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009577.2

(22)申请日 2017.01.0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83712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6.13

(73)专利权人 东北石油大学

地址 163000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技术开

发区发展路199号

(72)发明人 李栋　王迪　刘昌宇　齐晗兵　

刘晓燕　吴国忠　

(74)专利代理机构 大庆禹奥专利事务所 23208

代理人 朱士文　杨晓梅

(51)Int.Cl.

E06B 7/02(2006.01)

E06B 3/66(2006.01)

H02J 7/35(2006.01)

F24F 7/013(2006.01)

B01D 46/1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1991416 U,2011.09.28,全文.

CN 203808788 U,2014.09.03,全文.

CN 106285394 A,2017.01.01,全文.

EP 1674648 A1,2006.06.28,全文.

JP 5076126 B1,2012.09.07,全文.

KR 20150070508 A,2015.06.25,全文.

审查员 刘新鹏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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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冬季时控型聚光光伏电

热耦合通风系统的换气窗，包括窗体组件、聚光

光伏电池板（5）、风口挡板（13）、控制装置、驱动

装置、进风加热组件和降噪过滤通道箱（12），窗

体组件包括一体式窗框（1）、窗扇（2）及两侧的中

空玻璃，两块玻璃之间形成保温通风流道（3），一

体式窗框（1）的内腔中安装控制装置和驱动装

置，控制装置包括光伏控制器（14）和蓄电池

（15），驱动装置包括伺服电机组、同步传动轴

（18）、同步带（19）、转动轴（4）和固定轴承座

（20），进风加热组件包括进风通道箱（11）和相变

热管—电热管互补式散热器。本发明将光伏电池

的电能与余热充分利用，同时实现定时控制通风

换气和加热新风，以解决窗户的通风效果与室内

保温效果不能兼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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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冬季时控型聚光光伏电热耦合通风系统的换气窗，其特征在于:包括窗体组件、

聚光光伏电池板(5)、风口挡板(13)、控制装置、驱动装置、进风加热组件和降噪过滤通道箱

(12) ,窗体组件包括一体式窗框(1)、窗扇(2)及两侧的中空玻璃，两块玻璃之间形成保温通

风流道(3)，一体式窗框(1)的内腔中安装控制装置和驱动装置，控制装置包括光伏控制器

(14)和蓄电池(15)，通过导线(17)向各用电部件输电，驱动装置包括步进电机组、同步传动

轴(18)、同步带(19)、转动轴(4)及安装在一体式窗框两侧内腔的固定轴承座(20)，聚光光

伏电池板(5)与进风加热组件连接一体安装在室外侧窗扇(2)下部，风口挡板(13)与降噪过

滤通道箱(12)连接一体安装在室内侧窗扇(2)上部，聚光光伏电池板(5)和风口挡板(13)的

两侧边缘上部各安装转动轴(4)，由驱动装置提供动力在控制装置的时控模式下进行转动，

进风加热组件包括进风通道箱(11)和相变热管—电热管互补式散热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冬季时控型聚光光伏电热耦合通风系统的换气窗，其特

征在于:聚光光伏电池板(5)的针肋背板(5-3)在进风加热组件一侧具有针肋结构以强化散

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冬季时控型聚光光伏电热耦合通风系统的换气窗，其特

征在于:聚光光伏电池板(5)的边框(5-6)室外侧的下侧及左右侧设有遮光板卡槽(5-7)插

放遮光挡板，用于夏季停止光伏电池的运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冬季时控型聚光光伏电热耦合通风系统的换气窗，其特

征在于：聚光光伏电池板(5)外表层采用超白钢化真空玻璃(5-4)，聚光光伏电池板(5)的边

框(5-6)采用绝热绝缘材质，形成闭合保温结构，使光伏电池发电而伴随产生的热量只能沿

着针肋背板(5-3)向进风加热组件传递。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冬季时控型聚光光伏电热耦合通风系统的换气窗，其特

征在于：进风加热组件包括安装在光伏电池板边框(5-6)的进风通道箱(11)和位于其内部

与聚光光伏电池板的针肋背板(5-3)紧密贴合的相变热管—电热管互补式散热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冬季时控型聚光光伏电热耦合通风系统的换气窗，其特

