控制方式是利用正常状态下与有风状态下的风机电流的差异，间接测量风压从而对燃
气热水器进行调节。
有风或烟道堵塞时与正常状态相比，热水器排烟阻力增加，风机电流会降低。以正常状
态的风机电流为基准，风机电流变低时，主板程序根据电流变化判断外界风压是否过大，并
自动提高风机转速，增加抗风补偿。当外界风压太大时，程序判定抗风补偿仍无法确保机器
正常燃烧工况，此时热水器会自动切断气源，停止工作。
风机电流反馈控制方式可有效解决采用风压开关的热水器在风压较大时，无法使用的现
象，提高热水器的抗风性能和适用范围。
采用风机电流反馈进行抗强风的方式，对风机一致性要求较高。有的厂家会通过选择中
心风机进行正常风机电流的标定。电流参数的选择和程序的设定非常重要，如果参数和程序
设定不合理可能还会对燃气热水器的正常运行造成干扰。
采用风机电流反馈进行抗风压时，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2]：
1) 冬夏环境温度变化时，风机的启动性能和电流会有变化；
2) 风机的本身绕阻差异及风机轴承使用润滑剂可靠性，会引起风机的启动性能和电流
变化；
3) 风机长期使用时，由于风机叶轮积灰，也会引起风机的启动性能和电流变化。
2.3 APS (风压传感器)控制技术
该控制方式可以实现当外界风压变动时，主控制器根据 APS 传递的信号，对风机转速
和燃气比例阀电流进行调整，保证热水器即使在很高的风压下依旧可以正常燃烧[3]。
随着风机风压的变化，APS 隔膜的位置进行相应的变化，霍尔传感器的位置跟着移动，
传感器会将感知到的风压变化转换为电压变化。该方式是利用出风口风压的差异测定压力值，
而不是通过特定风机压力点（通过 ON/OFF 方式控制），来测量具体的风压值。

图 1 风压传感器示意图

该种控制方式可以适应多种情况，如烟囱长度变更、排气堵塞、有强风等给热水器燃烧
带来异常的情况。相比前两种的方式，更能保障产品安全性。但是由于价格高以及程序控制
复杂等原因，该控制方式仅在部分高端燃气热水器机型上使用。

2.4 结构控制技术
有一些燃气热水器虽然没有安装风压感知装置，但是机器本身也有一定的抗风压性能，
这与燃气热水器本身的结构设计有很大关系。

3 实验结果
为了分析上述四种抗风压控制技术，选取同规格的 6 款主流机型，见表 1，就抗强风性
能方面进行对比试验。实验测试系统如图 2，实验方法参考 GB 6932-2015。
表 1 选取的 6 款燃气热水器的抗强风技术和风机类型
抗风压控制技术

风机种类

燃气热水器 A

风压开关

AC-FAN

燃气热水器 B1

风机电流

BLDC-FAN

燃气热水器 B2

风机电流

BLDC-FAN

燃气热水器 C

结构控制

BLDC-FAN

燃气热水器 D1

APS

BLDC-FAN

燃气热水器 D2

APS

BLDC-FAN

图 2 实验测试系统实物图

3.1 各燃气热水器最大抵抗风速
最大抵抗风速是指燃气热水器正常工作且 CO 含量低于 600 ppm 时的风速。实验中风洞
的风对烟管直吹施加风压（最恶劣工况）。
从图 3 可以看到不同的燃气热水器可抵抗的最大抵抗风速不一样。燃气热速器 A 可抵
抗风速最小，仅为 5.23 m/s，燃气热水器 D2 可抵抗风速最大，可达 46.6 m/s（15 级风）。采
用 APS 抗风压方式的机器较其他控制方式的机器，抗强风性能较好，这是因为其不仅是被
动的机械控制，还以通过 APS 的信号，进行相应的调整。

图 3 各燃气热水器安全运行时最大抵抗风速

3.2 不同风速下各个燃气热水器 CO 含量变化
从图 4 可以看出低风速时，各个燃气热水器燃烧均正常，且烟气 CO 含量均维持在较低
的含量，6 台燃气热水器彼此烟气含量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

