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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放大镜

放在太阳光下能把太阳

光聚成一个光点而产生

大量热量，这个热量可以

点燃火柴，甚至可以把纸

片烧焦，可以想像得出热

量有多高，但值到今天这个简单的利用太阳

能的原理还没有见到产品出现，是真的没有

利用价值吗？我看不然，只是想不通这么好

的原理并没有利用到实在觉得可惜。为此笔

者想试验一下能否利用凸透镜的这个聚热

原理来设计一种产品，看看作用有多大。

经过实际测试，用一个凸透镜在太阳照

射下焦点的温度达到 140 度，温度是够高

了，但怎样让凸透镜一直聚焦呢？经过研究，

发现用一个转盘固定一个透镜转动，这样聚

焦点也基本就固定下来，只要转盘跟着太阳

转动，就能好好的利用太阳能了。经过详细考

虑，做这个实验所需器材要用到一个转盘，就

要设计齿轮，和驱动动力源，为此笔者经过一

段时间准备，找到一个废硬盘的盘片用锉刀

锉了一个齿轮，再购了只 12V 的二手步进电

机，加上自己设计了一个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单片机用 STC125A60S2，基本上能够同步

跟踪太阳的转动，但只是实验试验性，因为只

有一个放大镜并没有实际价值，如想充分利

用放大镜这个特点，需要数十片放大镜组成

一个陈列，才能更好地利用太阳能。但在实验

中也遇到很多问题，比如阴天和晴天，或者一

下子晴天一下子阴天，这个可以在软件中编

写代码来解决，但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笔者用

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软件基本上能达到

要求，但还不能达到理想的程度，实际使用中

还要考虑到夏季和冬季太阳照射的角度不

同，所以要设计用到两个步进电机，不然的话

就需要手动调节角度，难点就在这点上。而对

于一个业余电子爱好者来说，设计难度还是

很大的，因为齿轮比较难加工。

软件设计的思路是，采用模糊跟踪和同步跟踪

技术，再加上角度探测以保证放大镜随时保持焦点

达到最佳状态。所谓模糊跟踪，和《电子报》曾经介绍

过太阳能电池同步跟踪太阳的原理相同，基本原理

是按照一个平面是 180毅，再加工一个 180 个齿的齿

轮，一天按 10 个小时来计算，也就是 600 分钟转

180毅，这样不难算出约 3.3分钟转动一次齿轮，10 个

小时刚好是 180毅，但太阳能电池板只要对正太阳就

行了，精确度并不需要很高，而放大镜则是要把光能

聚焦到一个焦点，精确度就要很高了，否则放大镜就

不能聚焦而产生热能而失去作用，所以笔者认为这

个同步系统用到这个实验上只能算模糊跟踪系统，

还需要再加一个更加精确的同步跟踪系统才行，但

是这种设计上还不是很理想，如果再在这个软件系

统上再加上一个偏移角度检测就更加完美，为此笔

者做这个实验用了 4 路模数转换，再加上复杂的步

进电机驱动，基本上达到实验目的，但要完善而成为

产品，普通电子爱好者只能望而止步，既要涉及到精

密的机械加工和深厚的单片机编程，而后者大多数

电子爱好者基本上能编写，而前者只能期望有志设

计更理想的太阳能厂家来完成了,其框架如下图：

用放大镜来聚焦产生热量，其制作成本也非常低，

网上的小口径放大镜才 4 元多钱，用 30 多个放大镜

组成陈列才 120 多元，而产生热量肯定非常可观，可

以提供大量的热水供居家使用，和现在再好的真空

管太阳能热水器来对比，其优势将非常明显。可惜笔

者能力有限，无法制作出实用的透镜聚热太阳能，相

信有能力的厂家在不久的将来肯定能生产出这种产

品来造福百姓。 殷广西 罗才枝

一、电暖器的正

确使用

1.使用三线插头的

合格品

电暖器的电源必须

使用合格的、带地线的三孔插座，否则会有漏

电的危险。电暖器功率较大，不宜与大功率的

电器，以及电焊机、冲击钻等同时使用，否则

容易损坏电暖器。此外，插座不能位于电暖器

正上方，以防热量上升烧烫插座。

2.不能在取暖器上野晒冶衣物

每件取暖器的说明书上都明确标明：电暖

器上不能覆盖物品。电暖器表面温度较高，一

旦覆盖物品，热量不能及时散发，会造成烧机，

甚至更大的事故。特别是家有老人和小孩的用

户，老人对用电器的安全意识不强，早上为了

能让孩子穿上暖和的衣服，就将其覆盖在取暖

器上进行暖热，一旦忘记，则会出现事故！还有

的用户，将湿润的衣物覆盖在取暖器上直烤，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当然，如果使用的是油汀

