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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The present invention relates to a thermal insulation devic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buildings, wherein a first spa
cing layer and a second spacing layer of said thermal insulation device are coupled with one another, wherein said first spacing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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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说 明书摘要本 发 明涉 及 一种 用 于建筑 物 的隔热装置 ，其 中该 隔热装置 的第 一 间隔层和 第 二 间隔层相
耦接在 一起 ，其 中该第 一 间隔层和 该第 二 间隔层在 两者之 间形成一组第一气 室 ，其 中该第 一气室被 该第 二 间隔
层相 互隔开 以阻止相邻 两个第 一气 室之 间发生对流 ，其 中该第 一气 室充满气体 以降低 建筑物 室 内外之 间的热交
换 。



隔热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隔热装置，尤其涉及一种适于降低室内和室外热交换的

隔热装置。本发明还涉及一种保温隔热膜 。

背景技术

在大多数国家 ，建筑耗能 占总能耗的比例重大且其越来越大 。就一级耗

能来说，建筑耗能占总能耗的 40% 。正式地 ，中国学术机构估计在 中国建筑

因素实际上 占总的能源消耗的比例超过 30% 。因此，用于降低该隔热装置两

侧空间的热交换的多种手段被采用 以最大程度降低热量转移和节约能源 。一
种降低热交换的常见办法就是为建筑披上一个保温屏障覆层 。但是，由于保

温屏障覆层常年暴露在含有 21% 氧气的空气 中，所 以一般寿命较短。另外，

环境温度的改变也在保温屏障覆层的老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大多

数保温屏障覆层是不透 明的，其对室内采光造成影响。

由隔热材料制成的隔热装置，如隔热层和保温膜也可被设置在建筑物 的

外壁 以降低该建筑物的该隔热装置两侧的热交换 。但是这种 由泡沬材料制成

的隔热装置是不透明的，其对室 内采光造成负面影响。绝大多数 由光反射材

料制成的隔热装置价格 昂贵，且它们不仅仅会反射热量，也会反射光。而 由

真空隔离材料制成的隔热装置 比热反射材料制成的隔热装置还要昂贵。

大分子膜或多聚物膜是另一个值得考虑的用在建筑保温的选择。但是，

现有的绝大多数 由多聚物制成的隔热装置具有一个单层结构且仅能提供一个

差强人意的保温效果。

还有，隔热装置，如 由多聚物制成的透明膜也被用在农业领域。尤其是，

它们被用于温室大棚 以允许光的透过且降低温室与其环境之间的热交换。

公开号为 2481 133Y 的中国专利教导了一种包括两层塑料膜 的隔热装置，

其中这两层塑料膜相互耦接 以形成一个气室，从而形成一个设于建筑物和其

外界环境之间的空气隔离墙。但是，因为这两层膜通过热焊连接在一起 ，因

此该空气隔离墙是一个整体且该气室内可 以产生空气对流，从而使得当这两

层塑料膜中的一个在局部区域被破坏时，该整个气墙都会被破坏。

现有的温室大棚保温棚膜多数为单层 ，单层塑料膜建造的温室最大的缺



点是保温性能差，特别是在冬季保温性能差更为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人们采取了很多方法，除了采用覆盖草帘保温的传统方法外，有的人设计制

