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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玻璃组件及应用该玻璃组件的门窗或

玻璃幕墙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玻璃组件及应用该玻

璃组件的门窗或玻璃幕墙，玻璃组件包括内层玻

璃、中层玻璃、外层玻璃，外层玻璃与中层玻璃之

间留有间隔以形成第一空腔，中层玻璃与内层玻

璃之间留有间隔以形成第二空腔，外层玻璃的内

侧面、和/或中层玻璃的外侧面涂覆吸热涂层，第

一空腔的底端设置与室外相通的进风口，第一空

腔的顶端设置与室外相通的第一出风口、与室内

相通的第二出风口，第一出风口设置可开闭的第

一密封板，第二出风口设置可开闭的第二密封

板，使用时外层玻璃的内侧面、中层玻璃的外侧

面的吸热涂层在太阳照射吸热后，置于第一空腔

内的受热气体由第一出风口排向室外或由第二

出风口排向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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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玻璃组件，包括内层玻璃、中层玻璃、外层玻璃，所述外层玻璃与中层玻璃之间

留有间隔以形成第一空腔，所述中层玻璃与内层玻璃之间留有间隔以形成第二空腔，其特

征在于，所述外层玻璃的内侧面、和/或所述中层玻璃的外侧面涂覆吸热涂层，所述第一空

腔的底端设置与室外相通的进风口，所述第一空腔的顶端设置与室外相通的第一出风口、

与室内相通的第二出风口，所述第一出风口设置可开闭的第一密封板，所述第二出风口设

置可开闭的第二密封板，使用时外层玻璃的内侧面、中层玻璃的外侧面的吸热涂层吸热在

太阳照射吸热后，置于第一空腔内的受热气体由第一出风口排向室外或由第二出风口排向

室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玻璃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空腔密封设置，所述第二空

腔内填充氩气。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玻璃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空腔内设置百叶帘。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玻璃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热涂层为吸热涂料涂层或吸热

膜。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玻璃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空腔、第二空腔的边缘设置

密封胶条用于形成封闭空腔，所述第一空腔顶部的密封胶条设置与第一出风口、第二出风

口相通的出风缺口，所述第一空腔底部的密封胶条设置与进风口相通的进风缺口。

6.一种门窗或玻璃幕墙，包括权利要求1至5之一所述的玻璃组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边框型材，所述玻璃组件嵌设在所述边框型材内。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门窗或玻璃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边框型材包括固定相连的

上边框、左边框、下边框、右边框，所述上边框、左边框、下边框、右边框的内侧设置安装槽，

所述玻璃组件置于所述安装槽内；所述下边框内设置进风腔，所述进风口设置在所述进风

腔的外侧，所述第一空腔经进风缺口、进风腔、进风口与室外相通，以使室外的气体可进入

第一空腔；所述上边框内设置与第一空腔相通的出风腔，所述第一出风口设置在所述出风

腔的外侧，以使第一密封板打开时第一空腔内的气体可由第一出风口排出室外，所述第二

出风口设置在所述出风腔的内侧，以使第二密封板打开时第一空腔内的气体可由第二出风

口排入室内。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门窗或玻璃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风腔内设置引风机和温

差控制器，所述温差控制器与所述引风机电连接，以使所述温差控制器检测出第一空腔的

内外温差超过预设温度时，温差控制器控制引风机启动，以使第一空腔内的气体快速流入

室内或快速流向室外。

9.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门窗或玻璃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口设置进风口密

封板，所述第一密封板、第二密封板、进风口密封板可转动设置。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门窗或玻璃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边框型材为玻璃钢型材，

所述边框型材的表面包覆铝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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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玻璃组件及应用该玻璃组件的门窗或玻璃幕墙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节能建筑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具备采暖、通风、隔热、保温功能

的玻璃组件及应用该玻璃组件的门窗或玻璃幕墙。

背景技术

[0002] 被动房，是将自然通风、自然采光、太阳能辐射得热和室内非供暖热源得热等各种

被动式节能手段与建筑围护结构高效节能技术相结合，在保证室内环境舒适性的前提下，

通过大幅度降低建筑热/冷负荷，最大限度地摆脱对主动式机械采暖和制冷系统的依赖，进

而降低建筑采暖和制冷能耗。众所周知，被动房的围护结构由墙体、屋面、地面，且设置多个

门窗系统，为降低被动房的能耗，提高其保温性能，现有技术中多是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墙

