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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加热储热系统”涉及

温室大棚加热储热系统与陶瓷太阳能集热系统。

在温室大棚内地面上沿四周边缘开槽，槽内填充

保温板，减少温室大棚内土壤的热损失；在温室

大棚内地面上开槽，埋入深层和浅层土壤加热管

道；新建或将部分温室大棚改造成为一面坡陶瓷

太阳能房顶的建筑，用于蘑菇种植等，春夏秋季

陶瓷太阳能房顶产生的热水加热数米厚的土壤

形成储热，使温室大棚全年保持较高的地温，冬

天产生的热水加热温室大棚的表层土壤、空气，

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加热储热系统造价低、能量

来自阳光，没有环境污染，水泵功率很小，运行成

本很低，大幅度提高温室大棚春夏秋冬的全年地

温、室温、作物产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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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加热储热系统，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陶瓷太阳板、深层土壤加

热储热管道、浅层土壤加热管道、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陶瓷太阳能墙

面加热系统；

陶瓷太阳板是以普通陶瓷为基体，多孔黑色陶瓷为表面阳光吸收层，内壁有釉层，一次

高温烧成的中空全陶瓷阳光吸收板；

在温室大棚内地面上沿四周边缘开槽，槽内填充保温隔热板，以减少温室大棚内土壤

的热损失；在温室大棚内地面上开槽，槽内埋入深层土壤加热储热管道，填土后再埋入浅层

土壤加热管道；在所述的深层土壤加热储热管道下面安装或不安装隔热保温层，注入深层

土壤加热储热管道的热水的温度为40℃-60℃；注入浅层土壤加热管道的热水温度为25℃-

40℃，避免高温破坏浅表层种植土的结构、生物、化学环境；所述保温隔热板的设置深度大

于深层土壤加热储热管道的设置深度；

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包括并不限于由陶瓷太阳板、保温水箱、小

型水泵、控制器组成；在温室大棚种植区域中新建或者将部分温室大棚换顶改造成为具有

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的建筑，这类建筑用途包括并不限于蘑菇种植，家畜、禽

类、水产品养殖，在春夏秋天或夏秋天或秋天，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产

生的热水通过深层土壤加热储热管道加热深层土壤提高土壤温度，在深层土壤形成储热，

在冬天晴天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产生的热水存储在保温水箱中，在无阳光时段或夜间

此热水通过浅层土壤加热管道加热浅层土壤、温室大棚内空气或者加热营养液、基质，并通

过深层土壤加热储热管道抽取或不抽取深层土壤热量加热浅层土壤、温室大棚内空气或者

加热营养液、基质；温室大棚分布在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建筑的周围或附近，根

据温室大棚种植的不同农作物和当地气候特点，温室大棚占地面积是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

太阳能房顶的建筑占地面积的3倍至12倍或单栋面积相同的温室大棚数量是锚桩结构一面

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建筑的3倍至12倍；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屋面与传统一面坡

房顶屋面共用结构层、保温层、防水层，增加陶瓷太阳板、锚桩结  构组成，上防水层由钢化

玻璃板取代瓦片，夏天降低屋面温度，冬天增加屋面温度，减少冬夏室内外温差，提高建筑

热工性能；

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墙面加热系统包括并不限于由温室大棚内的陶瓷太阳板、保温水

箱、小型水泵、控制器组成，对于种植低矮作物其高度不会遮挡阳光照射温室大棚北墙的温

室大棚采用陶瓷太阳能墙面加热系统，即在温室大棚北墙内侧面安装陶瓷太阳板，陶瓷太

阳能墙面加热系统的使用方法与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相同；温室大棚

陶瓷太阳能加热储热系统的能量来自阳光，没有环境污染，水泵功率很小，运行成本很低，

春夏秋天阳光能量提高地温，大幅度提高温室大棚春夏秋冬的全年地温、室温、作物产量和

质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加热储热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温室

大棚内地面上沿四周边缘开槽，槽宽50毫米至300毫米，深度1000毫米至3000毫米；在温室

大棚内地面上开槽，槽宽50毫米至300毫米，深度600毫米至2000毫米，槽间距500毫米至

3000毫米，深层土壤加热储热管道埋深600毫米至2000毫米，浅层土壤加热管道埋深0毫米

至500毫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加热储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深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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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加热储热管道、浅层土壤加热管道采用硬质聚乙烯(PE)管、聚氯乙烯(PVC)管、氯化聚氯

