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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基于地道风、空气源热泵及太阳能转轮除湿

的相变房屋，包括相变房屋、地道风系统、空气源

热泵和太阳能转轮除湿装置，所述相变房屋包括

外围护墙壁和相变蓄能板，相变房屋的外围护墙

壁厚度为200～250mm的空心砖墙体，相变蓄能板

由厚度为1～2mm的铝板制成的封闭方盒，相变蓄

能板上部具有进料口，相变蓄能板内部设有厚度

为1mm的铝片，铝片均匀布置与相变蓄能板内，铝

片为换热翅片，换热翅片增大相变蓄能板的换热

面积，相变材料为癸酸与十六醇的低共熔混合

物，相变材料由进料口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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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地道风、空气源热泵及太阳能转轮除湿的相变房屋，其特征是:包括相变房

屋、地道风系统、空气源热泵和太阳能转轮除湿装置，所述相变房屋包括外围护墙壁和相变

蓄能板，相变房屋的外围护墙壁厚度为200～250mm的空心砖墙体，相变蓄能板由厚度为1～

2mm的铝板制成的封闭方盒，相变蓄能板上部具有进料口，相变蓄能板内部设有厚度为1mm

的铝片，铝片均匀布置与相变蓄能板内，铝片为换热翅片，换热翅片增大相变蓄能板的换热

面积，相变材料为癸酸与十六醇的混合物，相变材料由进料口灌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地道风、空气源热泵及太阳能转轮除湿的相变房屋，其特

征是:  所述地道风系统包括进风管、地埋管、出风管、过滤网和转轮除湿装置，所述进风管

的高度为1～2m，进风管顶部安装有风帽，上部安装过滤网，地埋管埋于地下5m～6m，长度为

40m～100m，采用直径为200mm～500m的PVC管，出风管上部安装有风帽，所述出风管高度为2

～3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地道风、空气源热泵及太阳能转轮除湿的相变房屋，其特

征是:  所述太阳能转轮除湿装置包括太阳能集热器和转轮除湿装置，转轮除湿装置内安装

有除湿转轮，所述转轮除湿装置分为除湿处理区和再生处理区，除湿处理区通过除湿转轮

对即将进入地埋管的室外空气进行吸附除湿，再生处理区再生风管内安装有转轮式除湿装

置风机和再生加热器，转轮式除湿装置风机下部设有过滤网，过滤网下部设有再生加热器，

太阳能集热器通过管道与再生加热器连接，管道上设有油泵，所述太阳能集热器内部以导

热油作为热量的载体，再生加热器用于散发导热油的热量，除去除湿转轮中吸附的水分。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地道风、空气源热泵及太阳能转轮除湿的相变房屋，其特

征是:  所述空气源热泵包括蒸发器、冷凝器、压缩机和节流阀；蒸发器安装于出风管上，压

缩机和节流阀安装于相变房屋外墙上，冷凝器安装于相变房屋内部，压缩机的排气口由管

道连接至冷凝器的一端，冷凝器的另一端由管道连接至节流阀再通过管道连接至蒸发器的

一端，蒸发器的另一端由管道连接至压缩机的吸气口，蒸发器内具有蒸发器风机，蒸发器风

机上部具有蒸发器散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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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道风、空气源热泵及太阳能转轮除湿的相变房屋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冬季建筑节能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基于地道风及空气源热泵的

相变房屋。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建筑内部的热环境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这势必会增加空调和供暖的用能负担。建筑能耗所占社会总能源消耗的比

例愈来愈大，在满足建筑环境要求的基础上降低建筑运行能耗—建筑节能工作凸显其重要

性。尽管建筑节能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但是不能因为盲目的追求第能耗而使建筑室内的

热环境变得恶劣，因此，必须在节能与室内舒适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若是存在一种媒介将室

内过剩的热量或冷量吸收掉，然后在室内热量或冷量亏缺时释放出来，这样就减少了建筑

总耗的浪费而且可以将室内热环境一直维持在舒适程度范围之内。另外，若是此种媒介直

接或间接吸收、释放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热量，那将进一步节省建筑能源的消耗。加大建筑围

