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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适合周年无休生产的网

架式大跨度无支柱矩式穹顶节能温室建造方法，

属温室大棚技术领域。该方法利用钢构网架技术

建设顶处为穹顶，地缘为矩式的大跨度无支柱温

室钢构，利用温室内部网架平台实施保温被覆盖

达到寒季保温效果，结合温室内部水墙蓄热技

术，达到保温、蓄热、散热的动态可控，实现寒区

冬季蔬果的免加温无休生产；结合矩式两端头的

湿帘与风机配置，实现高温夏日的通风降温栽

培，确保温室作物不管在寒区还是温暖地区的周

年无休生产，是温室领域结构技术与调控技术的

集成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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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架式大跨度无支柱的矩式穹顶节能温室建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按照矩形地块的长与宽，及内部栽培需要，确定温室肩高与顶高；

B、温室结构的CAD设计，包括穹顶及肩处垂面网架结构、顶处三角通风窗、出入口大门、

保温设施网架平台、湿帘及风机；所述网架结构由外三角结构(1)、内蜂窝结构(2)、空间桁

架结构(3)、加固内蜂窝结构(4)组成，建成后形成厚0.5-0.8米的空间桁架夹层，于内蜂窝

结构上安装卡槽卡内膜形成双层保温膜；

C、按照当地冬季最低气温及温室栽培所需的下限或适宜温度为参照，结合耕作区体积

及保温设施情况，计算出所需配置的水墙总容量，确定化工桶数量；

D、按照温室空间总体积，计算出夏日高温季节所需配置的风机通风量和湿帘数量；

E、按照CAD设计图，整理出网架温室部件材料长度及进行不同规格材料的编号，制作成

加工清单与装配图；部件材料长度其精准度保留至小数点后四位数；

F、部件材料选择热镀锌钢管，管的规格为管径2.5cm，壁厚0.17mm，利用冲床按照加工

清单进行冲压加工；

G、温室钢构骨架的安装，骨架的安装采用拧螺杆的方式安装，利用电动扳手参照装配

图，结合起吊葫芦悬空，从温室顶处逐层往下安装，直至安装至温室肩处最底层；

H、安装温室卡槽卡簧及铺设大棚膜与装配三角窗，外温室卡槽安装于三角结构的纵向

维线上，及内蜂窝的V型钢构上，用于固定膜，可以形成双层膜保温效果，三角窗为顶杆式电

动启闭通风窗，温室两端按照计算的通风量安装相应功率的风机或湿帘，出入口大门建于

温室长边或宽边的中线处；

I、保温设施采用轻型保温幕，于温室肩处用紧线钳按照温室的维度拉钢丝作为保温幕

布的覆盖支撑；于建造温室时，保温设施与安装设计的网架平台一起进行钢构安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架式大跨度无支柱的矩式穹顶节能温室建造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C中所述的水墙，采用化工桶装水后垒砌成墙的方式构建，冬日垒砌于光照充足

的温室纵横中线过道两侧，并进行桶表面的涂黑处理；夏日搬移化工桶或者排放桶内的水

及桶表面涂白色反光。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网架式大跨度无支柱的矩式穹顶节能温室建造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C中所述的计算，是以外界冬季最低气温、内部栽培所需的最低与最适温度为参

照，结合保温设施的热导系数，计算保持目标温度所需的每小时能耗；以水的比热容为参

照，计算出所需水墙的蓄水总容量；按照每桶的蓄水量计算出所需化工桶的数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架式大跨度无支柱的矩式穹顶节能温室建造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保温设施为保温被、保温幕、阳光板或玻璃；保温设施的层数为单层或者双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架式大跨度无支柱的矩式穹顶节能温室建造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D所述的风机通风量，按照温室空间总体积，结合所需风机的台数，以每分钟换气

一次的通风方式，计算出每台风机的所需的流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架式大跨度无支柱的矩式穹顶节能温室建造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F中所述的冲压加工，冲压时长度的测量以孔中距为准，孔径为8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架式大跨度无支柱的矩式穹顶节能温室建造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G所述的拧螺杆方式安装，就是按照装配图每节点的编码，按垫片-管材-垫片-螺

