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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型换热换气式房屋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加压型换热换气式房屋，使辐射

热所滞留的房屋主体内维持正压阻止污染外部

空气侵入，外部空气由外部空气净化过滤器和微

多孔吸附体净化，使空气在房间内对流来提高室

温均匀化和制冷供暖效率，根据外部空气温度和

屋内外的温差控制换热和换气由此在夏季也维

持气密性并防止外部空气侵入，还抑制供暖制冷

的耗电量。在具有气密性的房屋主体的地板部下

空间形成外部空气净化室，配有多个微多孔吸附

体和换热换气装置。具有外部空气净化过滤器的

外部空气吸入管和排出管连接于换热换气装置。

使向房间开口的屋外排气管连接于换热换气装

置，使外部空气净化室连通于房间的供气格栅设

于地板部。换热换气装置设为外部空气供气量>

屋外排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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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加压型换热换气式房屋，其中，

该加压型换热换气式房屋包括如下结构：在具有气密性的房屋主体的地板部下空间形

成有外部空气净化室，在该外部空气净化室配置有多个微多孔吸附体，在使供气口向所述

外部空气净化室开口的状态下在所述房屋主体内配置换热换气装置，将具有外部空气净化

过滤器的外部空气吸入管和排气口向屋外开口的排出管连接于该换热换气装置，使向在所

述房屋主体中划分出的房间开口的屋外排气管连接于该换热换气装置，将使所述外部空气

净化室连通于所述房间的供气格栅设于所述房间的地板部，被所述换热换气装置吸引的外

部空气与排出的屋内空气换热并向所述外部空气净化室排出，在所述微多孔吸附体的作用

下生成净化空气并从所述供气格栅向所述房间供给，所述换热换气装置设定为外部空气供

气量>屋外排气量，并且所述房屋主体内始终维持为比外部空气压高的正压，从而抑制外部

空气的侵入。

2.一种加压型换热换气式房屋，其中，

该加压型换热换气式房屋由以下构造构成：房屋主体，其具有气密性并在内部划分出

房间；外部空气净化室，其具有气密性并形成于该房屋主体的地板部下空间；多个微多孔吸

附体，其配置于该外部空气净化室；换热换气装置，其具有使排气口向屋外开口的排出管，

并在使供气口向所述外部空气净化室开口的状态下配置于所述房屋主体(1)内；外部空气

吸入管，其外部空气吸入口向屋外开口，在中途具有外部空气净化过滤器，并且该外部空气

吸入管连接于该换热换气装置；屋外排气管，其在屋内吸引口向所述房间开口的状态下，连

接于所述换热换气装置；以及供气格栅，其设于地板部，并且使所述外部空气净化室连通于

所述房间，利用所述换热换气装置，使经由所述外部空气吸入管吸引的外部空气和由所述

屋外排气管排出的屋内空气换热并向所述外部空气净化室排出，在该外部空气净化室内与

所述微多孔吸附体相接触而生成净化空气，该净化空气通过所述供气格栅不受管路阻力地

直接向所述房间供给，所述换热换气装置设定为外部空气供气量>屋外排气量，且由于所述

屋外排气管的管路阻力而成为屋外排气量<外部空气供气量，由此所述房屋主体内始终维

持为比外部空气压高的正压。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加压型换热换气式房屋，其中，

所述换热换气装置在外部空气温度不足规定的温度，并且外部空气温度和室内温度在

规定的温差范围内的严冬期，进行使每单位时间的供气次数比排气次数多，且换气次数比

其他季节少的换气控制，在外部空气温度在比所述严冬期的外部空气温度高的规定的温度

范围内的春季和秋季，进行将排气次数设为供气次数的二分之一的换气控制，在外部空气

温度比所述春季和秋季的外部空气温度高的夏季，进行将排气次数设为比供气次数少10％

的换气控制，在所述外部空气温度不足规定的温度的严冬期和冬期的情况下，以及在所述

外部空气温度比规定的温度高的夏季的情况下，通过在导入的外部空气与排出的屋内空气

之间进行换热来使室内温度维持在适宜温度，在外部空气温度在所述规定的温度范围内的

春季和秋季，不进行换热来节省耗电量。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加压型换热换气式房屋，其中，