护结构的厚度，将建筑材料当做此种媒介，利用其显热进行蓄放能量，此种方法在被动式太

阳能房中有实际运用的先例，但是围护结构的显热蓄存能量有限，而且重厚围护结构占用

空间面积大且不符合现代建筑轻型围护结构的发展趋势。一种新颖的方式在上世纪被提出

来，将相变材料作为媒介:利用相变材料的相变过程进行蓄放热。当温度达到相态变化点

时，相变材料通过其自身的物理相态变化，利用潜热吸收环境的热量或释放所吸收的热量

到环境中，通过反复的循环，将建筑室内温度维持接近恒定的范围内，进而降低空调或供暖

耗能，达到既舒适又节能的目的。

[0003] 地道风系统是指利用蓄存在土壤中的地热能（地下2.5～3m以下的土壤温度保持

恒定）冷却或加热室外空气（或室内回风），并由机械送风或诱导式通风将处理后的空气送

入室内，以改善室内热环境。它相当于一台土壤、空气热交换器，利用地层对自然界的冷、热

能量的储存作用来降低建筑的空调采暖负荷。地道风系统由三部分组成：（1）进风口部分；

（2）地埋管换热部分；（3）出风口部分。其中地道进风可以是全新风、部分新风或循环风。地

埋管换热部分，即土壤—空气换热器，是地道风系统的重要换热部件，用于承担建筑负荷。

[0004] 空气热源泵最大的优点是结构简单，安装方便。从原理上讲，空气源热泵适于夏季

制冷，但不适合冬季供暖。因为当冬季室外温度非常低时，有的热泵就停机了，有的热泵虽

然可工作，但吹出来的是“凉风”。原因在于早期生产的热泵式空调器，是定频压缩机、毛细

管控制制冷剂流量，尤其是压缩机只允许在很窄的蒸发温度范围内工作，不适合较低温度。

即使能工作，热泵的性能系数COP值也会很低；在冬季，空气源热泵普遍存在结霜的问题，原

因在于当室外温度低于0℃时，制热运行时间长，换热器温度低于环境空气的露点温度时，

整个换热器上散热片表面产生凝露水，当环境空气温度低于0℃，凝露水就会凝结成薄霜，

热泵结霜将会堵塞翅片间通道，增加空气流动阻力；也会增加换热器热阻，换热能力下降；

蒸发温度下降，能效比降低，热泵运行性能恶化，直到不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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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建筑能耗高，节能效果不明显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地道风、空