乙烯(CPVC)管、聚丁烯管或乙丙三元橡胶(EPDM)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加热储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低矮作

物包括并不限于普通叶类蔬菜、草莓、西瓜、甜瓜，高茎、高杆、搭架攀爬类作物包括并不限

于西红柿、茄子、辣椒、黄瓜、豆角、花卉、热带作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加热储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锚桩结

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夏天水温达到85℃至110℃，采用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为建筑提

供空调制冷。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加热储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陶瓷太

阳能房顶加热系统加热沼气池，使沼气池实现冬天正常产气，春夏秋冬高效率生产沼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加热储热系统，其特征在于用金属平板

太阳能集热器的阳光吸收金属平板或玻璃真空管太阳能集热器的玻璃真空管代替陶瓷太

阳板。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加热储热系统，其特征在于用常规能源

加热的热水在缺乏阳光的冬天时段补充加热浅层土壤加热管道、温室大棚内空气、营养液、

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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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加热储热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温室大棚加热储热系统、陶瓷太阳能集热系统，特别涉及温室大棚加

热储热系统与陶瓷太阳能集热系统的有机结合。

背景技术

[0002] 温室大棚用于蔬菜、农作物生产，我国温室大棚占地数百万亩，约占全球50％，通

常数十至上千座温室大棚成片种植、经营，温室大棚主要利用冬天阳光的温室效应促进作

物生长，在阴天和夜间主要依靠燃煤保温维持作物生命，由于环境保护，要求取消燃煤，而

天然气、电力、传统太阳能装置价格昂贵，传统太阳能装置使用寿命短、维修频繁。

[0003] 传统太阳能集热器是真空玻璃管太阳能集热器和金属平板式太阳能集热器，其阳

光吸收膜是常温下由阳光吸收材料颗粒聚集形成，颗粒之间、颗粒与基体之间的结合力充

其量是分子键结合，结合键能低，结合力低，阳光吸收比容易衰减，维修频繁，理论寿命低，

实际使用寿命短，使用成本高于常规能源。

[0004] 陶瓷太阳板以普通陶瓷为基体，多孔黑色陶瓷为表面阳光吸收层，形成阳光陷阱，

内壁有釉层，1200℃左右一次烧成，全部是瓷质材料，全部是离子键和原子键结合，阳光吸

收比不会衰减，效率高，维修率很低，无理论寿命，实际使用寿命可与建筑同寿命，大规模生

产成本50元/平方米左右，使用成本低于常规能源。

[0005] 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屋面与传统房顶屋面共用结构层、保温层、防水

层，增加锚桩结构、陶瓷太阳板，减少顺水条、挂瓦条、钢丝网混凝土层，钢化玻璃板替代瓦

片等，与传统太阳能集热器相比，大幅度简化了太阳能集热系统的结构，提高施工效率、降

低建造成本，与建筑一体化、同寿命，结合温室大棚改造，为实现温室大棚经济加热、储热、

提高并长期保持土壤温度，提高温室大棚农作物产量、质量，提出了新的技术方案。

发明内容

[0006] 经过试验，提出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加热储热系统，新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7] 陶瓷太阳板是以普通陶瓷为基体，多孔黑色陶瓷为表面阳光吸收层，内壁有釉层，

一次高温烧成的中空全陶瓷阳光吸收板；在温室大棚内地面上沿四周边缘开槽，槽内填充

保温隔热板，以减少温室大棚内土壤的热损失；在温室大棚内地面上开槽，槽内埋入深层土

壤加热储热管道，填土后再埋入浅层土壤加热管道；在温室大棚种植区域中新建或者将部

分温室大棚换顶改造成为具有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的建筑，这类建筑用途包括

并不限于蘑菇种植，家畜、禽类、水产品养殖等，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

包括并不限于由陶瓷太阳板、保温水箱、小型水泵、控制器等组成；在春夏秋天或夏秋天或

秋天，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产生的热水通过深层土壤加热管道加热深

层土壤提高土壤温度，在深层土壤形成储热，在冬天晴天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产生的