所述房屋主体构成为地板下由混凝土制板坯形成，外壁具有隔热性，由此使辐射热滞

留于整体。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加压型换热换气式房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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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述房间中，在远离所述供气格栅的位置，在该房间的壁边的地板部配置有连通于

所述外部空气净化室的吹出狭缝。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加压型换热换气式房屋，其中，

所述吹出狭缝设于最大限度地远离向所述外部空气净化室开口的所述换热换气装置

的供气口的位置。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加压型换热换气式房屋，其中，

所述外部空气温度不足规定的温度是指不足14℃。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加压型换热换气式房屋，其中，

所述外部空气温度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是指14～26℃。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加压型换热换气式房屋，其中，

所述外部空气温度比规定的温度范围高的温度是指超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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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型换热换气式房屋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加压型换热换气式房屋，其防止被污染的外部空气侵入房屋主体

内，侵入的外部空气借助微多孔吸附体作为净化空气向屋内供给，另外其根据外部空气温

度的变化而控制供气和排气的换气次数，并且抑制换热换气所需要的耗电量，同时提供适

应四季的舒适的居住环境。

背景技术

[0002] 在南北长的日本，根据居住地域的不同，四季的气温和湿度差异较大，另外气温的

变化也存在较大幅度。例如，在盛夏，存在北海道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大致相当于本州的最低

气温的差异。作为对应这样多样的气候的差异而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的技术，提案了在导

入的外部空气与排出的屋内空气之间进行换热，实现节能并且进行房屋的换气的换热空气

调节系统。

[0003] 例如，专利文献1所示的换热空气调节系统构成为在将换气/空气调节一体型单元

10与各室A～D相连通的空气调节管道31A～31D的各个室内吹出口设有副换热器(41A～

41D)，并设有与单元10的主换热器12和副换热器(41A～41D)共同工作从而能够进行全室制

冷、主制冷/除湿、制冷/轻供暖、全室供暖、主供暖/送风、全除湿、主除湿/制冷的制冷剂循

环系统RC，在空气调节管道(31A～31D)和换气管道(35A～35D)设有能够增减空气风量的开

闭挡板(51A～51D)。

[0004] 现有技术文献

[0005] 专利文献

[0006]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01-116321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07] 发明要解决的问题

[0008] 但是，在专利文献1的技术中，为了将空气调节管道与换气管道配置于换气/空气

调节一体型单元10与各室之间，成为管道的根数较多、在天棚背面空间布满管道的状态。因

此，存在在管道的材料和配管工程花费很大的成本，产生用于去除沉积于管道内的尘埃或

产生的霉等的清扫或维护的费用这样的问题，且存在由于管道的管路阻力而对马达等驱动

系统施加负荷这样的问题点。

[0009] 而且，存在大气被因季风而向日本飞来的污染物质污染，该被污染的外部空气侵

入房屋内而导致健康损害的问题，但在夏季为了降低室内温度，一般是打开房屋的窗户，存

在难以抑制由污染的外部空气造成的健康损害的问题。

[0010]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上述的以往技术的问题点而发明的，其以提供一种加压型换热

换气式房屋为目的，该加压型换热换气式房屋以如下方式设置：使辐射热所滞留的房屋主

体内与屋外相比维持为正压，从而阻止污染外部空气的侵入，所供给的外部空气借助外部

空气净化过滤器和微多孔吸附体可靠地净化，并且实现居住环境的最优化，借助供气格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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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吹出狭缝在房间内使空气对流，从而提高室温的均匀化和制冷供暖效率，另外根据外部

空气温度和屋内外的温差控制换热和换气，由此在夏季也维持气密性并且防止外部空气的

侵入从而保护居住环境，另外抑制制冷供暖的耗电量从而形成健康且舒适的居住环境，而

且供气系统设为无管道，利用排气系统的管路阻力而使房屋主体内维持为正压，并且节省

管理费。

[0011] 用于解决问题的方案

[0012] (1)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而构成的技术方案1的发明的方案包括如下结构：在具有

