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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玻璃连栋温室大棚，为

多栋玻璃相连呈三角形屋脊连接起的玻璃大棚。

所述玻璃大棚含温室基础、主体框架结构、顶部

覆盖材料、自然通风系统、温室外遮阳系统、温室

内遮阳系统、风机-湿帘降温系统，所述主体框架

结构含主立柱、大梁、围梁、格结构以及钢架与连

接件；所述顶部覆盖材料含PC阳光板;所述风机-

湿帘降温系统含纸质湿帘，湿帘外框架，循环水

系统，轴流风机；支撑拱架采用热镀锌管，本实用

新型设计三角形屋脊解决了温室保温和透光矛

盾，独特的玻璃密封结构，彻底解决了屋面漏水

问题，具有透光高，单层浮法玻璃其透光率＞

90%，双层中空玻璃透光率为80%以上，透光率稳

定，冬季更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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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玻璃连栋温室大棚，为多栋相连呈三角形屋脊连接起的玻璃大棚，其特征在于，

所述玻璃大棚含温室基础、主体框架结构、顶部覆盖材料、自然通风系统、温室外遮阳系统、

温室内遮阳系统和风机-湿帘降温系统，温室基础包含埋地基础和地上基础；在温室基础上

设置主体框架结构，主体框架结构的顶部为三角形屋脊，顶部覆盖材料设置在主体框架结

构的三角形屋脊上，所述自然通风系统设置在三角形屋脊上，所述温室外遮阳系统设置在

屋顶，所述风机-湿帘降温系统设置在温室大棚侧面;所述主体框架结构含主立柱、大梁、围

梁、格结构以及钢架与连接件，所述顶部覆盖材料为采用透光塑料材料做的PC阳光板，所述

风机-湿帘降温系统含纸质湿帘、湿帘外框架、循环水系统和轴流风机；自然通风系统包含

顶部开窗和开窗电机；所述温室外遮阳系统设置在大棚顶部，温室内遮阳系统设置在大梁

上，支撑拱架采用热镀锌管，在大棚的侧面，全部设置透光玻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玻璃连栋温室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顶部覆盖材料包含上夹

板、下夹板和设置在上下夹板之间多个的连接隔断，上夹板和下夹板的厚度相同，中间均匀

分布连接隔断，上夹板、下夹板和连接隔断都为透光塑料材质的PC阳光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玻璃连栋温室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立柱立在温室基础之

上，通过大梁、围梁、格结构连接成一个框架，在大梁之上设置支撑拱架，在支撑拱架之间设

置顶部覆盖材料，在主立柱之间设置格结构，格结构之上通过连接件设置透光玻璃，在温室

大棚的侧面设置风机-湿帘降温系统。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玻璃连栋温室大棚，其特征在于，在温室大棚的三角形屋脊位

置，两侧的支撑拱架架起，下方设置一个拱形连接件，在两侧支撑拱架之间家交叉连接件，

同时在支撑拱架上设置所述顶部覆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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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玻璃连栋温室大棚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温室大棚，特别涉及一种玻璃连栋温室大棚。

背景技术

[0002] 温室（greenhouse），又称暖房，能透光、保温（或加温），用来栽培植物的设施。在不

适宜植物生长的季节，能提供温室生育期和增加产量，多用于低温季节喜温蔬菜、花卉、林

木等植物栽培或育苗等，温室的种类多，依不同的屋架材料、采光材料、外形及加温条件等

又可分为很多种类，如智能型玻璃温室、塑料温室；单栋温室、连栋温室；单屋面温室、双屋

面温室；加温温室、不加温温室等。温室结构应密封保温，但又应便于通风降温。

[0003] 玻璃温室是玻璃为主要透光覆盖材料的温室，属于温室大棚的一种，在栽培设施

中,玻璃温室作为使用寿命最长的一种形式，适合于多种地区和各种气候条件下使用。行业

内以跨度与开间的尺寸大小分为不同的建设型号，又以不同的使用方式分为：蔬菜玻璃温

室、花卉玻璃温室、育苗玻璃温室、生态玻璃温室、科研玻璃温室、立体玻璃温室、异形玻璃

温室、休闲玻璃温室、智能玻璃温室等等。其面积与使用方式可有温室主自由调配。

[0004] 在制造玻璃温室的过程中，由于屋顶和侧面全部采用玻璃，玻璃重量比较大，因此

在制造的时候，其支撑结构采用的材料通常比较厚，各种连接件也要做的比以往要牢固，同

时玻璃价格也通常比较高，因此整体玻璃温室的造价比较贵，如制造连栋大棚，其制造成本

更显得比较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出一种更加保温而且成本更低的玻璃连栋温室大棚。

