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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日光温室微热管阵列蓄

热墙体，属于农业设施技术领域。蓄热墙体从外

到内依次由保温层、承重砌块层、微热管模块层

和水泥砂浆层组成。微热管模块层是由微热管砌

块与砌块砖构筑而成；微热管砌块是由若干根呈

“乙”字形微热管将其冷凝段平行排列插入到模

具内，再加入混凝土浇筑养护而成；微热管是由

铝板通过冲压，在铝板内部形成多条平行的微槽

通道，然后在微槽通道内填充适量工质并进行密

封而成；结合温室墙体蓄放热均匀性需求，将微

热管砌块进行阵列布置，形成微热管阵列蓄热墙

体。本发明提高墙体内部的蓄热能力，夜间根据

温室内热环境的需要及时释放出储存的热能，提

升墙体对温室内热环境的调控能力和温室对太

阳能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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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日光温室微热管阵列蓄热墙体，其特征在于：蓄热墙体从外到内依次由保温层

(2)、承重砌块层(3)、微热管模块层和水泥砂浆层(9)组成；微热管模块层是由微热管砌块

(4)与砌块砖构筑而成；结合温室墙体蓄放热均匀性需求，将微热管砌块(4)进行阵列布置，

形成微热管阵列蓄热墙体；

所述的微热管砌块(4)是由若干根呈“乙”字形微热管(11)将其冷凝段(5)平行排列插

入到模具内，再加入混凝土浇筑养护而成，在微热管砌块(4)中微热管(11)外露部分为其蒸

发段(10)，微热管砌块(4)的砌筑位置高于温室内地面800～900mm，微热管蒸发段(10)的末

端高于室内地面(12)300mm，以防止温室作物阴影对微热管(11)蓄热产生遮挡影响；

所述的微热管(11)是由铝板通过冲压，在铝板内部形成多条平行的微槽通道，然后在

微槽通道内填充适量工质并进行密封而成，微热管(11)的外形尺寸1500mm×62mm×40mm；

该蓄热墙体能够将白天的太阳能快速的转移到温室墙体内部，提高墙体内部的蓄热能

力，夜间根据温室热环境需要，及时释放出储存的热能，从而提升日光温室墙体对温室内热

环境的调控能力和温室对太阳能的利用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日光温室微热管阵列蓄热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承重

砌块层(3)与微热管模块层之间，采用砌块砖以贯通搭接的方法将两者连锁起来，从而提高

温室墙体的稳固性。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日光温室微热管阵列蓄热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保温层(  2  )的厚度为60～120mm，承重砌块层(  3  )的厚度为370～490mm，微热管模块层的

厚度为300～370mm，水泥砂浆层(9)的厚度为10～2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日光温室微热管阵列蓄热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水泥砂浆层(9)以及微热管(11)的蒸发段(10)的外表面喷涂黑色吸热涂层，以增蓄热强墙

体与微热管(11)的吸热能力。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日光温室微热管阵列蓄热墙体，其特征在于：在微热

管阵列蓄热墙体室内侧与后屋面支撑钢架(6)下方分区域平行安装活动导轨(7)和悬挂遮

阳网(8)；所述的活动导轨(7)悬挂在后屋面支撑钢架(6)上，遮阳网(8)在冬季时段卷起固

定在活动导轨(7)上，而夏季时段遮阳网(8)从活动导轨(7)上展开，起到遮阳隔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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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日光温室微热管阵列蓄热墙体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设施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日光温室微热管阵列蓄热墙体，该蓄热

墙体可以提高温室墙体内部的蓄热能力，提升日光温室墙体对温室内热环境的调控能力和

温室对太阳能的利用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保障城市冬季蔬菜安全稳定供应已成为设施农

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日光温室属于利用太阳能并运用温室效应实现冬季反季节

蔬菜生产的一类设施园艺建筑，是设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蔬菜周年均衡供应、增

加就业和促进增收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0003] 长期以来，日光温室基本上都采用被动的蓄热结构，主要依靠白天北墙体吸收太