热水存储在保温水箱中，在无阳光时段或夜间此热水通过浅层土壤加热管道加热浅层土

壤、温室大棚内空气或者加热营养液、基质，并通过深层土壤加热管道抽取或不抽取深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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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热量加热浅层土壤、温室大棚内空气或者加热营养液、基质；温室大棚分布在锚桩结构一

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建筑的周围或附近，根据温室大棚种植的不同农作物和当地气候特

点，温室大棚占地面积是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的建筑占地面积的3倍至12倍或

单栋面积相同的温室大棚数量是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建筑的3倍至12倍；对于

种植低矮作物其高度不会遮挡阳光照射温室大棚北墙的温室大棚采用陶瓷太阳能墙面加

热系统，即在温室大棚北墙内侧面安装陶瓷太阳板，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墙面加热系统包

括并不限于由温室大棚内的陶瓷太阳板、保温水箱、小型水泵、控制器等组成，陶瓷太阳能

墙面加热系统的使用方法与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相同；温室大棚陶瓷

太阳能加热储热系统的能量来自阳光，没有环境污染，水泵功率很小，运行成本很低，春夏

秋天阳光能量提高地温，大幅度提高温室大棚春夏秋冬的全年地温、室温、作物产量和质

量。

[0008] 所述温室大棚内地面上沿四周边缘开槽，槽宽50毫米至300毫米，深度1000毫米至

3000毫米，槽内填充保温隔热板，以减少温室大棚内土壤的热损失；在温室大棚内地面上开

槽，槽宽50毫米至300毫米，深度600毫米至2000毫米，槽间距500毫米至3000毫米，槽内埋入

深层土壤加热储热管道，深层土壤加热储热管道埋深600毫米至2000毫米，填土后再埋入浅

层土壤加热管道，浅层土壤加热管道埋深0毫米至500毫米。

[0009] 所述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屋面与传统一面坡房顶屋面共用结构层、保

温层、防水层，增加陶瓷太阳板、锚桩结构组成，上防水层由钢化玻璃板取代瓦片，夏天降低

建筑物屋面温度，冬天增加屋面温度，减少冬夏室内外温差，提高建筑热工性能。

[0010] 所述深层土壤加热储热管道、浅层土壤加热管道采用硬质聚乙烯(PE)管、聚氯乙

烯（PVC)管、氯化聚氯乙烯（CPVC)管、聚丁烯管或乙丙三元橡胶（EPDM)管等。

[0011] 所述的深层土壤加热管道下面安装或不安装隔热保温层，注入深层土壤加热管道

的热水的温度为40℃-60℃；注入浅层土壤加热管道的热水温度为25℃-40℃，避免高温破

坏浅表层种植土的结构、生物、化学环境。

[0012] 所述低矮作物包括并不限于普通叶类蔬菜、草莓、西瓜、甜瓜，高茎、高杆、搭架攀

爬类作物包括并不限于西红柿、茄子、辣椒、黄瓜、豆角、花卉、热带作物。

[0013] 所述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夏天水温达到85℃至110℃，采用溴化锂吸

收式制冷机为建筑提供空调制冷。

[0014] 一般沼气池温度降至8℃，沼气池不能生产沼气，所述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加

热沼气池，使沼气池实现冬天正常产气，春夏秋冬高效率生产沼气。

[0015] 用金属平板太阳能集热器的阳光吸收金属平板或玻璃真空管太阳能集热器的玻

璃真空管代替陶瓷太阳板。

[0016] 用常规能源加热的热水在缺乏阳光的冬天时段补充加热浅层土壤加热管道、温室

大棚内空气、营养液、基质。

[0017] 陶瓷太阳板基体是普通陶瓷、表面多孔黑瓷、内有釉层；成本低、效率高、耐高温、

不结垢，与建筑同寿命，大规模生产成本每平方米50元左右，已经列入国家建材行业标准，

生产与应用技术已经获国内外40项发明专利。

[0018] 我国建筑面积600亿平方米，屋面近100亿平方米，年增几亿平方米，一般太阳能热

水系统按120千克标煤/㎡ .年计算，我国屋面阳光相当于每年10亿吨标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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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传统房顶夏天热、冬天冷，夏天阳光使平房顶或人字坡房顶蓄热，深夜仍向室内散