造了双层塑料膜，如公告号为 CN2481 133Y 的实用新型，它由两层薄膜构成，

两层薄膜的局部以点或线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互通的气室，但是其结构复

杂，成产成本高，保温及使用效果不佳。

地膜又叫农膜，在高寒边远地区用于覆盖农 田，以起到提高地温，保证

土壤温度，促进种子发芽和幼苗快速增长的作用，还能抑制杂草生长，现在

常采用稻草或单层薄膜作为农膜，但是其保温效果不佳。

据国家的有关数据显示，我们国家的能源紧张形势 已经非常严峻。目前，

我国现有的住宅建筑绝大部分还是高耗能建筑，单位面积的采暖制冷能耗相

当于相近气候条件发达国家的数倍，建筑能耗占了全国能耗的三分之一以上。

我国现在 日益重视住宅建筑的节能保温隔热工作，而本发明的保温隔热膜正

是可作为一种效果显著价格低廉的室内保温隔热材料。

现在，人们常采用空调来调节室内温度，但是由于玻璃的隔热保温效果

不佳，使得开空调耗能较大，不利于节约能源。并且现有技术中，既能应用

于大棚保温棚膜，又能应用于地膜，还能用于建筑室内墙面和玻璃上起到保

温隔热的保温膜。

发明内容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使用方便、透光性好且保温隔热

效果优异的保温隔热膜。

为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保温隔热膜，包括呈平面状的底膜、一面与所述的底膜相粘接的泡

膜，所述的泡膜包括与所述的底膜相粘接的连接部、自所述的连接部向上延

伸形成的多个气室，所述的保温隔热膜还包括与所述的泡膜的另一面相粘接

的呈平面状的顶膜，所述的顶膜遮住相邻两个所述的气室形成的间隙。

具体地，所述的气室的形状为圆柱形、半球形、锥形、方形、心形、菱

形、椭圆形中的任一种。

具体地，所述的底膜和所述的顶膜两个中的至少一个上印有图案。

一种所述的保温隔热膜在温室大棚的保温隔热膜中的用途。

一种所述的保温隔热膜在覆盖于农田地面上的地膜中的用途。



一种所述的保温隔热膜在提高玻璃保温隔热效果中的用途 。

具体使用方法为：先将玻璃擦净 ，再根据玻璃大小裁剪保温隔热膜 ，然

后将玻璃喷湿后 ，直接将裁剪后 的保温 隔热膜贴于喷湿后的玻璃上 ，无需采

用胶水等粘结剂 。

一种所述的保温隔热膜在提高房屋 内墙的保温隔热效果中的用途 。

具体地 ，所述 的气泡膜 的制备方法为模具的一面具有多个 凹槽 ，凹槽连

接有抽负压 的装置 ，当制膜时，由于负压作用 ，薄膜上即形成 了多个与所述

的凹槽形状相一致的气室。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本发明的保温 隔热膜具有三层膜结构 ，中间的泡膜和底膜一起形成无数