气密性的房屋主体的地板部下空间形成有外部空气净化室，在该外部空气净化室配置有多

个微多孔吸附体，在使供气口向所述外部空气净化室开口的状态下在所述房屋主体内配置

换热换气装置，将具有外部空气净化过滤器的外部空气吸入管和排气口向屋外开口的排出

管连接于该换热换气装置，使向在所述房屋主体中划分出的房间开口的屋外排气管连接于

该换热换气装置，将使所述外部空气净化室连通于所述房间的供气格栅设于所述房间的地

板部，被所述换热换气装置吸引的外部空气与排出的屋内空气换热并向所述外部空气净化

室排出，在所述微多孔吸附体的作用下生成净化空气并从所述供气格栅向所述房间供给，

所述换热换气装置设定为外部空气供气量>屋外排气量，并且所述房屋主体内始终维持为

比外部空气压高的正压，从而抑制外部空气的侵入。

[0013] (2)另外，技术方案2的本发明由以下构造构成：房屋主体，其具有气密性并在内部

划分出房间；外部空气净化室，其具有气密性并形成于该房屋主体的地板部下空间；多个微

多孔吸附体，其配置于该外部空气净化室；换热换气装置，其具有使排气口向屋外开口的排

出管，并在使供气口向所述外部空气净化室开口的状态下配置于所述房屋主体1内；外部空

气吸入管，其外部空气吸入口向屋外开口，在中途具有外部空气净化过滤器，并且该外部空

气吸入管连接于该换热换气装置；屋外排气管，其在屋内吸引口向所述房间开口的状态下，

连接于所述换热换气装置；以及供气格栅，其设于地板部，并且使所述外部空气净化室连通

于所述房间，利用所述换热换气装置，使经由所述外部空气吸入管吸引的外部空气和由所

述屋外排气管排出的屋内空气换热并向所述外部空气净化室排出，在该外部空气净化室内

与所述微多孔吸附体相接触而生成净化空气，该净化空气通过所述供气格栅不受管路阻力

地直接向所述房间供给，所述换热换气装置设定为外部空气供气量>屋外排气量，且由于所

述屋外排气管的管路阻力而成为屋外排气量<外部空气供气量，由此所述房屋主体内始终

维持为比外部空气压高的正压。

[0014] (3)并且，也可以是，所述换热换气装置在外部空气温度不足规定的温度，并且外

部空气温度和室内温度在规定的温差范围内的严冬期，进行使每单位时间的供气次数比排

气次数多，且换气次数比其他季节少的换气控制，在外部空气温度在比所述严冬期的外部

空气温度高的规定的温度范围内的春季和秋季，进行将排气次数设为供气次数的二分之一

的换气控制，在外部空气温度比所述春季和秋季的外部空气温度高的夏季，进行将排气次

数设为比供气次数少10％的换气控制，在所述外部空气温度不足规定的温度的严冬期和冬

期的情况下，以及在所述外部空气温度比规定的温度高的夏季的情况下，通过在导入的外

部空气与排出的屋内空气之间进行换热来使室内温度维持在适宜温度，在外部空气温度在

所述规定的温度范围内的春季和秋季，不进行换热来节省耗电量。

[0015] (4)并且，也可以是，所述房屋主体构成为地板下由混凝土制板坯形成，外壁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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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热性，由此使辐射热滞留于整体。

[0016] (5)另外，也可以是，在所述房间中，在远离所述供气格栅的位置，在该房间的壁边

的地板部配置有连通于所述外部空气净化室的吹出狭缝。

[0017] (6)另外，也可以是，所述吹出狭缝设于最大限度地远离向所述外部空气净化室开

口的所述换热换气装置的供气口的位置。

[0018] (7)另外，也可以是，所述外部空气温度不足规定的温度是指不足14℃。

[0019] (8)另外，也可以是，所述外部空气温度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是指14～26℃。

[0020] (9)并且，也可以是，所述外部空气温度比规定的温度范围高的温度是指超过26

℃。

[0021] 发明的效果

[0022] (1)使具有气密性的房屋主体内相比屋外维持为正压，因此能够阻止混入PM2.5或

花粉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外部空气侵入房屋内，另外，即使打开窗户或玄关门，污染外部空气

