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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温室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

种与窑洞结合的温室及其环境调控方法。一种与

窑洞结合的温室，包括具有多孔窑洞的窑身，用

于和窑身的外立墙体共同支撑温室的支撑骨架

和铺设于支撑骨架的外表面的透光覆盖层；窑身

前具有院落空地，支撑骨架设于院落空地，支撑

骨架、透光覆盖层和窑身的外立墙体共同构成种

植室，种植室与多个窑洞连通；其中一孔窑洞的

洞口设有轴流风机，用于将种植室内的空气导入

窑洞内，窑洞内的气体从另一窑洞的洞口排出到

种植室，形成气体交换。本发明充分利用废弃窑

洞已有的建筑结构及热环境特征，可大幅降低温

室生产建造费用，降低温室环境调控能耗、成本，

使温室保持适宜作物生长的温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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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与窑洞结合的温室，其特征在于，包括具有多孔窑洞的窑身，用于和所述窑身的

外立墙体共同支撑所述温室的支撑骨架和铺设于所述支撑骨架的外表面的透光覆盖层；所

述窑身前具有院落空地，所述支撑骨架设于所述院落空地，所述支撑骨架、透光覆盖层和所

述窑身的外立墙体共同构成种植室，所述种植室与所述多孔窑洞连通；其中一孔所述窑洞

的洞口设有轴流风机，用于将所述种植室内的空气导入所述窑洞内，所述窑洞内的气体从

另一窑洞的洞口排出到所述种植室，形成气体交换，每相邻两个所述窑洞中间的墙体上均

设有通道口，实现多孔窑洞之间的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与窑洞结合的温室，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室还包括表冷器、蓄

液池和循环泵，所述表冷器设于用于排出气体的所述窑洞的洞口，所述表冷器通过循环管

道与所述蓄液池相连，所述循环泵设于所述循环管道。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与窑洞结合的温室，其特征在于：所述轴流风机和表冷器分设

于所述窑身两端窑洞的洞口。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与窑洞结合的温室，其特征在于：所述窑洞的洞口设有通风

窗，所述轴流风机和表冷器均设于所述通风窗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与窑洞结合的温室，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骨架形状为单面坡

弧面形，所述支撑骨架为钢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与窑洞结合的温室，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室还包括设于所述透

光覆盖层外侧的保温覆盖层。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与窑洞结合的温室，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室还包括设于所述支

撑骨架上方和/或侧面的通风口。

8.一种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与窑洞结合的温室的环境调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当所述种植室内气温上升或下降到设定温度时，开启所述轴流风机，将所述种植室内

热或冷空气导入窑洞内，与窑洞内部空气及土体换热，然后经过所述表冷器排出到所述种

植室。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环境调控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以下步骤：

当所述种植室与窑洞内持续换热、换气一段时间后，所述窑洞内气温上升或下降至所

述设定温度时，开启所述循环泵，将进入窑洞内的热或冷空气经过所述表冷器与循环泵驱

动的流动介质换热后排出到所述种植室，相应地，将热量储存在所述蓄液池内或将储存在

所述蓄液池内的热量释放到所述种植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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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与窑洞结合的温室及其环境调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温室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与窑洞结合的温室及其环境调控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窑洞是黄土高原地区常见的传统住宅类型，按地形条件、窑洞结构、建筑材料等可