个密封 的气室，从而在底膜和顶膜之间支撑 出一层空气层 ，密封 的气室和空

气层里面的静止干燥空气不能产生热对流 ，同时导热系数极低 的空气和塑料

膜也可 以有效的阻绝热传导，从而防止和杜绝在底膜和顶膜外表面存在温差

的空气或物体进行热传递 ，使得本发明的保温隔热膜具有 良好 的保温隔热性

能。

本发明的保温 隔热膜无需借助胶黏剂 ，只需在玻璃上喷水就可黏贴在玻

璃上 ，使用简单方便 。

本发明的保温 隔热膜主要从建筑室 内保温 隔热上采取措施 ，减少 了住宅

建筑 内外热量的热传递 ，在创造适宜的室 内环境温度和节约能源起着重要作

用 。本发明的保温隔热膜作为一种新型保温隔热材料 ，有着 良好 的经济效益、

隔热保温效果、节能环保和使用方便等优点。

本发明的优势在于其提供一个 隔热装置 ，其 中该隔热装置形成一个非对

流的气墙 ，其 中该气墙适于设于一个建筑物和其所处环境之间以降低该建筑

物与其所在环境之间的热交换 。

本发明的另一优势在于提供一种隔热装置 ，其 中该隔热装置包括一个第

一间隔层和一个第二间隔层 ，其 中该第二间隔层设于该第一间隔层 ，且该第

一间隔层和该第二间隔层形成一组第一气室 以将一个建筑物与其所在室外环

境相 隔开，其 中该第一气室设于该第一 间隔层和该第二间隔层之 间，其 中该

第一气室充满空气并被该第二间隔层相互隔开 以降低该建筑物与该建筑物室

外环境之间的空气对流从而尽可能降低该隔热装置两侧 的建筑物和其室外环



境之 间的热交换 。

本发明的另一优势在于提供一种隔热装置 ，其 中该隔热装置进一步包括

一个第三间隔层 ，其 中该第三间隔层设于该第二间隔层 的形成侧 ，其 中该第

三间隔层和第二间隔层形成一组设于两者之 间的第二气室，其 中该第二气室

充满空气并相互连通 ，从而使得该第一气室和该第二气室形成一个空气隔离

墙 以用于将建筑物和其室外环境相隔开 以降低该建筑物该隔热装置两侧 的该

建筑物和其室外环境之间的热交换 。

本发明的另一优势在于提供一种隔热装置 ，其 中该空气隔离墙包括该第

一气室和该第二气室从而使得当该隔热装置 的局部发生破损时，该空气隔离

墙不会从整体上被破坏 。

本发明的另一优势在于提供一种隔热装置 ，其 中每个第一气室具有一个

平行 四边形外形且被规律设置在该第一 间隔层与该第二间隔层之间以尽可能

减小该第二气室的大小 。

本发 明的其它优势和特征通过下述 的详细说 明得 以充分体现并可通过

所 附权利要求中特地指 出的手段和装置 的组合得 以实现 。

依本发 明，本发明前述 目的和其他 目的和优势的可通过一个隔热装置被

实现 ，其 中该隔热装置包括一个第一间隔层和一个第二间隔层 ，其 中该第二

间隔层设于该第一间隔层 ，其 中该第一 间隔层和第二间隔层在两者之间形成

一组第一气室，其 中每个第一气室充满空气 。

该隔热装置进一步包括一个第三间隔层 ，其 中该第三间隔层和该第二间

隔层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组第二气室，其 中该第二气室充满空气并相互连通从

而使得该第二间隔层和该第三间隔层形成一个空气 隔离墙 以用于将建筑物和

其室外环境相隔开，从而降低该隔热装置两侧 的该建筑物与其所处外在环境

之间的热交换 。

通过对 随后的描述和附图的理解 ，本发明进一步的 目的和优势将得 以充

分体现 。

本发明的这些和其它 目的、特点和优势 ，通过下述 的详细说明，附图和

权利要求得 以充分体现 。

附图说明

图 1 为依本发 明第一较佳实施例 的隔热装置 的正视 图。



图 2 为依上述本发明第一较佳实施例 的隔热装置的顶端示意 图。

图 3 为依上述本发明第一较佳实施例 的隔热装置的剖视 图。

图 4 阐明了该第一气室设于依上述本发 明第一较佳实施例 的隔热装置 的

该第一间隔层和该第二间隔层之间。

图 5 阐明了该第二气室设于依上述本发 明第一较佳实施例 的隔热装置的

该第三间隔层和该第二间隔层之间。

图 6 为依本发 明第二较佳实施例 的隔热装置 的正视 图。

图 7 为依上述本发明第二较佳实施例 的隔热装置的剖视 图。

图 8 为依上述本发明第二较佳实施例 的隔热装置 的剖视 图。

图 9 为依上述本发明第二较佳实施例 的隔热装置的剖视 图。

图 10 为依上述本发明第一较佳实施例 的隔热装置 的制造方法流程 图。

图 11 为依上述本发明第二较佳实施例 的隔热装置的制造方法流程 图。

图 12A 为依本发明第三较佳实施例 的保温膜 的立体 图；图 12B 为依本发

明第三较佳实施例 的保温膜 的剖视 图，其 中：1B 、底膜 ；2B 、泡膜 ；3B 、顶

膜 ；21B 、连接部；22B 、气室；23B 、间隙。

具体实舫 式
下述描述被揭露 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可制造和使用本发明。下述描述中

提供 的较佳实施例仅作为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示例和修改，其并不

构成对本发 明范围的限制 。下述描述中所定义的一般原理可不背离本发明精

神和发明范围地应用于其它实施例 、可选替代、修改、等 同实施和应用 。

参考本发明附图之 图 1 至 图 5，依本发明第一较佳实施例 的隔热装置被

阐明。依该较佳实施例 ，该隔热装置包括一个第一间隔层 10 和一个与该第一

间隔层 10 相耦接 的第二间隔层 20，其 中该第一间隔层 10 和该第二间隔层 20

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组第一气室 100，其 中该第一气室 100 充满空气 以阻止该

