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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具有模拟多种自然环境的气候仿真实验室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具有模拟多种自然

环境的气候仿真实验室，包括：自然环境模拟实

验室、模拟房屋和自然环境模拟装置，自然环境

模拟实验室具有容纳空间；模拟房屋设置在自然

环境模拟实验室内，并将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的

容纳空间分隔为外环境实验室和内环境实验室；

自然环境模拟装置包括模拟阳光组件、模拟雨雪

组件和换热装置，模拟阳光组件设置在外环境实

验室，模拟雨雪组件包括喷头，喷头设置在自然

环境模拟实验室的屋顶，换热装置包括表冷器，

表冷器设置在容纳空间内。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

案有效地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的气候仿真实验室

无法进行不同温度、不同光照条件下的降雨、降

雪等两种以上的模拟功能的耦合实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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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模拟多种自然环境的气候仿真实验室，其特征在于，包括：

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所述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具有容纳空间；

模拟房屋(20)，所述模拟房屋(20)设置在所述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内，并将所述

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的容纳空间分隔为外环境实验室和内环境实验室；

自然环境模拟装置(30)，所述自然环境模拟装置(30)包括模拟阳光组件(31)、模拟雨

雪组件(32)和换热装置(33)，所述模拟阳光组件(31)设置在所述外环境实验室，所述模拟

雨雪组件(32)包括喷头，所述喷头设置在所述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的屋顶，所述换热

装置(33)包括表冷器，所述表冷器设置在所述容纳空间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模拟多种自然环境的气候仿真实验室，其特征在于，所述

模拟阳光组件(31)包括支撑架和全光谱灯，所述全光谱灯可移动地设置在所述支撑架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模拟多种自然环境的气候仿真实验室，其特征在于，所述

支撑架可移动地设置在所述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的地面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模拟多种自然环境的气候仿真实验室，其特征在于，所述

模拟雨雪组件(32)还包括水容器、输送管路和泵，所述输送管路的第一端与所述水容器相

连通，所述输送管路的第二端与所述喷头相连通，所述泵设置在所述输送管路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具有模拟多种自然环境的气候仿真实验室，其特征在于，所述

模拟雨雪组件(32)还包括净水器，所述净水器设置在所述泵和所述水容器之间的所述输送

管路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模拟多种自然环境的气候仿真实验室，其特征在于，所述

换热装置(33)包括水冷式冷水机组，所述水冷式冷水机组为多级冷却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具有模拟多种自然环境的气候仿真实验室，其特征在于，所述

水冷式冷水机组包括冷却水塔结构、一级冷却结构、二级冷却结构和三级冷却结构，所述一

级冷却结构与所述冷却水塔结构换热，所述二级冷却结构与所述一级冷却结构换热，所述

三级冷却结构与所述二级冷却结构换热，所述三级冷却结构的表冷器设置在所述自然环境

模拟实验室(10)内进行换热。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模拟多种自然环境的气候仿真实验室，其特征在于，所述

自然环境模拟装置(30)还包括蒸汽发生器和蒸汽管路，所述蒸汽管路与所述蒸汽发生器相

连，所述蒸汽管路上设置有蒸汽出孔，所述蒸汽出孔位于所述容纳空间内。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模拟多种自然环境的气候仿真实验室，其特征在于，所述

自然环境模拟装置(30)还包括风机组件(40)，所述风机组件(40)设置在所述容纳空间内。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具有模拟多种自然环境的气候仿真实验室，其

特征在于，所述气候仿真实验室还包括控制组件和控制室(50)，所述控制组件设置在所述

控制室(50)内，所述自然环境模拟装置(30)与所述控制组件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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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模拟多种自然环境的气候仿真实验室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环境模拟实验的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具有模拟多种自

然环境的气候仿真实验室。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外的环境模拟实验常在气候仿真实验室内进行，一些气候仿真实验室

内的温度不可调节，一些气候仿真实验室不能进行模拟吹风实验，一些气候仿真实验室不

能进行模拟降雨或者模拟降雪实验。现有的气候仿真实验室只能进行不同温度、不同光照

条件下的实验或者降雨、降雪、吹风、起雾等单一功能的实验，但是无法进行不同温度、不同

光照条件下的降雨、降雪、吹风等两种以上的模拟功能的耦合实验。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模拟多种自然环境的气候仿真实验室，