气源热泵及太阳能转轮除湿的相变房屋，包括相变房屋、地道风系统、空气源热泵和太阳能

转轮除湿装置，所述相变房屋包括外围护墙壁和相变蓄能板，相变房屋的外围护墙壁厚度

为200～250mm的空心砖墙体，相变蓄能板由厚度为1～2mm的铝板制成的封闭方盒，相变蓄

能板上部具有进料口，相变蓄能板内部设有厚度为1mm的铝片，铝片均匀布置与相变蓄能板

内，铝片为换热翅片，换热翅片增大相变蓄能板的换热面积，相变材料为癸酸与十六醇的混

合物，相变材料由进料口灌入。

[0006] 所述地道风系统包括进风管、地埋管、出风管、过滤网和转轮除湿装置，所述进风

管的高度为1～2m，进风管顶部安装有风帽，上部安装过滤网，地埋管埋于地下5m～6m，长度

为40m～100m，采用直径为200mm～500m的PVC管，出风管上部安装有风帽，所述出风管高度

为2～3m。

[0007] 所述太阳能转轮除湿装置包括太阳能集热器和转轮除湿装置，转轮除湿装置内安

装有除湿转轮，所述转轮除湿装置分为除湿处理区和再生处理区，除湿处理区通过除湿转

轮对即将进入地埋管的室外空气进行吸附除湿，再生处理区再生风管内安装有转轮式除湿

装置风机和再生加热器，转轮式除湿装置风机下部设有过滤网，过滤网下部设有再生加热

器，太阳能集热器通过管道与再生加热器连接，管道上设有油泵，所述太阳能集热器内部以

导热油作为热量的载体，再生加热器用于散发导热油的热量，除去除湿转轮中吸附的水分。

[0008] 所述空气源热泵包括蒸发器、冷凝器、压缩机和节流阀；蒸发器安装于出风管上，

压缩机和节流阀安装于相变房屋外墙上，冷凝器安装于相变房屋内部，压缩机的排气口由

管道连接至冷凝器的一端，冷凝器的另一端由管道连接至节流阀再通过管道连接至蒸发器

的一端，蒸发器的另一端由管道连接至压缩机的吸气口，蒸发器内具有蒸发器风机，蒸发器

风机上部具有蒸发器散热器。

[0009] 有益效果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益效果在于：

1、在房屋内的墙壁上布置有相变蓄能板，相变蓄能板内灌有相变材料，在冬季，相变蓄

能板既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防止热量通过墙体渗透到室外，又可以起到蓄能的作用，把空

气热泵产生的多余的热量存储起来，用于夜间放热，维持室内温度恒定。

[0010] 2、相变蓄能板为方形盒型结构，使得相变材料存储量多，蓄能时间长，内部设计有

换热翅片，强化的相变材料的换热效果，提高了相变材料的利用率。

[0011] 3、本房屋在将相变蓄能技术与空气源热泵技术相结合，在冬季白天，空气源热泵

产生的热量为房屋供暖的同时，房屋内相变蓄能板吸收室内多余的热量，用于夜间放热，提

高了空源热泵所产生热量的利用率。

[0012] 以经过地道风系统加热地道风的作为空气源热泵的高温热源，相对于传统的直接

与室外低温空气换热，热泵的制热性能系数COP得到了提高，即使在室环境低于0℃以下时，

其空气源热泵的性能系数也不低于3.0。

[0013] 4、在地道风系统上安装除湿装置，对进入地道风系统的空气进行除湿处理，避免

了地埋管里潮湿，同时有效解决了空气源热泵的结霜问题。

[0014] 5、以太阳能集热器作为除湿装置的再生处理区的加热源，有效利用了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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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具有节能环保的特点。将地道风系统与空气源热泵系统相结合，可以有效提高热泵

性能系数COP值，空气热泵产生的热量对相变房屋进行供暖，再利用相变蓄能技术储存空气

热泵白天产生的多余热量，用于夜间供暖，同时采用太阳能转轮除湿技术对进入地道风的

室外空气进行除湿处理，解决了热泵结霜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基于地道风、空气源热泵及太阳能转轮除湿的相变房屋的结构系统

图；

图2为本发明基于地道风、空气源热泵及太阳能转轮除湿的相变房屋的蒸发器结构示

意图；

图3为本发明基于地道风、空气源热泵及太阳能转轮除湿的相变房屋的  转轮除湿装置

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基于地道风、空气源热泵及太阳能转轮除湿的相变房屋的相变蓄能板的