帽的次序将部件材料套入螺杆，并用电动扳手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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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架式大跨度无支柱的矩式穹顶节能温室建造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H所述的安装温室卡槽卡簧，采用卡件安装或采用自攻螺丝安装。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架式大跨度无支柱的矩式穹顶节能温室建造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I所述的网架平台，采用管材按照三角网架结构安装，跨度过大的于平台下方增

加支撑柱或以水墙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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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架式大跨度无支柱的矩式穹顶节能温室建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温室设施。涉及一种新型温室结构与节能环境调控新方法，用于农业

生产经济作物的温室栽培，并实现周年无休生产。

背景技术

[0002] 温室技术从发明至现在已有悠久的历史，最早罗马帝国于公元前3年至公元37年

就开始用云母作为覆盖建造温室用于黄瓜生产；法国于17世纪利用玻璃覆盖温床进行蔬菜

种植，随后建起了简易的玻璃温室；在玻璃没有发明前，我国唐代就有用油纸作覆盖物，用

温泉水进行加温的朴素温室栽培；20世纪中叶随着塑料工业发展，尤其是农用薄膜的出现，

才助推了温室大棚技术的普及与发展。现在我国用于温室大棚建造的技术及方法有以下几

种通用模式：简易塑料拱棚、联栋温室、玻璃温室、土墙日光温室。其中日光温室又叫冬暖式

大棚，拱棚温室与联栋温室又叫春秋棚；这些类型的温室大棚各有优缺点，如土墙日光温室

重点用于寒区冬季生产，遇到夏日必须掀膜露天生产，因土墙的存在造成夏日棚温更高；春

秋棚则起到早春提前与晚秋延后的生产效果，无法周年调控生产，联栋温室与玻璃温室配

合加温与降温措施可以达到周年生产，但冬季加温耗能大，生产成本高；另外，这些温室结

构通常采用镀锌管材或槽钢进行拱式或者人字形屋顶建造，其每拱或每跨间距一般为8-12

米，必须采用立柱支撑才能实现连体化大面积温室建造，再者其力学结构受限了温室高度，

一般都于2.6至7米之间，过高则影响受力与降低抗风性，无法栽培高大的树木与果树，大多

用于蔬果栽培。

[0003] 随着无土栽培技术与工厂化设施技术的发展应用，对于温室技术提出了新的需

求，首先得周年覆盖，以达到避雨防虫的隔离栽培效果，不像如春秋棚及日光温室一样，进

行夏日掀膜栽培；另外，立体化的耕作要求，需要更为高旷的温室空间来满足生长需要；同

时灾害性天气的应对，需要温室有强大的抗风性与雪载性；为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还需考

虑节能性，创造低能耗周年生产的温室成为当前温室领域技术革新的焦点，也是未来工厂

化立体化设施农业需解决的供给侧创新。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当前温室技术种类单一，个性化需求与周年低能耗生产无法满足，应对灾害

天气抗性差，空间利用率低等问题，提供一种“网架式大跨度无支柱的矩式穹顶节能温室建

造方法”，实现设施温室的低能耗周年无休生产。

[0005] 本发明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网架式大跨度无支柱的矩式穹顶节能温室建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A、按照矩形地块的长与宽，及内部栽培需要，确定温室肩高与顶高；

[0008] B、温室结构的CAD设计，包括穹顶及肩处垂面网架结构、顶处三角通风窗、出入口

大门、保温设施网架平台、湿帘及风机；

[0009] C、按照当地冬季最低气温及温室栽培所需的下限或适宜温度为参照，结合耕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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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及保温设施情况，计算出所需配置的水墙总容量，确定化工桶数量；