体、屋顶和地面系统，然而门窗系统是被动房保温的关键所在，有研究表明被动房热量的损

耗有50%以上是由门窗造成的，因此研究一种具备采暖、通风、隔热、保温性能的玻璃组件及

应用该玻璃组件的门窗或玻璃幕墙，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节能环保、具备采暖、通风、隔热、保温

性能的玻璃组件及应用该玻璃组件的门窗或玻璃幕墙。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玻璃组件，包括内层玻璃、中层玻璃、外

层玻璃，所述外层玻璃与中层玻璃之间留有间隔以形成第一空腔，所述中层玻璃与内层玻

璃之间留有间隔以形成第二空腔，所述外层玻璃的内侧面、和/或所述中层玻璃的外侧面涂

覆吸热涂层，所述第一空腔的底端设置与室外相通的进风口，所述第一空腔的顶端设置与

室外相通的第一出风口、与室内相通的第二出风口，所述第一出风口设置可开闭的第一密

封板，所述第二出风口设置可开闭的第二密封板，使用时外层玻璃的内侧面、中层玻璃的外

侧面的吸热涂层吸热在太阳照射吸热后，置于第一空腔内的受热气体由第一出风口排向室

外或由第二出风口排向室内。

[0005] 进一步，所述第二空腔密封设置，所述第二空腔内填充氩气，以增强隔热效果。

[0006] 进一步，所述第二空腔内设置百叶帘，以增强遮光隔热效果。

[0007] 进一步，所述吸热涂层为吸热涂料涂层或吸热膜。

[0008] 进一步，所述第一空腔、第二空腔的边缘设置密封胶条用于形成封闭空腔，所述第

一空腔顶部的密封胶条设置与第一出风口、第二出风口相通的出风缺口，所述第一空腔底

部的密封胶条设置与进风口相通的进风缺口，实现气体流通。

[0009] 一种应用上述玻璃组件的门窗或玻璃幕墙，还包括边框型材，所述玻璃组件嵌设

在所述边框型材内。

[0010] 进一步，所述边框型材包括固定相连的上边框、左边框、下边框、右边框，所述上边

框、左边框、下边框、右边框的内侧设置安装槽，所述玻璃组件置于所述安装槽内；所述下边

框内设置进风腔，所述进风口设置在所述进风腔的外侧，所述第一空腔经进风缺口、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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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进风口与室外相通，以使室外的气体可进入第一空腔；所述上边框内设置与第一空腔相

通的出风腔，所述第一出风口设置在所述出风腔的外侧，以使第一密封板打开时第一空腔

内的气体可由第一出风口排出室外，所述第二出风口设置在所述出风腔的内侧，以使第二

密封板打开时第一空腔内的气体可由第二出风口排入室内。

[0011] 进一步，所述出风腔内设置引风机和温差控制器，所述温差控制器与所述引风机

电连接，以使所述温差控制器检测出第一空腔的内外温差超过预设温度时，温差控制器控

制引风机启动，以使第一空腔内的气体快速流入室内或快速流向室外。

[0012] 进一步，所述进风口设置进风口密封板，所述第一密封板、第二密封板、进风口密

封板可转动设置，便于开闭。

[0013] 进一步，所述边框型材为玻璃钢型材，所述边框型材的表面包覆铝膜。

[0014] 实用新型的技术效果：（1）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冬天当太阳光照射应用上述玻