分为土窑、砖石拱窑及接口窑。时至今日，窑洞不仅仅作为一种独特的居住场所，它所展示

的是千百年来斯人斯地和谐相处的天地合一之美、乡土气息之美。窑洞具有冬暖夏凉、节能

节地、就地取材、造价低廉、生态环保等诸多优点，这些优势是现代其他建筑所无法比拟的，

然而，由于窑洞自身存在采光差、湿度大、通风不畅以及易发灾害等缺陷，加之建筑新材料、

新技术的日益发展，越来越多的窑洞被人们遗弃，在某些地区弃窑洞改住平房更是被当作

脱贫致富的象征。窑洞废弃后土体吸湿明显，土体自重和应力增加，容易造成窑洞坍塌引发

黄土滑坡。不仅如此，我们更应该意识到黄土高原地区可利用耕地相当有限，城市建筑、交

通又不断占用农业用地，如能实现大量废弃窑洞的再次利用，尤其是实现与农业生产的有

机结合，对于保持黄土高原地区整体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具有重要意义。

[0003] 截至2013年为止，中国设施园艺面积已达380万公顷，年产值达7000亿元以上，约

占农业总产值的12％。温室产业已逐步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方面，然而与露地栽培

相比，温室建造费用及环境调控能耗、成本仍相对较高。在废弃窑洞的基础上建造温室，充

分利用窑洞已有的建筑结构以及热环境调控功能，将大幅将低温室生产建造及环境调控成

本，同时可扩大黄土地区温室种植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农民收入。中国专利公告号

CN203618464U公开了一种农用温室窑洞，将温室大棚笼罩在下沉式窑洞上方，仅仅是利用

温室改善下沉式窑洞温室的居住环境，不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目的，更没有充分利用废弃窑

洞的优势。

发明内容

[0004]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与窑洞结合的温室及其环境调控方法，降低了温室生产

建造费用以及温室的环境调控能耗和成本。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与窑洞结合的温室，包括具有多孔窑

洞的窑身，用于和所述窑身的外立墙体共同支撑所述温室的支撑骨架和铺设于所述支撑骨

架的外表面的透光覆盖层；所述窑身前具有院落空地，所述支撑骨架设于所述院落空地，所

述支撑骨架、透光覆盖层和所述窑身的外立墙体共同构成种植室，所述种植室与所述多孔

窑洞连通；其中一孔所述窑洞的洞口设有轴流风机，用于将所述种植室内的空气导入所述

窑洞内，所述窑洞内的气体从另一窑洞的洞口排出到所述种植室，形成气体交换。

[0008] 其中，每相邻两个所述窑洞中间的墙体上均设有通道口，实现多孔窑洞之间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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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0009] 其中，所述温室还包括表冷器、蓄液池和循环泵，所述表冷器设于用于排出气体的

窑洞的洞口，所述表冷器通过循环管道与所述蓄液池相连，所述循环泵设于所述循环管道

上。

[0010] 其中，所述轴流风机和表冷器分设于所述窑身两端窑洞的洞口。

[0011] 其中，所述窑洞的洞口设有通风窗，所述轴流风机和表冷器均设于所述通风窗上。

[0012] 其中，所述支撑骨架形状为单面坡弧面形，所述支撑骨架为钢结构。

[0013] 其中，所述温室还包括设于所述透光覆盖层外侧的保温覆盖层。

[0014] 其中，所述温室还包括设于所述支撑骨架上方和/或侧面的通风口。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上述与窑洞结合的温室的环境调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0016] 当所述种植室内气温上升或下降到设定温度时，开启所述轴流风机，将所述种植

室内热或冷空气导入窑洞内，与窑洞内部空气及土体换热，然后经过所述表冷器排出到所

述种植室。

[0017] 其中，与窑洞结合的温室的环境调控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

[0018] 当所述种植室与窑洞内持续换热、换气一段时间后，所述窑洞内气温上升或下降

至所述设定温度时，开启所述循环泵，将进入窑洞内的热或冷空气经过所述表冷器与循环

泵驱动的流动介质换热后排出到所述种植室，相应地，将热量储存在所述蓄液池内或将储

存在所述蓄液池内的热量释放到所述种植室内。

[0019] (三)有益效果

[0020]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21] (1)本发明提供的与窑洞结合的温室，充分利用废弃窑洞已有的建筑结构及热环

境特征，可大幅降低温室生产建造费用，降低温室环境调控能耗、成本，使温室保持适宜作

物生长的温度条件；

[0022] (2)通过与窑洞结合，温室热环境的自我调控能力增强，可延长温室封闭时间，有

助于维持温度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水分循环利用，降低病虫害的发生，提高作物产量和品