[0010] D、按照温室空间总体积，计算出夏日高温季节所需配置的风机通风量和湿帘数

量；

[0011] E、按照CAD设计图，整理出网架温室部件材料长度及进行不同规格材料的编号，制

作成加工清单与装配图；部件材料长度其精准度保留至小数点后四位数；

[0012] F、部件材料选择热镀锌钢管，管的规格为管径2.5cm，壁厚0.17mm，利用冲床按照

加工清单进行冲压加工；

[0013] G、温室钢构骨架的安装，骨架的安装采用拧螺杆的方式安装，利用电动扳手参照

装配图，结合起吊葫芦悬空，从温室顶处逐层往下安装，直至安装至温室肩处最底层；

[0014] H、安装温室卡槽卡簧及铺设大棚膜与装配三角窗，外温室卡槽安装于三角结构的

纵向维线上，及内蜂窝的V型钢构上，用于固定膜，可以形成双层膜保温效果，三角窗为顶杆

式电动启闭通风窗，温室两端按照计算的通风量安装相应功率的风机或湿帘，出入口大门

建于温室长边或宽边的中线处；

[0015] I、保温设施采用轻型保温幕，于温室肩处用紧线钳按照温室的维度拉钢丝作为保

温幕布的覆盖支撑；于建造温室时，保温设施与安装设计的网架平台一起进行钢构安装。

[0016] 步骤B所述的网架结构，由外三角结构、内蜂窝结构、空间桁架结构、加固内蜂窝结

构组成，建成后形成厚0.5-0.8米的空间桁架夹层，于内蜂窝结构上安装卡槽卡内膜形成双

层保温膜。

[0017] 步骤C中所述的水墙，采用化工桶装水后垒砌成墙的方式构建，冬日垒砌于光照充

足的温室纵横中线过道两侧，并进行桶表面的涂黑处理；夏日搬移化工桶或者排放桶内的

水及桶表面涂白色反光。

[0018] 步骤C中所述的计算，是以外界冬季最低气温、内部栽培所需的最低与最适温度为

参照，结合保温设施的热导系数，计算保持目标温度所需的每小时能耗；以水的比热容为参

照，计算出所需水墙的蓄水总容量；按照每桶的蓄水量计算出所需化工桶的数量。

[0019] 所述保温设施为保温被、保温幕、阳光板或玻璃；保温设施的层数为单层或者双

层。

[0020] 步骤D所述的风机通风量，按照温室空间总体积，结合所需风机的台数，以每分钟

换气一次的通风方式，计算出每台风机的所需的流量。

[0021] 步骤F中所述的冲压加工，冲压时长度的测量以孔中距为准，孔径为  8mm。

[0022] 步骤G所述的拧螺杆方式安装，就是按照装配图每节点的编码，按垫片-管材-垫

片-螺帽的次序将部件材料套入螺杆，并用电动扳手拧紧。

[0023] 步骤H所述的安装温室卡槽卡簧，采用卡件安装或采用自攻螺丝安装。

[0024] 步骤I所述的网架平台，采用管材按照三角网架结构安装，跨度过大的于平台下方

增加支撑柱或以水墙为支撑。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6] (1)穹顶形状的空间桁架式网架结构，与普通拱形温室相比，是整体网架式张拉力

学的应用，大大增强了抗压性，提高了雪载与抗风性能。

[0027] (2)采用双膜覆盖，形成厚0.5-0.8m的静止空气层，达到类似充气膜的保温效果，

大大提高了温室的保温性，优于单膜及阳光板与玻璃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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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3)穹顶结构空间硕大，适合立体耕作与高大经济植物的温室栽培，同时无支柱设

计，提高了地面的利用率与布局的灵活性。

[0029] (4)水墙技术的融入，比土墙温室更具蓄热性，水的比热是土墙的3  倍，而且更具

灵活性，夏日可撤除或者排空蓄水处理，解决了土墙温室夏日棚温过高的问题。

[0030] (5)于矩式网架温室两端头安装湿帘与风机，及顶处的三角开窗，形成良好的通风

效果与降温效果，实现夏日高温季节的覆膜栽培。

[0031] 综合上述技术措施，实现了寒区温室的节能化免加温周年无休耕作，也解决了夏

日的高温气候所致的作物生长障碍，这是传统温室类型所无法比拟的效果与创新。

附图说明

[0032] 图1本发明实施例的地块示意图；

[0033] 图2本发明实施例的温室的平面图；

[0034] 图3本发明实施例的温室的示意图；

[0035] 图4本发明实施例的温室的垂面网架结构示意图；

[0036] 图5本发明实施例的温室的部份部件材料装配图；

[0037] 图6本发明实施例的温室的水墙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能

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

[0039] 下面以一块25m*40m的长方形地块为例，建造网架式大跨度无支柱的矩式穹顶节

能温室。其建造步骤如下：

[0040] 1)用于建设温室的地块宽为25米长为40米(图1)，占地为1000平方米，拟建设成肩

部垂高3.6米，穹顶顶高为10.6米的矩式网架温室(图2)。

[0041] 2)采用CAD制图软件绘制温室钢骨线图(图3)及三维模型，包括穹顶及肩处垂面网

架结构(图4)(由外三角结构1、内蜂窝结构2、空间桁架结构3、加固内蜂窝结构4组成)、顶处

三角通风窗、出入口大门、覆盖保温幕网架平台、湿帘及风机等。

[0042] 3)利用CAD软件对温室穹顶及肩处的钢构部份进行编码标注并清理记录每根材料

的长度，分别制作成装配图(图5为部份装配图)与材料加工清单  (部份清单见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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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4)应用CAD软件计算温室总用钢量为9000m管材，增加10％损耗，拟采购10000m 