也难以进入，能够使房屋内维持为清洁的空气。

[0023] (2)换热换气装置吸引的外部空气由外部空气净化过滤器和微多孔吸附体净化并

向房屋主体内供给，因此能够形成并维持健康且舒适的居住空间。

[0024] (3)房屋主体内始终维持为比外部空气压高的正压，由此能够使净化空气遍及到

房间的角落，因此能够确保健康的生活环境。

[0025] (4)根据外部空气温度与屋内外的温差，全年控制换热换气装置，从而即使在夏季

也使房屋主体内为正压来防止外部空气的侵入，由此保护居住环境，在春/秋季不进行换热

而实现供暖和制冷费用的节省并且抑制耗电量，由此能够经济地实现环境形成。

[0026] (5)设为在外部空气净化室净化的空气从供气格栅直接向房间供给的无管道构

造，因此能够节省管道的铺设费用和管理费，能够降低由于管路阻力造成的换气装置的负

荷。

[0027] (6)房屋主体构成为辐射热滞留于整体，因此房屋主体内不受外部空气温度的影

响而室温稳定，从而能够节省制冷和供暖费用。

[0028] (7)使连通于外部空气净化室的吹出狭缝远离供气格栅地配置，使净化空气在房

间内对流，从而能够提高室温的均匀化和制冷供暖效率。

[0029] (8)吹出狭缝设于最大限度地远离换热换气装置的屋内供气口的位置，并且所供

给的外部空气在外部空气净化室内较长距离和时间地与微多孔吸附体接触，因此能够充分

地净化外部空气。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房屋的纵剖视图。

[0031] 图2是图1的局部放大图。

[0032] 图3是根据温差进行的换气量控制的说明图。

[0033] 附图标记说明

[0034] 1、房屋主体；2、板坯；5A、外壁；7A、地板部；11、房间；12、外部空气净化室；15、供气

格栅；16、吹出狭缝；17、换热换气装置；17D、屋内供气口；18、外部空气吸入管；18A、外部空

气吸入口；19、外部空气净化过滤器；21、屋外排气管；22、微多孔吸附体。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13606689 A

6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基于附图详细叙述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在图1、图2中，标记1表示二层建筑的

