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971570.X

(22)申请日 2015.12.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47500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4.13

(73)专利权人 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

地址 100079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甲60号

    专利权人 北京市昌平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

广站　

北京昌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张京开　杨立国　刘旺　禹振军　

王尚君　李长青　董其富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慕达星云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11465

代理人 李冉

(51)Int.Cl.

A01G 7/02(2006.01)

A01G 9/2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4707601 U,2015.10.21

CN 201138087 Y,2008.10.22

CN 205320675 U,2016.06.22

CN 101411293 A,2009.04.22

CN 203233807 U,2013.10.16

审查员 彭小珍

 

(54)发明名称

日光温室太阳能高效二氧化碳补充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温室大棚保温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日光温室太阳能高效二氧化碳补充系统，包括

温室大棚，所述温室大棚包括保温墙体与保温

罩，所述温室大棚的前沿设有基体所述集体内设

有集热通道，所述集热通道上均匀设有多个热空

气通道，所述热空气通道的出口置于所述温室大

棚的内部空间中，所述集热通道的一端连接设置

在所述温室大棚外侧的太阳能集热器，所述太阳

能集热器与所述集热通道之间设有风机，本发明

不仅可以为温室大棚提供适宜的温度，同时不断

的提供新鲜空气，保证植物正常生长所需的二氧

化碳，节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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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日光温室太阳能高效二氧化碳补充系统，包括温室大棚，所述温室大棚包括保

温墙体与保温罩，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室大棚的前沿设有基体，所述基体内设有集热通道，

所述集热通道为蓄热缓释材料围成的空气通道，所述集热通道的外侧罩设有保温隔热层，

所述集热通道上均匀设有多个热空气通道，所述热空气通道的出口置于所述温室大棚的内

部空间中，所述热空气通道的出口处设有缓释阀，所述集热通道的一端连接设置在所述温

室大棚外侧的太阳能集热器，所述太阳能集热器与所述集热通道之间设有风机，所述太阳

能集热器包括由底板、第一侧板与第二侧板围成的预热室，所述预热室外侧设有与侧板固

定连接的透光保温膜，所述底板上固定设有反光板，所述预热室内设有热交换器，所述热交

换器的底侧设有出气口，所述热交换器的顶侧设有进气口，所述第一侧板上设有空气进口，

所述太阳能集热器的出气口处设有温控器，所述温控器连接并控制所述风机；

所述太阳能集热器的工作过程为：将太阳能集热器连接管路并设定温控器的数值，反

光板通过折射太阳光在热交换器上预热空气，当预热室内的空气达到设定数值时，温控器

控制风机工作，风机将热空气集中送入集热通道中，同时冷空气沿空气进口进入预热室，因

空气比热不同，热空气向上层流动，沿热交换器的进气口流向热交换器的出气口，并进入集

热通道，在这个过程中，热空气在热交换器中的流动过程中，对热空气再次加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日光温室太阳能高效二氧化碳补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热

交换器为集热器管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日光温室太阳能高效二氧化碳补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热

交换器的出气口位于所述热交换器的进气口的相对侧，并与所述空气进口的同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日光温室太阳能高效二氧化碳补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太

阳能集热器的底侧设有开口，供所述热交换器的出气口穿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日光温室太阳能高效二氧化碳补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反

光板为带有多个弧面结构的金属板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日光温室太阳能高效二氧化碳补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底

板与侧板均为金属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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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温室太阳能高效二氧化碳补充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温室大棚保温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温室大棚的太阳能空气集热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温室大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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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 温室大棚在植物的种植过程中，需要定期、定时进行通风换气，同时还要利用二氧

化碳发生器补充二氧化碳气体以及利用电器或燃料加温，北方利用温室大棚均在冬季使

用，温室大棚需要完全密封保温，在换气过程中，由于空气产生对流，温室大棚内的热空气

很快就会流失，封闭后还要重新加温，而且通风时间把控不好的话，还会造成植物冻伤；由

于植物在自然条件下的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完全能够补充二氧化碳气体也需要消耗能

源，导致能源浪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日光温室太阳能高效二氧化碳补充系统，利用太阳能将热空

气储存再利用并补充自然空气为温室提供二氧化碳，有效解决使用二氧化碳发生装置以及

采暖设施的能源浪费问题。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日光温室太阳能高效二氧化碳补充系统，包括温室大棚，所述温室大棚包括

保温墙体与保温罩，所述温室大棚的前沿设有基体，所述基体内设有集热通道，所述集热通

道上均匀设有多个热空气通道，所述热空气通道的出口置于所述温室大棚的内部空间中，

所述集热通道的一端连接设置在所述温室大棚外侧的太阳能集热器，所述太阳能集热器与

所述集热通道之间设有风机。

[0007] 进一步的，所述集热通道为蓄热缓释材料围成的空气通道，所述集热通道的外侧

罩设有保温隔热层。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太阳能集热器的出气口处设有温控器，所述温控器连接并控制所

