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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的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包括：窗体，通风

窗，保温装置，加热装置，卷式膜，温度检测器，空

气净化器。本发明的有益之处在于：本发明的一

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利用窗体的三层玻璃层

结构，保温装置、加热装置的、温度检测装置的配

合，卷式膜结构，结合不同颜色吸收热量能力不

同的原理，空气净化器，实现夏季遮阳、降温和采

光的平衡；冬季保温，减少室内采暖的能耗；对室

内外温度差异全面的分析，合理的布局保温及散

热原件；改善空气质量、消除噪音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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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包括：窗框(1)，窗

体(2)，通风窗(3)，保温装置(4)，加热装置(5)，卷式膜(6)，温度检测器(7)，空气净化器

(8)；

所述窗体(2)包括凸面玻璃层(2‑1)、平面玻璃层(2‑2)、凹面玻璃层(2‑3)，所述通风窗

(3)包括一号通风孔(3‑1)、二号通风孔(3‑2)、三号通风孔(3‑3)，所述保温装置(4)包括密

封条(4‑1)、保温夹层(4‑2)、加热层(4‑3)，所述加热装置(5)包括电阻丝(5‑1)、电路板(5‑

2)、供电装置(5‑3)、散热孔(5‑4)，所述卷式膜(6)包括冷色膜(6‑1)、暖色膜(6‑2)、遮光膜

(6‑3)、卷轴(6‑4)，所述温度检测器(7)包括室内温度检测器(7‑1)、室外温度检测器(7‑2)，

所述空气净化器(8)包括香包(8‑1)、出风口(8‑2)；

所述凸面玻璃层(2‑1)、平面玻璃层(2‑2)、凹面玻璃层(2‑3)依次安装于所述窗框(1)

内；且所述凸面玻璃层(2‑1)采用外平开式设计，所述凹面玻璃层(2‑3)采用内平开式设计，

所述平面玻璃层(2‑2)采用推拉式设计；

所述一号通风孔(3‑1)、二号通风孔(3‑2)、三号通风孔(3‑3)分别设置于所述凸面玻璃

层(2‑1)、平面玻璃层(2‑2)、凹面玻璃层(2‑3)上；

所述密封条(4‑1)设置于所述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中所有的连接处，起到密封保温的

效果；所述保温夹层(4‑2)设置于所述凸面玻璃层(2‑1)与平面玻璃层(2‑2)之间、以及所述

平面玻璃层(2‑2)与凹面玻璃层(2‑3)之间，且所述保温夹层(4‑2)四边安装于窗框(1)内，

而且所述保温夹层(4‑2)为可折叠结构，可以根据保温需要调节折叠状态；所述加热层(4‑

3)与所述保温夹层(4‑2)紧密接触，且所述加热层(4‑3)内部安装有所述加热装置(5)；

所述卷轴(6‑4)设置于所述窗框(1)上端，且卷轴(6‑4)上卷有冷色膜(6‑1)、暖色膜(6‑

2)、遮光膜(6‑3)；所述冷色膜(6‑1)、暖色膜(6‑2)、遮光膜(6‑3)展开时可以与所述平面玻

璃层(2‑2)紧密贴合；

所述室内温度检测器(7‑1)安装于所述窗框(1)的室内端，所述室外温度检测器(7‑2)

安装于所述窗框(1)的室外端；所述空气净化器(8)安装于所述窗框(1)的室内端；

所述凸面玻璃层(2‑1)采用的玻璃为凸面玻璃，中心厚度为0.8‑2 .0cm、两边厚度为

0.05‑0.2cm，可以利用凸面镜的原理实现对光路的改变，进而实现对室内温度的调节；所述

凹面玻璃层(2‑3)采用的玻璃为凹面玻璃，中心厚度为0.05‑0.2cm、两边厚度为0.8‑2.0cm，

可以利用凹面镜的原理实现对光路的改变，进而实现对室内温度的调节；所述平面玻璃层

(2‑2)上设置有抽真空压板，用于除去所述冷色膜(6‑1)、暖色膜(6‑2)或遮光膜(6‑3)与所

述平面玻璃层(2‑2)贴合时贴合面之间空隙中的空气，确保紧密贴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净化器(8)