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气候仿真实验室无法进行不同温度、不同光照条件下的降雨、降雪、吹

风等两种以上的模拟功能的耦合实验的问题。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具有模拟多种自然环境的气候仿真实

验室，包括：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模拟房屋和自然环境模拟装置，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具

有容纳空间；模拟房屋设置在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内，并将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的容纳空

间分隔为外环境实验室和内环境实验室；自然环境模拟装置包括模拟阳光组件、模拟雨雪

组件和换热装置，模拟阳光组件设置在外环境实验室，模拟雨雪组件包括喷头，喷头设置在

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的屋顶，换热装置包括表冷器，表冷器设置在容纳空间内。

[0005] 进一步地，模拟阳光组件包括支撑架和全光谱灯，全光谱灯可移动地设置在支撑

架上。

[0006] 进一步地，支撑架可移动地设置在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的地面上。

[0007] 进一步地，模拟雨雪组件还包括水容器、输送管路和泵，输送管路的第一端与水容

器相连通，输送管路的第二端与喷头相连通，泵设置在输送管路上。

[0008] 进一步地，模拟雨雪组件还包括净水器，净水器设置在泵和水容器之间的输送管

路上。

[0009] 进一步地，换热装置包括水冷式冷水机组，水冷式冷水机组为多级冷却结构。

[0010] 进一步地，水冷式冷水机组包括冷却水塔结构、一级冷却结构、二级冷却结构和三

级冷却结构，一级冷却结构与冷却水塔结构换热，二级冷却结构与一级冷却结构换热，三级

冷却结构与二级冷却结构换热，三级冷却结构的表冷器设置在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内进行

换热。

[0011] 进一步地，自然环境模拟装置还包括蒸汽发生器和蒸汽管路，蒸汽管路与蒸汽发

生器相连，蒸汽管路上设置有蒸汽出孔，蒸汽出孔位于容纳空间内。

[0012] 进一步地，自然环境模拟装置还包括风机组件，风机组件设置在容纳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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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地，气候仿真实验室还包括控制组件和控制室，控制组件设置在控制室内，

自然环境模拟装置与控制组件电连接。

[0014] 应用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在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内设置模拟房屋和自然环境

模拟装置，以模拟降雨、降雪等不同的自然现象，而且可以调节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内的温

度、光照等条件。具体地，自然环境模拟装置包括模拟阳光组件、模拟雨雪组件和换热装置，

开启换热装置，可以改变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内的温度，换热装置、阳光组件、模拟雨雪组

件和换热装置可以同时开启，以进行不同温度、不同光照条件下的降雨、降雪等多种模拟功

能的耦合实验。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有效地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的气候仿真实验室无法进

行不同温度、不同光照条件下的降雨、降雪等两种以上的模拟功能的耦合实验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5]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说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本实用

新型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不当限定。

在附图中：

[0016] 图1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具有模拟多种自然环境的气候仿真实验室的实施例

的俯视示意图；

[0017] 图2示出了图1所示的气候仿真实验室的左视的内部示意图；以及

[0018] 图3示出了图2所示的气候仿真实验室的内部左视图的局部示意图。

[0019] 其中，上述附图包括以下附图标记：

[0020] 10、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20、模拟房屋；30、自然环境模拟装置；31、模拟阳光组

件；32、模拟雨雪组件；33、换热装置；40、风机组件；50、控制室。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

[0022]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具有模拟多种自然环境的气候仿真实验室，包括：自

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模拟房屋20和自然环境模拟装置30，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具有容

纳空间；模拟房屋20设置在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内，并将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的容纳

空间分隔为外环境实验室和内环境实验室；自然环境模拟装置30包括模拟阳光组件31、模

拟雨雪组件32和换热装置33，模拟阳光组件31设置在外环境实验室，模拟雨雪组件32包括

喷头，喷头设置在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的屋顶，换热装置33包括表冷器，表冷器设置在容

纳空间内。

[0023] 应用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在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内设置模拟房屋20和自然环

境模拟装置30，以模拟降雨、降雪等不同的自然现象，而且可以调节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

内的温度、光照等条件。具体地，自然环境模拟装置30包括模拟阳光组件31、模拟雨雪组件

32和换热装置33，开启换热装置，可以改变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内的温度，换热装置、阳光