热；冬天房顶阻挡阳光，造成顶层房间夏热冬冷，浪费大量建材和建筑空间。阳光普照传统

房顶，没有惠及人类，反而弊多利少。

[0020] 2005年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要求太阳能热水系统：

与建筑结构一体化、成本低、与建筑同寿命，但是一直没有实现。

[0021] 斜屋面可兼具太阳能热水系统功能，传统斜屋面由结构层、保温层、防水层组成，

平板太阳能热水器由结构层、保温层、防水层、太阳能吸热体组成。太阳能屋面可以由结构

层、保温层、防水层、太阳能吸热体组成，上防水层由4毫米钢化玻璃板取代瓦片。主要问题

是传统太阳能吸热体寿命短、维修率高，传统铝合金框架结构成本高等。

[0022] 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的特点：房顶阳光吸收面扩大一倍，夏天取走屋

面热量，冬天增加屋面热量，顶层房间冬暖夏凉产生新的有效建筑面积。保温水箱略低于房

顶，陶瓷太阳板与大气相通，加热泵与取暖循环泵功率很小。非阳光加热时房顶没有水，全

部水在水箱中，陶瓷太阳板冬天不会冻裂，同时热水利用率高。直接使用自来水或井水，运

行成本低，效率高。  锚桩结构成本是传统铝合金框架结构成本10％左右，锚桩结构一面坡

陶瓷太阳能房顶已经用于农居取暖，全年提供生活热水，在网上打入“温暖的陶瓷”，可以看

到中央电视台关于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提供农居取暖的25分钟视频报道。

[0023] 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夏天取走屋面热量进入保温水箱，冬天增加屋面

热量，新增加的半层楼房间和储物间冬暖夏凉产生新的有效建筑面积，整座建筑的单位建

筑面积造价与传统建筑相当，陶瓷太阳能热水系统可以相当于“零”造价，锚桩结构一面坡

陶瓷房顶保温、隔热、防水、防风优于传统房顶，可能最终取代持续数千年的传统房顶。锚桩

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已经在建筑上应用数年，见图7至图12。

[0024] 货币成本低于常规能源才是绿色能源。目前新能源的问题是包括环境的成本问

题，太阳能自然存在，使用成本由利用装置的制造成本和运行费用构成，目前制造与运行使

用常规能源，常规能源与货币有等量关系，如果取得1个单位能量的新能源的货币是常规能

源2倍，就是消耗2个单位能量的常规能源取得1个单位能量的新能源，对环境的污染也增加

1倍，人类成本体现为货币，政府补贴是人类成本的一部分，长期补贴人类和环境都难以承

受，只有当某种装置使新能源的货币成本低于常规能源，才是有效取代化石能源的绿色能

源。

[0025] 温室大棚利用传统太阳能设备加热的主要问题：1、传统太阳能利用设备制造成本

高、理论寿命短、维修频繁、运行成本高、折旧费高  2、我国是北半球国家，冬天阳光辐照量

低，春夏秋阳光辐照量高，冬天阳光辐照量不足全年20％，而温室大棚主要用于冬天生产 

3、太阳能储能困难、储能成本高，传统太阳能跨季储能设备需要巨大的保温水池，造价高、

占地大、运行维护费用高。

[0026] 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建造成本低、运行成本低，可以用于各种建筑物，

仅冬天使用与全年使用相比，对造价、折旧费、使用寿命几乎没有影响。运行水泵扬程低、功

率很小，一般是几百瓦，自动控制器已经十分成熟、一般价格几百元，利用温室大棚内厚达2

米至5米的深层土壤进行跨季储能，见图6，储能设备投资小，是低成本实现跨季储能的有效

方法，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建筑与温室大棚加热储热系统的结合，运行费用十

分低廉，而全年比较高的地温使北方温室大棚的相当于或更好于南方的菜园，使北方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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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的农作物产量、质量、效益大幅度提高。

