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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光伏外墙装饰节能

复合板，从上至下依次包括背衬层、保温层、饰面

层及光电转换层，相邻的两层结构之间设有粘结

层，背衬层用于与基层墙体连接，光电转换层包

括可收卷的薄膜太阳能电池片或不可收卷的太

阳能电池板。本实用新型取得的有益效果：结构

简单；背衬层与基层墙体通过简单粘锚结合或挂

板式安装连接，安装方便，减少繁杂的安装工序

对成品造成的破坏，尤其避免光电转换层造成损

伤；安装连接后饰面层位于外侧，对外墙的装置

性强；保温层能保证建筑的保温性好，满足建筑

外墙装饰和保温的需求；光电转换层的面积大，

光电转换效率高，将清洁的光能转换为室内所需

消耗的电能，每年可节省30％的建筑耗能，绿色

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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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其特征在于，从上至下依次包括背衬层(1)、保温层

(2)、饰面层(3)及光电转换层(4)，相邻的两层结构之间设有粘结层，所述背衬层(1)用于与

基层墙体连接，所述光电转换层(4)包括可收卷的薄膜太阳能电池片或不可收卷的太阳能

电池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饰面层(3)为金

属薄板，所述金属薄板包括彩涂钢板、镀锌钢板、热镀铝锌钢板、钛镁合金板或铝板中的其

中一种板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层(2)包括

矿棉、岩棉、玻璃棉、气凝胶毡、聚氨酯硬质泡沫塑料及其改性产品、酚醛树脂硬质泡沫塑

料、膨胀聚苯板、挤塑聚苯板、橡塑海绵、发泡水泥保温材料、泡沫玻璃、泡沫混凝土、陶粒混

凝土、玻化微珠、膨胀珍珠岩或陶瓷纤维芯材中的至少一种保温材料或所述保温层(2)为真

空绝热板。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层(2)的厚

度在60‑70mm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背衬层(1)为铝

挂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背衬层(1)为水

泥板。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粘结层为改性聚

氨酯。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光伏外

墙装饰节能复合板沿长度方向的一侧设有凸起结构(5)，所述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沿

长度方向的另一侧设有凹槽结构(6)，所述凸起结构(5)与所述凹槽结构(6)相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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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光伏应用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人们已经将视线放到如何更好的在生活生产中利用太阳能电池来提供清洁

能源，其中光伏建筑一体化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太阳电池玻璃幕墙不仅可以发电，而且

作为建筑的外墙装饰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光伏建筑一体化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太阳能

光伏发电系统的安装不能破坏已有建筑造型，不能破坏装饰性墙面的艺术风格，不能造成

结构的重新返工，因此，具有柔韧变形能力和弱光发电性能的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墙面构

造系统成为建筑墙面构造的不二选择，光伏建筑一体化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0003] CN208594683U公开了一种光伏建筑一体化的预制外墙板，包括墙板预制件，作为

安装件，将所述光伏建筑一体化的预制外墙板安装道建筑物上；光伏板构建，内设有光伏组

件，用以吸收太光能发电；及连接件，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墙板预制件，另一端连接于所述

光伏板构建，从而使得所述光伏板构建通过所述连接件固定与所述墙板预制件上，当所述

光伏建筑一体化的预制外墙板安装于建筑物上时，所述光伏板构建朝向建筑外，虽然该光

伏建筑一体化的预制外墙板实现了太阳能的利用，有利于节能环保，但是结构复杂，而且装

饰性差。

[0004] CN110323296A公开了一种具有光伏功能的装配式建筑外墙结构，包括基层墙体、

预埋金属框架、保温层和光伏组件，所述基层墙体由混凝土浇筑制成，所述预埋金属框架呈

平行设置并部分埋入所述基层墙体中；所述光伏组件布设在相邻两所述预埋金属框架之

间，且与所述基层墙体之间形成有空隙夹层，所述空隙夹层中填充有发泡水泥用作所述保

温层，虽然能满足外墙面阳光资源进行光伏发电的要求，有一定装饰性，但是由于该装配式

建筑外墙结构的光伏组件及保温层不是一体化的一体板，需要分步式装配施工，工序繁多，

施工效率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

板，其包括背衬层、保温层、饰面层、光电转换层及设置在相邻两层结构之间的粘结层，该光

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具有结构简单、安装方便、装饰性强、保温性好、发电性好、绿色节能