第一气室 100 与建筑物室外环境之间的空气对流 ，从而尽可能降低该隔热装

置两侧 的该建筑物和其所在环境的热交换 。优选地 ，该第一气室 100 被该第

二间隔层 20 相互分离开 以阻止相邻两个第一气室 100 之间的空气对流 的发

生。

如附图之 图 1 至 图 3 所示 ，该隔热装置进一步包括一个第三 间隔层 30，

其 中该第二间隔层 20 设于该第一 间隔层 10 和该第三间隔层 30 之间，从而使



得该第二间隔层 20 和该第三间隔层 30 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组第二气室 200 ，

其中该第二气室 200 相互连通。优选地，每个该第二气室 200 充满空气。更

优选地，该第二间隔层 20被包夹在该第一间隔层 10 与该第三间隔层 30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该第一气室 100 和该第二气室 200 形成一个空气隔离墙以

将建筑物与其外界环境相隔开以降低该隔热装置两侧的该建筑物与其所在环

境之间的热交换。换句话说，该空气隔离墙包括一组相互隔开的第一气室

100，从而使得当该隔热装置的局部发生破损时，该空气隔离墙不会被彻底破

坏。

如附图之图 3 至图 5 所示，该第二间隔层 20 具有一个第一侧 2 1和一个

第二侧 22，其中该第二间隔层 20 的第一侧 2 1 — 体成型地设于该第一间隔层

10，和该第二侧 22 — 体成型地设于该第三间隔层 30。优选地，该第一间隔

层 10 适于被设置在建筑物的外表面。

如附图之图 3 至图 5 所示，每个该第一气室 100 具有一个平行四边形剖

面，且该第一气室 100 分别和规律地设于该第一间隔层 100 和该第二间隔层

20 之间以尽可能减小该第二气室 200 的大小。优选地，该第一气室 100 具有

一个矩形水平剖面。更优选地，该第一气室 100 具有一个正方形水平剖面。

然而，本领与技术人员能够理解该第一气室 100 可是任何形状。最优选地，

每个第二气室 200 的长度为 0.5mm 〜5mm 。换句话说，两个相邻第一气室 100

之间的距离是 0.5mm 〜5mm 。

如附图之图 10 所示，本发明进一步提供一种隔热装置制造方法，其包

括以下步骤：

( 1) 以气密封的方式将该第二间隔层的第二侧平铺在一个模具的模制

侧，其中该模具设有一组模制槽，其中每个模制槽 自该模制侧向下延伸；

(2) 对该模具的模制槽抽气，以使该第二间隔层沿该模制槽被拉伸变

形以形成一组第一气室；和

( 3 ) 以气密封的方式将该第一间隔层平铺在该第二间隔层的该第一侧

以密封该第一气室。

优选地，该制造方法进一步包括该下述步骤：

(4) 将第三间隔层与该第二间隔层的该第二侧相耦接。

更优选地，该模制槽相互分离以使该第一气室 100 形成一组独立的小室。



最优选地 ，相邻两个模制槽之 间的距离为 0.5mm 〜5mm 。

值得注意的是该第二间隔层 20 由热塑性塑料制成 ，且该第一间隔层 10

和该第三间隔层 30 均 由热塑性塑料制成 。优选地 ，该第二间隔层 20 由无定

形热塑性塑料制成 ，且该第一 间隔层 10 和该第三 间隔层 30 均 由无定形热塑

性塑料制成 。可选地 ，该第一 间隔层 10 和/或第三间隔层 30 由热反射性材料

制成 。

参考本发明附图之 图 6 至 图 9，依本发明第二较佳实施例 的隔热装置被

阐明。依该较佳实施例 ，该隔热装置包括一个第一间隔层 10A, —个第二间

隔层 20A 和一个第三间隔层 30A ，其 中该第二间隔层 20A —体成型地设于该

第一 间隔层 10A 和该第三 间隔层 30A 之 间，其 中该第一间隔层 10A 和该第

二间隔层 20 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组第一气室 100A, 且该第二间隔层 20A 和该