或快热取暖器，不见“红”的取暖设备专设有晾

衣服架，则可晾晒衣物！

3.取暖器的放置要合理

在安装与摆放位置上，电暖器应放在不

易碰触的地方，远离可燃烧物，背面离墙应有

20厘米左右。如果将电取暖器放置在浴室中

供暖，更要特别小心。有些电暖器的确具有防

水功能，但是，电源插座如果在浴室内，还是

存在安全隐患。最好将电源插座安在浴室外，

而且电暖器的电线要有绝缘橡胶保护，并能

保证与机体的连接处 100%防水。

4.注意检测取暖器的保护措施

质量监督部门和消费者协会都郑重建

议，在选购电取暖器时，最好选择取得"ccc"
(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此外，应选购

没有明火、并带有过热保护装置的产品，因为

在冬季密闭较严的房间内，明火不但会消耗

室内氧气、污染环境，稍有不慎还可能发生烫

伤、火灾等事故。除此之外，要定期检查其保

护措施，如倒置是否断电，具有温控的取暖器

超温后是否得以控制等！有效的保护，才是安

全的保障！更有些电子爱好者，将其保护开关

短接，这是非常危险的！

5.随时加水袁保持空气湿润

电暖器工作时，表面温度较高，使室内空

气变得干燥，如果使用不当，会使人呼吸不畅，

浑身燥热，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对皮肤

的伤害。天冷时，人们喜欢紧靠着电暖器，有人

还喜欢把手、脚放在散热片上，这样很容易烫

伤。有些怕冷的人将电暖器直接对着身体吹，

虽然一时暖和，但若长时间如此，也会灼伤皮

肤。此外，医学专家特别指出，秋冬时节，天气

比较干冷，皮肤会渐渐失去表面油脂，保湿能

力较差，再加上使用电暖器后，室内环境更加

干燥，皮肤容易皲裂、瘙痒。因此，医生提醒，不

要太靠近电暖器，尤其不要让电暖器的出风口

直接贴着身体某个部位加热。

故此，虽然在平时湿润的空气环境中，

但在使用电暖器时一定要注意加水器内不能

空，如条件可以，则在使用电暖器时配用加湿

器，或放杯水等方式进行环境保湿！

6. 直热式取暖器正确使用事项

（1）应避免液体溅落到取暖器中，尤其是

石英管上，否则容易爆炸。

（2）.使用及收藏中避免灰尘及异物进入

取暖器，灰尘、异物将影响石英管发热效率，

降低反射罩反射效果。

（3）使用及收藏时，取暖器应水平放置，

防止变形。

7.电热油汀正确使用事项

（1）正确使用温控器：电热油汀正常工

作时，温控器不能调在最高挡，否则取暖器表

面工作温度接近 120毅C 时，温控器不易动

作，长时间高温工作，将使内部器件烧损老化

或保护性遭到破坏。

（2）正确使用功率开关：开始，室内温度

较低，可以打开两个开关，取暖器快速升温，

壳体表面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后温控器自动切

断电源，应选一个挡位功率工作，还可以节省

电能减轻电路负荷。

二、电暖气使用的注意事项

1.电源要求：插座不要位于电暖器正上

方，防止热量上升烧烫电源。选择插座时，要

选择优质大安培数的插座。由于取暖器的功

率大，使用不良品插座时，插头很可能与插座

接触不良，导致插座或插头处发热，很快烧坏

插座或插头！

2.充油式的油汀电暖器的摆放：充油式

电暖器一定要直立摆放使用，如果倒放、平放

或斜放，将使加热管露出油面，内部压力增

大，超过 0.2MPa，加热有可能产生过烧炸裂，

损坏加热管。

3.充油式的油汀电暖器使用时袁应注意保

持室内的密封性：电热油汀是以空气对流的形

式升高室内温度的，室内密封性好，就会升温

快，加热时间短，散热时间，从而节省电能。

4.晾晒衣物：小太阳等直烤类电暖器上

切记不能覆盖任何物品，油汀、快速取暖器等

设有专用烘衣架。但在使用时，一定要把水拧

干，避免水滴在电暖器的控制盒里造成危险

(防水型的除外)。
5.清洗电暖器：最好用软布蘸家用洗涤

剂或肥皂水进行擦洗，不能用汽油、甲苯等释

溶剂，以免外壳受损，影响美观或生锈。

6.浴室使用：将取暖器放入浴室取暖时，

尽量让取暖器壁挂或放置较高位置，避免浴

水溅入取暖器。另外在使用后，要即时拿出浴

室或洗浴后多通电加热一段时间，以消除取

暖器内的雾气，避免雾气损坏取暖器内部元

器件！

7.孕妇尧孩子少用直烤式电暖器和电热

毯：直烤式电暖器和电热毯的电磁辐射量较

高，孕妇、儿童最好谨慎使用。特别是电热毯

不适合铺在软床垫上，否则电热丝容易受到

抻拉，易断裂、漏电。电热毯适合在睡前开启，

睡觉时一定要关掉。如孩子有尿床习惯或老

人大小便不能自理，也最好不要用。

8.无人使用时袁一定要断电；室内无人

时，应关断电源，避免发生火灾。

殷广东 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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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北方地区正值供暖季，《地暖对人体的

