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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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55015.8

(22)申请日 2019.03.0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76446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5.17

(73)专利权人 南华大学

地址 421001 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常胜西

路28号

(72)发明人 谢东　巫洋茜　王汉青　何宗武　

(74)专利代理机构 衡阳市科航专利事务所 

43101

代理人 邹小强

(51)Int.Cl.

F24F 7/013(2006.01)

F24F 12/00(2006.01)

F24F 11/65(2018.01)

F24F 11/72(2018.01)

F24F 13/28(2006.01)

F24F 13/30(2006.01)

审查员 陈晓露

 

(54)发明名称

基于双层玻璃幕墙的新风系统及控制方法

(57)摘要

基于双层玻璃幕墙的新风系统及控制方法，

新风系统包括外层玻璃幕墙、内层玻璃幕墙和将

两层幕墙进行固定的龙骨，还包括热管式换热

器、室外进风扇、三通电磁阀、室内排风扇、通风

导管、新风机、室外排风扇、蓄电池、光伏控制器、

电源切换装置、外接电源及控制系统。热管式换

热器安装在外层、内层玻璃幕墙形成的空气夹层

内，室外进风扇、室内排风扇及新风机分别与热

管式换热器通过管道连接，热管式换热器、室外

进风扇、三通电磁阀、室内排风扇、新风机及室外

排风扇均与控制系统电连接。本发明在不同季节

采用不同的新风调节方式，通过热管式换热器对

进入室内空气或室内排出空气进行预处理，使室

内新风进行预热，从而降低新风负荷，实现建筑

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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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双层玻璃幕墙的新风系统，所述双层玻璃幕墙包括外层玻璃幕墙、内层玻璃幕

墙和龙骨，龙骨与楼层板固定连接，外层玻璃幕墙和内层玻璃幕墙固定安装在龙骨上，外层

玻璃幕墙、内层玻璃幕墙及两端的隔墙形成封闭的空气夹层，其特征是：空气夹层内的外层

玻璃幕墙上设有电动遮阳百叶，内层玻璃幕墙上设有开启扇；

所述的新风系统还包括热管式换热器、带空气过滤器的室外进风扇、三通电磁阀、带空

气过滤器的室内排风扇、通风导管、新风机、带防护网的室外排风扇、蓄电池、光伏控制器、

电源切换装置、外接电源及控制系统；

所述的热管式换热器设于空气夹层内的地面上，用于对空气进行预处理，热管式换热

器采用吸液芯式热管换热器，热管式换热器上设有四个接口，分别为室外进风口、新风出

口、室内空气进风口及换热器排风口，新风出口内设有第一排风扇，换热器排风口内设有第

二排风扇；

所述的室外进风扇安装在空气夹层内隔墙的下端，并与大气相通，室外进风扇通过管

道与三通电磁阀的进气端连接，三通电磁阀的第一出气端通过管道与热管式换热器的室外

进风口连接，三通电磁阀的第二出气端通过管道与通风导管连接，通风导管的另一端连通

空气夹层；

所述的室内排风扇安装在内层玻璃幕墙上，并通过管道与热管式换热器的室内空气进

风口连接，通过室内排风扇将室内空气引入热管式换热器；

所述的新风机设于建筑物的室内单元内，新风机的进风口通过管道与热管式换热器的

新风出口连接，通过新风出口内的第一排风扇将热管式换热器处理之后的新风通过新风机

送至室内单元内；

所述的室外排风扇安装在空气夹层内隔墙的上端，并与大气相通，通过室外排风扇将

空气夹层内的空气排入大气；

所述的蓄电池及光伏控制器安装在空气夹层内，通过光伏控制器将外层玻璃幕墙吸收

的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储存到蓄电池，为新风系统提供电源，当蓄电池的电量不足时，电源切

换装置切换到由外接电源供电；

所述热管式换热器、室外进风扇、三通电磁阀、室内排风扇、新风机、室外排风扇、开启

扇及电动遮阳百叶均与控制系统电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双层玻璃幕墙的新风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外层玻璃幕墙为

光伏玻璃，通过光电转化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并储存到蓄电池中以供系统用电设备使用，所

述内层玻璃幕墙为Low-E中空玻璃幕墙。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双层玻璃幕墙的新风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控制系统包括

STM单片机芯片和控制面板，STM单片机芯片与控制面板电连接。

4.采用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新风系统为室内提供新风的方法，其特征是：包括

如下步骤：

用户通过控制面板选择该新风系统工作的模式包括过渡季节模式、夏季模式及冬季模

式；

A、当新风系统工作的模式为过渡季节模式时，通过控制面板打开内层玻璃幕墙上的开

启扇，启动室外进风扇，同时，STM单片机芯片控制三通电磁阀的第二出气端打开，第一出气

端关闭，室外进风扇将外部环境中的空气通过通风导管抽入空气夹层内，并通过打开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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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扇进入室内单元内；

