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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

应评估及实验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制作真空

绝热板：热封阻隔膜，把VIPs的芯材烘烤，将VIPs

的芯材装入阻隔膜中，放入真空包装装置封装；

2）、用导热系数测试仪，先测量其中一块VIPs的

导热系数，此时认为VIPs无限大；3）、测出VIPs的

拼接时的总的导热系数，进而求出特定线性导热

系数；4）、推导确定VIPs点导热系数的表达式；

5）、通过以上步骤2）、3）和4）确定VIPs的中心导

热系数、边界线性导热系数和点的导热系数表达

式，最终给出了VIPs有效导热系数的表达式，为

热桥效应的评估和计算提供了详细的表达式。通

过实验和理论分析的方法，计算出VIPs的边缘线

导热系数和点导热系数，为VIPs边缘热桥效应的

计算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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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根据测试要求，制作四块大小一样、厚度相同的真空绝热板：首先热封阻隔膜，然后

把真空绝热板VIPs的芯材进行烘烤，接着将真空绝热板VIPs的芯材装入热封好的阻隔膜

中，放入真空包装装置，抽真空封装；

2）、用导热系数测试仪，先测量其中一块真空绝热板VIPs的导热系数，此时可认为真空

绝热板VIPs无限大，没有发生边界热桥效应，这样的测得导热系数只有中心导热系数，根据

实验测得真空绝热板VIPs的导热系数；

3）、采用实验的方法，测出真空绝热板VIPs的拼接时的总的导热系数，然后根据第一步

的测出的中心导热系数，进而求出特定线性导热系数；

4）、通过实验我们测得了真空绝热板VIPs点导热系数的大小，最终通过推导，确定了真

空绝热板VIPs点导热系数的表达式；

5）、通过以上步骤2）、3）和4）确定真空绝热板VIPs的中心导热系数、边界线性导热系数

和点的导热系数表达式，最终给出了真空绝热板VIPs有效导热系数的表达式，为热桥效应

的评估和计算提供了详细的表达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真空绝热板的厚度规格为：500mm×500mm×2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真空绝热板VIPs的芯材烘烤温度120-150℃，烘烤时间为2小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烘烤采用加热板进行；所述阻隔膜为隔气结构膜（MF）；所述芯材为玻璃纤维复合芯材；所述

玻璃纤维复合芯材的外表面涂覆有吸气剂；所述真空绝热板的两端设置有隔气结构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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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真空绝热板（VIPs）在使用过程中，热量从热端向冷端传递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会产生热桥效应。国内外的很多专家也对热桥效应进行研究和分析。国外Glicksman  L  R采

用数学分析方法对VIPs热桥效应进行理论分析；Hubert  Schwab等对热桥效应建立了边缘

线性传输率的计算模型；国内，阚安康等人对热桥效应建立了边界热流传递数学模型；张婷

婷等人对热桥效应进行了数值分析。但是，目前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仅仅从理论上研究了

真空绝热板的边缘热桥效应，并没有定量，有规律的研究，而且也都只是一些模拟和数值分

析，并没有实验研究，而实验可以很好地证明我们的模拟和数值分析是否合理，对研究真空

绝热板的边缘热桥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方法尚未见

报道。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方法,

其为计算VIPs边缘热桥效应的具体方法，通过实验和理论分析的方法，计算出VIPs的边缘

线导热系数和点导热系数，为VIPs边缘热桥效应的计算提供了基础。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1）、根据测试要求，制作四块大小一样、厚度相同的真空绝热板：首先热封阻隔膜，然后

把真空绝热板VIPs的芯材进行烘烤，接着将真空绝热板VIPs的芯材装入热封好的阻隔膜

中，放入真空包装装置，抽真空封装；

2）、用导热系数测试仪，先测量其中一块真空绝热板VIPs的导热系数，此时可认为真空

绝热板VIPs无限大，没有发生边界热桥效应，这样的测得导热系数只有中心导热系数，根据

实验测得真空绝热板VIPs的导热系数；

3）、采用实验的方法，测出真空绝热板VIPs的拼接时的总的导热系数，然后根据第一步

的测出的中心导热系数，进而求出特定线性导热系数；

4）、通过实验我们测得了真空绝热板VIPs点导热系数的大小，最终通过推导，确定了真

空绝热板VIPs点导热系数的表达式；

5）、通过以上步骤2）、3）和4）确定真空绝热板VIPs的中心导热系数、边界线性导热系数

和点的导热系数表达式，最终给出了真空绝热板VIPs有效导热系数的表达式，为热桥效应

的评估和计算提供了详细的表达式。

[0005]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真空绝热板的厚度规格为：500mm×500mm×20mm。

[000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真空绝热板VIPs的芯材烘烤温度120-150℃，烘烤

时间为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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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烘烤采用加热板进行；所述阻隔膜为隔气结构膜