[0006] 一种玻璃连栋温室大棚，为多栋玻璃相连呈三角形屋脊连接起的玻璃大棚。所述

玻璃大棚含温室基础、主体框架结构、顶部覆盖材料、自然通风系统、温室外遮阳系统、温室

内遮阳系统和风机-湿帘降温系统，温室基础包含埋地基础和地上基础；在温室基础上设置

主体框架结构，主体框架结构的顶部为三角形屋脊，顶部覆盖材料设置在主体框架结构的

三角形屋脊上，所述自然通风系统设置在三角形屋脊上，所述温室外遮阳系统设置在屋顶，

所述风机-湿帘降温系统设置在温室大棚侧面。所述主体框架结构含主立柱、大梁、围梁、格

结构以及钢架与连接件，所述顶部覆盖材料为采用透光塑料材料做的PC阳光板，所述风机-

湿帘降温系统含纸质湿帘、湿帘外框架、循环水系统和轴流风机；自然通风系统包含顶部开

窗和开窗电机；所述温室外遮阳系统设置在大棚顶部，温室内遮阳系统设置在大梁上，支撑

拱架采用热镀锌管，在大棚的侧面，全部设置透光玻璃。

[0007] 温室基础的作用是支持整个大棚重量，需要一定的牢固性，埋地基础为内设钢结

构的混泥土，地上基础采用实体砖，这样整个基础比较牢固。

[0008] 主体框架结构的作用是安装玻璃和各种保温系统，尤其其在室外，采用热镀钢材，

防锈，同时比较牢固。

[0009] 温室外遮阳系统指设置的顶部在用支撑架和遮阳布组成，可以通过电机控制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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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开闭，也可以采用手进行操作。

[0010] 温室内遮阳系统的作用也温室外遮阳系统相同，只是其设置在大棚内的大梁上，

在晚上开启，其保温效果很好。

[0011] 自然通风系统的作用是在需要的时候开窗户，然后进行自然通风，即通过开窗电

机控制顶部开窗进行开窗操作，顶部开窗也采用顶部覆盖材料。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顶部覆盖材料包含上夹板、下夹板和设置在上下夹板之间多个的

连接隔断，上夹板和下夹板的厚度相同，中间均匀分布连接隔断，上夹板、下夹板和连接隔

断都为透光塑料材质的PC阳光板，这种结构的顶部覆盖材料，其牢固性比较好，而且透光，

由于中间隔空，比较保温，采用塑料材质，其整体重量比较轻，因此相应地，其对大梁的压力

更小，因此可以采用相对更薄的大梁。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主立柱立在温室基础之上，通过大梁、围梁、格结构连接成一个框

架，在大梁之上设置支撑拱架，在支撑拱架之间设置顶部覆盖材料，在主立柱之间设置格结

构，格结构之上通过连接件设置透光玻璃，在温室大棚的侧面设置风机-湿帘降温系统。

[0014] 进一步地，在温室大棚的三角形屋脊位置，两侧的支撑拱架架起，下方设置一个拱

形连接件，在两侧支撑拱架之间家交叉连接件，同时在支撑拱架上设置所述顶部覆盖材料。

[0015] 在安装温室大棚的时，通常还保护一下用来连接的附件，如主体框架结构的螺栓，

连接玻璃的螺栓，密封玻璃的结构胶，设置在三角形屋顶根部的排水管等。

[0016] 本实用新型的创新点在于，将整个屋顶的材料设置成独特结构的阳光板，其具有

一定强度，又要脱光，相应地，如果屋顶为玻璃，在屋顶的支撑拱架，其材料可以需要做的比

较厚，同时整个大梁，等支撑作用的结构也要做到比较牢固，当使用阳光板，其材料的厚度

可以适当地降低，而且对于安装人员来说，不要在屋顶安装玻璃，安装也更方便，其安装成

本可以降低，就整体而言，其成本可以降低。

[0017] 由于顶部覆盖材料采用双层的结构，保温效果比较好，在夜间，其保温效益也好于

玻璃。

[0018] 尤其侧面是玻璃，其玻璃的透光性能比较好，在白天，温室在阳光照射下，升温快，

而且植物可以吸收到比较多的阳光。

[0019] 对于太阳辐射来说，玻璃连栋温室大棚几乎是“透明”的，太阳辐射可以大部分进

入。但对于地面长波辐射来说，玻璃连栋温室大棚却是不“透明”的，长波辐射很少能透过。

这样，玻璃连栋温室大棚就使得外界的太阳能量能不断进入室内，而室内的热量却很少散

失出去，从而起到调节温度的作用。

[0020]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成本低，而且保温效果好。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玻璃温室大棚立面示意图。

[0022] 图2是玻璃温室大棚的内部剖面示意图。

[0023] 图3是玻璃温室大棚的内部剖面示意图。

[0024] 图4是顶部覆盖材料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是图1中圈A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是连栋玻璃温室大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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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28] 如图1-6，一种玻璃连栋温室大棚，为多栋玻璃相连呈三角形屋脊连接起的玻璃大