[0027] 普通陶瓷墙地砖每平方米出厂价10元左右，相当于每吨普通陶瓷墙地砖产品400

元左右，而钢材每吨4000元左右，铝材2万元左右，铜材6万元左右，普通陶瓷是最便宜的材

料之一，随着用途开发、产量扩大，陶瓷太阳板的价格将会不断下降。

[0028] 北方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北墙面加热系统也可以在冬天晴天时取得比较好的应

用效果，在没有安装、使用春夏秋季土壤储热功能情况下，冬天晴天室外温度-8℃至-32℃，

室内温度10℃-32℃，土壤温度11℃-17℃，基质温度12-18℃，见图1、图2、图3、图4、图5。但

是存在以下缺点：1、只适用于种植低矮作物如普通叶类蔬菜、草莓、西瓜、甜瓜等。高茎、高

杆、搭架攀爬类作物如西红柿、茄子、辣椒、黄瓜、豆角、花卉、热带作物等会阻挡阳光照射北

墙  2、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北墙面加热系统阳光吸收面与地面基本垂直，其阳光能量转化

为热水能量的效率远低于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  3、冬天的连续阴天、下雪天，温

室大棚内的温度难以维持农作物的生存温度，需要比较多的辅助加热能源。

[0029] 目前北方温室大棚不仅存在燃煤污染环境的问题，也长期存在冬天棚内温度低使

农作物产量低的问题，虽然有的北方地区冬天长达半年，由于冬天阳光弱，半年冬天阳光能

量只占全年阳光能量的20％左右，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加热储热系统将棚内土壤与外界隔

热、隔离，利用陶瓷太阳板生产成本低、寿命长、效率高，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效

率高，阳光利用成本十分低廉的特点，充分利用全年阳光使棚内数米厚的土壤形成跨季储

能系统，温室大棚内的潮湿土壤是比热容相当大的优良的储能介质，可以形成相对独立、便

于控制温度、水分、营养、病虫害、全年温暖湿润的土壤气候环境，我国北方全年日照小时数

和阳光辐照量远超过我国南方，不仅解决燃煤污染问题，而且可以产生农作物的亩产、质量

接近或超过我国南方菜园、农田的创新性农业模式。

[0030] 附图说明：

[0031] 图1表示在种植低矮作物的温室大棚北墙面安装陶瓷太阳板、保温水箱、水泵太阳

能加热系统，在冬天晴天用热水加热温室大棚内的空气。

[0032] 图2表示在种植低矮作物的温室大棚北墙面安装陶瓷太阳板、保温水箱、水泵太阳

能加热系统，在冬天晴天用热水通过浅层土壤加热管道加热温室大棚内的浅层土壤。

[0033] 图3表示室外温度—33℃至—15℃，在种植低矮作物的温室大棚北墙面安装陶瓷

太阳板、保温水箱、水泵太阳能加热系统，在冬天晴天用热水加热温室大棚内的空气与用硅

晶板电加热器加热温室大棚内的空气，全天24小时温室大棚内空气温度的比较。

[0034] 图4表示室外温度—20℃至—8℃，在种植低矮作物的温室大棚北墙面安装陶瓷太

阳板、保温水箱、水泵太阳能加热系统，在冬天晴天用热水加热温室大棚内空气，全天24小

时温室大棚内空气温度、基质（无土栽培的基质）温度、部分土壤温度。

[0035] 图5表示室外温度—19℃至—7℃，在种植低矮作物的温室大棚北墙面安装陶瓷太

阳板、保温水箱、水泵太阳能加热系统，在冬天晴天用热水加热温室大棚内空气，全天24小

时温室大棚内空气温度和土壤温度。

[0036] 图6表示在温室大棚内地面上沿四周边缘开槽，槽内填充保温隔热板，形成地下隔

热保温墙，以减少温室大棚内土壤的热损失；在温室大棚内地面上开槽，槽内埋入深层土壤

加热储热管道和浅层土壤加热管道。

[0037] 图7表示农宅的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包括并不限于由陶瓷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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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板、保温水箱、小型水泵、控制器组成；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冬天产

生的热水提供农宅取暖和生活热水，春夏秋天产生的热水提供农宅生活热水。

[0038] 图8表示在温室大棚种植区域中新建或将部分温室大棚改造成为具有锚桩结构一

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的建筑，这类建筑用途包括并不限于蘑菇种植，家畜、禽类、水产品养

