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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相变保温隔热吸湿型建

筑外围结构，包括外墙、屋顶和屋底三部分，外墙

部分从内到外依次设有界面装饰层、墙体相变材

料层一、墙体基础层、墙体相变材料层二、墙体气

流通道、玻璃内幕墙和翻转幕墙，一侧的墙体气

流通道内设有布气管，气流通道的上方依次设有

屋顶相变材料层、防水层、水泥层、斜顶面和顶

棚，顶棚与斜顶面之间设有节流降温装置，屋底

下方设有支撑隔离机构，支撑隔离机构的上方为

吸湿相变材料层、基地层、保温隔热相变材料层

和底板。本发明的建筑外围结构具有良好的保温

隔热和吸湿效果，屋底通过支撑隔离机构将屋底

与地面隔离出一定空间区域，配合吸湿相变材料

层可起到良好的防潮作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环保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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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相变保温隔热吸湿型建筑外围结构，包括外墙、屋顶和屋底三部分，其特征在

于：

所述外墙部分包括墙体基础层(10)，所述墙体基础层(10)的内外侧分别设有墙体相变

材料层一(11)和墙体相变材料层二(12)，所述墙体相变材料层一(11)和墙体相变材料层二

(12)通过若干贯穿墙体基础层的传导管(13)相连，墙体相变材料层一(11)的内侧设有界面

装饰层(14)，墙体相变材料层二(12)的外侧设有墙体气流通道(15)，所述墙体气流通道

(15)外侧设有翻转幕墙(16)，所述翻转幕墙(16)包括主体框架(161)、幕墙单元板(162)、旋

转轴(163)、驱动器(164)和总控制器(165)，所述幕墙单元板(162)呈长方形并纵向排列在

所述主体框架(161)之间，所述幕墙单元板(162)的一面涂覆有反射隔热涂料层，另一面涂

覆有太阳能吸热涂料层；所述旋转轴(163)贯穿幕墙单元板(162)的纵轴中心位置，旋转轴

(163)的的顶端与主体框架(161)的上横梁通过连轴器(166)相连，所述驱动器(164)设在旋

转轴(163)的末端并固定连接在主体框架(161)的下横梁上，所述总控制器(165)设在主体

框架(161)下横梁的端头，总控制器(165)通过位于主体框架(161)下横梁内部的导线与驱

动器(164)相连；在建筑物一边翻转幕墙(16)的下端设有进气口a(17)和进气口b(18)，在建

筑物另一边翻转幕墙(16)的下端设有出气口(19)，所述出气口(19)内设有防尘纱(191)，所

述进气口a(17)和进气口b(18)的外端口连接有抽气歧管(110)，所述抽气歧管(110)上设有

抽风机(111)，抽气歧管(110)的旁边设有深窖(112)，抽气歧管(110)的末端内置于所述深

窖(112)；所述抽气歧管(110)上还设有空气净化器(113)，所述空气净化器(113)位于所述

抽风机(111)的前段；

所述屋顶部分包括斜顶面(20)、楼板(21)和天花板(22)，所述斜顶面(20)和楼板(21)

构成三角空间，所述斜顶面(20)的上方从下至上依次设有屋顶相变材料层(23)、防水层

(24)和水泥层(25)，所述水泥层(25)的上方通过支撑杆(26)连接有顶棚(27)，所述顶棚

(27)与斜顶面(20)的两端所围成的区域设有节流降温装置(28)，所述天花板(22)位于楼板

(21)的下方，天花板(22)与楼板(21)之间设有屋顶气流通道(29)，所述屋顶气流通道(29)

与所述墙体气流通道(15)相通，屋顶气流通道(29)内设有布气管(210)，所述布气管(210)

的下方设有百叶窗(211)，所述百叶窗(211)开在天花板(22)上，布气管(210)的一端经过墙

体气流通道(15)并与所述进气口b(18)相连；

所述屋底部分包括基底层(30)，所述基底层(30)的上方设有保温隔热相变材料层

(31)，所述保温隔热相变材料层(31)的上方铺设有地板(32)，所述基底层(30)的下方设有

吸湿相变材料层(33)，所述吸湿相变材料层(33)的下方设有支撑隔离机构(34)。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相变保温隔热吸湿型建筑外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转

幕墙(16)与所述墙体气流通道(15)之间还设有玻璃内幕墙(167)，所述玻璃内幕墙(167)与

翻转幕墙(16)之间的距离为所述幕墙单元板(162)宽度的1/2-3/4。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相变保温隔热吸湿型建筑外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节流