棚；玻璃大棚含温室基础、主体框架结构、顶部覆盖材料5、自然通风系统10、温室外遮阳系

统6、温室内遮阳系统9和风机-湿帘降温系统11，温室基础包含埋地基础1和地上基础2；在

温室基础上设置主体框架结构，主体框架结构的顶部为三角形屋脊，顶部覆盖材料5设置在

主体框架结构的三角形屋脊上，所述自然通风系统10设置在三角形屋脊上，所述温室外遮

阳系统6设置在屋顶，所述风机-湿帘降温系统11设置在温室大棚侧面。所述主体框架结构

含主立柱3、大梁8、围梁、格结构以及钢架与连接件，所述顶部覆盖材料5为采用透光塑料材

料做的PC阳光板，所述风机-湿帘降温系统11含纸质湿帘、湿帘外框架、循环水系统和轴流

风机；自然通风系统10包含顶部开窗和开窗电机；所述温室外遮阳系统6设置在大棚顶部，

温室内遮阳系统设9置在大梁8上，支撑拱架采用热镀锌管，在大棚的侧面，设置透光玻璃7。

[0029] 温室基础的作用是支持整个大棚重量，需要一定的牢固性，埋地基础为内设钢结

构的混泥土，地上基础采用实体砖，这样整个基础比较牢固。

[0030] 主体框架结构的作用是安装玻璃和各种保温系统，尤其其在室外，采用热镀钢材，

防锈，同时比较牢固。

[0031] 温室外遮阳系统6指设置的顶部在用支撑架和遮阳布组成，可以通过电机控制遮

阳布的开闭，也可以采用手进行操作。

[0032] 温室内遮阳系统9的作用和温室外遮阳系统相同，只是其设置在大棚内的大梁上，

在晚上开启，其保温效果很好。

[0033] 自然通风系统10的作用是在需要的时候开窗户，然后进行自然通风，即通过开窗

电机控制顶部开窗进行开窗操作，顶部开窗也采用顶部覆盖材料。

[0034] 如图4，顶部覆盖材料5包含上夹板51、下夹板52和设置在上下夹板之间多个的连

接隔断53，上夹板51和下夹板52的厚度相同，中间均匀分布连接隔断53，上夹板、下夹板和

连接隔断都为透光塑料材质的PC阳光板，这种结构的顶部覆盖材料5，其牢固性比较好，而

且透光，由于中间隔空，比较保温，采用塑料材质，其整体重量比较轻，因此相应地，其对大

梁的压力更小，因此可以采用相对更薄的大梁。

[0035] 具体地，所述主立柱立在温室基础之上，通过大梁8、围梁、格结构连接成一个框

架，在大梁之上设置支撑拱架，在支撑拱架之间设置顶部覆盖材料，在主立柱之间设置格结

构，格结构之上通过连接件设置透光玻璃，在温室大棚的侧面设置风机-湿帘降温系统。

[0036] 如图5，展示了屋脊部位的连接结构，其便于本实用新型的理解，其中，顶部覆盖材

料5的下方是支撑拱架502，两根架起的支撑拱架502下方设置一个拱形连接件501，在两侧

支撑拱架之间家交叉连接件503，同时在支撑拱架502上设置顶部覆盖材料5，此屋顶结构安

装方便，而且牢固性比较好。

[0037] 在安装温室大棚时，通常包含用来连接的附件，如主体框架结构的螺栓，连接玻璃

的螺栓，密封玻璃的结构胶，设置在三角形屋顶根部的排水管等。

[0038] 如图6，展示了将多个玻璃大棚连接成排，形成连栋大棚的结构。

[0039] 本实用新型的创新点在于，将整个屋顶的材料设置成独特结构的阳光板，其具有

一定强度，又要脱光，相应地，如果屋顶为玻璃，在屋顶的支撑拱架，其材料可以需要做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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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厚，同时整个大梁，等支撑作用的结构也要做到比较牢固，当使用阳光板，其材料的厚度

可以适当地降低，而且对于安装人员来说，不要在屋顶安装玻璃，安装也更方便，其安装成

本可以降低，就整体而言，其成本可以降低。

[0040] 由于顶部覆盖材料采用双层的结构，保温效果比较好，在夜间，其保温效益也好于

玻璃。

[0041] 尤其侧面是玻璃，其玻璃的透光性能比较好，在白天，温室在阳光照射下，升温快，

而且植物可以吸收到比较多的阳光。

[0042] 对于太阳辐射来说，玻璃连栋温室大棚几乎是“透明”的，太阳辐射可以大部分进

入。但对于地面长波辐射来说，玻璃连栋温室大棚却是不“透明”的，长波辐射很少能透过。

这样，玻璃连栋温室大棚就使得外界的太阳能量能不断进入室内，而室内的热量却很少散

失出去，从而起到调节温度的作用。

[0043]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步骤为，外层的玻璃7可以透过光线，透光率＞90%，顶部覆

盖材料5透光率为80%以上，整体大棚透过率比较大，而且，其保温效果比普通的薄膜好，而

且整体耐用性比较高，相对于全玻璃大棚，本实用新型在成本上具有较大优势。

[0044]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较佳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

新型之权利范围，因此依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本实用新型所涵盖的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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