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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包

括篷架和篷布，篷架包括立方体支撑骨架和固定

在支撑骨架上方的人字形篷顶架，篷布包裹在篷

架的外侧，篷布的前侧设置有入口，入口处设置

有门帘，篷布的前侧上部和后侧上部均设置有副

窗，篷布的左侧上部和右侧上部均设置有两个主

窗，篷布顶部的两个斜面上均设置有两个天窗，

篷顶架的下部设置有喷雾降温装置。本实用新型

通过在篷布上设置主窗、副窗和天窗，能够增强

帐篷内部的空气流通，便于帐篷内热空气的扩

散，同时在篷顶架的下部设置喷雾降温装置，提

高降温效率，解决了采用传统氟利昂压缩制冷空

调能耗太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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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其特征在于：包括篷架(1)和篷布(2)，所述篷架(1)包括立方

体支撑骨架(1-1)和固定在支撑骨架(1-1)上方的人字形篷顶架(1-2)，所述篷布(2)包裹在

篷架(1)的外侧，所述篷布(2)的前侧设置有入口，入口处设置有门帘(5)，所述篷布(2)的前

侧上部和后侧上部均设置有副窗(6)，所述篷布(2)的左侧上部和右侧上部均设置有两个主

窗(3)，所述篷布(2)顶部的两个斜面上均设置有两个天窗(4)，所述篷顶架(1-2)的下部设

置有喷雾降温装置。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篷布(2)包括顶部篷

布(2-1)和侧部篷布，所述顶部篷布(2-1)包裹在篷顶架(1-2)的上部，所述侧部篷布包括前

侧篷布(2-2)、左侧篷布(2-3)、后侧篷布(2-4)和右侧篷布(2-5)。

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前侧篷布(2-2)和后

侧篷布(2-4)结构和尺寸均相同，所述前侧篷布(2-2)和后侧篷布(2-4)分别可拆卸的安装

在篷架(1)的前、后两侧；所述左侧篷布(2-3)和右侧篷布(2-5)的结构和尺寸均相同，所述

左侧篷布(2-3)和右侧篷布(2-5)分别可拆卸的安装在支撑骨架(1-1)的左、右两侧。

4.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顶部篷布(2-1)的上

侧、左侧篷布(2-3)的外侧、以及后侧篷布(2-4)的外侧均设置有遮阳网。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篷布(2)的内侧设置

有防蚊网。

6.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其特征在于：位于所述篷布(2)前侧的

副窗(6)和位于篷布(2)后侧的副窗(6)呈对称布设，位于所述篷布(2)左侧的主窗(3)和位

于篷布(2)右侧的主窗(3)呈对称布设。

7.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其特征在于：位于所述篷布(2)前侧的

副窗(6)布设在入口的正上方。

8.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喷雾降温装置为沿着

篷顶架(1-2)下边沿设置的一圈喷雾管(7)。

9.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篷布(2)为加厚防水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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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户外设施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

背景技术

[0002] 帐篷作为一种简易的临时性建筑，能在野外环境下隔离出相对安全独立的空间，

供人员进行休息和居住。目前国内帐篷一般由篷架和篷布组成，内部由合金撑杆搭接或卡

索连接，形成帐篷“骨架”，外部由牛津布或防水帆布覆盖，形成围护结构而隔离内外空间。

[0003] 近年来，随着帐篷、板房等“临时性建筑”的广泛应用和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

关于帐篷的研究设计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发展，不少新型帐篷、专业帐篷应运而生。但由

于帐篷的围护结构比较简单，轻薄，通常无法保障帐篷内的舒适性。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一是受环境温度影响大，室内温度随着室外的温度变化而变化，随着阳光直射，室内

温度迅速升高，夏季顶棚下的温度甚至会超过50度；晚上环境温度降低，室内温度也随之降

低，在晴朗的天气，甚至出现“冷室效应”，如此大的温差变化会给居住人员造成很强的不适

感。二是受环境湿度影响大，野外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复杂多变，潮湿的空气很容易“渗透”