降温装置(28)包括主板(281)、漏斗节流器(282)和副板(283)，所述主板(281)上设有若干

孔洞，所述漏斗节流器(282)的小口径端与所述孔洞固定连接，漏斗节流器(282)的大口径

端位于主板(281)的外侧，所述副板(283)与主板(281)大小相等且位于主板(281)的内侧，

副板(283)与主板(281)的上端通过铰链连接，副板(283)与主板(281)的下端通过伸缩支撑

杆(284)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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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相变保温隔热吸湿型建筑外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棚

(27)的上方设有太阳能电池板(271)，所述太阳能电池板(271)通过导线连接有储能器

(272)，所述储能器(272)位于所述斜顶面(20)和楼板(21)构成的三角空间内。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相变保温隔热吸湿型建筑外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墙体

相变材料层一(11)和墙体相变材料层二(12)的厚度比为1: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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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相变保温隔热吸湿型建筑外围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相变保温隔热吸湿型建筑外围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我国夏热冬冷地区，由于其特有的地理位置而形成的气候特征，夏季气温高，气

温高于35℃的天数有15-25天，最热天气温可达41℃以上，年平均相对湿度在70％-80％左

右，有时高达95％-100％。全年湿度大、除湿期长，是这类地区气候的一个显著特征。湿度高

不仅影响到室内人员的热舒适感，而且影响到室内卫生条件，对人体健康和室内设备、设施

的使用寿命带来不利影响。该地区要达到室内环境的热舒适、健康和卫生要求，就需要采取

多种通风、空调方式解决高温高湿带来的热环境质量和室内空气质量问题。

[0003] 对于建筑的围护结构来说，在其完成室内外热冷流交换控制功能的同时，需要最

大限度减少其巨大的能源消耗量。外围护结构节能主要是通过改善其热工性能，达到夏季

隔绝室外热量进入室内，冬季防止室内热量泄出室外，使建筑物室内温度尽可能接近舒适

温度，以减少空调等设备能耗，达到节能的目的。

[0004] 改善外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是减少建筑能耗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建筑物围护结构

的能量损失主要来自三个部分：外墙、门窗和屋顶。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

是，开发高效、经济的保温、隔热材料和切实可行的构造技术，提高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

能和密闭性能。现如今，相变材料由于其蓄热密度大，蓄放热过程近似等温的特点，在近些

年受到了节能工作者广泛的关注，这种特性在节能，温度控制等领域有着极大的意义。因

此，相变材料及其应用已经成为一个研究广泛的课题。

[0005] 对于传统的外围护结构的保温措施，由于过度关注每年极端气象条件状态时的要

求，使得外围护结构获得了过高的保温性能；在室外气象条件较为适宜的春秋季节，外围护

结构本应具有一定的热量传输能力，使得室内人类活动所积累的热量能够及时传输到室

外，从而避免室内温度过高。而过度的保温限制了室内热量的散发，使得在过渡季节产生了

原本不应该产生的能耗。因此，现需要一种能够将保温、散热和吸湿有机结合的建筑外围结

构，使其功能及效益最大化。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相变保温隔热吸湿型建筑外围结构。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相变保温隔热吸湿型建筑外围结构，包括外墙、屋顶和

屋底三部分；

[0008] 所述外墙部分包括墙体基础层，所述墙体基础层的内外侧分别设有墙体相变材料

层一和墙体相变材料层二，所述墙体相变材料层一和墙体相变材料层二通过若干贯穿墙体

基础层的传导管相连，墙体相变材料层一的内侧设有界面装饰层，墙体相变材料层二的外

侧设有墙体气流通道，所述墙体气流通道外侧设有翻转幕墙，在建筑物一边翻转幕墙的下

端设有进气口a和进气口b，在建筑物另一边翻转幕墙的下端设有出气口，所述出气口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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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防尘纱，所述进气口a和进气口b的外端口连接有抽气歧管，所述抽气歧管上设有抽风机，

抽气歧管的旁边设有深窖，抽气歧管的末端内置于所述深窖；

[0009] 所述屋顶部分包括斜顶面、楼板和天花板，所述斜顶面和楼板构成三角空间，所述

斜顶面的上方从下至上依次设有屋顶相变材料层、防水层和水泥层，所述水泥层的上方通

过支撑杆连接有顶棚，所述顶棚与斜顶面的两端所围成的区域设有节流降温装置，所述天

花板位于楼板的下方，天花板与楼板之间设有屋顶气流通道，所述屋顶气流通道与所述墙

体气流通道相通，屋顶气流通道内设有布气管，所述布气管的下方设有百叶窗，所述百叶窗

开在天花板上，布气管的一端经过墙体气流通道并与所述进气口b相连；

[0010] 所述屋底部分包括基底层，所述基底层的上方设有保温隔热相变材料层，所述保

温隔热相变材料层的上方铺设有地板，所述基底层的下方设有吸湿相变材料层，所述吸湿

相变材料层的下方设有支撑隔离机构。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翻转幕墙包括主体框架、幕墙单元板、旋转轴、驱动器和总控制器，