征在于：相变热管-电热管互补式散热器由铝嵌合热管散热片(6)、扣具(7)、基座一体化U型

相变热管(8)、电热管(9)和方形翅片(10)组成。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冬季时控型聚光光伏电热耦合通风系统的换气窗，其特

征在于：基座一体化U型相变热管(8)相变热管与纯铜的基座为一体化铸造，纯铜的基座内

部填充相变介质。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冬季时控型聚光光伏电热耦合通风系统的换气窗，其特

征在于:电热管(9)平行布置在基座一体化U型相变热管(8)之间，贯穿于方形翅片(10)，当

遇到太阳辐射强度不足，光伏余热不足以加热新风时，将由蓄电池向电热管供电，补偿送风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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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冬季时控型聚光光伏电热耦合通风系统的换气窗

所属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太阳能光伏与建筑一体化，具体涉及一种冬季时控型聚光光伏电热耦

合通风系统的换气窗。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地发展，人们对于居住环境的关注点逐渐趋向于追求健康、舒

适的品质。在冬季窗户长时间处于关闭状态，室内空气缺乏流通将会变得污浊，从而影响人

体健康，就需要打开窗户通风换气，而窗户打开，随着低温空气的流入，不仅会增大室内供

暖负荷，造成更大地能源消耗，同时影响舒适性，而且如果空气中夹杂灰尘和污染物仍会影

响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尤其在北方农村地区，由于取暖方式多为传统式独户供暖，例如火

炕、火炉等。这些取暖方式设备简陋、造价低廉，存在燃烧率低、向空气中散发大量的污染物

质如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和可吸入颗粒物的问题，加之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如室内吸烟，以

及通风排烟措施的缺乏，导致室内空气品质不佳，严重危害居民健康。因此，在冬季要提高

室内空气质量及改善居住环境就需要良好的通风换气技术。

[0003] 开窗通风是最简单、有效地利用自然通风对室内空气进行调节的方式，但是其缺

点很明显，由于冬季室内、外温差很大，不仅会使体感温度下降，舒适性难以保证，同时造成

供暖负荷增加，能暖消耗增大，而且受雾霾、雨雪等恶劣天气的限制。

[0004] 新风系统是一种高效、环保的通风换气技术，在大型建筑及工业厂区中使用普遍，

但是其初期投资成本过高，尤其对于大多数普通住宅居民其推广仍然存在问题。

[0005] 通风换气窗即通过窗户上设置开口，替代传统的开启方式，将室外新风引入室内，

其成本低廉、结构简单、安装方便，适用于广大普通住宅用户。根据送风的动力不同，分为自

然通风窗，机械通风窗和混合动力通风窗。自然通风窗主要利用“烟囱效应”原理，将室外新

风送入室内，无需安装风机，不用消费高品位电能，且无噪声，符合当今节能减排理，但它有

送风量波动大，受室外条件限制大的缺陷。机械送风窗是利用风机提高风压，将室外空气抽

引至室内，虽然消耗电能，但有稳定、可控的送风量。混合动力送风窗兼有自然通风和机械

通风的一种送风方式。在自然动力满足要求时采用自然动力送风，自然动力不满足时，开启

风机送风，在保证稳定送风量的前提下使能耗最低。

[0006] 经过专利检索，中国专利授权公告号CN204850978U，实用新型名称为：一种太阳能

发电换气窗，该换气窗在窗框上亮子部位安装换气扇，窗扇内采用双层中空玻璃，太阳能玻

璃内嵌于双层中空玻璃之间，可以将光能转化为电能提供给换气扇，节省了电能的消耗。然

而其并未考虑冬季使用时，冷风大量的进入室内将会导致室内供暖负荷增加不利于节能且

舒适性下降，同时完全透明的太阳能玻璃仍处于开发阶段。

[0007] 经过专利检索，中国专利授权公告号CN201605952U，实用新型名称为：可清洗式太

阳能空调换气窗，该换气窗利用太阳对中间层玻璃上涂抹的吸热材料加热，将热量传递到

玻璃夹层内的空气，实现不开窗即可换气加热。其缺陷是换气口开启的方式是通过手动抽

拉换气玻璃片，位于室内侧的上换气玻璃片在操作起来由于高度原因造成不便，同时，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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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空气的方式是利用吸热材料吸收太阳辐射，不仅效率低而且受天气因素限制。