图 4 5 m/s 风速下各燃气热水器 CO 含量变化

图 5 12 m/s 风速下各燃气热水器 CO 含量变化

随着风洞风速继续增加时，风压也随之增加。如图 5，对于燃气热水器 A，其风压值已
经接近风压开关临界值，当风速从 5 m/s 急剧增加到 10 m/s 时，烟气 CO 含量急剧增加，由
于风压值处于临界状态，机器并没有停止工作。而对于燃气热水器 B1，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虽然它是通过风机电流反馈控制进行抗风压的，但是在这种风压急剧变化时，主控制器和风
机的反应速度并没有那么快，且最后烟气的 CO 含量也并未降低到 600 ppm 以内，机器也没
有停止工作。而对于其余 4 款热水器在该风速下，均可以安全运行。
如图 6 所示，当风速继续增加，燃气热水器 A 终于报错，停止工作；燃气热水器 B1 和
C 虽然仍在运行，但其烟气含量也已经远超 600 ppm。对于燃气热水器 B1 虽然出现了烟气
含量减少的变化趋势，但是烟气一直处于不安全状态。这与控制程序中风机电流补偿系数有
很大关系。因为采用同规格风机的燃气热水器 B2 并未出现该问题。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
通过采用风机电流反馈控制进行抗风压的这种方式对于程序的要求是相对比较高的。燃气热
水器 C 虽然仍在工作，但是 CO 含量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燃气热水器 B2、D1、D2
在该风速下，整个运行过程均安全稳定。

图 6 23 m/s 风速下各燃气热水器 CO 含量变化

如图 7 所示，当风速增加到 33 m/s 时，6 款燃气热水器中 A、B1 已经报错并停止工作；
燃气热水器 B2 和燃气热水器 C 虽然仍在运行，但其烟气含量已经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危害；
而采用 APS 抗风压方式的燃气热水器 D1、D2 在该风速下，整个运行过程安全、稳定。

图 7 33 m/s 风速下各燃气热水器 CO 含量变化

3.3 不同的抗风压技术燃气热水器 CO 含量
从图 8 可以看出，采用风压开关抗风压方式的燃气热水器 A，在低风速时，可以满足正
常安全运行，但是当风速急剧增加时，CO 含量会远远超过安全范围，而此时燃气热水器并
未报错及停止运行，其实还是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采用风机电流反馈控制技术的燃气热水器 B1 和 B2，不论是抗强风性能还是安全性能
都要比采用风压开关抗风压方式好。但是从图 9 可以看出燃气热水器 B1 和 B2 差异还是比
较大的。正如前文所述，对于采用风机电流反馈抗风压方式的燃气热水器来说，风机的选择、
尤其是控制程序参数和风机补偿系数等参数的选择至关重要。

图 8 各风速下风压开关控制技术的燃气热水器 CO 含量

图 9 各风速下风机电流反馈控制技术的燃气热水器 CO 含量

采用结构进行抗风压的燃气热水器 C，表现比预期要好，在 18 m/s 的风速下，仍然可
以安全运行。但是这会对结构工程师造成极大的挑战，一方面要减少外界风对燃气热水器的
影响，同时还要注意燃气热水器烟气的排放。
采用 APS 进行抗风压的燃气热水器 D1、D2，在这 6 款机器中，可抵抗风速方面，尤其是安
全性能方面表现最好。和采用风机电流反馈进行抗强风一样，采用 APS 进行抗风压，对于
风机和控制程序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燃气热水器 D1 和 D2 抗强风性能存在这么大的差异，
和它们采用的风机规格有很大的关系。同样的风机结构，风机电机额定负载越大，送风量越
大；而同样的风机电机额定负载，风机叶轮和进风口直径越大，其送风量也越大。高规格的
风机可以为主控制器程序参数设定留有较大的余量。

图 10 各风速下结构控制技术的燃气热水器 CO 含量

图 11 各风速下 APS 控制技术的燃气热水器 CO 含量

3.4 四种抗风压方式机器停止时 CO 含量
表 2 为四种抗风压方式机器停止时 CO 含量测试数据。在四种控制技术中，相对其他三
种技术，采用 APS 进行抗风压的方式可以保证整个运行过程是安全的。同时，这也提醒厂
商在设计产品时需要注意一些极端恶劣的工况。
表 2 四种抗风压方式机器停止时 CO 含量
抗风压方式

风压开关

风机电流

其他

APS

UCO，ppm

534867

188254

162534

134

4 结论
1) 不同的抗风压控制技术可抵抗的最大风速不一样。在本次实验中 APS 控制技术的最
大抵抗风速数值最大，风压开关控制方式最大抵抗风速数值最小。
2) 即便是同种控制方式，如果控制程序和使用零件规格不同，其抗强风性能差异也会
比较大。厂家通过选择合适的风机等零部件或是优化控制程序，对于增强燃气热水器抗风压
性能会有很大的帮助。
3) 不同的抗风压控制方式安全性能差异比较大。四种抗风压方式中，APS 最安全，CO
一直维持在远低于 600 ppm 的水平；而风压开关等几种控制技术，机器停止时 CO 含量已经
远高于 600 ppm。产品设计时不仅在正常工况下要符合国标规定的要求，还需要考虑一些极

端恶劣的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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