B、当新风系统工作的模式为夏季模式时，通过控制面板关闭内层玻璃幕墙上的开启

扇，同时，通过控制面板操作STM单片机芯片进行以下控制：

B-1、调整电动遮阳百叶角度使百叶平行外层玻璃幕墙以降低太阳对空气夹层的辐射；

B-2、控制热管式换热器、室外进风扇、室内排风扇、新风机及室外排风扇工作，并将三

通电磁阀的第一出气端打开、第二出气端关闭，外部环境中的空气通过室外进风扇并经室

外进风扇内的过滤器过滤后进入热管式换热器，经过热管式换热器底部的蒸发端进行换

热，降温后的新风通过新风出口内的第一排风扇送入新风机，然后进入室内单元内，同时，

室内的空气通过室内排风扇进入热管式换热器，并经过热管式换热器上部的冷凝端进行换

热，然后通过热管式换热器排风口内的第二排风扇排入空气夹层中，再通过室外排风扇排

入外部环境，从而形成外部环境、空气夹层和室内单元之间的空气循环回路，在此空气循环

过程中，室内排出的空气与空气夹层中的空气发生对流换热，有效降低玻璃幕墙表面温度；

C、当新风系统工作的模式为冬季模式时，通过控制面板关闭内层玻璃幕墙上的开启

扇，同时，通过控制面板操作STM单片机芯片进行以下控制：

C-1、调整电动遮阳百叶角度使百叶垂直外层玻璃幕墙，从而太阳辐射直射入空气夹层

内；

C-2、控制热管式换热器、室外进风扇、室内排风扇、新风机及室外排风扇工作，并将三

通电磁阀的第一出气端打开、第二出气端关闭，外部环境中的空气通过室外进风扇并经室

外进风扇内的过滤器过滤后进入热管式换热器，由于冬季室内空气温度高于室外空气温

度，根据吸液芯热管式换热器的工作原理，热管式换热器的底部变为冷凝端，上部变为蒸发

端，进入热管式换热器的外部环境中的空气经过热管式换热器底部的冷凝端进行换热，加

热后的新风通过新风出口内的第一排风扇送入新风机，然后进入室内单元内，同时，室内的

空气通过室内排风扇进入热管式换热器，并经过热管式换热器上部的蒸发端进行换热，然

后通过热管式换热器排风口内的第二排风扇排入空气夹层中，再通过室外排风扇排入外部

环境，从而形成外部环境、空气夹层和室内单元之间的空气循环回路，在此空气循环过程

中，热管式换热器对进入的外部环境中的空气进行预热处理，降低了新风的负荷，且通过太

阳辐射和室内排出的空气升高幕墙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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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层玻璃幕墙的新风系统及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绿色建筑领域，特别是一种基于双层玻璃幕墙的新风系统及采用该新

风系统为室内提供新风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高层建筑数目逐渐增多，能源消耗问题也日益凸显。建筑幕

墙作为建筑节能的主体，既要满足人们采光、通风、立面美观等基本需求，还要满足保温、隔

热、隔声等舒适度要求。

[0003] 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现代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使得雾霾现象等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被污染的室外空气中往往带有影响人类健康的颗粒物等，而现有的双层幕墙的送风系统应

用于现代建筑物中存在明显缺陷：1）送风系统使用中央空调换气效果不明显，空调耗能很

大，并且由于中央空调的静压问题，远距离输送空气无法实现有组织的流通。2）仅依靠自然

通风无法对空气进行过滤，同时也无法控制空气的风量以及风速，难以实现换气控制，通风

性能差。因而现有的双层幕墙的送风系统在使用过程中热量损失高，节能效果不佳。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不足而提供一种基于双层玻璃幕墙的新风

系统及采用该新风系统为室内提供新风的方法，通过热管式换热器对外部环境进入的空气

或室内排出的空气进行预处理，使室内新风在进入室内前先进行热交换，解决新风负荷高，

节能效果不佳的问题。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基于双层玻璃幕墙的新风系统，所述双层玻璃幕墙包括外

层玻璃幕墙、内层玻璃幕墙和龙骨，龙骨与楼层板固定连接，外层玻璃幕墙和内层玻璃幕墙

固定安装在龙骨上，外层玻璃幕墙、内层玻璃幕墙及两端的隔墙形成封闭的空气夹层，空气

夹层内的外层玻璃幕墙上设有电动遮阳百叶，内层玻璃幕墙上设有开启扇。

[0006] 所述外层玻璃幕墙为光伏玻璃，通过光电转化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并储存到蓄电池