第三 间隔层 30A 在两者之 间形成一组第二气室 200A, 其 中每个第二气室

200A 被设在相邻两个第一气室 100A 之 间，其 中每个第二气室 200A 与该第

一气室 100A 相平行 ，且该第一气室 100A 彼此相互平行 。优选地 ，每个第一

气室 100A 充满空气并被密封 以形成一个独立的气室 以阻止该独立 的气室与

与其相邻 的第一气室 100A 或第二气室 200A 产生对流 。更优选地 ，每个第二

气室 200A 充满空气并被密封 以形成一个 隔离气室 以阻止空气对流发生在该

隔离气室与与其相邻 的第一气室 100A 或第二气室 200A 之 间。

如附图之 图 6 至 图 9 所示 ，该隔热装置进一步包括一组密封部 40A ，其

中该第一间隔层 10A 、该第二间隔层 20A 和该第三 间隔层 30A 在该密封部

40A 被紧紧地和密封地整合在一起 ，从而使得至少一个独立气室和至少一个

隔离气室被形成在两个相邻密封部 40A 之 间。

如附图之 图 9 所示 ，每个第一气室 100A 具有一个平行 四边形水平剖面 ，

且该第一气室 100A 分别和规则地设于该第一间隔层 10A 与该第三间隔层

30A 之 间。

如附图之 图 11所示 ，本发 明进一步提供另一种隔热装置制造方法 ，其包

括 以下步骤 ：（1) 气密封地将该第二间隔层 20A 平铺在模具的模制侧 ，其 中

一 组模制槽被布设在该模具，其 中每个该模制槽 自该模制侧 向下延伸 ；

(2 ) 对该模具的模制槽排气 以形成一组第一气室 ，其 中该第一气室相

互平行 ；和



( 3 ) 气密封地将该第一间隔层平铺在该第二间隔层 的第一侧 以密封该

优选地 ，该制造方法进一步包括下述步骤 ：

(4 ) 将第三间隔层耦接至该第二间隔层 的第二侧 。

更优选地 ，该制造方法进一步包括下述步骤 ：

( 5 ) 将该第一 间隔层和该第二间隔层相整合在一起 以形成密封部 ，或将该

第一 间隔层 、该第二间隔层和该第三间隔层整合在一起 以形成密封部 。

值得注意的是该整合方法可是热封法、机械压合法或粘合法或其结合 以

气密封地将该第一间隔层 10A 、该第二间隔层 20A 和该第三间隔层 30A 密封

在一起 以形成密封部 。

如附图 12A 和附图 12B 所示 ，一种保温 隔热膜 ，包括呈平面状 的底膜

1B、一面与底膜 1B 相粘接 的泡膜 2B ，泡膜 2B 包括与底膜 1B 相粘接 的连

接部 21B 、自连接部 21B 向上延伸形成的多个气室 22B ，气室 22B 为 内部充

满空气 的密 闭空间，保温隔热膜还包括与泡膜 2B 的另一面相粘接 的呈平面

状 的顶膜 3B ，顶膜 3B 遮住相邻两个气室 22B 形成的间隙 23B ，被顶膜 3B

遮住 的间隙 23B 和顶膜 3B 之间形成一个相连通 的空气层 。气室 22B 的形状

为圆柱形、半球形、锥形、方形 、心形 、菱形、椭 圆形中的任一种 ，也可为

其他任意形状 。当保温隔热膜贴在玻璃或房屋 内墙上时，底膜 1B 和顶膜 3B

两个 中的至少一个上印有 图案 。

一种保温隔热膜在温室大棚 的保温隔热膜 中的用途 ；一种保温隔热膜在

覆盖于农 田地面上的地膜 中的用途 ；一种保温隔热膜在提高玻璃保温隔热效

果中的用途 ；一种保温 隔热膜在提高房屋 内墙的保温隔热效果 中的用途 。

具体使用方法为：先将玻璃擦净 ，再根据玻璃大小裁剪保温隔热膜 ，然

后将玻璃喷湿后 ，直接将裁剪后 的保温 隔热膜贴于喷湿后的玻璃上 。该种保

温隔热膜可 以在玻璃表面形成一定厚度 的空气层 ，因此保温隔热效果 良好 ，

夏天时，可降低室 内温度至少 3 °C ; 冬天时，可升高室 内温度至少 3 °C 。并且

该保温隔热膜具有 良好 的透光性 ，因此即使玻璃上贴 了该保温隔热膜 ，太 阳

光线还是可 以很好 的进入室 内，不影响室 内明亮度 。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 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

技术 的人士能够 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 以实施 ，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之 内。

本领域技术人员会 明白附图中所示的和 以上所描述的本发 明实施例仅是

对本发明的示例而不是限制 。

由此可 以看到本发明 目的可被充分有效完成 。用于解释本发 明功能和结

构原理的该实施例 已被充分说明和描述 ，且本发明不受基于这些实施例原理

基础上的改变的限制 。因此 ，本发明包括涵盖在 附属权利要求书要求范围和

精神之 内的所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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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 一 种隔热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第一间隔层和一第二间隔层，其中所述第二间隔层与所述第一间隔层相

