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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

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及其方法，属于建筑被动供

冷供暖领域。复合节能装置由空气隔热层和相变

材料层组成，可变隔热层和相变材料层之间存在

防水等屋面功能层；可变式隔热层通过调节空气

层厚度来改变整个装置与外界间的热阻，从而优

化相变材料的储能过程。本发明有益效果包括：

夏季的白天隔热层开启，空气层极低的导热系数

减少外部进入建筑结构的热流，减缓相变材料融

化。夏季夜间隔热层关闭，利于相变材料通过外

部对流换热冷却凝固。冬季工况相反，同样起到

优化相变材料充放能过程的作用。总体来说，通

过优化相变材料的充放能过程，减小了房屋的冷

热负荷，做到了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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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安装于建筑屋顶上，其特征在于，

包括顶升装置(1)、彩钢瓦(3)、铝材封装板(5)和相变材料层(6)；所述的相变材料层(6)覆

盖于屋顶的混凝土结构(2)上，相变材料层(6)的顶面铺设铝材封装板(5)进行封装；所述的

彩钢瓦(3)覆盖于铝材封装板(5)上表面作为屋顶保护层，所述的顶升装置(1)用于调整彩

钢瓦(3)与铝材封装板(5)之间的间距，使彩钢瓦(3)与铝材封装板(5)之间能形成厚度可调

的空气隔热层(4)。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顶升装置(1)有多组，所述的铝材封装板(5)和相变材料层(6)上的不同位置开设有若干

个凹洞，每个凹洞中安装有一组顶升装置(1)，分别对控制彩钢瓦(3)进行顶升。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铝材封装板(5)的表面做防水处理。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防水处理为在铝材封装板(5)的表面涂覆高分子聚合物防水涂料。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相变材料采用正十八烷或石蜡。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相变材料层(6)的厚度为2cm，所述铝材封装板(5)的厚度为0.5mm。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空气隔热层(4)的厚度调整范围为0～5cm。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彩钢瓦(3)和铝材封装板(5)上各安装一个温度传感器，分别采集彩钢瓦(3)和铝材封装

板(5)的温度。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复合节能装置中，彩钢瓦(3)、铝材封装板(5)和相变材料层(6)覆盖整个建筑屋顶。

10.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的控制方法，其

特征在于，通过两个温度传感器分别采集彩钢瓦(3)和铝材封装板(5)的温度；

在夏季，当彩钢瓦(3)温度低于铝材封装板(5)温度时，通过控制顶升装置(1)使彩钢瓦

(3)贴合铝材封装板(5)，消除空气隔热层(4)，将相变材料层(6)中的热量通过彩钢瓦(3)进

行散失；当彩钢瓦(3)温度高于铝材封装板(5)温度时，通过控制顶升装置(1)使彩钢瓦(3)

脱离铝材封装板(5)，形成空气隔热层(4)，减少彩钢瓦(3)处热量向相变材料层(6)的传导；

在冬季，当彩钢瓦(3)温度高于铝材封装板(5)温度时，通过控制顶升装置(1)使彩钢瓦

(3)贴合铝材封装板(5)，消除空气隔热层(4)，将彩钢瓦(3)处的热量传导至相变材料层(6)

中进行存储；当彩钢瓦(3)温度低于铝材封装板(5)温度时，通过控制顶升装置(1)使彩钢瓦

(3)脱离铝材封装板(5)，形成空气隔热层(4)，减少相变材料层(6)中热量的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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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被动式建筑供冷供暖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可控式隔热层和相变储

能的复合节能装置及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和人们对生活品质越来越高的要求，室内的供冷供暖需求增加

明显。近年来，不需要消耗能源的被动式建筑供冷供热技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0003] 相变材料凭借其在工作温度区间的高潜热，能够在吸收和放出大量热量的同时保

持温度的稳定。因为这种性质，它被运用到了建筑中用以保持室内温度的稳定，提高人体舒

适度。建筑围护结构中的隔热层能有效减少建筑热流，但也恶化了相变材料的充能过程。尤

其在炎热的夏季和寒冷的冬季，相变材料常会因为无法进行有效的相变循环而丧失大部分

性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现有技术中相变材料在夏季难以冷却凝固，冬季难以吸热

熔化的缺陷，并提供一种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

[0005] 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其结构相比传统的相变式屋顶结构

添加了可控式空气隔热层。隔热层位于彩钢瓦和铝质封装板之间，由机械传动结构根据既

定的策略控制其厚度。通过控制隔热层来满足不同工况下的隔热需求，从而帮助相变材料

吸热或散热。

[0006] 本发明所采用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该装置安装于建筑屋顶上，它

包括顶升装置、彩钢瓦、铝材封装板和相变材料层，

[0008] 所述的相变材料层覆盖于屋顶的混凝土结构上，相变材料层的顶面铺设铝材封装

板进行封装；所述的彩钢瓦覆盖于铝材封装板上表面作为屋顶保护层，所述的顶升装置用

于调整彩钢瓦与铝材封装板之间的间距，使彩钢瓦与铝材封装板之间能形成厚度可调的空

气隔热层。

[0009] 本发明通过调节空气隔热层厚度来改变整个装置与外界间的热阻，从而优化相变

材料的储能过程。夏季，彩钢瓦温度更高时开启隔热层，封装铝材温度更高时关闭隔热层，

冬季则与夏季相反，由此解决相变材料在夏季难以冷却凝固，冬季难以吸热熔化的缺陷。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的顶升装置有多组，所述的铝材封装板和相变材料层上的不同位