殖，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包括并不限于由陶瓷太阳板、保温水箱、小型

水泵、控制器组成。上述建筑整体结构采用混凝土结构。

[0039] 图9是图8的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屋面局部放大图。

[0040] 图10是图9的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屋面局部放大图。

[0041] 图11表示在温室大棚种植区域中新建或将部分温室大棚改造成为具有锚桩结构

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的建筑，这类建筑用途包括并不限于蘑菇种植，家畜、禽类、水产品

养殖，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包括并不限于由陶瓷太阳板、保温水箱、小

型水泵、控制器组成。上述建筑的屋面采用陶瓷太阳能屋面锚桩结构保温复合板，陶瓷太阳

能屋面锚桩结构保温复合板是用于陶瓷太阳能集热系统或陶瓷太阳能屋面或陶瓷太阳能

房顶的具有锚桩结构的保温材料夹芯复合板，上下两面是水泥板或金属板，两板之间是保

温材料，复合板上有通孔或附有套管的通孔，通孔的数量和位置按照陶瓷太阳板尺寸的安

装要求，通孔或套管中穿有通螺纹长螺杆、两端螺帽将通螺纹长螺杆固定在保温复合板上，

螺帽与保温复合板之间有非金属垫片，在保温复合板上平面的通螺纹长螺杆上安装调整高

度的长螺帽，锚桩结构保温复合板用于陶瓷太阳能集热系统或陶瓷太阳能屋面或一面坡陶

瓷太阳能房顶。

[0042] 图12是图11的陶瓷太阳能屋面锚桩结构保温复合板的局部放大图。

[0043] 图中标记的说明：

[0044] 1、温室大棚  2、透明薄膜  3、温室大棚保温北墙  4、加热空气的热水管  5、保温水

箱  6、水泵  7、陶瓷太阳板  8、加热浅层土壤的热水管  9、加热深层土壤的热水管  10、土壤

隔热保温墙  11、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屋面  12、具有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屋

面的农宅  13、钢化玻璃板  14、保温层  15、混凝土屋面板  16、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

屋面下边框  17、锚桩结构的螺杆、螺帽固定在刚性垫板上  18、刚性垫板  19、刚性保护层 

20、保温材料  21、房顶屋面混凝土结构层  22、铁釘23、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屋面上

边框  24、防水层  25、螺帽  26、硅橡胶帽  27、长螺帽  28、螺丝  29、带锚桩结构的保温复合

板  30、下水泥板或金属板  31、非金属垫片  32、上水泥板或金属板  33、套管。

[0045] 具体实施例：

[0046] 1、在温室大棚内地面上沿四周边缘开槽，槽宽300毫米，深度3000毫米，槽内填充

聚苯乙烯泡沫板，以减少温室大棚内土壤的热损失；在温室大棚内地面上开槽，槽宽300毫

米，深度2000毫米，槽间距3000毫米，槽内埋入深层土壤加热储热管道，深层土壤加热储热

管道埋深2000毫米，填土后再埋入浅层土壤加热管道，浅层土壤加热管道埋深500毫米；在

温室大棚种植区域中新建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的建筑，这类建筑用途包括并不

限于蘑菇种植，家畜、禽类、水产品养殖，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由陶瓷

太阳板、保温水箱、小型水泵、控制器等组成；在春夏秋天，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

加热系统产生的60℃热水以不断循环的方式通过深层土壤加热管道加热深层土壤提高土

壤温度，在深层土壤形成跨季储热，在冬天晴天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产生的40℃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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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在保温水箱中，在无阳光时段或夜间此热水通过浅层土壤加热管道加热浅层土壤、温

室大棚内空气或者加热营养液、基质，并通过深层土壤加热管道抽取深层土壤热量加热浅

层土壤、温室大棚内空气或者加热营养液、基质；温室大棚分布在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

能房顶建筑的周围，1栋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热水系统加热12栋温室大棚，或温

室大棚面积是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建筑面积的12倍，所述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