六大危害》等文章又在微信朋友圈里流传，其中

地暖致癌、有害论已在网上流传多年，现在就让我们来见证一下。

一、地暖辐射会危害人体吗？

水暖供热就像使用热水袋；电暖供热的磁场非常弱，远达不到引

起人体疾病程度。

据了解，地暖学名叫“地板辐射供暖”，有电暖和水暖两类，目前

市面上大多采用水暖。水暖是将 35益~50益的热水（最高不超过

60益）通入铺设的供暖管中，热水透过管壁和其上铺设的多层垫材向

室内环境散热的供暖系统。电暖是在地下埋电缆线，相当于电热毯，

通过电流发热取暖。据暖气工作人员介绍，水暖加热的是水，就像使

用热水袋一样，不会对人体有害。

网帖说，地暖极有可能造成儿童患白血病、诱发癌症和加速癌细

胞增殖、影响生殖系统、导致儿童智力残缺、影响心血管系统、引发视

力下降和白内障等，其中多次提及“供暖辐射”一词。需要注意的是，

地暖中之所以有“辐射”的字眼出现是强调其主要传热方式是“辐射

传热”，与人们日常关注的辐射是不一样的。热辐射是一种很常见的

自然现象，包括人体体温的散热也是通过辐射散热，家里地暖的热辐

射并没有害处。

那么电暖呢？家中 220V 的电暖用电所引起的磁场是非常弱的，远

远达不到引起人体疾病的强度。电暖发热电缆有屏蔽措施，包括接地

镀锡铜丝和铝箔层两项。

电暖大都是采用 220V/50Hz 的工频电，一般不会产生有害辐射，

而且目前随着电灯电视电脑等的普及，家中的环境基本都处在 50Hz
的工频电范围内，电暖产生的辐射对人体不会产生危害。

二、管材地板经地暖升温后产生有害气体？

合格管材在规定水温范围内不会释放超标有害物质；冬季加热

的散发量接近夏季，没大幅增加。

尽管地暖本身不会产生危害，但还有网友担心，管材、地板等经

地暖“加热后会产生甲醛、甲苯、丁醛等有毒气体，诱发癌变”。对此，

地暖不应该背负“释放毒气”的“罪名”，合格的管材在规定的水温范

围内都不会释放超标有害物质。

地板温度升高确实可能导致地板黏合剂和油漆中的甲醛和苯等有

害物质加速逸出，但可以作如下定性分析：装有木地板和地暖的房间，

由于填充层（或空气层）的衰减，有人区域地板表层温度会处于 24益~
30益（依据 JGJ142—2004《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程》）；夏季时，地板表

层温度也处于这一范围。由此导致冬季辐射地板的污染物散发量可能

比较接近地板夏季的散发量，不会较其他采暖方式大幅增加；而已有大

量现场测试数据显示，夏季室内污染物浓度较冬季增加不超过 20%。

此外，在现在采用较多的非架空地暖中，管材之上还会铺设豆石混凝土

填充层，实现有效隔离，所以管材对室内环境无影响。

三、家中怎样减少有害气体？

购买合格家具，并勤开窗通风；铺地暖后，可通风、加热交替促有

害气体挥发。

广大居民担心的问题与使用的装修材料关系较大，即使没有地

板采暖，甲醛等有害气体仍然会作用于人体。

因此专家们认为，重要的在于购买正规合格的管材、地板和各种

家具产品，并注意通风。如使用劣质家具，其挥发的甲醛、油漆、稳定

剂等不良气体，日积月累可能引发心血管疾病，造成肝肾功能的损害

或者引发血液疾病，但只要购买的家具产品是经过国家质量检验合

格、符合国家标准的材料，则基本不必担心。

此外，不论房子新旧，只要住人就一定要勤开窗换气，天气冷也

不能例外。人体不适合长期待在有暖气的房屋内。

此外，加热挥发也是治理甲醛的一种方式，房子新铺设地暖后，

可先通风、加热交替一段时间让其加快挥发，然后再住人；日常可以

添置些绿植或活性炭等。地暖改造时，不建议居民擅自改动户内的供

热设施，更不建议自行改为地板采暖的形式，否则可能破坏已有管网

和供热系统，影响供热。 殷江西 谭明裕

地 暖 热 辐 射 到 底 有 没 有 害 处谁
对
谁
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