质；

[0023] (3)本发明的温室是在废弃窑洞的基础上对窑洞进行改造，用于农业生产，可增加

黄土高原地区温室种植面积，扩大了农业生产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0024] (4)在耕地面积稀少、建筑材料短缺、能源供应紧张的条件下，实现大量废弃窑洞

的再次利用，对于保持黄土高原地区整体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与窑洞结合的温室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与窑洞结合的温室的环境调控工作原理图。

[0027] 图中：1：窑身；101：第一窑洞；102：第二窑洞；103：第三窑洞；2：覆土；3：外立墙体；

4：通风窗；5：轴流风机；6：表冷器；7：种植室；8：支撑骨架；9：透光覆盖层；10：保温覆盖层；

11：通风口；12：蓄液池；13：循环管道；14：循环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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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9]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与窑洞结合的温室，包括窑身1，支撑骨架8，透光覆

盖层9和轴流风机5。窑身1包括多孔窑洞，窑洞优选为废弃窑洞。窑身1前具有院落空地，支

撑骨架8设于院落空地上，用于和窑身1的外立墙体3共同支撑温室。透光覆盖层9铺设于支

撑骨架8的外表面。支撑骨架8、透光覆盖层9和窑身1的外立墙体3共同构成种植室7，种植室

7与多孔窑洞连通。其中一孔窑洞的洞口设有轴流风机5，用于将种植室7内的空气导入窑洞

内，窑洞内的气体从另一窑洞的洞口排出到种植室7，形成气体交换。优选地，每相邻两个窑

洞之间的墙体上均设有通道口，使得窑洞之间互相连通。窑身1可以包括两孔、三孔或三孔

以上窑洞，窑身1的长度优选为30m～50m，以保证有足够长度的外立墙体3进行温室建造。院

落空地优选为位于窑身1向阳的一侧，将支撑骨架8搭建于向阳一侧的院落空地上可以使得

温室得到较多的光照。当窑身1包括三孔窑洞时，轴流风机5设于第一窑洞101的洞口，轴流

风机5将种植室7的空气及热量导入第一窑洞101，第一窑洞101内风压增大，然后依次流经

第二窑洞102和第三窑洞103，最后经过第三窑洞103的洞口排出到种植室7内，实现种植室7

内空气及热量与窑洞内空气及热量的循环。通过轴流风机5实现窑洞内的空气与种植室7内

的空气进行换气和换热，使种植室7的温度保持在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温度范围内。本发明充