中以供系统用电设备使用，所述内层玻璃幕墙为Low-E中空玻璃幕墙。

[0007] 所述的新风系统还包括热管式换热器、带空气过滤器的室外进风扇、三通电磁阀、

带空气过滤器的室内排风扇、通风导管、新风机、带防护网的室外排风扇、蓄电池、光伏控制

器、电源切换装置、外接电源及控制系统。

[0008] 所述的热管式换热器设于空气夹层内的地面上，用于对空气进行预处理，热管式

换热器采用吸液芯式热管换热器，热管式换热器上设有四个接口，分别为室外进风口、新风

出口、室内空气进风口及换热器排风口，新风出口内设有第一排风扇，换热器排风口内设有

第二排风扇。

[0009] 所述的室外进风扇安装在空气夹层内隔墙的下端，并与大气相通，通风导管安装

在空气夹层内隔墙的下端，一端与大气相通，一端与空气夹层相通，室外进风扇通过管道与

三通电磁阀的进气端连接，三通电磁阀的第一出气端通过管道与热管式换热器的室外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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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连接，三通电磁阀的第二出气端通过管道与通风导管连接。

[0010] 所述的室内排风扇安装在内层玻璃幕墙上，并通过管道与热管式换热器的室内空

气进风口连接，通过室内排风扇将室内空气引入热管式换热器。

[0011] 所述的新风机设于建筑物的室内单元内，新风机的进风口通过管道与热管式换热

器的新风出口连接，通过新风出口内的第一排风扇将热管式换热器处理之后的新风通过新

风机送至室内单元内。

[0012] 所述的室外排风扇安装在空气夹层内隔墙的上端，并与大气相通，通过室外排风

扇将空气夹层内的空气排入大气。

[0013] 所述的蓄电池及光伏控制器安装在空气夹层内，通过光伏控制器将外层玻璃幕墙

吸收的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储存到蓄电池，为新风系统提供电源。

[0014] 当蓄电池的电量不足时，电源切换装置切换到由外接电源供电。例如，用户能够设

置当蓄电池的电量仅剩10%时为电量不足，此时控制系统控制电源组件中的电源切换装置

切换到由外接电源对新风系统进行供电。

[0015] 所述热管式换热器、室外进风扇、三通电磁阀、室内排风扇、新风机、室外排风扇、

开启扇及电动遮阳百叶均与控制系统电连接。

[0016] 所述控制系统包括STM单片机芯片和控制面板，STM单片机芯片与控制面板电连

接。

[0017] 采用上述的新风系统为室内提供新风的方法，其具体步骤如下：

[0018] 用户通过控制面板选择该新风系统工作的模式包括过渡季节模式、夏季模式及冬

季模式。

[0019] A、当新风系统工作的模式为过渡季节模式时，通过控制面板打开内层玻璃幕墙上

的开启扇，启动室外进风扇，同时，STM单片机芯片控制三通电磁阀的第二出气端打开，第一

出气端关闭，室外进风扇将外部环境中的空气通过通风导管抽入空气夹层内，并通过打开

的开启扇进入室内单元内。

[0020] B、当新风系统工作的模式为夏季模式时，通过控制面板关闭内层玻璃幕墙上的开

启扇，同时，通过控制面板操作STM单片机芯片进行以下控制：

[0021] B-1、调整电动遮阳百叶角度使百叶平行外层玻璃幕墙以降低太阳对空气夹层的

辐射；

[0022] B-2、控制热管式换热器、室外进风扇、室内排风扇、新风机及室外排风扇工作，并

将三通电磁阀的第一出气端打开、第二出气端关闭，外部环境中的空气通过室外进风扇并

经室外进风扇内的过滤器过滤后进入热管式换热器，经过热管式换热器底部的蒸发端进行

换热，降温后的新风通过新风出口内的第一排风扇送入新风机，然后进入室内单元内，同

时，室内的空气通过室内排风扇进入热管式换热器，并经过热管式换热器上部的冷凝端进

行换热，然后通过热管式换热器排风口内的第二排风扇排入空气夹层中，再通过室外排风

扇排入外部环境，从而形成外部环境、空气夹层和室内单元之间的空气循环回路，在此空气

循环过程中，室内排出的空气与空气夹层中的空气发生对流换热，有效降低玻璃幕墙表面

温度。

[0023] C、当新风系统工作的模式为冬季模式时，通过控制面板关闭内层玻璃幕墙上的开

启扇，同时，通过控制面板操作STM单片机芯片进行以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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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C-1、调整电动遮阳百叶角度使百叶垂直外层玻璃幕墙，从而太阳辐射直射入空气