还包括藻体生长槽(8‑3)，用于培养有益藻体，进而实现将室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换为氧

气，实现对空气的净化。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装置(5‑3)

可以采用直流或交流供电，也可以采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度检测器(7)

可以外接数据记录仪，对全天的温度曲线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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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窗体结构以及节能环保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

构。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建筑中，从墙面到屋顶越来越多的采用玻璃，玻璃的通透性能使人们充分感

受到自然景观、自然光线和自然空间，但它同时带来采暖和制冷上能耗提高的隐患，传统的

节能技术—建筑遮阳，能防止有害的直射阳光，减少传入室内的太阳辐射热量，是消除和防

止夏季室内过热的有效措施之一。在夏热地区，遮阳对降低建筑能耗，使空调等设备以尽可

能少的能耗，实现居室冬暖夏凉的环境，对提高室内居住舒适性有显著的效果。

[0003] 但是现有技术在这方面，虽然做了很多的研究和探索，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

夏季不能很好的实现遮阳、降温和采光的平衡；冬季不能很好的实现对保温，增加了室内采

暖的能耗；没有对室内外温度差异进行全面的分析，更没有根据温差进行合理的布局保温

及散热原件；没有考虑窗体还附有改善空气质量、消除噪音等功能。所以急需开发一种具备

上述功能的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实现

夏季遮阳、降温和采光的平衡；冬季保温，减少室内采暖的能耗；对室内外温度差异全面的

分析，合理的布局保温及散热原件；改善空气质量、消除噪音等目的。

[0005] 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包括：窗框，窗体，通风窗，保温装置，加热装置，卷式

膜，温度检测器，空气净化器；

[0006] 前述窗体包括凸面玻璃层、平面玻璃层、凹面玻璃层，前述通风窗包括一号通风

孔、二号通风孔、三号通风孔，前述保温装置包括密封条、保温夹层加热层，前述加热装置包

括电阻丝、电路板、供电装置、散热孔，前述卷式膜包括冷色膜、暖色膜、遮光膜、卷轴，前述

温度检测器包括室内温度检测器、室外温度检测器，前述空气净化器包括香包、出风口；

[0007] 前述凸面玻璃层、平面玻璃层、凹面玻璃层依次安装于前述窗框内；且前述凸面玻

璃层采用外平开式设计，前述凹面玻璃层采用内平开式设计，前述平面玻璃层采用推拉式

设计；

[0008] 前述一号通风孔、二号通风孔、三号通风孔分别设置于前述凸面玻璃层平面玻璃

层、凹面玻璃层上；

[0009] 前述密封条设置于前述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中所有的连接处，起到密封保温的效

果；前述保温夹层设置于前述凸面玻璃层与平面玻璃层之间、以及前述平面玻璃层与凹面

玻璃层之间，且前述保温夹层四边安装于窗框内，而且前述保温夹层为可折叠结构，可以根

据保温需要调节折叠状态；前述加热层与前述保温夹层紧密接触，且前述加热层内部安装

有前述加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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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前述卷轴设置于前述窗框上端，且卷轴上卷有冷色膜、暖色膜、遮光膜；前述冷色

膜、暖色膜、遮光膜展开时可以与前述平面玻璃层紧密贴合；

[0011] 前述室内温度检测器安装于前述窗框的室内端，前述室外温度检测器安装于前述

窗框的室外端；前述空气净化器安装于前述窗框的室内端。

[0012] 优选的，前述空气净化器还包括藻体生长槽，用于培养有益藻体，进而实现将室内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换为氧气，实现对空气的净化。

[0013] 优选的，前述供电装可以采用直流或交流供电，也可以采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