薄薄的篷布进入室内，加之许多帐篷没有加设地布，地面潮气也增加了室内湿度，人体在这

样的环境中很难得到良好的休息。

[0004] 由于帐篷大多搭设在野外，电力供给非常有限，因此，帐篷一般采用被动式降温除

湿的理念进行设计，在被动式节能设计中应顺应自然界的阳光、风力、气温、湿度等自然原

理，尽量不依赖常规能源的消耗，以改善和创造舒适的建筑环境。目前，一般通过在帐篷外

部刷有涂层来实现防雨防晒效果，也有的帐篷内部加设衬布和地布等。但是，由于帐篷特殊

的结构特点，其围护结构的热阻性和热惰性较小，目前采用常规的被动式降温除湿方法后，

使得帐篷内部的通风和降温除湿效果不显著。因此，如何通过节能的方式优化帐篷内的湿

热环境，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被动

式降温帐篷，其通过在篷布上设置主窗、副窗和天窗，能够增强帐篷内部的空气流通，便于

帐篷内热空气的扩散，同时在篷顶架的下部设置喷雾降温装置，提高降温效率，解决了采用

传统氟利昂压缩制冷空调能耗太高的问题。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其特

征在于：包括篷架和篷布，所述篷架包括立方体支撑骨架和固定在支撑骨架上方的人字形

篷顶架，所述篷布包裹在篷架的外侧，所述篷布的前侧设置有入口，入口处设置有门帘，所

述篷布的前侧上部和后侧上部均设置有副窗，所述篷布的左侧上部和右侧上部均设置有两

个主窗，所述篷布顶部的两个斜面上均设置有两个天窗，所述篷顶架的下部设置有喷雾降

温装置。

[0007] 上述的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篷布包括顶部篷布和侧部篷布，所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9556499 U

3



述顶部篷布包裹在篷顶架的上部，所述侧部篷布包括前侧篷布、左侧篷布、后侧篷布和右侧

篷布。

[0008] 上述的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前侧篷布和后侧篷布结构和尺寸

均相同，所述前侧篷布和后侧篷布分别可拆卸的安装在篷架的前、后两侧；所述左侧篷布和

右侧篷布的结构和尺寸均相同，所述左侧篷布和右侧篷布分别可拆卸的安装在支撑骨架的

左、右两侧。

[0009] 上述的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顶部篷布的上侧、左侧篷布的外

侧、以及后侧篷布的外侧均设置有遮阳网。

[0010] 上述的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篷布的内侧设置有防蚊网。

[0011] 上述的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其特征在于：位于所述篷布前侧的副窗和位于篷布

后侧的副窗呈对称布设，位于所述篷布左侧的主窗和位于篷布右侧的主窗呈对称布设。

[0012] 上述的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其特征在于：位于所述篷布前侧的副窗布设在入口

的正上方。

[0013] 上述的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喷雾降温装置为沿着篷顶架下边

沿设置的一圈喷雾管。

[0014] 上述的一种被动式降温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篷布为加厚防水布。

[0015]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16] 1、本实用新型通过在篷布的前侧和后侧均设置副窗，并在篷布的左侧上部和右侧

上部均设置两个主窗，能够增强帐篷内部的空气流通，进而起到降低帐篷内部温度的效果。

[0017] 2、本实用新型通过在篷布顶部的两个斜面上均设置两个天窗，有助于帐篷内的热

空气从天窗流出，进而提高帐篷内部的降温效率。

[0018] 3、本实用新型通过在篷顶架的下部设置喷雾降温装置，当开窗通风不足以降低帐

篷内温度的情况下，可以将篷布的四周均拆卸掉，然后启动喷雾降温装置向帐篷内喷洒水

雾，便于帐篷内的热气扩散，解决了采用传统氟利昂压缩制冷空调能耗太高的问题。

[0019]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通过在篷布上设置主窗、副窗和天窗，能够增强帐篷内部的