夹层内；

[0025] C-2、控制热管式换热器、室外进风扇、室内排风扇、新风机及室外排风扇工作，并

将三通电磁阀的第一出气端打开、第二出气端关闭，外部环境中的空气通过室外进风扇并

经室外进风扇内的过滤器过滤后进入热管式换热器，由于冬季室内空气温度高于室外空气

温度，根据吸液芯热管式换热器的工作原理，热管式换热器的底部变为冷凝端，上部变为蒸

发端，进入热管式换热器的外部环境中的空气经过热管式换热器底部的冷凝端进行换热，

加热后的新风通过新风出口内的第一排风扇送入新风机，然后进入室内单元内，同时，室内

的空气通过室内排风扇进入热管式换热器，并经过热管式换热器上部的蒸发端进行换热，

然后通过热管式换热器排风口内的第二排风扇排入空气夹层中，再通过室外排风扇排入外

部环境，从而形成外部环境、空气夹层和室内单元之间的空气循环回路，在此空气循环过程

中，热管式换热器对进入的外部环境中的空气进行预热处理，降低了新风的负荷，且通过太

阳辐射和室内排出的空气升高幕墙温度。

[002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0027] 1、本发明提供的基于双层玻璃幕墙的新风系统能够通过控制系统控制新风系统

在不同的季节工作在不同的状态，并利用过滤装置过滤空气中的颗粒物，保证新风的洁净

度，从而避免在新风机中安装过滤装置。

[0028] 2、进入新风机中的空气由热管式换热器进行预处理，降低了室内的新风负荷。

[0029] 3、通过光伏玻璃将光能转化为电能供系统使用，且电动遮阳百叶的角度能够根据

需要进行调节以适应不同的季节；另外在过渡季节里，仅通过风扇的导流与开启扇相结合

直接把过滤后的空气送至室内，不仅大大的节约了能源，而且提高了空气的流通性和舒适

性，有利于人身体健康。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详细结构作进一步描述。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为本发明的控制原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实施例、基于双层玻璃幕墙的新风系统，所述双层玻璃幕墙包括外层玻璃幕墙1、

内层玻璃幕墙2和龙骨（图中未示出），龙骨与楼层板固定连接，外层玻璃幕墙1和内层玻璃

幕墙2固定安装在龙骨上，外层玻璃幕墙1、内层玻璃幕墙2及两端的隔墙形成封闭的空气夹

层14，空气夹层14内的外层玻璃幕墙1上设有电动遮阳百叶13，内层玻璃幕墙2上设有开启

扇12。

[0034] 所述外层玻璃幕墙1为光伏玻璃，通过光电转化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并储存到蓄电

池10中以供系统用电设备使用，所述内层玻璃幕墙2为Low-E中空玻璃幕墙。

[0035] 所述的新风系统还包括热管式换热器3、带空气过滤器的室外进风扇4、三通电磁

阀5、带空气过滤器的室内排风扇6、通风导管7、新风机8、带防护网的室外排风扇9、蓄电池

10、光伏控制器11、电源切换装置（图中未示出）、外接电源（图中未示出）及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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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所述的热管式换热器3设于空气夹层14内的地面上，用于对空气进行预处理，热管