[0008] 经过专利检索，中国专利授权公告号CN201605952U，实用新型名称为：一种太阳能

通风换气窗户，该换气窗在窗扇关闭状态下，利用太阳能光伏板驱动直流电风机，直流电风

机旋转导流空气从进气入口吸入，经空气滤芯过滤后和超导管热交换器换热后，流经进气

通道进入导风室，经导风室直流电风机增压后从进气出口进入到室内，室内的被污染空气

被从排气入口经排气通道，达到窗扇关闭就能通风换气的目的。该换气窗的光伏电池板位

于窗体上部，如果产生的余热不能有效消除，将会导致光伏电池转换率下降，缩短电池寿

命。

[0009] 为保证冬季不开窗即可通风换气，同时，满足室内供暖负荷不会大幅增加，将光伏

电池板输出的电能与产生的余热充分利用起来，以解决冬季窗户的通风换气与室内保温效

果不能兼容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基于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冬季时控型聚光光伏电热

耦合通风系统的换气窗，通过光伏电池提供电能及光伏控制器定时控制，实现在窗户关闭

状态下仍可进行通风换气，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同时利用热管技术将光伏电池的余热和蓄

电池储存电能的电流热效应来提高送风温度，保证在通风换气的过程中不会增大采暖负

荷。

[0011]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冬季时控型光伏电热耦合通风

系统的换气窗，包括窗体组件、聚光光伏电池板、风口挡板、控制装置、驱动装置、进风加热

组件和降噪过滤通道箱箱，窗体组件包括一体式窗框、窗扇及镶嵌在窗扇内的室内侧中空

玻璃和室外侧中空玻璃；聚光光伏电池板安装在室外侧中空玻璃下部的窗扇内，风口挡板

安装在在室内侧中空玻璃上部的窗扇内，二者两侧边缘上部均连接转动轴，由驱动装置调

节转动；进风加热组件包括进风加热通道箱和相变热管—电热管互补式散热器，相变热

管—电热管互补式加热器位于进风加热通道箱的内部并贴合在光伏电池板的针肋背板，进

风加热通道箱安装在光伏电池板的边框上，进风通道箱的进风口安装防尘过滤网，出风口

安装小型轴流风扇；降噪过滤通道箱由壳体、PM2.5空气过滤网及铺设在降噪过滤通道箱内

壁的梯度吸音棉组成，降噪过滤通道箱安装在风口挡板的背面侧，其上、下壳体板面开设进

风口和出风口。

[0012] 所述的一体式窗框与窗扇均采用PVC型材，一体式窗框下部内腔布置光伏控制器

和蓄电池，较上部内腔空间大，左右内腔靠近墙体侧的本体安装固定轴承，室内侧窗框下部

开设光伏控制器监测窗口。

[0013] 所述的窗扇镶嵌在一体式窗框洞口，室外侧的窗扇为固定窗扇，室内侧窗扇为可

开启窗扇，采用铰链与窗框铰接，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执手窗锁打开室内侧窗扇对玻

璃清洗等。

[0014] 所述的控制装置包括光伏控制器和蓄电池，光伏控制器除具有防止蓄电池过充电

和过放电，防止光伏电池、蓄电池极性接反，防止短路及温度补偿等基本功能，还设置其负

载模式为时控模式。

[0015] 所述的驱动装置包括伺服电机、伺服电机驱动器、转动轴与伺服电机连接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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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轴、同步带、固定轴承座。伺服电机工作时驱动同步传动轴，同步传动轴安装两个同步