阳辐射能进行被动蓄热，夜间墙体再将蓄集的热能向室内释放。温室墙体较厚，通常在370

～2000mm。研究表明，由于受温室墙体材料热惯性及其传输能力的限制，白天通过温室前屋

面透射进来的太阳能对北墙体蓄热层的作用深度仅为300mm左右，而沿墙体深度方向，除了

蓄热层之外，墙体内部温度较低，墙体蓄热能力未得到充分利用；因墙体无法高效的蓄集透

射进来的热量，使能量聚集在墙体表面，温室内空气温度较高，经常出现高温现象，严重影

响着温室作物生长，采用通风降温又造成太阳能的浪费。另一方面，夜间在温室内需要热量

供给时，因墙体蓄热量有限，再加上墙体热传输能力差，使墙体内部的热量又无法及时的释

放到室内，导致冬季日光温室内环境普遍低温高湿，造成作物冷害与冻害频发，作物产量较

低。在上述原因的作用下，导致被动式蓄热墙体对温室内热环境的调控能力差以及温室对

太阳能的利用率低下。

[0004] 为了改善日光温室室内热环境，增强对温室热环境的调控水平，诸多科技工作者

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如中国专利ZL2010102046533和ZL2012101249084在北墙的室内侧设

置热能采集器，白天将采集的热量转移并储存在热能储存器内，夜间通过热泵机组将热能

储存器中热量进行提升后再加热温室，这些都属于主动式蓄热方式，是将投射到北墙体上

的太阳能进行转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温室热环境，但北墙体室内侧表面被遮挡，墙

体自身的蓄热性能未得到充分利用，并且主动蓄热方式要消耗大量的电能，增加了初投资

和日常运行管理成本。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日光温室墙体被动蓄热方式的优势，改进温室墙

体蓄热结构，提升日光温室墙体对温室内热环境的调控能力是日光温室产业保持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途径。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日光温室微热管阵列蓄热墙体，用以

解决日光温室的在集热、蓄热与供热等方面的技术难题，提升日光温室墙体对温室内热环

境的调控能力和温室对太阳能的利用率。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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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一种日光温室微热管阵列蓄热墙体，主要包括(由内到外)保温层、承重砌块层、微

热管模块层和水泥砂浆层组成。所述的微热管模块层是由微热管砌块与砌块砖构筑而成；

结合温室墙体蓄放热均匀性需求，将微热管砌块进行阵列布置，形成了微热管阵列蓄热墙

体；该蓄热墙体能够将白天的太阳能快速的转移到温室墙体内部，提高墙体内部的蓄热能

力，夜间根据温室热环境需要，及时释放出储存的热能，从而提升日光温室墙体对温室内热

环境的调控能力和温室对太阳能的利用率。

[0008] 所述的微热管砌块是由若干根呈“乙”字形微热管将其冷凝段平行排列插入到模

具内，再加入混凝土浇筑养护而成，在微热管砌块中微热管外露部分为其蒸发段，微热管砌

块的砌筑位置高于温室内地面800～900mm，微热管蒸发段的末端高于室内地面300mm，以防

止温室作物阴影对微热管蓄热产生遮挡影响。所述的微热管是由铝板通过冲压，在铝板内

部形成多条平行的微槽通道，然后在微槽通道内填充适量工质并进行密封而成，微热管的

外形尺寸1500(长)mm×62(宽)mm×40(厚)mm，该微热管具有热传输能力强，热阻小，价格低

廉的特点。

[0009] 所述的承重砌块层与微热管模块层之间，采用砌块砖以贯通搭接的方法将两者连

锁起来，从而提高温室墙体的稳固性。

[0010] 所述的保温层的厚度为60～120mm，承重砌块层的厚度为370～490mm，微热管模块

层的厚度为300～370mm，水泥砂浆层的厚度为10～20mm。

[0011] 所述的活动导轨(7)悬挂在后屋面支撑钢架(6)上，遮阳网(8)在冬季时段卷起固

定在活动导轨(7)上，而夏季时段遮阳网(8)从活动导轨(7)上展开，起到遮阳隔热作用。

[0012] 所述的水泥砂浆层以及微热管的蒸发段的外表面喷涂黑色吸热涂层，以增蓄热强

墙体与微热管的吸热能力。

[0013] 本发明利用微热管高效的热传输特性，结合温室墙体蓄放热均匀性需求，将微热

管砌块进行阵列布置，形成微热管阵列蓄热墙体。在白天，一方面通过墙体材料自身被动的

集热和蓄热作用向墙体蓄热层传递热量，另一方面，微热管阵列通过其内部工质的相变传

热和微热管金属导热作用将聚集在北墙体内表面附近的太阳能及时高效的输运到墙体内

部的低温区域，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提高墙体内部的蓄热量，同时降低温室室内空气温

度，提高了太阳能的蓄热效率。在夜间，当温室内部环境需要北墙体向室内释放热量时，一

方面依靠墙体材料的导热作用向室内放热，另一方面利用微热管金属导热速率快的优势向

室内快速供热，提高温室内空气温度。

[0014] 与现有的温室墙体蓄热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15]  （1）所发明的日光温室微热管阵列蓄热墙体利用微热管被动式蓄热技术实现了