空气流通，便于帐篷内热空气的扩散，同时在篷顶架的下部设置喷雾降温装置，提高降温效

率，解决了采用传统氟利昂压缩制冷空调能耗太高的问题。

[0020] 下面通过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图1的左视图。

[0023] 图3为图1的后视图。

[0024] 图4为本实用新型篷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标记说明:

[0026] 1—篷架；           1-1—支撑骨架；       1-2—篷顶架；

[0027] 2—篷布；           2-1—顶部篷布；       2-2—前侧篷布；

[0028] 2-3—左侧篷布；     2-4—后侧篷布；       2-5—右侧篷布；

[0029] 3—主窗；           4—天窗；             5—门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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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6—副窗；           7—喷雾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如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包括篷架1和篷布2，所述篷架1包括立方体

支撑骨架1-1和固定在支撑骨架1-1上方的人字形篷顶架1-2，所述篷布2包裹在篷架1的外

侧，所述篷布2的前侧设置有入口，入口处设置有门帘5，所述篷布2的前侧上部和后侧上部

均设置有副窗6，所述篷布2的左侧上部和右侧上部均设置有两个主窗3，所述篷布2顶部的

两个斜面上均设置有两个天窗4，所述篷顶架1-2的下部设置有喷雾降温装置。

[0032] 实际使用时，通过在篷布2的前侧和后侧均设置一个副窗6，能够增强帐篷内部前

后方向的空气流通，通过在篷布2的左侧上部和右侧上部均设置有两个主窗3，能够增强帐

篷内部前后方向的空气流通，进而起到降低帐篷内部温度的效果。

[0033]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在所述篷布2顶部的两个斜面上均设置有两个天窗4，并在篷