的优点。

[0006] 为实现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从上至下依次包括背衬层、保温层、饰面层及光电

转换层，相邻的两层结构之间设有粘结层，所述背衬层用于与基层墙体连接，所述光电转换

层包括可收卷的薄膜太阳能电池片或不可收卷的太阳能电池板。

[0008] 作为优选，所述饰面层为金属薄板，所述金属薄板包括彩涂钢板、镀锌钢板、热镀

铝锌钢板、钛镁合金板或铝板中的其中一种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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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作为优选，所述保温层包括矿棉、岩棉、玻璃棉、气凝胶毡、聚氨酯硬质泡沫塑料及

其改性产品、酚醛树脂硬质泡沫塑料、膨胀聚苯板、挤塑聚苯板、橡塑海绵、发泡水泥保温材

料、泡沫玻璃、泡沫混凝土、陶粒混凝土、玻化微珠、膨胀珍珠岩或陶瓷纤维芯材中的至少一

种保温材料或所述保温层为真空绝热板。

[0010] 作为优选，所述保温层的厚度在60‑70mm之间。

[0011] 作为优选，所述背衬层为铝挂板。

[0012] 作为优选，所述背衬层为水泥板。

[0013] 作为优选，所述粘结层为改性聚氨酯。

[0014] 作为优选，所述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沿长度方向的一侧设有凸起结构，所述

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沿长度方向的另一侧设有凹槽结构，所述凸起结构与所述凹槽结

构相适配。

[0015]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取得了有益的技术效果：

[0016] 将所述背衬层、所述保温层、所述饰面层及所述光伏转换层复合成一体的光伏外

墙装饰节能复合板，结构简单，所述背衬层与基层墙体通过简单粘锚结合安装连接或挂板

式安装连接，安装方便，减少了繁杂的安装工序而对成品造成的破坏，尤其避免了对光电转

换层造成损伤，所述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与基层墙体连接后，所述饰面层位于外侧，对

外墙的装饰性强，而且所述保温层保证建筑的保温性好，满足建筑外墙面装饰和保温的需

求，所述光电转换层的面积大，光电转换效率高，将清洁的光能转换为室内所需消耗的电

能，每年可节省30％的建筑耗能，绿色节能。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的断面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在图1中A部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19] 其中，各附图标记所指代的技术特征如下：

[0020] 1、背衬层；2、保温层；3、饰面层；4、光电转换层；5、凸起结构；6、凹槽结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

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范围并不局限于下述具体实施

例。

[0022] 实施例1：

[0023] 参考图1‑2，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从上至下依次包括背

衬层1、保温层2、饰面层3及光电转换层4，相邻的两层结构之间设有粘结层，即背衬层1与保

温层2、保温层2与饰面层3、饰面层3与光电转换层4之间均设有粘结层，粘结层为改性聚氨

酯，通过改性聚氨酯在线发泡热压复合技术将相邻两层结构紧固连接在一起，使得背衬层

1、保温层2、饰面层3及光电转换层4复合成一体的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背衬层1用于

与基层墙体连接，本实施例中，背衬层1为铝挂板，在基层墙体上设有支架，铝挂板可以通过

挂板式与基层墙体安装连接，从而使得光伏外墙装置节能复合板与基层墙体安装连接，光

电转换层4包括可收卷的薄膜太阳能电池片或不可收卷的太阳能电池板，且薄膜太阳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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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片或太阳能电池板与建筑外部的蓄电存储设备电连接，薄膜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电池板