耦接，其中所述第一间隔层和所述第二间隔层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组第一气室，

其中所述第一气室被所述第二间隔层相互隔开以阻止每相邻两个第一气室之

间产生对流，其中所述第一气室充满空气以降低所述隔热装置两侧空间之间

的热交换。

2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隔热装置，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括一个第三间

隔层，其中所述第二间隔层被包夹在所述第一间隔层和所述第三间隔层之间，

从而使得所述第二间隔层和所述第三间隔层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组第二气室，

其中所述第二气室相互连通，其中每个所述第二气室充满空气以降低所述隔

热装置两侧空间之间的热交换。

3 .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隔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气室和所述第

二气室形成一个空气隔离墙以将所述隔热装置两侧的空间相隔开，从而降低

所述隔热装置两侧空间之间的热交换。

4 .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隔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间隔层具有一

个第一侧和一个第二侧，其中所述第二间隔层的所述第一侧被一体成型地设

于所述第一间隔层，且所述第二侧一体成型地设于所述第三间隔层。

5.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隔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第一气室具有

一个平行四边形水平剖面，且所述第一气室分别和规律地设于所述第一间隔

层和所述第二间隔层之间以尽可能减小所述第二气室的大小。

6. 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隔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第一气室具有一

个平行四边形水平剖面，且所述第一气室分别和规律地布设在所述第一间隔

层和所述第二间隔层之间以尽可能减小所述第二气室的大小。

7 .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隔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气室具有一个

矩形水平剖面。

8.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隔热装置，其特征在于，相邻两个第一气室之间

的距离为 0.5mm 〜5mm 。

9 . 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隔热装置，其特征在于，相邻两个第一气室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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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为 0.5mm 〜5mm 。

10.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隔热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 间隔层 由热

塑性塑料材料制成 ，且所述第一 间隔层和第三 间隔层均 由热塑性塑料材料制

成 。

11. 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 的隔热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 间隔层 由热

塑性塑料材料制成 ，且所述第一 间隔层和第三 间隔层均 由热塑性塑料材料制

成 。

12. 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 的隔热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 间隔层 由热

塑性塑料材料制成 ，且所述第一 间隔层和第三 间隔层均 由热塑性塑料材料制

成 。

13.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隔热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 间隔层和/或

所述第三 间隔层 由热反射材料制成 。

14. 一种 隔热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一 第一 间隔层 、一第二 间隔层和一第三 间隔层 ，其 中所述第二 间隔层一体