[0014] 优选的，前述凸面玻璃层采用的玻璃为凸面玻璃，中心厚度为0.8‑2.0cm、两边厚

度为0.05‑0.2cm，可以利用凸面镜的原理实现对光路的改变，进而实现对室内温度的调节。

[0015] 优选的，前述凹面玻璃层采用的玻璃为凹面玻璃，中心厚度为0.05‑0.2cm、两边厚

度为0.8‑2.0cm，可以利用凹面镜的原理实现对光路的改变，进而实现对室内温度的调节。

[0016] 优选的，前述平面玻璃层上设置有抽真空压板，用于除去前述冷色膜、暖色膜或遮

光膜与前述平面玻璃层贴合时贴合面之间空隙中的空气，确保紧密贴合。

[0017] 优选的，前述温度检测器可以外接数据记录仪，对全天的温度曲线进行记录。

[0018] 本发明的有益之处在于：

[0019] ①本发明的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利用窗体的三层玻璃层结构，实现了对光路

的改变，综合凸面镜、凹面镜的原理实现了对室内温度的调节；

[0020] ②本发明的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利用保温装置、加热装置的、温度检测装置

的配合，实现了对温度的调节，最大限度的实现冬暖夏凉，且节约能源的目的；

[0021] ③本发明的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利用卷式膜结构，结合不同颜色吸收热量能

力不同的原理，实现对光线强度、室内温度的合理调节；

[0022] ④本发明的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利用空气净化器，对室内的空气质量进行了

有效的控制和调节，能够满足人们对适宜环境的需求；

[0023] ⑤实现了对温度的调节，最大限度的实现冬暖夏凉，且节约能源的目的；

[0024] ⑥综上前述，本发明的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实现夏季遮阳、降温和采光的平

衡；冬季保温，减少室内采暖的能耗；对室内外温度差异全面的分析，合理的布局保温及散

热原件；改善空气质量、消除噪音等目的。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的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的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中保温夹层、加热层、加热

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的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中加热装置的内部结构示

意图；

[0028] 图4是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的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中空气净化器的内部结构

示意图；

[0029] 图5是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的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中卷式膜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附图标记的含义：1～窗框，2～窗体，3～通风窗，4～保温装置，5～加热装置，

6～卷式膜，7～温度检测器，8～空气净化器，2‑1～凸面玻璃层，2‑2～平面玻璃层，2‑3～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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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玻璃层，3‑1～一号通风孔，3‑2～二号通风孔，3‑3～三号通风孔，4‑1～密封条，4‑2～保

温夹层，4‑3～加热层，5‑1～电阻丝，5‑2～电路板，5‑3～供电装置，5‑4～散热孔，6‑1～冷

色膜，6‑2～暖色膜，6‑3～遮光膜，6‑4～卷轴，7‑1～室内温度检测器，7‑2～室外温度检测

器，8‑1～香包，8‑2～出风口，8‑3～藻体生长槽。

具体实施例

[0031] 参考图1‑5，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包括：窗框1，窗体2，通风窗3，保温装置4，

加热装置5，卷式膜6，温度检测器7，空气净化器8；

[0032] 窗体2包括凸面玻璃层2‑1、平面玻璃层2‑2、凹面玻璃层2‑3，通风窗3包括一号通

风孔3‑1、二号通风孔3‑2、三号通风孔3‑3，保温装置4包括密封条4‑1、保温夹层4‑2、加热层

4‑3，加热装置5包括电阻丝5‑1、电路板5‑2、供电装置5‑3、散热孔5‑4，卷式膜6包括冷色膜

6‑1、暖色膜6‑2、遮光膜6‑3、卷轴6‑4，温度检测器7包括室内温度检测器7‑1、室外温度检测

器7‑2，空气净化器8包括香包8‑1、出风口8‑2；

[0033] 凸面玻璃层2‑1、平面玻璃层2‑2、凹面玻璃层2‑3依次安装于窗框1内；且凸面玻璃

层2‑1采用外平开式设计，凹面玻璃层2‑3采用内平开式设计，平面玻璃层2‑2采用推拉式设

计；

[0034] 一号通风孔3‑1、二号通风孔3‑2、三号通风孔3‑3分别设置于凸面玻璃层2‑1、平面

玻璃层2‑2、凹面玻璃层2‑3上；

[0035] 密封条4‑1设置于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中所有的连接处，起到密封保温的效果；保