述风机，其目的在于，设定温度数值来监控太阳能集热器内部的温度来控制风机，节约能

源。

[0009] 一种太阳能集热器，包括由底板、第一侧板与第二侧板围成的预热室，所述预热室

外侧设有与侧板固定连接的透光保温膜，所述底板上固定设有反光板，所述预热室内设有

热交换器，所述热交换器的的底侧设有出气口，所述热交换器的顶侧设有进气口，所述第一

侧板上设有空气进口。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热交换器为集热器管路。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热交换器的出气口位于所述热交换器的进气口的相对侧，并与所

述空气进口的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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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所述太阳能集热器的底侧设有开口，供所述热交换器的出气口穿出。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反光板为带有多个弧面结构的金属板材。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底板与侧板均为金属材质。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热空气通道的出口处设有缓释阀，其目的在于，受其自重影响，不

至于热空气立即进入温室大棚中，保证热空气的存储时间。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在日光条件下，能够持续为温室大棚补充作物提供了生长

所需的二氧化碳；同时，利用太阳能加热空气并储存，保持温室大棚在阴暗、低温条件下能

够维持恒温，保证作物正常生长。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根据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日光温室太阳能高效二氧化碳补充系统的整体结构示意

图；

[0019] 图2是图1中A-A向的剖面视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太阳能集热器的立体结构图。

[0021] 图中：

[0022] 1、温室大棚；2、保温墙体；3、保温罩；4、基体；5、集热通道；6、热空气通道；7、太阳

能集热器；8、风机；9、保温隔热层；10、温控器；11、底板；12、第一侧板；13、第二侧板；14、预

热室；15、反光板；16、热交换器；161、进气口；162、出气口；17、空气进口；18、缓释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日光温室太阳能高效二氧化碳补充系统，

包括温室大棚1，温室大棚包括保温墙体2与保温罩3，温室大棚1的前沿设有基体4，基体4内

设有集热通道5，集热通道5上均匀设有多个热空气通道6，热空气通道6的出口置于温室大

棚1的内部空间中，并且热空气通道6的出口处设有缓释阀18。集热通道5的一端连接设置在

温室大棚1外侧的太阳能集热器7，太阳能集热器7与集热通道5之间设有风机8。

[0024] 缓释阀18为在气流作用下能够自动打开的封堵性橡胶垫。

[0025] 太阳能集热器7的出气口处设有温控器10，温控器10连接并控制风机8。

[0026] 再次参见图1，集热通道5为蓄热缓释材料围成的空气通道，集热通道5的外侧罩设

有保温隔热层9。

[0027] 上述蓄热缓释材料为砖体。

[0028] 如图3所示，图3示出了本发明实施例的日光温室太阳能高效二氧化碳补充系统的

太阳能集热器7，其包括由底板11、第一侧板12与第二侧板13围成的预热室14，预热室14外

侧设有与第一侧板12和第二侧板13固定连接的透光保温膜(未图示)，底板13上设有反光板

15，反光板15的边缘处通过焊接固定在底板13上，预热室14内设有热交换器16，热交换器16

的底侧设有出气口162，热交换器16的顶侧设有进气口161，第一侧板12上还设有空气进口

17。

[0029] 热交换器16为集热器管路。

[0030] 如上所述，热交换器16的出气口162与热交换器16的进气口161相对设置，且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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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进口17的同一侧上。

[0031] 反光板15为带有多个弧面结构的金属板材。

[0032] 底板11、第一侧板12和第二侧板13均为金属材质。

[0033] 太阳能集热器的底侧设有开口(未图示)，供所述热交换器的出气口穿出。以下是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日光温室太阳能高效二氧化碳补充系统的使用方法的进一步说明：

[0034] 首先，将太阳能集热器倾斜放置在固定架上，连接管路，设定温控阀的数值为40

℃，反光板通过折射太阳光带热交换器上预热空气，当预热室能的空气达到40℃时，温控阀

控制风机工作，风机将热空气集中送入集热通道中，同时冷空气沿空气进口进入预热室，因

空气比热不同，热空气向上层流动，沿热交换器的进气口流向热交换器的出气口，并进入集

热通道，在这个过程中，热空气在热交换器中的流动过程中，对热空气再次加热，从而保证

空气的温度。而且，由于集热通道为由砖体砌成的空气通道，外侧又设有保温层，因而提高

了保温效果，缓释阀的目的不致使热空气立刻进入温室大棚中，增加热空气的存储时间，夜

间气温降低后，冷热空气交换，热空气进入温室大棚中，保证温室大棚的内部温度。

[0035]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最佳实施方式，任何人在本发明的启示下都可得出其他各种

形式的产品，但不论在其形状或结构上作任何变化，凡是具有与本申请相同或相近似的技

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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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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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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