组件、模拟雨雪组件和换热装置可以同时开启，以进行不同温度、不同光照条件下的降雨、

降雪等多种模拟功能的耦合实验。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有效地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的气候仿

真实验室无法进行不同温度、不同光照条件下的降雨、降雪等两种以上的模拟功能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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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问题。

[0024] 另外，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的长为25m，宽为15m，高为8m，模拟房屋20的长为

12m，宽为6.6米，高为4m，模拟房屋20为木质尖顶结构，模拟房屋20的屋顶设置有沥青瓦，模

拟房屋20的墙体内设置有木龙骨和防水隔音材料，表面设置有松木板，模拟房屋20的前侧

还设置有透明的窗户，模拟房屋20前侧的松木板外还设置有水泥板。模拟房屋20可以较好

地代表民居建筑类型和其规格尺寸。

[0025] 如图3所示，在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中，模拟阳光组件31包括支撑架和全光谱灯，

全光谱灯可移动地设置在支撑架上。支撑架设置在模拟房屋20的前侧，支撑架上设置有4排

全光谱灯，每排有11盏全光谱灯，毎盏灯的功率为2KW，全光谱灯可以发出近似自然光线的

灯光，全光谱波长覆盖300～1000w/m2，用于照射模拟房屋20前侧的透明窗区域，以模拟太

阳光射入模拟房屋20内部。毎盏全光谱灯独立控制，可以通过改变全光谱灯开启的盏数来

改变模拟阳光的光照强度。在支撑架上还设置有1排22盏红外灯，在模拟房屋的屋顶也设置

有16排红外灯，每排有15盏，毎盏红外灯的功率为1KW，辐射距离为2m，红外灯用于辐射模拟

房屋20的非透明区域，使用红外得热的方式模拟阳光辐射。毎盏红外灯也可以独立控制，以

改变阳光的辐射强度，可实现的辐射强度范围为0～1000w/㎡。

[0026] 如图3所示，在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中，支撑架可移动地设置在自然环境模拟实验

室10的地面上。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的地面上设置有滑轨，支撑架可以在滑轨中移动，另

外支撑架的高度也可以调节，具体地，支撑架的竖杆为伸缩杆，这样可以通过调节支撑架的

位置和高度，模拟不同季节、全天不同时间的辐射强度变化和太阳高度角的变化。

[0027] 如图1所示，在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中，模拟雨雪组件32还包括水容器、输送管路

和泵，输送管路的第一端与水容器相连通，输送管路的第二端与喷头相连通，泵设置在输送

管路上。泵将输送管路中的水输送至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的屋顶，从屋顶的喷头喷出，以

模拟降雨。水容器内设置有换热结构，换热结构可以控制水容器内的水的温度，防止结冰。

当需要降雪时，水容器内的水降至一定的低温(高于0摄氏度)，打开泵，将水容器内的水输

送至喷头。高并将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的温度调节到0℃以下，从喷头喷出的水滴在降落到

过程中，变成细小的冰晶，从而实现模拟降雪。当需要降雨时，需要将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

10内的温度调节至0℃以上，打开水容器中的换热结构，调整降雨的温度。另外，泵包括变频

器，可以通过改变泵的变频器的频率，来控制供水的压力，进而改变降雨量和降雪量。输送

管道的外侧包裹有保温层，保温层内还缠绕有电伴热带，以防止输送管道结冰。

[0028] 如图1所示，在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中，模拟雨雪组件32还包括净水器，净水器设

置在泵和水容器之间的输送管路上。水容器与自来水管相连，水容器中的自来水通过净水

器处理之后成为去离子水。净水器包括软化水处理器和反渗透膜滤芯，可以去除自来水内

的各种杂质，只留下纯水，从而避免堵塞喷头。

[0029] 如图1所示，在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中，换热装置33包括水冷式冷水机组，水冷式

冷水机组为多级冷却结构。通过多级冷却降温，可以得到更低温度的制冷剂，从而使自然环

境模拟实验室10内的温度可以达到-40℃左右的低温，可以模拟气候极值和极寒地区的温

度。

[0030] 如图1所示，在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中，水冷式冷水机组包括冷却水塔结构、一级