齿轮，两个转动轴各安装一个同步轮，同步传动轴依靠同步带的啮合向两个转动轴传递动

力，带动聚光光伏电池板和风口挡板及与二者各装接在一起的进风加热组件和降噪过滤通

道箱转动。固定轴承座安装在窗框的左右内腔中用于支撑转动轴和同步传动轴。

[0016] 所述的聚光光伏电池板由太阳能电池片、旁通二极管、针肋背板、超白钢化真空玻

璃、EVA密封层、边框、遮光板卡槽、独立式复合抛物面聚光器及导线构成。独立式复合抛物

面聚光器的出射口与每一片太阳能电池片吻合，使每个光伏电池片都配置与之单独使用的

聚光器。聚光光伏电池板吸收太阳辐射产生电能通过导线输送到蓄电池中储存起来。边框

采用绝热绝缘材料，与超白钢化真空玻璃形成闭合保温结构，使得太阳能电池片产生的热

量只能沿着针肋背板方向传递。室外侧的下边框及左右边框设有遮光板卡槽插放遮光挡

板，用于夏季停止光伏电池的运行。

[0017] 所述的进风加热组件包括相变热管-电热管互补式散热器和进风通道箱，相变热

管-电热管互补式加热器由若干铝嵌合热管散热片、若干扣具、若干基座一体化U型相变热

管、若干电热管、方形翅片组成。基座一体化U型相变热管的冷凝段上下平行贯穿方形翅片，

电热管平行于基座一体化U型相变热管之间，基座一体化U型相变热管和电热管与方形翅片

的结合处采用回流焊工艺，方形翅片上安装温控开关，当光伏余热不足以加热新风时，将由

蓄电池向电热管供电，补偿送风温度。铝嵌合热管散热片由铝散热片和热管构成，铝嵌合热

管散热片扣压在基座一体化U型相变热管的纯铜基座上，二者通过螺栓加固，接缝处涂抹导

热硅脂紧密结合，基座一体化U型相变热管的纯铜基座与光伏电池板的针肋背板接触面涂

抹导热硅脂，铝嵌合热管散热片与光伏电池板针肋背板通过扣具和螺栓固定。进风通道箱

的进风口安装防尘过滤网，出风口安装小型轴流风扇。

[0018] 所述的降噪过滤通道箱安装在风口挡板的背面侧，壳体的上、下面板各开设出风

口和出风口，靠近室内侧的壳体面板可进行拆卸，方便平时清理。降噪过滤通道箱的壳体内

部安装PM2.5空气过滤网，壳体内壁铺设梯度吸音棉。风口挡板连同降噪过滤通道箱开启

时，室外新风经进风通道箱和室内外侧玻璃板之间的通风流道，通过降噪过滤通道箱的吸

音和净化作用后进入室内。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1)利用聚光光伏电池板发电驱动进风通道箱和降噪过滤

通道箱的转动，由光伏控制器进行定时控制，从而实现进风口和出风口的启闭，不消耗高品

位的市电，节约能源；(2)聚光光伏电池发电的同时温度快速升高，将达到60℃-80℃，导致

光伏电池的转化率下降，安装在光伏电池板针肋背板的相变热管-电热管互补式散热器通

过相变热管利用其产生的光热可以加热新风，当遇到阴天等太阳辐射强度不足的天气时，

相变热管停止工作，将由蓄电池向电热管提供电能加热新风，提高冬季进入室内冷风的送

风温度，减轻室内供暖负荷，不仅节能而且有利于保证光伏电池始终处于最佳工作温度下

运行；(3)光伏电池板的绝热材料边框和超白钢化真空玻璃不仅对光伏电池起到保护作用，

同时形成闭合的保温结构，使得光伏电池产生的热流只能沿着导热系数较低的针肋背板传

递，进而强化相变热管的作用，有利于提高送风温度；(4)降噪过滤通道箱的内壁布设梯度

吸音棉，通道内安装PM2.5空气过滤网，保证进入室内的空气清洁无污染；(5)室内侧窗扇为

可开启式，便于用户日常的清理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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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剖面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主视图，a为室外侧主视图，b为室内侧主视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控制装置和驱动装置系统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的聚光光伏电池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的相变热管-电热管互补式散热器与聚光光伏电池板的装配示意图；

[0026] 图6为铝嵌合热管散热片与基座一体化相变热管的装配图；

[0027] 图7为基座一体化相变热管和电热管与方形翅片的装配图；

[0028] 图8为本发明的进风通道箱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9为本发明的降噪过滤通道箱的剖面图；