结构俯视图；

图5为本发明基于地道风、空气源热泵及太阳能转轮除湿的相变房屋相变蓄能板的结

构主视图；

（图中：1、外围护墙壁；2、相变蓄能板；3、冷凝器；4、节流阀；5、蒸发器；6、进风管；7、地

埋管；8、出风管；9、风帽；10、过滤网；11、转轮式除湿装置；12、再生风管；13、太阳能集热器；

14、油泵；15、蒸发器风机；16蒸发器散热器；17、除湿转轮；18、转轮式除湿装置风机；19、再

生加热器；20、换热翅片；21、进料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实施例1

一种基于地道风、空气源热泵及太阳能转轮除湿的相变房屋，其特征在于：包括相变房

屋、地道风系统、空气源热泵和太阳能转轮除湿装置，所述相变房屋包括外围护墙壁1和相

变蓄能板2，相变房屋的外围护墙壁1厚度为200～250mm的空心砖墙体，相变蓄能板2由厚度

为1～2mm的铝板制成的封闭方盒，相变蓄能板2上部具有进料口21，相变蓄能板2内部设有

厚度为1mm的铝片，铝片均匀布置与相变蓄能板内，铝片为换热翅片20，换热翅片增大相变

蓄能板2的换热面积，相变材料为癸酸与十六醇的低共熔混合物，相变材料由进料口21灌

入；

所述地道风系统包括进风管6、地埋管7、出风管8、过滤网10和转轮除湿装置11，所述进

风管6的高度为1～2m，进风管6顶部安装有风帽9，上部安装过滤网10，地埋管7埋于地下5m

～6m，长度为40m～100m，采用直径为200mm～500m的PVC管，出风管8上部安装有风帽9，所述

出风管高度为2～3m；

所述太阳能转轮除湿装置包括太阳能集热器13和转轮除湿装置11，转轮除湿装置11内

安装有除湿转轮17，所述转轮除湿装置11分为除湿处理区和再生处理区，除湿处理区通过

除湿转轮17对即将进入地埋管7的室外空气进行吸附除湿，再生处理区再生风管12内安装

有转轮式除湿装置风机18和再生加热器19，转轮式除湿装置风机18下部设有过滤网，过滤

网下部设有再生加热器19，太阳能集热器13通过管道与再生加热器19连接，管道上设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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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14，所述太阳能集热器13内部以导热油作为热量的载体，再生加热器19用于散发导热油

的热量，除去除湿转轮17中吸附的水分；

所述空气源热泵包括蒸发器5、冷凝器3、压缩机和节流阀4；蒸发器5安装于出风管8上，

压缩机和节流阀13安装于相变房屋外墙上，冷凝器3安装于相变房屋内部，压缩机的排气口

由管道连接至冷凝器3的一端，冷凝器的另一端由管道连接至节流阀4再通过管道连接至蒸

发器5的一端，蒸发器5的另一端由管道连接至压缩机的吸气口；蒸发器5内具有蒸发器风机

15，蒸发器风机15上部具有蒸发器散热器16；蒸发器风机15用于为地道风提供高风压。

[0017] 实施例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地道风、空气源热泵及太阳能转轮除湿技术的的相变房屋，该