璃组件的门窗或玻璃幕墙时，太阳光的红外线迅速在中层玻璃外侧及外层玻璃内侧聚集大

量的热量，并对第一空腔中的空气加热成热空气，利用热空气上升的烟囱原理，此时顶部出

风腔的第二密封板打开、第一密封板关闭，热空气源源不断地进入室内用于取暖；夏天同

理，受热的空气进入出风腔，第一密封板打开、第二密封板关闭，热空气直接排向室外，大大

降低了太阳红外热量进入室内的温度，使得冬暖夏凉；第二空腔内置百叶帘，夏天隔热遮阳

效果更好；春秋季节，进风口密封板关闭、第一密封板、第二密封板同时打开，可直接对室内

进行通风换气；出风腔内设置引风机，可对第一空腔内的气体流通进行动力引导，以加快流

通速度；上述结构能彻底改变门窗或玻璃幕墙传统的隔热保温现状，将对建筑能耗占50%的

门窗的节能起到质的飞跃，尤其是在被动房领域，有着极为光明的应用前景；采用三玻两腔

式的玻璃设计，同时边框型材采用玻璃钢型材，相较于铝型材、塑料型材，其隔热性能大幅

提升；玻璃钢型材热导率低，室温下为1.25-1.67kJ/（m·h·K），只有金属的百分之一至千

分之一，是优良的绝热材料；内层玻璃与中层玻璃之间填充氩气，可以减慢第二空腔内的热

对流，减少气体的导热性，以降低门窗系统的整体导热性；玻璃钢型材的表面包覆铝膜，可

以获得木纹效果，全色亚光，耐候性久，长时间使用颜色依然可以保持鲜艳；设置引风机并

采用温差控制器控制引风机的开闭，使得温差控制器检测到第一空腔内外的温差超过预设

温度（例如8-10℃）时，温差控制器控制引风机启动，以使第一空腔内的气体快速流入室内

或快速流向室外，温差控制器检测到第一空腔内外的温差不超过预设温度时，引风机关闭，

恢复自然通风。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中的玻璃组件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中的窗扇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图2中的A-A向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图2中的B-B向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图4中C区域的局部放大图；

[0021] 图6是图4中D区域的局部放大图；

[0022] 图7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3中的百叶窗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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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中：窗扇边框1，窗扇上边框11，窗扇下边框12，窗扇左边框13，窗扇右边框14，进

风口密封板15，第一密封板16，第二密封板17，进风腔18，出风腔19，玻璃组件2，外层玻璃

21，中层玻璃22，内层玻璃23，第一空腔24，第二空腔25，密封胶条26，密封隔热条27，隔热条

28，百叶帘29，窗框3，窗框上边框31，窗框下边框32，进风口33，第一出风口34，第二出风口

35，引风机36。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

[0025]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玻璃组件2包括内层玻璃21、中层玻璃22、外层玻璃23，内