分利用了废弃窑洞已有的建筑结构及热环境特征，大幅度降低了温室生产建造费用。

[0030] 优选地，温室内还设有表冷器6、蓄液池12和循环泵14，表冷器6设于用于排出气体

的窑洞洞口，表冷器6通过循环管道13与蓄液池12相连，循环泵14设于循环管道13。轴流风

机5和表冷器6优选分设于窑身1两端的窑洞，其余窑洞的洞口可以通过设置门窗封闭。具体

地，当窑身1包括三孔窑洞时，表冷器6安装于第三窑洞103的洞口，蓄液池12位于第三窑洞

103内，作为补充使用的能量储存载体，当窑洞内部空气的能量无法满足种植室7环境调控

需求时，由蓄液池12释放所储存的能量来满足种植室7的环境需求，第二窑洞102的洞口封

闭可以保证窑洞内空气排出时全部经过表冷器6，蓄液池12能够储存更多的能量。循环管道

13采用PPR管，PPR管属于节能材料，具有环保、轻质高强、耐腐蚀、施工和维修简便、使用寿

命长等优点。循环管道13内采用水作为流动介质，水的比热容较大，能够实现快速有效的能

量储存和释放。表冷器6采用翅片式表冷器，可以保证进行空气热交换的扰动性，使其处于

紊流状态下，较大地提高了换热效率。

[0031] 优选地，窑洞的洞口设有通风窗4，轴流风机5和表冷器6均设于通风窗4上。具体

地，当窑洞为三个时，轴流风机5安装于第一窑洞101的通风窗4上，表冷器6安装于第三窑洞

103的通风窗4上。

[0032] 优选地，支撑骨架8采用钢结构，钢结构具有较好的塑性和韧性，承载能力强，结构

可靠度高且制造方便。根据建造需要选择结构类型以及温室的形状，支撑骨架8的形状优选

为单面坡弧面形，单面坡弧面形的温室有利于温室采光，避免积聚雨水，尤其是在窑身1的

外立墙体3与透光覆盖层9交界处，雨水积聚很容易造成窑洞受潮坍塌，支撑骨架8的结构也

可参考选用日光温室、连栋温室或简易大棚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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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优选地，透光覆盖层9为塑料薄膜、玻璃或PC板等透光材料，以保证温室的采光和

保温。在透光覆盖层9外侧还可以设有保温覆盖层10，低温时将保温覆盖层10铺设于透光覆

盖层9的表面，主要用于夜间或冬季低温下的保温。不需要使用保温覆盖层10时将保温覆盖

层10卷放于支撑骨架8顶部与窑身1的外立墙体3的交接处。

[0034] 优选地，支撑骨架8的上方和/或侧面设有通风口11，必要时通风口11可以用于温

室与外界环境进行自然通风换气。

[0035] 具体地，支撑骨架8的建造高度取决于窑洞的高度以及位于窑洞上方的覆土2的厚

度，一般略高于窑洞的高度，支撑骨架8的建造高度优选为3.5m～4.5m。支撑骨架8的跨度主

要取决于窑身1前院落空地的大小，同时需要考虑窑洞内部空气、土体及蓄液池12的热容量

能够满足种植室7的采暖和制冷负荷要求。

[0036] 如图2所示，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与窑洞结合的温室的环境调控方法，可以包括以

下步骤：

[0037] 当种植室7内气温上升到设定温度，优选为27℃时，开启轴流风机5，将种植室7内

热空气导入窑洞内，与窑洞内部空气及土体换热，然后经过表冷器6排出到种植室7；当种植

室7与窑洞内持续换热、换气一段时间后，所述窑洞内气温上升至该设定温度时，开启循环

泵14，进入窑洞内的热空气经过表冷器6与循环泵14驱动的流动介质换热降温后排出到种

植室7，并将热量储存在蓄液池12。

[0038] 当种植室7内气温下降至设定温度，优选为13℃时，开启轴流风机5，将窑洞内部空

气、土体储存的热量释放到种植室7内，提高种植室7的气温；当种植室7与窑洞内持续换热、

换气一段时间后，窑洞内气温降低至该设定温度时，开启循环泵14，进入窑洞内的低温空气

经过表冷器6与循环泵14驱动的流动介质换热升温后排出到种植室7，将储存在蓄液池12中

的热量释放到种植室7中。

[0039] 本发明提供的温室环境调控方法充分利用了废弃窑洞建筑结构及热环境特征，提

升了温室热环境的自我调控能力，延长温室封闭时间，有利于维持稳定的二氧化碳浓度，增

加水分循环利用，降低病虫害的发生。在遭遇极端天气时，可将种植室内的可移动植株暂时

转移到窑洞内，以防止作物致死性灾害。

[0040] 综上所述，本发明所述的与窑洞结合的温室及其环境调控方法降低了温室建造费

用及生产能耗，提升了温室热环境的自我调控能力。由于本发明可以延长温室封闭时间，在

生产过程中可以人工增施二氧化碳，维持稳定的二氧化碳浓度，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通

过表冷器凝结或设置其他回收蒸发水措施可以增加水分循环利用。实现了废气窑洞的再次

利用，扩大黄土地区温室种植面积，致力于解决黄土地区环境、土地、能源、蔬菜供应等一系

列问题。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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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对前述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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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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