房屋主体。标记2是构成该房屋主体1的混凝土制的板坯，标记3是在该板坯2上一体地形成

的地基3，在该地基3上设有基座4，在该基座4上构造有木造的框架体5。标记6是覆盖该框架

体5的屋顶部。框架体5由使用隔热材料从而具有隔热性的外壁5A和未图示的柱构成。并且，

框架体5内由一层地板部7A和一层天棚部7B形成一层划分部7，由二层地板部8A和二层天棚

部8B形成二层划分部8，在各划分部7、8由隔壁9和门10划分而成多个房间11、11、……。

[0036] 在由上述的结构构成的房屋主体1中，利用未图示的气密薄膜覆盖地板部7A下表

面、外壁5A内表面以及二层天棚部8B背面，由此使房屋主体1整体具有气密性。另外，一层地

板部7A下表面与板坯2之间的空间形成为具有气密性的外部空气净化室12，该外部空气净

化室12借助供气路14连通于由一层天棚部7B和二层地板部8A划分而成的空气流入空间13。

并且，外部空气净化室12借助设于一层地板部7A的供气格栅15与房间11相连通，空气流入

空间13借助设于二层地板部8A的供气格栅15与房间11相连通。

[0037] 另外，标记16表示位于各房间11的壁边，连通于外部空气净化室12并且在地板部

7A开口的吹出狭缝。该吹出狭缝16以尽可能远离所述供气格栅15的方式配置，使外部空气

在外部空气净化室12内流动较长距离和时间，与后述的微多孔吸附体23充分地接触而净

化。因此，供气格栅15和吹出狭缝16可以位于房间11的对角线上的壁边，也可以配置于相对

的隔壁9的边缘。

[0038] 在此，吹出狭缝16是沿着壁边在地板部7A开口的宽度约为2mm的间隙状狭缝且呈

在房间11中配置家具等时不会成为障碍的大小和形状，另外，长度是根据房间11的面积而

适当不同的。此外，吹出狭缝16是如上述那样的较细的间隙状的狭缝，但由于需要表示配置

位置、与供气格栅15的关系等，吹出狭缝16在图2的附图中描绘得较大。

[0039] 另外，在二层的房间11也以远离供气格栅15的方式在地板部8A的壁边同样地配置

有吹出狭缝16，使净化空气从空气流入空间13流入房间11。

[0040] 标记17表示设置于所述外部空气净化室12的换热换气装置。如图2所示，该换热换

气装置17由以下构造构成：壳体17A、设于该壳体17A的外部空气导入口17B、屋外排气口

17C、屋内供气口17D以及屋内排气口17E这4个供气口/排气口、设于所述壳体17A内的未图

示的供气用和排气用的2个马达、以及连接于所述供气口/排气口17B、17E并内置于壳体17A

的换热元件17F，在外部空气导入口17B设有外部空气温度感应器17G，在屋内排气口17E设

有室内温度感应器17H。并且，换热换气装置17根据所吸引的外部空气的温度和室内空气的

温度的变动以及这两者的温差，通过分别驱动、停止供气用马达和排气用马达这样的ON、

OFF控制，实施进行换热或不进行换热的普通换气，来抑制耗电量并向室内供给温暖的空气

或冷空气，从而实现空气调节。

[0041] 标记18表示连接于所述换热换气装置17的外部空气导入口17B的外部空气吸入

管。该外部空气吸入管18使外部空气吸入口18A从框架体5的外壁5A向屋外开口，通过位于

换热换气装置17的上游侧地设置外部空气净化过滤器19，由此吸附并去除屋外的大气中的

粉尘、花粉、排气、PM2.5等杂质从而净化外部空气，另外降低换热换气装置17的供气马达的

负荷。

[0042] 并且，借助外部空气吸入管18吸引的外部空气在换热换气装置17内与来自房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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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1的排出空气换热，并且从屋内供气口17D向外部空气净化室12排出。另外，标记20表示连