[0030] 其中：1.一体式窗框，2.窗扇，2-1.执手窗锁，2-2.铰链，3.保温通风流道，3-1.室

内侧中空玻璃，3-2.室外侧中空玻璃，4.转动轴，5.聚光光伏电池板，5-1.太阳能电池片，5-

2.旁通二极管，5-3.针肋针肋背板，5-4.超白钢化真空玻璃，5-5.EVA密封层，5-6.边框，5-

7.遮光板卡槽，5-8.独立式复合抛物面聚光器，6.铝嵌合热管散热片，7.扣具，8.基座一体

化U型相变热管，9.电热管，10.方形翅片，11.进风通道箱，11-1.进风通道箱进风口，11-2.

进风通道箱出风口，11-3.防尘过滤网，11-4.小型轴流风扇，12.降噪过滤通道箱，12-1.降

噪过滤通道箱进风口，12-2.降噪过滤通道箱出风口，12-3.PM2.5空气过滤网，12-4.梯度吸

音棉，13.风口挡板，14.光伏控制器，15.蓄电池，16-1 .伺服电机，16-2.伺服电机驱动器，

17.导线，18.同步传动轴，19.同步带，20.固定轴承座，21.光伏控制器监视窗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地详细阐述。附图均为简化的示

意图用以说明本发明的基本结构、关键部件和主要用途，因此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0032] 一种如图1-图9所示的冬季时控型光伏电热耦合通风系统的换气窗由窗体组件、

聚光光伏电池板5、风口挡板13、控制装置、驱动装置、进风加热组件和降噪过滤通道箱12构

成，各部分拼装固定形成一个整体。

[0033] 如图2和图3所示，窗体组件的主体结构为PVC材型的一体式窗框1，室外侧窗扇2固

定安装在一体式窗框1的洞口，室内侧窗扇2通过铰链2-2与一体式窗框1铰接安装，并装配

执手窗锁2-1。室内侧中空玻璃3-1与室外侧中空玻璃3-2分别镶嵌在窗扇2内，窗体组件包

括一体式窗框(1)、窗扇(2)及两侧的中空玻璃，中空玻璃包括室内侧中空玻璃3-1和室外侧

中空玻璃3-2，两块玻璃(室内侧中空玻璃3-1和室外侧中空玻璃3-2)之间形成保温通风流

道(3)。室外侧的窗扇2下部安装光伏电池板5，其接触部位需加装密封条，光伏电池板边框

5-6两侧边缘的上端连接转动轴4，穿过窗扇2，由安装在一体式窗框1左右内腔的固定轴承

座20支撑。室内侧的窗扇2上部安装风口挡板13，其接触部位需加装密封条，风口挡板13的

两侧边缘的上端连接转动轴4，穿过窗扇2，由安装在一体式窗框1左右内腔的固定轴承座20

支撑。

[0034] 如图4所示，聚光光伏电池板5由从室外侧到室内侧依次拼压的超白钢化真空玻璃

5-4，独立式复合抛物面聚光器5-8，EVA密封层5-5，单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5-1与旁通二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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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5-2，EVA密封层5-5，针肋背板5-3，围绕在外周的边框5-6及导线17构成。独立式复合抛物