所述幕墙单元板呈长方形并纵向排列在所述主体框架之间，所述旋转轴贯穿幕墙单元板的

纵轴中心位置，旋转轴的的顶端与主体框架的上横梁通过连轴器相连，所述驱动器设在旋

转轴的末端并固定连接在主体框架的下横梁上，所述总控制器设在主体框架下横梁的端

头，总控制器通过位于主体框架下横梁内部的导线与驱动器相连，相较于传统的整片式幕

墙，翻转幕墙通过单元模块组合实现正反面翻转，可调节性更高。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幕墙单元板的一面涂覆有反射隔热涂料层，另一面涂覆有太阳能

吸热涂料层，夏季将涂覆有反射隔热涂料层的一面翻转朝外，可起到外层的隔热作用，冬季

将涂覆有太阳能吸热涂料层的一面翻转朝外，可起到供暖作用。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翻转幕墙与所述墙体气流通道之间还设有玻璃内幕墙，所述玻璃

内幕墙与翻转幕墙之间的距离为所述幕墙单元板宽度的1/2-3/4，增加玻璃内幕墙对内部

的气流通道流通的冷热空气起到密封保温作用，还能起到防尘的作用。

[0014] 进一步的，所述节流降温装置包括主板、漏斗节流器和副板，所述主板上设有若干

孔洞，所述漏斗节流器的小口径端与所述孔洞固定连接，漏斗节流器的大口径端位于主板

的外侧，所述副板与主板大小相等且位于主板的内侧，副板与主板的上端通过铰链连接，副

板与主板的下端通过伸缩支撑杆连接，利用气体膨胀制冷原理通过节流空气对屋顶经行物

理降温处理，更加环保节能，冬季时，通过伸缩支撑杆将副板放下挡住主板上的孔洞，阻止

其降温。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百叶窗为片区模式，与百叶窗一一对应的所述布气管分岔始端设

有支阀门，布气管靠近所述进气口b的一端设有总阀门，所述支阀门之间并联，所述总阀门

与支阀门之间串联，百叶窗以房间为单元进行区域划分，不同的房间有单独的控制开关，更

加节省电能。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抽气歧管上还设有空气净化器，所述空气净化器位于所述抽风机

的前段，将深窖抽送上来的空气经过空气净化器净化后送入室内，在去除异味的同时还能

过滤掉细小固体杂物，更加环保和健康。

[0017] 进一步的，所述顶棚的上方设有太阳能电池板，所述太阳能电池板通过导线连接

有储能器，所述储能器位于所述斜顶面和楼板构成的三角空间内，可利用太阳能电池板发

电为建筑提供部分电能，减低保温隔热的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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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进一步的，所述墙体相变材料层一和墙体相变材料层二的厚度比为1:1.3-1.8。单

纯的在墙体内设置相变保温层，保温隔热效果有限，而通过在墙体内外均设置合理厚度层

比的相变保温层，并通过传导管进行联合传导，可大大提高保温隔热的效果。

[0019] 本发明在使用过程中，在夏季，将翻转幕墙涂覆有反射隔热涂料层的一面翻转朝

外，反射太阳辐射，避免墙体吸入过高热量，通过抽气歧管将深窖内的冷空气经进气口a进

入墙体气流通道，再通过屋顶气流通道，最后从出气口排出，冷空气经墙体相变材料层一、

墙体相变材料层二和屋顶相变材料层经行传质保温，可维持室内温度在适宜值，当需要进

一步降温时，可打开总阀门和任意一个或几个支阀门，将深窖内的冷空气经空气净化器净

化后，通过进气口b输送到布气管，再经布气管输送到相应的百叶窗，为室内强制降温；屋顶

的节流降温装置利用气体膨胀制冷原理通过节流空气对屋顶经行物理降温处理；在冬季，

将翻转幕墙涂覆有太阳能吸热涂料层的一面翻转朝外，吸收太阳的热辐射，增加室内温度；

通过伸缩支撑杆将节流降温装置的副板放下挡住主板上的孔洞，阻止其降温。屋底通过支

撑隔离机构将屋底与地面隔离出一定空间区域，配合吸湿相变材料层可起到良好的防潮作

用。任何时候均可利用太阳能电池板发电为建筑提供部分电能，减低保温隔热的能源消耗。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的建筑外围结构具有良好的保温隔