25#热镀锌管，管壁厚为1.7mm；利用冲床按照加工清单的长度与编号进行冲压加工，加工后

于每根材料上用记号写上相应的编码，方便安装时查找。

[0045] 5)温室骨架的安装，先准备好安装工具，如撑杆、起吊葫芦与电动扳手；从场地中

心点及温室装配图的顶处为安装起点，依次逐层往下安装，每层安装时用撑杆葫芦起吊，让

安装部位腾离地面，方便拧螺杆安装。

[0046] 6)网架每节点的安装，按照装配图依次往螺杆上穿入相应的部件材料，并用电动

扳手拧紧螺帽，注意于材料两头必须垫上垫片，材料夹于垫片中间，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紧

固效果。

[0047] 7)在安装温室骨架时，同时进行卡槽安装，把需要安装卡槽线的部位(外温室卡槽

与内蜂窝卡槽)，用自攻螺丝或者卡件装配上卡槽，这样安装效率更高，无需攀高操作，温室

总长为10.6m，当安装至一半高度时，即可进行膜覆盖，先把安装好的穹顶部份进行卡膜操

作(包括外膜与内膜)，避免整体建好后需攀高覆膜操作，影响安全。

[0048] 8)同样，三角窗的安装也与钢构安装一起完成，减少高空作业机率，让安装人员减

少离地作业环节；随着安装层数增加，不断增加撑杆与起吊芦葫数量，起吊时，安装部位离

地，其它部位可以着地，以增加温室稳定性与节省葫芦数量。

[0049] 9)按照该温室的空间体积，计算最佳通风量来配备安装相应的风机流量，以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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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长25m的垂肩处间距4m安装风机，共需安装6台风机；该温室空间体积为6681m3，以最佳通

风量每分钟温室空间全部换气一次计算，每台风机的每分钟流量必须为6681m3/6＝

1113.5m3，即需配套每小时通风流量为66810m3的风机。温室两端一端安装风机，另一端安装

湿帘，形成负压式对流通风与降温。

[0050] 10)蓄热系统与保温系统设计，以外界最低气温-10℃，栽培作物夜晚温室最低保

持10℃为管理目标，在不覆盖内保温被或保温幕而只覆双膜的前提下，需每小时消耗

183413大卡的热量；以白天下午6点到次日上午9点，历时15小时无太阳光照能量射入计算，

温室内蓄热水墙水温以白天25℃，降低至10℃的15度温差计，即每小时降低1℃，也就是在

夜晚15小时内，水墙每小时降低1℃同时，必须释放183413大卡热量才能确保该温室在外界

气温-10℃条件下，保持室温10℃以上；以水比热容1大卡(kg·℃)计，温室水墙要求总容量

为183413Kg，以200L化工桶计，需920桶垒砌成水墙才能满足蓄热的要求，如图6所示，该温

室纵向主过道长为50米，去除过横截主过道及两端头过道，以45m作为水墙垒砌区计算，横

向主过道24m作  20m计，总计70m过道两侧可用于化工桶垒砌，以桶的直径为0.6m，高  0.9m

计，作纵横主过道两侧每侧两排两层布局，共布设化工桶933桶，基本实现不加温效果。以外

界气温-20℃为前提，确保室温10℃，而且采用双膜覆盖及内部于高3米处覆盖内保温被或

保温幕隔断空间(2808m3)计，综合热导系数为0.273，需每小时消耗87647大卡(kcal)，同样

以15小时无太阳光能量射入计，而且同样以水墙水温25℃降低至10℃的15度温差计，需

87.6立方米水体作为水墙，以化工桶为例，每化工桶21容水200L计算，需配套化工桶438只

垒砌成水墙；按照长45m过道两侧作两排2.5层垒砌，共布设化工桶450桶，基本实现不加温

效果。

[005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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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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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1

CN 108849090 B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