式换热器3采用吸液芯式热管换热器，热管式换热器3上设有四个接口，分别为室外进风口

3-1、新风出口3-2、室内空气进风口3-3及换热器排风口3-4，新风出口3-2内设有第一排风

扇3-2-1，换热器排风口3-4内设有第二排风扇3-4-1。

[0037] 所述的室外进风扇4安装在空气夹层14内隔墙的下端，并与大气相通，通风导管7

安装在空气夹层14内隔墙的下端，一端与大气相通，一端与空气夹层14相通，室外进风扇4

通过管道与三通电磁阀5的进气端连接，三通电磁阀5的第一出气端通过管道与热管式换热

器3的室外进风口3-1连接，三通电磁阀5的第二出气端通过管道与通风导管7连接。

[0038] 所述的室内排风扇6安装在内层玻璃幕墙2上，并通过管道与热管式换热器3的室

内空气进风口3-3连接，通过室内排风扇6将室内空气引入热管式换热器3。

[0039] 所述的新风机8设于建筑物的室内单元15内，新风机8的进风口通过管道与热管式

换热器3的新风出口3-2连接，通过新风出口3-2内的第一排风扇3-2-1将热管式换热器3处

理之后的新风通过新风机8送至室内单元15内。

[0040] 所述的室外排风扇9安装在空气夹层14内隔墙的上端，并与大气相通，通过室外排

风扇9将空气夹层14内的空气排入大气。

[0041] 所述的蓄电池10及光伏控制器11安装在空气夹层14内，通过光伏控制器11将外层

玻璃幕墙1吸收的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储存到蓄电池10，为新风系统提供电源。

[0042] 当蓄电池10的电量不足时，电源切换装置切换到由外接电源供电。例如，用户能够

设置当蓄电池10的电量仅剩10%时为电量不足，此时控制系统控制电源组件中的电源切换

装置切换到由外接电源对新风系统进行供电。

[0043] 所述热管式换热器3、室外进风扇4、三通电磁阀5、室内排风扇6、新风机8、室外排

风扇9、开启扇12及电动遮阳百叶13均与控制系统电连接。

[0044] 所述控制系统包括STM单片机芯片和控制面板，STM单片机芯片与控制面板电连

接。

[0045] 采用上述的新风系统为室内提供新风的方法，其具体步骤如下：

[0046] 用户通过控制面板选择该新风系统工作的模式包括过渡季节模式、夏季模式及冬

季模式。

[0047] A、当新风系统工作的模式为过渡季节模式时，通过控制面板打开内层玻璃幕墙2

上的开启扇12，启动室外进风扇4，同时，STM单片机芯片控制三通电磁阀5的第二出气端打

开，第一出气端关闭，室外进风扇4将外部环境中的空气通过通风导管7抽入空气夹层14内，

并通过打开的开启扇12进入建筑物的室内单元15内。

[0048] B、当新风系统工作的模式为夏季模式时，通过控制面板关闭内层玻璃幕墙2上的

开启扇12，同时，通过控制面板操作STM单片机芯片进行以下控制：

[0049] B-1、调整电动遮阳百叶13角度使百叶平行外层玻璃幕墙1以降低太阳对空气夹层

14的辐射；

[0050] B-2、控制热管式换热器3、室外进风扇4、室内排风扇6、新风机8及室外排风扇9工

作，并将三通电磁阀5的第一出气端打开、第二出气端关闭，外部环境中的空气通过室外进

风扇4并经室外进风扇4内的过滤器过滤后进入热管式换热器3，经过热管式换热器3底部的

蒸发端进行换热，降温后的新风通过新风出口3-2内的第一排风扇3-2-1送入新风机8，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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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室内单元15内，同时，室内的空气通过室内排风扇6进入热管式换热器3，并经过热管式

换热器3上部的冷凝端进行换热，然后通过热管式换热器3排风口3-4内的第二排风扇3-4-1

排入空气夹层14中，再通过室外排风扇9排入外部环境，从而形成外部环境、空气夹层14和

室内单元15之间的空气循环回路，在此空气循环过程中，室内排出的空气与空气夹层14中

的空气发生对流换热，有效降低玻璃幕墙表面温度。

[0051] C、当新风系统工作的模式为冬季模式时，通过控制面板关闭内层玻璃幕墙2上的

开启扇12，同时，通过控制面板操作STM单片机芯片进行以下控制：

[0052] C-1、调整电动遮阳百叶12角度使百叶垂直外层玻璃幕墙1，从而太阳辐射直射入

空气夹层14内；

[0053] C-2、控制热管式换热器3、室外进风扇4、室内排风扇6、新风机8及室外排风扇9工

作，并将使得三通电磁阀5的第一出气端打开、第二出气端关闭，外部环境中的空气通过室

外进风扇4并经室外进风扇4内的过滤器过滤后进入热管式换热器3，由于冬季室内空气温

度高于室外空气温度，根据吸液芯热管式换热器的工作原理，热管式换热器3的底部变为冷

凝端，上部变为蒸发端，进入热管式换热器3的外部环境中的空气经过热管式换热器3底部

的冷凝端进行换热，加热后的新风通过新风出口3-2内的第一排风扇3-2-1送入新风机8，然

后进入室内单元15内， 同时，室内的空气通过室内排风扇6进入热管式换热器3，并经过热

管式换热器3上部的蒸发端进行换热，然后通过热管式换热器3排风口3-4内的第二排风扇

3-4-1排入空气夹层14中，再通过室外排风扇9排入外部环境，从而形成外部环境、空气夹层

14和室内单元15之间的空气循环回路，在此空气循环过程中，热管式换热器3对进入的外部

环境中的空气进行预热处理，降低了新风的负荷，且通过太阳辐射和室内排出的空气升高

幕墙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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