热和吸湿效果，在夏季，将翻转幕墙涂覆有反射隔热涂料层的一面翻转朝外，反射太阳辐

射，避免墙体吸入过高热量，进行初步隔热；通过将深窖中的冷空气抽入外围结构内，经墙

体气流通道和屋顶气流通道流通进行隔热保护，同时，利用墙体内外层的墙体相变材料层

一和墙体相变材料层二加固隔热效果，其中，墙体相变材料层一和墙体相变材料层二之间

通过传导管连接，大大提高了保温隔热的传质效果，若要更深步降温，则可将深窖内的冷空

气经空气净化器净化后，通过进气口b输送到布气管，再经布气管输送到相应的百叶窗，环

保且健康；屋顶可通过节流降温装置利用气体膨胀制冷原理通过节流空气对屋顶经行物理

降温处理，再利用屋顶相变材料层对屋顶进行隔热；冬季，将翻转幕墙涂覆有太阳能吸热涂

料层的一面翻转朝外，吸收太阳的热辐射，增加室内温度，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环保节能；屋

底通过支撑隔离机构将屋底与地面隔离出一定空间区域，配合吸湿相变材料层可起到良好

的防潮作用。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的翻转幕墙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的墙体相变材料层一、墙体相变材料层二及墙体基础层的连接关系

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的节流降温装置的左视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的布气管与百叶窗的平面连接关系示意图。

[0026] 其中，10-墙体基础层、11-墙体相变材料层一、12-墙体相变材料层二、13-传导管、

14-界面装饰层、15-墙体气流通道、16-翻转幕墙、161-主体框架、162-幕墙单元板、163-旋

转轴、164-驱动器、165-总控制器、166-连轴器、167-玻璃内幕墙、a17-进气口、b18-进气口、

19-出气口、191-防尘纱、110-抽气歧管、111-抽风机、112-深窖、113-空气净化器、20-斜顶

面、21-楼板、22-天花板、23-屋顶相变材料层、24-防水层、25-水泥层、26-支撑杆、27-顶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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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太阳能电池板、272-储能器、28-节流降温装置、281-主板、282-漏斗节流器、283-副板、

284-伸缩支撑杆、29-屋顶气流通道、210-布气管、2101-支阀门、2102-总阀门、211-百叶窗、

30-基底层、31-保温隔热相变材料层、32-地板、33-吸湿相变材料层、34-支撑隔离机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进行更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8] 如图1所示，一种相变保温隔热吸湿型建筑外围结构，包括外墙、屋顶和屋底三部