温夹层4‑2设置于凸面玻璃层2‑1与平面玻璃层2‑2之间、以及平面玻璃层2‑2与凹面玻璃层

2‑3之间，且保温夹层4‑2四边安装于窗框1内，而且保温夹层4‑2为可折叠结构，可以根据保

温需要调节折叠状态；加热层4‑3与保温夹层4‑2紧密接触，且加热层4‑3内部安装有加热装

置5；

[0036] 卷轴6‑4设置于窗框1上端，且卷轴6‑4上卷有冷色膜6‑1、暖色膜6‑2、遮光膜6‑3；

冷色膜6‑1、暖色膜6‑2、遮光膜6‑3展开时可以与平面玻璃层2‑2紧密贴合；

[0037] 室内温度检测器7‑1安装于窗框1的室内端，室外温度检测器7‑2安装于窗框1的室

外端；空气净化器8安装于窗框1的室内端。

[0038] 空气净化器8还包括藻体生长槽8‑3，用于培养有益藻体，进而实现将室内空气中

的二氧化碳转换为氧气，实现对空气的净化。

[0039] 供电装置5‑3可以采用直流或交流供电，也可以采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

[0040] 凸面玻璃层2‑1采用的玻璃为凸面玻璃，中心厚度为0.8‑2.0cm、两边厚度为0.05‑

0.2cm，可以利用凸面镜的原理实现对光路的改变，进而实现对室内温度的调节。

[0041] 凹面玻璃层2‑3采用的玻璃为凹面玻璃，中心厚度为0.05‑0.2cm、两边厚度为0.8‑

2.0cm，可以利用凹面镜的原理实现对光路的改变，进而实现对室内温度的调节。

[0042] 平面玻璃层2‑2上设置有抽真空压板，用于除去冷色膜6‑1、暖色膜6‑2或遮光膜6‑

3与平面玻璃层2‑2贴合时贴合面之间空隙中的空气，确保紧密贴合。

[0043] 温度检测器7可以外接数据记录仪，对全天的温度曲线进行记录。

[0044] 一种节能保温窗安装结构的工作过程及原理为：

[0045] 在冬季需要进行保温和聚光时，可以将凸面玻璃层2‑1关闭、凹面玻璃层2‑3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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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改变光路，实现聚光的目的；同时通过室内温度检测器7‑1、室外温度检测器7‑2的监测

数据判断是否需要开启加热装置5和保温装置4，如果需要，就将保温夹层4‑2展开，另开启

加热装置5利用供电装置5‑3和电路板5‑2为电阻丝5‑1供电加热，并通过散热孔5‑4向室内

供热；另外通过调节卷轴6‑4将暖色膜6‑2展开，并使其与平面玻璃层2‑2贴合，实现对光线

的较大程度吸收；综上，通过窗体2、保温装置4、加热装置5、卷式膜6、温度检测器7的配合实

现对冬季保温，减少室内采暖能耗。

[0046] 在夏季需要进行散热和遮阳时，可以将凸面玻璃层2‑1展开、凹面玻璃层2‑3关闭，

使其改变光路，实现聚光的目的；将加热装置5关闭，保温装置4折叠收起；同时通过室内温

度检测器7‑1、室外温度检测器7‑2的监测数据判断是否需要散热，如果需要，就将平面玻璃

层2‑2推向一侧，同时将通风窗3开启，另外通过调节卷轴6‑4将遮光膜6‑3或冷色膜6‑1展

开，并使其与平面玻璃层2‑2贴合，实现对光线的较小程度吸收或者直接进行遮阳处理；综

上，通过窗体2、通风窗3、卷式膜6、温度检测器7的配合实现夏季对遮阳、降温和采光的平

衡。

[0047] 当需要对空气质量进行控制室，则可以通过对出风口8‑2大小的调节，实现香包8‑

1味道的释放及香气浓度的调节，还可以通过放置不同的香包8‑1满足不同的需求；另外，还

可以通过藻体生长槽8‑3培养有益藻体，进而实现将室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换为氧气，实

现对空气的净化。

[0048] 应当理解，以上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由

本发明的精神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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