太阳能房顶热水系统夏天取走屋面热量降低屋面温度，冬天气温低阳光增加了屋面温度，

减少冬夏室内外温差，提高了蘑菇种植，家畜、禽类、水产品养殖建筑的热工性能。

[0047] 2、在温室大棚内地面上沿四周边缘开槽，槽宽150毫米，深度2000毫米，槽内填充

泡沫陶瓷保温板，以减少温室大棚内土壤的热损失；在温室大棚内地面上开槽，槽宽150毫

米，深度1500毫米，槽间距2000毫米，槽内埋入深层土壤加热储热管道，深层土壤加热储热

管道埋深1500毫米，填土后再埋入浅层土壤加热管道，浅层土壤加热管道埋深200毫米；将

温室大棚种植区域中的部分温室大棚换顶改造成为具有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

的建筑，这类建筑用途包括并不限于蘑菇种植，家畜、禽类、水产品养殖，锚桩结构一面坡陶

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包括并不限于由陶瓷太阳板、保温水箱、小型水泵、控制器组成；在

夏天和秋天，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产生的热水通过深层土壤加热管道

加热深层土壤提高土壤温度，在深层土壤形成储热，在冬天晴天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

产生的热水存储在保温水箱中，在无阳光时段或夜间此热水通过浅层土壤加热管道加热浅

层土壤、温室大棚内空气或者加热营养液、基质；温室大棚分布在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

能房顶建筑的周围或附近，1栋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热水系统加热10栋温室大

棚，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加热储热系统的能量来自阳光，夏秋天阳光能量提高地温，大幅度

提高北方温室大棚春夏秋冬的全年地温、室温、作物产量和质量。

[0048] 3、在温室大棚内地面上沿四周边缘开槽，槽宽50毫米，深度1000毫米，槽内填充聚

氨酯泡沫板，以减少温室大棚内土壤的热损失；在温室大棚内地面上开槽，槽宽50毫米，深

度800毫米，槽间距1000毫米，槽内埋入深层土壤加热储热管道，深层土壤加热储热管道埋

深800毫米，在土壤上面铺设热水加热管道，将温室大棚种植区域中的部分温室大棚换顶改

造成为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的建筑，这类建筑用途包括并不限于蘑菇种植，家

畜、禽类、水产品养殖，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包括并不限于由陶瓷太阳

板、保温水箱、小型水泵、控制器组成；在夏天和秋天，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

系统产生的热水通过深层土壤加热管道加热深层土壤提高土壤温度，在深层土壤形成储

热，在冬天晴天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产生的热水存储在保温水箱中，在无阳光时段或

夜间此热水加热管道加热浅层土壤、温室大棚内空气或者加热营养液、基质，温室大棚分布

在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建筑的周围或附近，温室大棚的面积是锚桩结构一面坡

陶瓷太阳能房顶建筑面积的3倍。

[0049] 4、在温室大棚内地面上沿四周边缘开槽，槽宽100毫米，深度800毫米，槽内填充塑

料中空保温隔热板，以减少温室大棚内土壤的热损失；在温室大棚内地面上开槽，槽宽100

毫米，深度600毫米，槽间距500毫米，槽内埋入深层土壤加热储热管道，深层土壤加热储热

管道埋深600毫米，填土后再埋入浅层土壤加热管道，浅层土壤加热管道埋深100毫米；对于

种植低矮作物其高度不会遮挡阳光照射温室大棚北墙的温室大棚采用陶瓷太阳能墙面加

热系统，即在温室大棚北墙内侧面安装陶瓷太阳板，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墙面加热系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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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并不限于由温室大棚内的陶瓷太阳板、保温水箱、小型水泵、控制器组成，陶瓷太阳能墙

面加热系统的使用方法与锚桩结构一面坡陶瓷太阳能房顶加热系统相同。

[0050] 5、对于种植低矮作物其高度不会遮挡阳光照射温室大棚北墙的温室大棚采用陶

瓷太阳能墙面加热系统，即在温室大棚北墙内侧面安装陶瓷太阳板，温室大棚陶瓷太阳能

墙面加热系统包括并不限于由温室大棚内的陶瓷太阳板、保温水箱、小型水泵、控制器组

成，陶瓷太阳能墙面加热系统产生的热水通过管道加热温室大棚内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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