分，

[0029] 外墙部分包括墙体基础层10，墙体基础层10的内外侧分别设有墙体相变材料层一

11和墙体相变材料层二12，墙体相变材料层一11和墙体相变材料层二12通过100个贯穿墙

体基础层的传导管13相连，如图3所示，墙体相变材料层一11和墙体相变材料层二12的厚度

比为1:1.5。单纯的在墙体内设置相变保温层，保温隔热效果有限，而通过在墙体内外均设

置合理厚度层比的相变保温层，并通过传导管13进行联合传导，可大大提高保温隔热的效

果。墙体相变材料层一11的内侧设有界面装饰层14，墙体相变材料层二12的外侧设有墙体

气流通道15，墙体气流通道15外侧设有翻转幕墙16，如图2所示，翻转幕墙16包括主体框架

161、幕墙单元板162、旋转轴163、驱动器164和总控制器165，幕墙单元板162呈长方形并纵

向排列在主体框架161之间，旋转轴163贯穿幕墙单元板162的纵轴中心位置，旋转轴163的

的顶端与主体框架161的上横梁通过连轴器166相连，驱动器164设在旋转轴163的末端并固

定连接在主体框架161的下横梁上，总控制器165设在主体框架161下横梁的端头，总控制器

165通过位于主体框架161下横梁内部的导线与驱动器164相连，相较于传统的整片式幕墙，

翻转幕墙通过单元模块组合实现正反面翻转，可调节性更高。其中，翻转幕墙16与墙体气流

通道15之间还设有玻璃内幕墙167，玻璃内幕墙167与翻转幕墙16之间的距离为幕墙单元板

162宽度的1/2-3/4，增加玻璃内幕墙对内部的气流通道流通的冷热空气起到密封保温作

用，还能起到防尘的作用。其中，幕墙单元板162的一面涂覆有反射隔热涂料层，另一面涂覆

有太阳能吸热涂料层，夏季将涂覆有反射隔热涂料层的一面翻转朝外，可起到外层的隔热

作用，冬季将涂覆有太阳能吸热涂料层的一面翻转朝外，可起到供暖作用。在建筑物一边翻

转幕墙16的下端设有进气口a17和进气口b18，在建筑物另一边翻转幕墙16的下端设有出气

口19，出气口19内设有防尘纱191，进气口a17和进气口b18的外端口连接有抽气歧管110，抽

气歧管110上设有抽风机111，抽气歧管110的旁边设有深窖112，抽气歧管110的末端内置于

深窖112；其中，抽气歧管110上还设有空气净化器113，空气净化器113位于抽风机111的前

段，将深窖112抽送上来的空气经过空气净化器113净化后送入室内，在去除异味的同时还

能过滤掉细小固体杂物，更加环保和健康。

[0030] 屋顶部分包括斜顶面20、楼板21和天花板22，斜顶面20和楼板21构成三角空间，斜

顶面20的上方从下至上依次设有屋顶相变材料层23、防水层24和水泥层25，水泥层25的上

方通过支撑杆26连接有顶棚27，如图1所示，顶棚27的上方设有太阳能电池板271，太阳能电

池板271通过导线连接有储能器272，储能器272位于斜顶面20和楼板21构成的三角空间内，

可利用太阳能电池板271发电为建筑提供部分电能，减低保温隔热的能源消耗。顶棚27与斜

顶面20的两端所围成的区域设有节流降温装置28，如图4所示，节流降温装置28包括主板

281、漏斗节流器282和副板283，主板281上设有50个孔洞，漏斗节流器282的小口径端与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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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固定连接，漏斗节流器282的大口径端位于主板281的外侧，副板283与主板281大小相等

且位于主板281的内侧，副板283与主板281的上端通过铰链连接，副板283与主板281的下端

通过伸缩支撑杆284连接，利用气体膨胀制冷原理通过节流空气对屋顶经行物理降温处理，

更加环保节能，冬季时，通过伸缩支撑杆284将副板283放下挡住主板281上的孔洞，阻止其

降温。天花板22位于楼板21的下方，天花板22与楼板21之间设有屋顶气流通道29，屋顶气流

通道29与墙体气流通道15相通，屋顶气流通道29内设有布气管210，布气管210的下方设有

百叶窗211，百叶窗211开在天花板22上，布气管210的一端经过墙体气流通道15并与进气口

b18相连；如图5所示，百叶窗211为片区模式，与百叶窗211一一对应的布气管210分岔始端

设有支阀门2101，布气管210靠近进气口b18的一端设有总阀门2102，支阀门2101之间并联，

总阀门2102与支阀门2101之间串联，百叶窗211以房间为单元进行区域划分，不同的房间有

单独的控制开关，更加节省电能。

[0031] 屋底部分包括基底层30，基底层30的上方设有保温隔热相变材料层31，保温隔热

相变材料层31的上方铺设有地板32，基地层30的下方设有吸湿相变材料层33，吸湿相变材

料层33的下方设有支撑隔离机构34。

[0032] 本发明在使用过程中，在夏季，将翻转幕墙16将涂覆有反射隔热涂料层的一面翻

转朝外，反射太阳辐射，避免墙体吸入过高热量，通过抽气歧管110将深窖112内的冷空气经

进气口a17进入墙体气流通道15，再通过屋顶气流通道29，最后从出气口19排出，冷空气经

墙体相变材料层一11、墙体相变材料层二12和屋顶相变材料层23经行传质保温，可维持室

内温度在适宜值，当需要进一步降温时，可打开总阀门2102和任意一个或几个支阀门2101，

将深窖112内的冷空气经空气净化器113净化后，通过进气口b18输送到布气管210，再经布

气管210输送到相应的百叶窗211，为室内强制降温；屋顶的节流降温装置28利用气体膨胀

制冷原理通过节流空气对屋顶经行物理降温处理；在冬季，将翻转幕墙16涂覆有太阳能吸

热涂料层的一面翻转朝外，吸收太阳的热辐射，增加室内温度；通过伸缩支撑杆284将节流

降温装置28的副板283放下挡住主板281上的孔洞，阻止其降温。屋底通过支撑隔离机构34

将屋底与地面隔离出一定空间区域，配合吸湿相变材料层33可起到良好的防潮作用。任何

时候均可利用太阳能电池板271发电为建筑提供部分电能，减低保温隔热的能源消耗。

[0033]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

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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