层玻璃21、中层玻璃22、外层玻璃23的厚度为5mm，外层玻璃21与中层玻璃22之间留有距离

为12mm的间隔以形成第一空腔24，中层玻璃22与内层玻璃23之间留有距离为12mm的间隔以

形成第二空腔25，其中外层玻璃21的内侧面和中层玻璃22的外侧面均涂覆吸热涂层（在其

他实施例中可以是外层玻璃21的内侧面单独涂覆吸热涂层，或是中层玻璃22的外侧面单独

涂覆吸热涂层）；第二空腔25的边缘设置密封胶条26，对第二空腔25进行密封处理，第二空

腔25内填充氩气，以增强隔热效果；具体的，吸热涂层为吸热涂料涂层或吸热膜。第一空腔

24的边缘同样粘结设置密封胶条26，对第二空腔25进行密封处理。

[0026] 第一空腔24的底端设置与室外相通的进风口，第一空腔25的顶端设置与室外相通

的第一出风口、与室内相通的第二出风口，第一出风口设置可开闭的第一密封板，第二出风

口设置可开闭的第二密封板，第一空腔24顶部的密封胶条26设置与第一出风口、第二出风

口相通的出风缺口，第一空腔底部的密封胶条设置与进风口相通的进风缺口。

[0027] 使用时外层玻璃21的内侧面、中层玻璃22的外侧面的吸热涂层吸热在太阳照射吸

热后，第一空腔24内的气体则受热上升。

[0028] 实施例2

[0029] 如图2至图6所示，本实施例为一种玻璃窗扇（在其他实施例中也可以是玻璃门扇

或玻璃幕墙），窗扇包括玻璃钢型材材质的窗扇边框1、实施例1中的玻璃组件，窗扇边框1的

表面包覆铝膜，铝膜可以选择仿木纹系列，窗扇边框1由窗扇上边框11、窗扇左边框13、窗扇

下边框12、窗扇右边框14依次固定相连组成，窗扇上边框11、窗扇左边框13、窗扇下边框12、

窗扇右边框14的内侧设置安装槽，玻璃组件2嵌设在安装槽内。

[0030] 窗扇下边框12内设置进风腔18，进风口33设置在进风腔18的外侧，进风口33处设

置关闭时与进风口33密封配合的进风口密封板15，第一空腔24底端的密封胶条26在进风腔

18处设置进风缺口，以使第一空腔24经进风缺口、进风腔18、进风口33与室外相通，室外的

气体可进入第一空腔24；窗扇上边框11内设置出风腔19，第一空腔24顶部的密封胶条26设

置与出风腔19相通的出风缺口，以使第一空腔24与出风腔19相通，第一出风口34设置在出

风腔19的外侧，第一出风口34由可开闭的、且关闭时与第一出风口34密封配合的第一密封

板16进行封闭，以使第一密封板16打开时第一空腔24内的气体可由第一出风口34排出室

外，第二出风口35设置在出风腔19的内侧，第二出风口35由可开闭的、且关闭时与第二出风

口35密封配合的第二密封板17进行封闭，以使第二密封板17打开时第一空腔24内的气体可

由第二出风口35排入室内。

[0031] 使用时，窗扇设置在窗框3内，窗框3由窗框上边框31、窗框左边框、窗框下边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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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框右边框组成；当太阳光照射窗扇的玻璃时，由于中层玻璃22外侧及外层玻璃21内侧的

吸热涂层的存在，太阳光的红外线迅速在中层玻璃22外侧及外层玻璃21内侧聚集大量的热

量，并对第一空腔24中的空气加热成热空气，利用热空气上升的烟囱原理，第一空腔24中热

空气上升，且由进风口33向第一空腔24内补充气体，当温度较低、需要对室内进行制热时，

打开第二密封板17、关闭第一密封板16，热空气由第二出风口35进入室内，当温度较高、需

要对室内进行制冷时，可打开第一密封板16、关闭第二密封板17，热空气由第一出风口34排

出室外，避免对室内造成影响，关闭进风口密封板15时，可断掉第一空腔24内的气体补充，

此时同时打开第一密封板16、第二密封板17，室外气体可由第一出风口34进入出风腔19、且

直接由第二出风口35进入室内，完成换气功能。

[0032] 作为优选，出风腔内设置引风机36和用于检测两路温度的温差控制器，温差控制

器的高温探头置于第一空腔24内，用于检测第一空腔24内的气体温度，温差控制器的低温

探头置于第一空腔24外，具体可设置在外层玻璃21外，用于检测室外温度，且温差控制器与

引风机36电连接，以使温差控制器可控制引风机36的开闭；具体的温差控制器检测出第一

空腔24的内外温差超过8℃（其他实施例也可以是10℃）时，温差控制器控制引风机36启动，

冬天时由于第一密封板16将第一出风口34关闭、第二密封板17开启使得第二出风口35打

开，第一空腔24内加热后的气体可快速流入室内，夏天时由于第一密封板16开启使得第一

出风口34打开、第二密封板17将第二出风口35封闭，第一空腔24内加热后的气体可快速流

向室外，用于加快第一空腔24内的气体流通。

[0033] 作为优选，第一密封板16、第二密封板17、进风口密封板15经销轴与窗框转动配合

（在其它实施例中，第一密封板16沿第一出风口34平移设置，第二密封板17沿第二出风口35

平移设置，进风口密封板15沿进风口33平移设置），便于开闭。

[0034] 内层玻璃21的外侧与安装槽的内侧壁、外层玻璃23的外侧与安装槽的内侧壁之间

设置密封隔热条27，窗扇边框1内还设置隔热条28，以增强隔热效果。上述的被动房用玻璃

窗扇其传热系数达到1.3K[W/(m2*k)]，而现有的普通铝合金窗的窗框传热系数为6.21，断

热铝合金窗的窗框传热系数为3.72，PVC塑料窗的窗框传热系数为1.91，木窗的窗框传热系

数为2.37，因此特别适用于隔热要求高的被动房。

[0035] 实施例3

[0036]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述，该实施例的玻璃组件存在如下变形，如图7所示，第二空腔

25内设置可摆动的百叶帘29。

[0037]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本实

用新型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

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这些

属于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所引申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之中。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09469284 U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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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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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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