将光能转换成的电能存蓄在蓄电存储设备中，供建筑用能终端使用。

[0024] 进一步的，饰面层3为金属薄板，金属薄板包括彩涂钢板、镀锌钢板、热镀铝锌钢

板、钛镁合金板或铝板中的其中一种板材，使得饰面层3对外墙的装饰性强。

[0025] 保温层2包括矿棉、岩棉、玻璃棉、气凝胶毡、聚氨酯硬质泡沫塑料及其改性产品、

酚醛树脂硬质泡沫塑料、膨胀聚苯板、挤塑聚苯板、橡塑海绵、发泡水泥保温材料、泡沫玻

璃、泡沫混凝土、陶粒混凝土、玻化微珠、膨胀珍珠岩或陶瓷纤维芯材中的至少一种保温材

料或保温层2为真空绝热板，且保温层2的厚度在60‑70mm之间，保证建筑的保温性好。

[0026] 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沿高度方向的两侧均为平板状，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

板沿长度方向的一侧设有凸起结构5，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沿长度方向的另一侧设有

凹槽结构6，凸起结构5与凹槽结构6相适配，凸起结构5可嵌入相邻的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

合板的凹槽结构6内，提高安装后的稳定性。

[0027] 实施例2：

[0028] 参考图1‑2，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从上至下依次包括背

衬层1、保温层2、饰面层3及光电转换层4，相邻的两层结构之间设有粘结层，即背衬层1与保

温层2、保温层2与饰面层3、饰面层3与光电转换层4之间均设有粘结层，粘结层为改性聚氨

酯，通过改性聚氨酯在线发泡热压复合技术将相邻两层结构紧固连接在一起，使得背衬层

1、保温层2、饰面层3及光电转换层4复合成一体的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背衬层1用于

与基层墙体连接，本实施例中，背衬层1为水泥板，水泥板与基层墙体通过简单的粘锚结合

进行安装连接，从而使得光伏外墙装置节能复合板与基层墙体安装连接，光电转换层4包括

可收卷的薄膜太阳能电池片或不可收卷的太阳能电池板，且薄膜太阳能电池片或太阳能电

池板与建筑外部的蓄电存储设备电连接，薄膜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电池板将光能转换成的

电能存蓄在蓄电存储设备中，供建筑用能终端使用。

[0029] 进一步的，饰面层3为金属薄板，金属薄板包括彩涂钢板、镀锌钢板、热镀铝锌钢

板、钛镁合金板或铝板中的其中一种板材，使得饰面层3对外墙的装饰性强。

[0030] 保温层2包括矿棉、岩棉、玻璃棉、气凝胶毡、聚氨酯硬质泡沫塑料及其改性产品、

酚醛树脂硬质泡沫塑料、膨胀聚苯板、挤塑聚苯板、橡塑海绵、发泡水泥保温材料、泡沫玻

璃、泡沫混凝土、陶粒混凝土、玻化微珠、膨胀珍珠岩或陶瓷纤维芯材中的至少一种保温材

料或保温层2为真空绝热板，且保温层2的厚度在60‑70mm之间，保证建筑的保温性好。

[0031] 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沿高度方向的两侧均为平板状，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

板沿长度方向的一侧设有凸起结构5，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沿长度方向的另一侧设有

凹槽结构6，凸起结构5与凹槽结构6相适配，凸起结构5可嵌入相邻的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

合板的凹槽结构6内，提高安装后的稳定性。

[0032] 将背衬层1、保温层2、饰面层3及光伏转换层复合成一体的光伏外墙装饰节能复合

板，结构简单，背衬层1与基层墙体通过简单粘锚结合安装连接或挂板式安装连接，安装方

便，减少了繁杂安装工序而对成品造成的破坏，尤其避免了对光电转换层4造成损伤，光伏

外墙装饰节能复合板与基层墙体连接后，饰面层3位于外侧，对外墙的装饰性强，而且保温

层2保证建筑的保温性好，满足建筑外墙面装饰和保温的需求，光电转换层4的面积大，光电

转换效率高，将清洁的光能转换为室内所需消耗的电能，每年可节省30％的建筑耗能，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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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

[0033] 根据上述说明书的揭示和教导，本实用新型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还可以对上述实

施方式进行变更和修改。因此，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面揭示和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

实用新型的一些修改和变更也应当落入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此外，尽管

本说明书中使用了一些特定的术语，但这些术语只是为了方便说明，并不对实用新型构成

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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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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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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