置开设有若干个凹洞，每个凹洞中安装有一组顶升装置，分别对控制彩钢瓦进行顶升。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的铝材封装板的表面做防水处理。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的防水处理为在铝材封装板的表面涂覆高分子聚合物防水涂料。

[0013] 作为优选，所述的相变材料采用正十八烷或石蜡。

[0014] 作为优选，所述的相变材料层的厚度为2cm，所述铝材封装板的厚度为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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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作为优选，所述的空气隔热层的厚度调整范围为0～5cm。

[0016] 作为优选，所述的彩钢瓦和铝材封装板上各安装一个温度传感器，分别采集彩钢

瓦和铝材封装板的温度。

[0017] 作为优选，所述的复合节能装置中，彩钢瓦、铝材封装板和相变材料层覆盖整个建

筑屋顶。

[0018]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上述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

置的控制方法，在该方法中，通过两个温度传感器分别采集彩钢瓦和铝材封装板的温度；

[0019] 在夏季，当彩钢瓦温度低于铝材封装板温度时，通过控制顶升装置使彩钢瓦贴合

铝材封装板，消除空气隔热层，将相变材料层中的热量通过彩钢瓦进行散失；当彩钢瓦温度

高于铝材封装板温度时，通过控制顶升装置使彩钢瓦脱离铝材封装板，形成空气隔热层，减

少彩钢瓦处热量向相变材料层的传导；

[0020] 在冬季，当彩钢瓦温度高于铝材封装板温度时，通过控制顶升装置使彩钢瓦贴合

铝材封装板，消除空气隔热层，将彩钢瓦处的热量传导至相变材料层中进行存储；当彩钢瓦

温度低于铝材封装板温度时，通过控制顶升装置使彩钢瓦脱离铝材封装板，形成空气隔热

层，减少相变材料层中热量的散失。

[0021] 因此，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夏季通过在夜间关闭空气隔热层增强夜间的自然对

流换热，带走更多热量减少空调制冷能耗。冬季通过在白天关闭空气隔热层，增强对太阳辐

射热流的吸收，减少供暖能耗。尤其当建筑中使用了相变材料，夏季夜间冷量和冬季日间热

量能被更好地储存，整体效果更好。总体来说，降低了房屋冷热负荷，减少了房屋的空调用

电，做到了节能减排。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4] 图3为该复合节能装置中空气隔热层的调节示意图；

[0025] 图4为该复合节能装置在建筑屋面的整体铺设示意图。

[0026] 图中：顶升装置1、混凝土结构2、彩钢瓦3、空气隔热层4、铝材封装板5、相变材料层

6。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阐述和说明。本发明中各个实施

方式的技术特征在没有相互冲突的前提下，均可进行相应组合。

[0028] 在一实施例中，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结构如图1和图2所

示。该装置由顶升装置1、彩钢瓦3、铝材封装板5、相变材料层6构成。该节能装置安装于安装

于建筑屋顶上，建筑屋顶一般由混凝土浇筑成斜坡状，而在屋顶的混凝土结构2上铺设一层

层状的相变材料，相变材料层6完全覆盖整个屋顶，相变材料层6的顶面铺设铝材封装板5进

行封装。相变材料呈层状分布，厚度2cm，铝材封装板5采用0.5mm厚的铝合金，该尺寸兼顾了

初期成本和蓄能性能。相变材料的作用是利用自身的储热能力对屋内的温度进行调节。相

变材料可以采用现有技术中的各种形式只要能匹配具体环境和需求即可，例如熔点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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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十八烷，或者石蜡等有机物，熔点为常温范围。彩钢瓦3覆盖于铝材封装板5上表面作为

屋顶保护层。

[0029] 与其他的屋顶结构不同的是，本发明中的。彩钢瓦3并非直接固定不动的，而是通

过在下方设置若干个顶升装置1，通过顶升装置对彩钢瓦3进行高度调节，调整彩钢瓦3与铝

材封装板5之间的间距，使彩钢瓦3与铝材封装板5之间能形成厚度可调的空气隔热层4。顶

升装置1可以通过用螺杆升降彩钢瓦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塔架、卷扬机等其它传动方式实