接于换热换气装置17的屋外排气口17C，并使顶端开口的排气口20A向屋外开口的排出管。

[0043] 标记21表示用于使房屋主体1内的屋内空气向屋外排出的屋外排气管。该屋外排

气管21由以下构件构成：横主管21A，其连接于换热换气装置17的屋内排气口17E并配置于

外部空气净化室12；纵主管21B，其从该横主管21A的顶端向二层天棚部8B背面伸长；上下横

分歧管21C、21C，其配置于一层天棚部7B背面和二层天棚部8B背面并连接于该纵主管21B；

以及支管21D、21D、……，其连接于该各横分岐管21C并向各房间11开口。

[0044] 并且，在各支管21D、21D的开口设有未图示的尘埃去除过滤器，防止室内的尘埃堆

积于屋外排气管21内从而管路阻力增大的事态，或防止室内的尘埃被吸引入换热换气装置

17内而使作用于排气马达的负荷增大的事态。

[0045] 标记22、22、……表示排列于外部空气净化室12和空气流入空间13的多个微多孔

吸附体。该各微多孔吸附体22由在用织布等透气性原料形成的袋中收容木炭、竹炭等微多

孔材料而成的吸附体构成，将外部空气中不能由外部空气净化过滤器19去除的有害的化学

物质例如甲醛、甲苯等吸附并去除，由此将进一步净化的清洁的空气向各房间11等供给。

[0046] 此外，微多孔吸附体22优选为与空气的接触面积较大，因此排列于在下表面侧形

成有透气孔的载置台例如板条状的台上即可。

[0047] 本实施方式是由上述结构构成的，接下来对其作用进行详细叙述。首先，换热换气

装置17使经由外部空气吸入管18吸引的外部空气由外部空气净化过滤器19净化后，从屋内

供气口17D不经由管路地直接向外部空气净化室12排出。净化空气在外部空气净化室12进

一步与微多孔吸附体22接触，由此成为进一步净化的净化空气，从供气格栅15向各房间11

供给。

[0048] 像这样，净化空气的供气系统构成为从换热换气装置17的屋内供气口17D直接向

外部空气净化室12排出的无管道的流路，因此不受管路阻力，也能够减轻作用于供气用马

达的负荷。

[0049] 外部空气净化室12的净化空气经由供气格栅15向一层的房间11吹入，再经供气路

14向空气流入空间13吹入，从供气格栅15向二层的房间11吹入，由此各房间11能够被净化

空气填满。在一层天棚部7B背面的空气流入空间13配置有多个微多孔吸附体22，将在外部

空气净化室12净化了的空气进一步净化。

[0050] 吹出狭缝16设于尽可能远离换热换气装置17的屋内供气口17D的位置，从屋内供

气口17D吹出的外部空气在外部空气净化室12内流动较长距离和时间，并与微多孔吸附体

22接触，因此能够使外部空气充分地净化并从吹出狭缝16向房间11排出。

[0051] 并且，也从以远离供气格栅15的方式设置的吹出狭缝16向房间11吹入净化空气，

由此在房间11内净化空气能够长时间对流，另外能够迅速地实现室温的均匀化，并且能够

高效地制冷和供暖。而且，在将净化空气加压的状态下向房间11吹入净化空气，由此能够使

净化空气遍及到房间11的角落。

[0052] 另一方面，各房间11的屋内空气经由将支管21D在一层天棚部7B和二层天棚部8B

开口的屋外排气管21而被换热换气装置17吸引，在换热换气装置17内与所吸引的外部空气

换热并从排出管20向屋外排出。并且，供气系统不受由管路阻力所造成的压力损失，与此相

对，在排气系统中，受到由在屋外排气管21的管路阻力造成的压力损失，由此维持外部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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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气量>屋外排气量的状态，即房屋主体1内始终维持为正压的状态，结果是能够始终阻止

污染空气或物质从间隙、换气口等向房屋主体1内侵入，从而能够使房屋内维持舒适的居住

环境。

[0053] 接下来，对房屋主体1的供气和排气的换气次数，分情况地说明在外部空气温度产

生温差的季节的控制。

[0054] 外部空气温度在14～26℃的范围内的春季和秋季(中间期)的室内温度与外部空

气温度的差较小，所以换热换气装置17的换热功能停止。并且，在春季和秋季，进行使向屋

外的排气量比向屋内的供气量少的控制。即，将供气次数设为0.50次/h，而将排气次数设为

其二分之一即0.25次/h(参照图3)，对房屋主体1内加压并维持为正压，并且节省耗电量从

而实现节能。

[0055] 另一方面，在外部空气温度不足14℃，且外部空气温度相对于室内温度大幅降低，

产生屋内温度与屋外温度的温差为17℃≤Δθ<29℃那么大的温差的严冬期，如图3所示，将

供气次数设为0.35次/h，将排气次数设为0.30次/h，抑制屋内外的换气次数，另外使换气量

近似，通过进行这样的控制，抑制房屋主体1内的暖气的排出并且进行换热和换气，抑制供

暖成本所需要的耗电量。

[0056] 另外，外部空气温度不足14℃时，以如下方式设置：在室内外的温差在8≤Δθ<17

的范围的情况下，将供气次数设为0.40次/h，而将排气次数设为0.35次/h，在室内外的温差

在2≤Δθ<8的范围的情况下，将供气次数设为0.45次/h，而将排气次数设为0.40次/h，在室

内外的温差在2≤Δθ<8的范围的情况下，将供气次数设为0.45次/h，而将排气次数设为

0.40次/h，在室内外的温差在Δθ<2的范围的情况下，将供气次数设为0.50次/h，而将排气

次数设为0.45次/h，通过这样进行配合室内外的温差变小而增加每单位时间的吸排气的换

气次数的控制，由此以不浪费换热换气装置17的耗电量的方式实现效率化。

[0057] 以上总的来说，在外部空气温度不足规定的温度14℃的严冬期和冬期的情况下，

以及在所述外部空气温度比规定的温度26℃高的夏季的情况下进行控制，通过在导入的外

部空气与排出的屋内空气之间进行换热，使室内温度维持在适宜温度，并且实现耗电量的

节省。另一方面，在外部空气温度在14～26℃的规定的温度范围内的春季和秋季进行控制，

将房屋主体1内加压并维持为正压，并且不进行换热地节省供暖和制冷所需要的耗电量。

[0058] 另外，从换热换气装置17的屋内供气口17D不经由管道地直接向外部空气净化室

12供气，由此管路阻力为零，另一方面，构成为屋内空气借助配置于房屋主体1内的屋外排

气管21排出从而受到管路阻力，因此供气量>排气量的关系始终成立，减轻用于使房屋主体

1内维持为正压的换热换气装置17的负荷，并且使房屋主体1内维持为比外部空气压高的正

压。

[0059] 而且，通过构成为从换热换气装置17经由外部空气净化室12直接向房间屋11排出

净化空气而不经由管道，能够节省管道的铺设工程费用，也不需要管道的堵塞或防霉的对

策，能够削减维持管理费用。

[0060] 此外，在本实施方式中以二层建筑的独户建筑房屋为例进行了说明，但本发明也

能够用于一层建筑的平房，另外也能够用于高层集合房屋。在该高层集合房屋的情况下，地

板下空间相当于下层的房间的天棚背面与上层的房间的地板下之间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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