相变房屋包括相变蓄能板、地道风、空气源热泵系统和太阳能转轮除湿装置。其中，所述相

变房屋包括外围护墙壁1和相变蓄能板2；相变房屋的外围护墙壁1的为200～250mm的空心

砖墙体，相变蓄能板2由厚度为1～2mm的铝板制成100mm×100mm×10mm的方盒，内部设计有

厚度为1mm的铝片，长为800mm，均匀布置与相变蓄能板内，换热翅片增大了相变蓄能板2的

换热面积，加快了相变材料的熔化凝固速率，相变材料选用相变温度为22℃～26℃的相变

材料，由进料口21灌入。

[0018] 所述地道风包括进风管6、地埋管7和出风管8，所述进风管6的高度为1～2m，进风

管6上安装有风帽9，风帽9用于防止雨雪进入到进风管7里，过滤网10和转轮除湿装置11，过

滤网10用于过滤室外空气的所携带的灰尘，避免污染除湿转轮17，地埋管7埋于地下5m～

6m，长度为40m～100m，采用直径为200mm～500m的PVC管，出风管8上安装有风帽9和空气源

热泵的蒸发器3；所述出风管高度为2～3m，在出风管8的的空气源热泵的蒸发器5的蒸发器

风机15用于为地道风提供高风压，引导室外空气进入地道风系统内；当蒸发器风机15工作

时，室外空气由进风管6进入，通过进风管6进行过滤除湿再进入到地埋管7，与土壤进行换

热形成地道风，然后再进到出风管8与蒸发器5进行换热；

所述太阳能转轮除湿装置包括太阳能集热器13和转轮除湿装置11；所述转轮除湿装置

11分为除湿处理区和再生处理区，除湿处理区通过除湿转轮17对即将进入地埋管7的室外

空气进行吸附除湿，再生处理区内安装有风机18和再生加热器19，再生加热器19通过太阳

能集热器13产生的高温热量对再生处理区的再生风进行加热，加热过的再生风再对再生处

理区的除湿转轮17进行加热除湿，除去吸附在除湿转轮17上的水分；所述太阳能集热器13

为槽式太阳能，内部以导热油作为热量的载体；当风机18工作时，再生风首先通过过滤网

10，然后被再生加热器19加热，经过加热的再生风温度可达到120℃～130℃，高温再生风再

对除湿转轮17进行再生加热，除去除湿转轮17中吸附的水分；

所述空气源热泵包括蒸发器5、冷凝器3、压缩机和节流阀4；其中，蒸发器5安装于地道

风的出风管8上，与地道风内的地道风进行换热，压缩机和节流阀13安装于相变房屋外墙

上，冷凝器3安装于相变房屋内部，蒸发器5、冷凝器3、压缩机和节流阀4通过管道15连接。

[0019] 实施例3

在冬季白天，蒸发器5内的风机15开启，管道风首先经过高度为1.5m的进风管6的过滤

网10，通过过滤网10过滤掉管道风所携带的尘土和杂质，接着进入到转轮除湿装置11内，在

转轮除湿装置11内管道风经过除湿转轮17被干燥；然后被干燥的管道风进入到埋于地下

5m，长度为70m的地埋管7内，在地埋管7内管道风被土壤加热形成地道风；被加热的地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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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入到高度为2m的出风管8内，在出风管8处的蒸发器5内的蒸发器散热器16与地道风进

行换热；空气源热泵内的制冷剂在蒸发器5内吸收地道风的热量，经过压缩机和节流阀4流

到冷凝器3，在冷凝器14内制冷剂向室内释放热量，为其供暖，使室内维持在24℃。

[0020] 相变房屋外围护墙壁1采用空心砖堆砌而成，厚度为200mm，外围护墙壁1的内表面

上采用粘结砂浆粘结相变蓄能板2，相变蓄能板2采用厚度为1mm的铝板制成100mm×100mm

×10mm的方盒，内部设计有厚度为1mm的铝片，长为800mm，均匀布置与相变蓄能板内，相变

材料选用熔化温度为22.47℃，凝固温度为20.56℃的癸酸与十六醇的低共熔混合物相变材

料，由进料口21灌入；在冬季白天，相变蓄能板2内的相变22.47℃的癸酸与十六醇的低共熔

混合物相变材料即吸收室内多余的热量，也防止了室内热量向室外的散湿。

[0021] 太阳能集热器13将导热油加热到130℃，油泵14驱使高温导热油再流经再生加热

器19；风机18开启，再生风经过滤网10，过滤掉再生风所携带的尘土和杂质，再进入再风管

12，再生加热器19对再风管12内的再生风进行加热，使再生风加热到110℃，被加热的再生

风再流过除湿转轮17，出去除湿转轮17上吸附的水分。

[0022] 实施例4

在冬季夜间，空源热泵系统、地道风系统和太阳能转轮除湿装置停止工作，空气热泵系

统不再为相变房屋提供热量，管道风不再进入到地道风系统内，太阳能集热器13不再加热

导热油，再生风不再进入到再生风管12内。相变房屋内的相变蓄能板2内的熔化温度为

22.47℃，凝固温度为20.56℃的癸酸与十六醇的低共熔混合物相变材料在白天吸收室内多

余的热量，把多余的热量存储在熔化温度为22.47℃，凝固温度为20.56℃的癸酸与十六醇

的低共熔混合物相变材料内，在夜间，当室内温度低于20.56℃时，癸酸与十六醇的低共熔

混合物相变材料开始凝固，同时向相变房屋室内释放温度为20.56℃的热量，可以有效维持

室内温度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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