墙体白天对太阳能高效集热和蓄热，夜间蓄热墙体又能快速地向温室内供热，从而提升了

日光温室墙体对温室内热环境的调控能力和温室对太阳能的利用率。墙体制备方法简单，

施工简单易行，无主动蓄热和供热的耗能设备，运行管理成本较低。

[0016]  （2）所采用的微热管具有热传输能力强、热阻小，生产技术成熟，价格低廉的特

点，本蓄热墙体的初投资成本低；可以根据温室墙体蓄热和供热需求，较方便的设置微热管

阵列砌块的疏密，利用微热管阵列技术很好地解决了冬季白天温室内出现的高温问题，改

善了温室作物生长环境。

[0017]  （3）所发明的日光温室微热管阵列蓄热墙体，既考虑了墙体的冬季蓄热与供热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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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既兼顾了夏季遮阳作用，蓄热墙体结构稳固、蓄热与保温性能高，不仅可以适用于新建

温室蓄热墙体，也可用于旧温室蓄热墙体的技术改造中。

附图说明

[0018]  图1  本发明的微热管阵列蓄热墙体剖面图。

[0019]  图2  本发明的微热管阵列蓄热墙体立面图。

[0020] 图3本发明的微热管砌块平面图。

[0021] 图4本发明的微热管砌块立面图。

[0022] 图5本发明的微热管砌块侧面图。

[0023] 图6本发明的微热管内部结构图(A-A截面)。

[0024]  图中：1.  混凝土地基  2.保温层  3  .承重砌块层  4.  微热管砌块5.  微热管冷凝

段  6.后屋面支撑钢架  7 .  活动导轨  8.  遮阳网  9.  水泥砂浆层  10.微热管蒸发段  11 . 

微热管  12.室内地面  13.前屋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1-6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

[0026] 如图1-6所示，该日光温室微热管阵列蓄热墙体从外到内依次由保温层2、承重砌

块层3、微热管模块层和水泥砂浆层9组成；微热管模块层是由微热管砌块4与砌块砖构筑而

成；结合温室墙体蓄放热均匀性需求，将微热管砌块4进行阵列布置，形成微热管阵列蓄热

墙体(见图1和图2)。

[0027]   该蓄热墙体的建造方法采用如下步骤：①  加工微热管，首先将铝板通过冲压，在

铝板内部形成多条平行的微槽通道(见图6)，然后将带有多个微通道的铝板通过机械热弯

工艺加工成呈“乙”字形(见图5)并检验其密闭性，当满足密闭性条件时，在真空状态下将微

槽通道内填充适量相变工质并对其两端进行密封，形成微热管11，微热管11的外形尺寸

1500(长)mm×62(宽)mm×40(厚)mm；②  将若干根呈“乙”字形微热管11的冷凝段5平行排列

插入到模具内，再加入混凝土浇筑养护48小时，形成微热管砌块4（见图3至图5），微热管砌

块4中微热管11外露部分为微热管蒸发段10；③  为增强温室墙体的承重强度，采用混凝土

浇筑，形成混凝土地基1，混凝土地基1的宽度比地面上部蓄热墙体的总厚度长100～150mm；

④  在混凝土地基1的上方采用砌块砖砌筑800～900mm高度的墙体，在该墙体上方分成两部

分砌筑，靠近室外侧砌筑承重砌块层3，靠近室内侧砌筑微热管砌块层，微热管模块层是按

照微热管阵列布置情况由微热管砌块4与砌块砖构筑而成，微热管砌块4中的微热管蒸发段

10的末端高于室内地面12达到300mm，为了提高温室墙体的稳固性，承重砌块层3与微热管

模块层之间，采用砌块砖以贯通搭接的方法将两者连锁起来；⑤  完成承重砌块层3与微热

管模块层砌筑后，在承重砌块层3的外侧加装保温层2并做防护保护处理，而在微热管模块

层表面粉刷水泥砂浆，形成水泥砂浆层9，上述保温层2的厚度为60～120mm，承重砌块层3的

厚度为370～490mm，微热管模块层的厚度为300～370mm，水泥砂浆层9的厚度为10～20mm；

⑥  在水泥砂浆层9和微热管蒸发段10的外侧表面喷涂黑色吸热涂层；⑦  在微热管阵列蓄

热墙体室内侧与后屋面支撑钢架6下方分区域平行安装活动导轨7和悬挂遮阳网8，遮阳网8

在冬季时段卷起固定在活动导轨7上，而夏季时段遮阳网8从活动导轨7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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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以上对本发明的建造和制备方法进行了说明，但本发明的实施不限于此，凡基于

本发明所做的任何改动或变型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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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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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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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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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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