冷却结构、二级冷却结构和三级冷却结构，一级冷却结构与冷却水塔结构换热，二级冷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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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一级冷却结构换热，三级冷却结构与二级冷却结构换热，三级冷却结构的表冷器设置

在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内进行换热。一级冷却结构内的制冷剂与冷却水塔中的冷水进行

换热，以得到低温的制冷剂，二级冷却结构中的制冷剂与一级冷却结构中的制冷剂换热，以

得到更低温的制冷制。更低温的制冷剂进入表冷器，在表冷器中与空气进行换热，然后使自

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中的空气的温度降低。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具有进风口、出风口和

送风风道，送风风道设置在进风口和出风口之间，换热装置33设置在送风风道内，送风风道

内还设置有风机，温度降低后的空气被风机吹出，然后经过出风口进入自然环境模拟实验

室10的外环境实验室，然后外环境实验室内的空气从进风口进入送风风道内，并且在表冷

器的作用下温度降低，然后再被风机吹出，这样、空气在整个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内循环流

动，从而使整个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内的空气温度均匀地降低。换热装置33还包括电加

热器，电加热器安装在表冷器的后侧，用于加热空气，然后热空气通过风机和送风风道在自

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内循环，使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内的温度均匀升高。另外，在进风口

还设置有固定式温度传感器和可升降的移动式温度传感器测量温度，以保证实时监测自然

环境模拟实验室10内的温度。温度的可调节范围为-40～40℃。

[0031] 如图1所示，在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中，自然环境模拟装置30还包括蒸汽发生器和

蒸汽管路，蒸汽管路与蒸汽发生器相连，蒸汽管路上设置有蒸汽出孔，蒸汽出孔位于容纳空

间内。自然环境模拟装置30还包括软化水机组，软化水机组可以过滤自来水中的无机盐类

物质，经过过滤之后，水中的钙、镁离子的含量低于80毫克每升，过滤之后得到的软化水再

进入蒸汽发生器之中加热，过滤之后的软化水不容易在加热之后产生水垢。蒸汽发生器为

电蒸汽发生器。使用电力加热的方法加热软化水，进而得到高温高压的蒸汽，高温高压的蒸

汽通过蒸汽管路进入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并从蒸汽出孔喷出，蒸汽出孔朝向自然环境

模拟实验室10内部的上方。蒸汽从蒸汽管路的蒸汽出孔向上喷射，热蒸汽自然上升弥漫整

个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蒸汽管路的外侧设置有保温层，保温层内缠绕有电伴热带，以防

止热蒸汽在输送过程中凝结成水滴。蒸汽发生器和蒸汽管路不仅可以模拟雾，还可以与风

机和送风风道配合调节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内的湿度，在进风口设置有固定式湿度传感

器和可升降的移动式湿度传感器以实时监测湿度，的调节范围为20～90％RH。

[0032] 如图1和图2所示，在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中，自然环境模拟装置30还包括风机组

件40，风机组件40设置在容纳空间内。风机组件40包括支架和设置在支架上的风机。风机采

用的是T35-8#轴流风机，流量是25000m3/h，风压为200Pa，风机包括电机，电机功率为7.5kw

至4级，直径为890mm，共有6台，风机功率为7.5kw，这种风机静压低，出风均匀，风量较大，能

够满足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内的要求的吹风效果。另外，风机组件40还包括风道，风道内

设置有阻尼网，风道为减缩风道，风道的入风口与风机相连，风机吹出的风经过风道输出到

指定的位置，风道的出风口的横截面积为6㎡，阻尼网可以保证出风均匀、稳定。风机组件40

的风速调节范围为0～12m/s，吹风面积为6㎡。支架和风道的底部安装有带脚杯万向脚轮以

使风机组件40移动和旋转，从而改变吹风方向。

[0033] 如图1所示，在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中，气候仿真实验室还包括控制组件和控制室

50，控制组件设置在控制室50内，自然环境模拟装置30与控制组件电连接。具体地，风机组

件40的风机、蒸汽发生器、换热装置33的表冷器和电加热器，模拟雨雪组件32的泵和模拟阳

光组件31的全光谱灯、红外灯都与控制组件相连，从而控制自然环境模拟实验室10内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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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雾量、温度、降雨量、降雪量和辐射强度。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

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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