顶架1-2的下部设置有用于控制天窗4开合的拉绳，当帐篷内部温度较高时，可拉动拉绳打

开天窗4，有助于帐篷内的热空气从天窗4流出，进而达到降低帐篷内部温度的效果。

[0034] 特别的，通过在篷顶架1-2的下部设置有喷雾降温装置，当开窗通风不足以降低帐

篷内温度的情况下，可以将篷布2的四周拆卸掉，然后启动喷雾降温装置向帐篷内喷洒水

雾，便于帐篷内的热气扩散，解决了采用传统氟利昂压缩制冷空调能耗太高的问题。

[0035] 本实施例中，帐篷内部的地面上设置有地布，能够实现防刺及防水的效果，由于户

外一般地面上潮气比较大，在帐篷内部架设地布，能够阻挡地面上的潮气扩散到帐篷里，防

止帐篷内部过于闷热。

[0036] 本实施例中，所述篷布2包括顶部篷布2-1和侧部篷布，所述顶部篷布2-1包裹在篷

顶架1-2的上部，所述侧部篷布包括前侧篷布2-2、左侧篷布2-3、后侧篷布2-4和右侧篷布2-

5。

[0037] 实际使用时，所述顶部篷布2-1通过绑带绑扎在篷顶架1-2上，所述前侧篷布2-2和

后侧篷布2-4通过绑带绑扎在篷顶架1-2和支撑骨架1-1上，所述左侧篷布2-3和右侧篷布2-

5通过绑带绑扎在支撑骨架1-1上。

[0038] 本实施例中，所述前侧篷布2-2和后侧篷布2-4结构和尺寸均相同，所述前侧篷布

2-2和后侧篷布2-4分别可拆卸的安装在篷架1的前、后两侧；所述左侧篷布2-3和右侧篷布

2-5的结构和尺寸均相同，所述左侧篷布2-3和右侧篷布2-5分别可拆卸的安装在支撑骨架

1-1的左、右两侧。

[0039] 实际使用时，所述前侧篷布2-2和后侧篷布2-4均由一个三角形篷布和矩形篷布上

下连接而成，所述左侧篷布2-3和右侧篷布2-5均为矩形。

[0040] 需要说明的是，当需要启动喷雾降温装置向帐篷内喷洒水雾时，需要将前侧篷布

2-2、左侧篷布2-3、后侧篷布2-4和右侧篷布2-5均拆卸掉。

[0041] 本实施例中，所述顶部篷布2-1的上侧、左侧篷布2-3的外侧、以及后侧篷布2-4的

外侧均设置有遮阳网。

[0042] 实际使用时，通过在顶部篷布2-1的上侧、左侧篷布2-3的外侧、以及后侧篷布2-4

的外侧均设置有遮阳网，在进行帐篷的搭设时，可以将左侧篷布2-3朝南设置，并将后侧篷

布2-4朝西设置，能有效阻挡阳光直射，避免帐篷内温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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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特别的，当需要使用喷雾降温装置进行喷雾降温时，可以先拆卸掉左侧篷布2-3的

外侧和后侧篷布2-4的外侧的遮阳网，然后将前侧篷布2-2、左侧篷布2-3、后侧篷布2-4和右

侧篷布2-5逐个拆除，最后，在左侧篷布2-3和后侧篷布2-4的安装位置处重新绑扎遮阳网。

[0044] 本实施例中，所述篷布2的内侧设置有防蚊网。

[0045] 实际使用时，所述防蚊网通过绑带绑扎在篷布2内侧，当天气炎热情况下，需要去

掉前侧篷布2-2、左侧篷布2-3、后侧篷布2-4和右侧篷布2-5对帐篷周围的遮挡作用时，防蚊

网的设置可以避免蚊虫飞入帐篷内部，进而能够优化帐篷内部环境。

[0046] 本实施例中，位于所述篷布2前侧的副窗6和位于篷布2后侧的副窗6呈对称布设，

位于所述篷布2左侧的主窗3和位于篷布2右侧的主窗3呈对称布设。

[0047] 实际使用时，通过将帐篷前后两侧的副窗6对称设置，帐篷左右两侧的主窗3对称

设置，能够实现对流，进而有助于帐篷内部的空气流通，最大限度的降低帐篷内部温度。

[0048] 需要说明的是，所述副窗6和主窗3上均设置有窗帘，所述副窗6和主窗3的上部均

设置有绑带，所述窗帘与篷布2材料相同，进行通风时，可以将窗帘向上卷起用绑带绑扎在

顶部，便于使用。

[0049] 本实施例中，位于所述篷布2前侧的副窗6布设在入口的正上方。

[0050] 如图4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喷雾降温装置为沿着篷顶架1-2下边沿设置的一圈

喷雾管7。

[0051] 实际使用时，通过在篷顶架1-2的下边沿设置一圈带孔的喷雾管7，并在帐篷外配

备一个小型水泵和储水罐，便于向帐篷内部喷洒水雾达到降低帐篷内部温度的效果。对室

外大气环境而言，由于喷雾降温以水为制冷剂，对大气无污染。对帐篷内空气环境而言，由

于喷雾降温采用全新风，大大改善帐篷室内空气品质。

[0052] 需要说明的是，在使用喷雾管7喷洒水雾进行降温时，必须将篷布2四周的遮挡物

去掉，即拆卸掉前侧篷布2-2、左侧篷布2-3、后侧篷布2-4和右侧篷布2-5，能够保证帐篷内

部通风良好。

[0053] 本实施例中，所述篷布2为加厚防水布。

[0054] 实际使用时，所述篷布2由外篷布、内篷布和夹在外篷布与内篷布之间的保温层组

成，所述外篷布材料为涤纶草绿防水帆布，所述内篷布的材料涤纶阻燃白平布，所述保温层

材料为化纤针刺毡。

[0055]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限制，凡是根

据本实用新型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变更以及等效结构变化，均仍

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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