现。以电动机驱动螺杆的实现方式为例，其安装方式为：在相变材料层6和铝材封装板5上设

置大小合适的凹洞，并做好防水隔热措施。将电动机安装在铝材封装的凹洞中并将底部固

定在下方。螺杆由电动机驱动旋转，顶部与彩钢瓦构成螺纹传动配合，螺杆缩回时，彩钢瓦3

与下方铝材封装板5紧密贴合，螺杆旋出时二者脱离且中间形成空气隔热层4。安装的凹洞

尺寸可以设置为长15cm，宽5cm，并保证上开口与铝制封装层齐平，螺杆最大旋出长度为

5cm，空气隔热层4的厚度调整范围可以设为0～5cm。而且，为了保证顶升的均匀性，顶升装

置1可以在整个屋面上均匀布设多组，铝材封装板5和相变材料层6上的不同位置也需要对

应开设多个凹洞，每个凹洞中安装有一组顶升装置1，分别对控制彩钢瓦3进行顶升。当有多

组时，各电动机采用分布式独立控制，或中央传动式统一控制，依据实际工程状况选择。另

外，考虑到防水的需求，铝材封装板5的表面需要做防水处理，可以在铝材封装板5的表面涂

覆金属屋面专用高分子聚合物防水涂料。

[0030] 如图3所示，为彩钢瓦3与铝材封装板5之间的空气隔热层4厚度调整示意图，空气

隔热层4的开启和闭合可以控制彩钢瓦和相变材料封装铝材的相对温度。夏季的白天隔热

层开启，空气层极低的导热系数减少外部进入建筑结构的热流，减缓相变材料融化。夏季夜

间隔热层关闭，利于相变材料通过外部对流换热冷却凝固。冬季工况相反，同样起到优化相

变材料充放能过程的作用。总体来说，通过优化相变材料的充放能过程，减小了房屋的冷热

负荷，做到了节能减排。

[0031] 该基于可控隔热层和相变储能的复合节能装置的控制方法如下：彩钢瓦3和铝材

封装板5上可以各自安装一个温度传感器，分别采集彩钢瓦3和铝材封装板5的温度。通过两

个温度传感器分别采集彩钢瓦3和铝材封装板5的温度。

[0032] 在夏季，当彩钢瓦3温度低于铝材封装板5温度时，通过控制顶升装置1使彩钢瓦3

贴合铝材封装板5，消除空气隔热层4，将相变材料层6中的热量通过彩钢瓦3进行散失；当彩

钢瓦3温度高于铝材封装板5温度时，通过控制顶升装置1使彩钢瓦3脱离铝材封装板5，形成

空气隔热层4，减少彩钢瓦3处热量向相变材料层6的传导；

[0033] 在冬季，当彩钢瓦3温度高于铝材封装板5温度时，通过控制顶升装置1使彩钢瓦3

贴合铝材封装板5，消除空气隔热层4，将彩钢瓦3处的热量传导至相变材料层6中进行存储；

当彩钢瓦3温度低于铝材封装板5温度时，通过控制顶升装置1使彩钢瓦3脱离铝材封装板5，

形成空气隔热层4，减少相变材料层6中热量的散失。

[0034] 在本发明中，彩钢瓦3、铝材封装板5和相变材料层6的铺设面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确定，既可以如图4所示覆盖整个建筑屋顶，也可以覆盖部分区域。

[0035] 本发明通过可控式空气隔热层和相变材料层结合，使得夏季夜间的外部环境能帮

助为相变材料散热，冬季白天的太阳辐射能为相变材料储能。本发明可以降低室内冷热负

荷，大幅度减少主动制冷的耗电量。在夏季夜间，以环境温度26℃、相变材料温度30℃，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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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换热系数20W/m2·K为例，夜间环境带走热量理论值可达2304kJ/m2。在可控式隔热下，

夜间空气隔热层关闭，实际散热值可以接近该理论值，远大于传统隔热下被大幅削弱的散

热量。更大的散热量能让相变材料冷却凝固，从而更好地在白天吸收热量稳定室内温度。在

冬季白天，以表面辐射率0.5，平均水平太阳辐射强度300W/m2·K，日照时间5小时为例，理

论向内热流可达2700kJ/m2。在可控式隔热下，白天空气隔热层关闭，实际吸热量可以接近

该理论值，远大于传统隔热下被大幅削弱的吸热量。更大的吸热量能让相变材料升温熔化，

从而更好地在夜间放出热量稳定室内温度。因此，本发明达到了良好的提高舒适性、降低冷

热负荷、减少空调能耗的效果。

[0036]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一种较佳的方案，然其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有

关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

化和变型。例如，传动装置还可以有塔架、卷扬等不同形式；隔热层控制策略可以简化为依

据时间、太阳辐射等参数；防水工艺的位置和材料也可以有其它选择。因此凡采取等同替换

或等效变换的方式所获得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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