（MF）；所述芯材为玻璃纤维复合芯材；所述玻璃纤维复合芯材的外表面涂覆有吸气剂；所述

真空绝热板的两端设置有隔气结构封口。

[0008]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方法具有以下专利法意

义的有益效果：

1.方法简单：只需要测量四组导热系数，带入公式就可以计算边缘线性导热系数和边

缘点导热系数的数值；

2.结果较为准确：通过实验和计算推导相结合的方法，摒弃了传统数值模拟和真实情

况的误差，使结果更为准确

3.使用范围广：无论任何形状的VIPs都可以使用本专利的评估方法评估其边缘热桥效

应。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方法的加热板为

矩形时测量VIPs的中心导热系数示意图。

[0010] 图2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方法的加热板为

矩形时测量VIPs的中心导热系数和线导热系数示意图。

[0011] 图3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方法的加热板为

矩形时测量VIPs的中心导热系数、线导热系数和点导热系数示意图。

[0012] 图4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方法的加热板为

圆形时测量VIPs的中心导热系数示意图。

[0013] 图5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方法的加热板为

圆形时测量VIPs的中心导热系数和线导热系数示意图。

[0014] 图6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方法的加热板为

圆形时测量VIPs的中心导热系数、线导热系数和点导热系数示意图。

[0015] 图7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方法的真空绝热

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真空绝热板（VIPs）；2-加热板；3-隔气结构膜（MF）；4-玻璃纤维复合芯材；

5-吸气剂；6-隔气结构封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

方法做进一步更详细的说明：

实施例1

本实施例的真空绝热板边缘热桥效应评估及实验方法，请参看图1、图2、图3、图4、图5、

图6和图7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1）、根据测试要求，制作四块大小一样、厚度相同的真空绝热板1：首先热封阻隔膜，然

后把真空绝热板（VIPs）1的芯材进行烘烤，接着将真空绝热板（VIPs）1的芯材装入热封好的

阻隔膜中，放入真空包装装置，抽真空封装，此处的芯材为玻璃纤维复合芯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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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导热系数测试仪，先测量其中一块真空绝热板（VIPs）1的导热系数，此时可认为

真空绝热板（VIPs）1无限大，没有发生边界热桥效应，这样的测得导热系数只有中心导热系

数，根据实验测得真空绝热板（VIPs）1的导热系数；

3）、采用实验的方法，测出真空绝热板（VIPs）1的拼接时的总的导热系数，然后根据第

一步的测出的中心导热系数，进而求出特定线性导热系数；

4）、通过实验我们测得了真空绝热板（VIPs）1点导热系数的大小，最终通过推导，确定

了真空绝热板（VIPs）1点导热系数的表达式；

5）、通过以上步骤2）、3）和4）确定真空绝热板（VIPs）1的中心导热系数、边界线性导热

系数和点的导热系数表达式，最终给出了真空绝热板（VIPs）1有效导热系数的表达式，为热

桥效应的评估和计算提供了详细的表达式。

[0018] 所述真空绝热板（VIPs）1的厚度规格为：500mm×500mm×20mm。

[0019] 所述真空绝热板（VIPs）1的芯材烘烤温度120-150℃，烘烤时间为2小时。

[0020] 图中:1-真空绝热板（VIPs）；2-加热板；3-隔气结构膜（MF）；4-玻璃纤维复合芯材；

5-吸气剂；6-隔气结构封口。

[0021] 所述烘烤采用加热板2进行；所述阻隔膜为隔气结构膜（MF）3；所述芯材为玻璃纤

维复合芯材4；所述玻璃纤维复合芯材4的外表面涂覆有吸气剂5；所述真空绝热板的两端设

置有隔气结构封口6。隔气结构膜（MF）3和吸气剂5均为本技术领域常规材料。

[0022] 上述操作步骤中：

a、首先根据测试要求，制作四块大小一样、厚度相同（500mm×500mm×20mm）的真空绝

热板1。首先热封阻隔膜，然后把真空绝热板（VIPs）1的芯材置于120-150℃的高温中烘烤2

小时，最后把真空绝热板（VIPs）的芯材装入热封好的阻隔膜中，放入真空包装装置，进行最

后的抽真空封装。

[0023] b、用导热系数测试仪，先测量一块真空绝热板（VIPs）1的导热系数。测量的示意图

如图1所示。此时可认为真空绝热板（VIPs）1无限大，没有发生边界热桥效应，这样的测得导

热系数只有中心导热系数，根据实验可以很容易测得VIPs的导热系数。

[0024] c、为了研究VIPs的边界热桥效应，需要测量真空绝热板（VIPs）1边界的导热量以

及边界线性导热系数；由于线性导热系数不易直接测量，我们采用实验的方法，测出真空绝

热板（VIPs）1的拼接时的总的导热系数（如图2所示），然后根据第一步的测出的中心导热系

数，进而求出特定线性导热系数。

[0025] d、真空绝热板（VIPs）在使用过程中，棱角的导热系数也会对真空绝热板（VIPs）的

导热系数引起一个附加值，这些也会增加真空绝热板（VIPs）的导热系数。通过实验我们测

得了真空绝热板（VIPs）点导热系数的大小（如图3所示），最终通过推导，确定了真空绝热板

（VIPs）点导热系数的表达式。

[0026] e、通过以上2、3、4我们确定了真空绝热板（VIPs）的中心导热系数、边界线性导热

系数和点的导热系数表达式，最终给出了真空绝热板（VIPs）有效导热系数的表达式，为热

桥效应的评估和计算提供了详细的表达式。

[0027] 应当理解，这些实施例的用途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非意欲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此外，也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的技术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

种改动、修改和/或变型，所有的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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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范围之内。

[0028] 由技术常识可知，本发明可以通过其它的不脱离其精神实质或必要特征的实施方

案来实现。因此，上述公开的实施方案，就各方面而言，都只是举例说明，并不是仅有的。所

有在本发明范围内或在等同于本发明的范围内的改变均被本发明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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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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