面聚光器5-8的出光口与每一片太阳能电池片5-1吻合，其入光口与超白钢化真空玻璃5-4

接触。超白钢化真空玻璃5-4与采用绝热绝缘材质的边框5-6形成闭合保温结构，使光伏电

池发电产生的热量只能沿着低热阻的针肋针肋背板5-3向相变热管-电热管互补式散热器

传递。光伏电池板5产生的电流通过导线17输送到控制装置，储存在蓄电池15。聚光光伏电

池板5的长度应与室外侧中空玻璃3-2的宽度一致，太阳能电池片5-1的尺寸与拼装密度应

当与独立式复合抛物面聚光器5-8相适应，进而决定聚光光伏电池板5的高度范围，应当遵

循既要保证窗户的采光性又要满足光伏电池的光电光热联用的原则。由于本发明不采用聚

光跟踪系统，并主要用在冬季，因此聚光光伏电池板5的工作角度与独立式复合抛物面聚光

器的设计参数应按照用户所处地区不同灵活考虑。

[0035] 如图2所示，风口挡板13与窗扇2接触的边缘应加装密封条，其厚度应与室内侧中

空玻璃3-1的厚度一致，长度应与室内侧中空玻璃3-1的宽度一致，高度应设计在50mm-80mm

之间，高度过大影响窗户的采光性及美观，过小将导致进风量不足。

[0036] 如图3所示，由光伏控制器14和蓄电池15组成的控制系装置布置在一体式窗框1的

下部内腔中，控制装置通过导线17将电流输送到各个用电部件。光伏控制器14的负载模式

设置为时控模式。

[0037] 如图3所示，伺服电机16-1、伺服电机驱动器16-2以及与伺服电机16-1连接的同步

传动轴18布置在一体式窗框1下部内腔中，转动轴4穿透窗扇2在一体式窗框1左右侧内腔中

与固定轴承座20连接。与聚光光伏电池板5和风口挡板13相连接的转动轴4分别与同步传动

轴18共面平行布置，转动轴4各套接一个同步轮，同步传动轴18套接两个同步轮，同步传动

轴18通过两条同步带19分别向聚光光伏电池板5和风口挡板13传递动力进行转动。同步带

19与同步轮啮合的轮齿应采用高精度的全弧形齿型。

[0038] 如图5、图6、图7和图8所示，进风通道箱11安装在聚光光伏电池板的边框5-6上，二

者接缝处需加装密封条，进风通道箱进风口11-1安装防尘过滤网11-3，进风通道箱出风口

11-2安装小型轴流风扇11-4，进风通道箱出风口11-2的开设数目一般在4—6个。相变热管-

电热管互补式散热器位于进风通道箱11的壳体内部，由若干铝嵌合热管散热片6、若干扣具

7、若干基座一体化U型相变热管8、若干电热管9和方形翅片10组成，铝嵌合热管散热片6由

铝热片和相变热管构成，铝嵌合热管散热片6扣压在基座一体化U型相变热管8的纯铜基座

上，二者通过螺栓加固，接缝处涂抹导热硅脂紧密结合，基座一体化U型相变热管8的纯铜基

座按压在聚光光伏电池板针肋背板5-3上，二者接触面需涂抹导热硅脂，四个扣具7通过螺

栓一端分别与铝嵌合热管散热片6的四个角固定，另一端分别固定在聚光光伏电池板边框

5-6。基座一体化U型相变热管8的冷凝段上下平行贯穿方形翅片10，电热管9平行布置在基

座一体化U型相变热管8之间，基座一体化U型相变热管8和电热管9与方形翅片10的结合处

需采用回流焊工艺焊接，方形翅片10的长度与进风通道箱11的壳体内腔长度一致。

[0039] 如图9所示，降噪过滤通道箱12通过螺栓固定在风口挡板13背面的，PM2.5空气过

滤网12-3安装在降噪过滤通道箱12壳体内部，降噪过滤通道箱12的壳体内壁上黏贴剃度吸

音棉12-4。降噪过滤通道箱12的上、下面板分别开设出风口12-2和进风口12-1，其靠近室内

侧的壳体面板应设计为可拆卸式，便于日常清理维护。

[0040] 如图1所示，处于工作状态下的进风通道箱11的底部边缘与窗扇的接触部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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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性良好，使得室外新风只能通过进风通道箱进风口11-1进入保温通风流道3。同样，降

噪过滤通道箱12的底部边缘与窗扇的接触部位要求也密封性良好，使得经过加热的新风只

能通过降噪过滤通道箱进风口12-1进入室内。

[0041] 根据资料显明，冬季开窗通风最佳时段为9:00—11:00和13:00—16：00。为了充分

利用聚光光伏电池的光电和光热，可将通风换气时段设置在9:00—15:00；当遇到阴天、雨

雪等太阳光照不足的天气时，由蓄电池对电热管提供电能，利用电热对进风加热。考虑到冬

季极端天气，可对转动机构采取防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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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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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11

CN 106837121 B

11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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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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