成型地设于所述第一 间隔层和所述第三 间隔层之 间，其 中所述第一 间隔层和

所述第三 间隔层在两者之 间形成一组第一气室 ，且所述第二间隔层和所述第

三 间隔层在两者之 间形成一组第二气室 ，其 中每个所述第二气室均被布设在

相邻两个第一气室之 间，其 中每个所述第二气室均与所述第一气室相平行 ，

且所述第一气室相互平行 。

15. 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 的隔热装置 ，其特征在于 ，每个所述第一气室均

充满空气并被密封 以形成一个独立 的气室 ，从而阻止所述独立气室与其相邻

第一气室或第二气室之 间发生对流 ，且每个第二气室均充满空气并被密封 以

形成一个 隔离气室从而 阻止所述 隔离气室与其相邻第一气室或第二气室之 间

发生对流 。

16. 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 的隔热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隔热装置进一步

包括一组密封部 ，其 中所述第一 间隔层 、所述第二 间隔层和所述第三 间隔层

在所述密封部被紧密地和密封地整合在一起 ，从而使得至少一个独立气室和

至少一个 隔离气室形成在两个相邻密封部之 间。

17. 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 的隔热装置 ，其特征在于 ，每个所述第一气室具

有一个平行 四边形水平剖面 ，且每个所述第一气室分别和规律地被布设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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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一气室和所述第三气室之 间。

18、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隔热装置 ，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第一气室具

有一个平行 四边形水平剖面 ，且每个所述第一气室分别和规律地被布设在所

述第一气室和所述第三气室之 间。

19、一种隔热装置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

( 1) 气密封地将所述第二间隔层 的第二侧平铺在一个模具的模制侧 ；

(2) 对所述模具的模制槽排气 以使所述第二间隔层沿所述模制槽被拉伸变

形从而形成一组第一气室；和

( 3 )气密封地将一个第一间隔层平铺在所述第二间隔层 的第一侧 以密封所

述第一气室 。

20、一种隔热装置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

( 1) 气密封地将第二间隔层 的第二侧平铺在模具的模制侧 ，其 中一组模制

槽设于该模具，其 中每个模制槽 自该模具的模制侧 向下延伸 ；

(2) 对该模具的模制槽抽气 以使所述第二间隔层沿所述模制槽被拉伸变形

从而形成一组第一气室 ，其 中所述第一气室相互平行 ；

( 3 )气密封地将该第一 间隔层平铺在该第二间隔层 的第一侧 以密封该第一

(4) 将该第一 间隔层和该第二间隔层整合在一起 ，以形成密封部。

2 1、一种保温 隔热膜 ，包括呈平面状 的底膜 （1) 、一面与所述 的底膜 （1)

相粘接 的泡膜 （2 ) ，所述的泡膜 （2) 包括与所述的底膜 （1) 相粘接 的连接

部 （21 ) 、 自所述 的连接部 （21 ) 向上延伸形成的多个气室 （22)，其特征在

于：所述 的保温 隔热膜还包括与所述的泡膜 （2) 的另一面相粘接 的呈平面状

的顶膜 （3 ) ，所述的顶膜 （3 ) 遮住相邻两个所述的气室 （22) 形成 的间隙 （23 ) 。

22、根据权利要求 2 1所述 的保温隔热膜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气室 （22 )

的形状为圆柱形、半球形、锥形、方形 、心形、菱形、椭 圆形 中的任一种 。

23、根据权利要求 2 1所述 的保温隔热膜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膜 （1)

和所述的顶膜 （3 ) 两个 中的至少一个上印有 图案 。

24、一种如权利要求 2 1 至 23 中任一项所述 的保温 隔热膜在温室大棚 的保

温隔热膜 中的用途 。

25、一种如权利要求 2 1 至 23 中任一项所述 的保温 隔热膜在覆盖于农 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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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 的地膜 中的用途 。

26、一种如权利要求 2 1 至 23 中任一项所述 的保温 隔热膜在提高玻璃保温

隔热效果中的用途 。

27、一种如权利要求 2 1 至 23 中任一项所述 的保温 隔热膜在提高房屋 内墙

的保温隔热效果中的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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