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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板，包括由

下至上依次设置的底板、隔热板、相变储能板以

及表面装饰板，所述隔热板的上端与相变储能板

密封粘合，且隔热板的下端与底板插接；所述相

变储能板位于隔热板上方，且储能板的上端与表

面装饰板密封粘合；所述相变储能板包括膨缩下

板、蓄能板、调温外壳、调温上板和调温下板；相

变材料的加入，使蓄能板可有效利用相变材料相

变储能的性能，起到对建筑物自动调节温度的效

果，克服了现有技术中利用相变材料储能保温的

诸多缺点。本发明制备简单，实用性强，效果好，

具有极好的市场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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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板，其特征在于：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设置的底板(1)、隔热板

(2)、相变储能板(3)以及表面装饰板(4)，所述隔热板(2)的上端与相变储能板(3)密封粘

合，且隔热板(2)的下端与底板(1)插接，隔热板(2)内设有一号空腔；所述相变储能板(3)位

于隔热板(2)上方，且储能板(3)的上端与表面装饰板(4)密封粘合；

所述相变储能板(3)包括膨缩下板(31)、蓄能板(32)、调温外壳(33)、调温上板(34)和

调温下板(37)；所述的膨缩下板(31)位于隔热板(2)的上方，且膨缩下板(31)的下端与隔热

板(2)密封粘合，膨缩下板(31)的上端为凹槽状；所述的蓄能板(32)位于膨缩下板(31)的上

方，且蓄能板(32)下端与膨缩下板(31)的上端粘合；所述的调温外壳(33)位于蓄能板(32)

的上方，且调温外壳(33)的下端与蓄能板(32)密封粘合；所述的调温外壳(33)内部设有空

腔，所述空腔的顶部和底部分别胶粘有调温上板(34)和调温下板(37)，且调温上板(34)和

调温下板(37)的相对面设有交错布置的凸起结构(35)。

2.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蓄能板(32)内部设

有填充腔，填充腔的下方的蓄能板(32)的壁厚由外向内逐渐减小，且蓄能板(32)由橡胶材

料制成；填充腔内填充有用于吸收和释放热量的相变材料、用于提高相变材料的结晶速率

的成核剂、用于传递热量的导热填料、用于增加溶液浓度的增稠剂和用于粘接相变材料、成

核剂、导热材料、增稠剂的粘连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相变材料为三水

醋酸铵和水碳酸。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成核剂为硼砂、

硅藻土或硅酸钠中的一种；所述的导热填料为石墨或铜粉中的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增稠剂为聚丙烯

酸乳液；所述的粘连剂为甲基纤维素或羧甲基纤维素钠中的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凸起结构(35)上

均设置有多个通孔；所述通孔内均设置有热缩冷胀材料制成的空心管(36)。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空心管(36)的外表

面设置有一圈凸筋或凹槽，所述空心管(36)与通孔内壁之间插嵌布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温外壳(33)内

的填充材料为锑和导热材料。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隔热板(2)中填

充氦气或氮气中的一种，且隔热板(2)上端设置有反射薄膜(21)，隔热板(2)的下表面设有

凹槽，且隔热板(2)的凹槽与底板(1)上表面的凸缘插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膨缩下板(31)

内的填充材料为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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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墙板领域，具体的为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板。

背景技术

[0002] 相变储能建筑材料由相变物质(PCMs)和建筑载质基体构成，具有优异的能量贮存

和释放能力；相比普通建筑保温材料而言，具有更高的热容量与热惯性。当相变物质所处微

环境温度低于相变点时，相变物质由液态凝结为固态，形成放热；当相变物质所处微环境温

度高于相变点时，相变物质由固态熔化为液态，形成吸热。通过这种能量的储放，达到保持

室温，节能减排的目的。

[0003] 目前室内所使用的墙板均是普通的墙板，有些会使用到加热墙板，通过设置在的

墙板中的加热层来实现加热,依靠电来调节温度比较耗费能源。针对上述情况，现有技术中

也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墙板,申请号201710352989.6的一项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供暖墙板，

其主要通过相变材料的吸收与释放热量的形式来实现调温，但其无法改变热传递效率，无

法改变储能效果，进而调节温度和保温的效果就有些欠缺，其主要针对改变热传递效率和

储能效果，进而达到更好的的保温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供暖墙板无法改变热传递效率和储能效果，保

温效果比较差，无法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因此提供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板。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板，包括由下

至上依次设置的底板、隔热板、相变储能板以及表面装饰板，所述隔热板的上端与相变储能

板密封粘合，且隔热板的下端与底板插接，隔热板内设有一号空腔，隔热板内置相变材料，

隔热板有效的阻断室外热辐射，降低热传递效率，使得墙板的隔热效果大大提升，对室内形

成较好的保温效果；所述相变储能板位于隔热板上方，且储能板的上端与表面装饰板密封

粘合，当室内低温，相变储能板会释放热量，进而提高室内温度，当室内高温时，相变储能板

会吸收热量进而降低室内温度。

[0006] 所述相变储能板包括膨缩下板、蓄能板、调温外壳、调温上板和调温下板；所述的

膨缩下板位于隔热板的上方，且膨缩下板的下端与隔热板密封粘合，膨缩下板的上端为凹

槽状，所述的蓄能板位于膨缩下板的上方，且蓄能板下端与膨缩下板插接；所述的调温外壳

位于蓄能板的上方，且调温外壳的下端与蓄能板密封粘合；所述的调温外壳内部设有空腔，

所述空腔的顶部和底部分别胶粘有调温上板和调温下板，且调温上板和调温下板的相对面

设有交错布置的凸起结构，当室内温度低时，膨缩下板中的填充物锑粉开始膨胀压实蓄能

板，使得蓄能板的内置空间变小进而蓄能效果增强；蓄能板内的填充物达到相变点释放热

量，调温上板和调温下板中的填充物在室内温度低时处于膨胀状态，调温上板和调温下板

之间的间隙小，热传导率大，从而将储能板释放的热量传递给调温外壳，进而传递给表面装

饰板，进而增加室内升温的效果和效率；当室外温度较高，室外温度通过墙面将温度传递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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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时，膨缩下板中的填充物锑粉开始收缩放松蓄能板，使得蓄能板的内置空间变大进而

蓄能效果减弱；蓄能板内的填充物达到相变点，吸收周围的热量，使周围温度变低，而室外

温度还在继续将温度传递给室内，调温上板和调温下板中的填充物在温度较高的情况下收

缩，使得调温上板和调温下板之间的间隙变大，传热效率降低，进而避免室外温度传递继续

传递给室内的速率，从而达到降低室温的效果。

[0007] 所述的蓄能板内部设有填充腔，填充腔的下方的蓄能板的壁厚由外向内逐渐减

小，且蓄能板由橡胶材料制成；填充腔内填充有用于吸收和释放热量的相变材料、用于提高

结晶速率的成核剂、用于传递热量的导热填料、用于增加溶液浓度的增稠剂和用于粘接相

变材料、成核剂、导热材料、增稠剂的粘连剂。相变材料为三水醋酸钠和水碳酸，成核剂为硼

砂或硅藻土，导热填料为石墨或铜粉，增稠剂为聚丙烯酸乳液，粘连剂为甲基纤维素或羧甲

基纤维素钠。当遇高温时蓄能板内的填充混合物能迅速吸收热量，进而达到降温效果，当遇

低温时蓄能板内的填充混合物能迅速释放热量，进而达到升温效果。

[0008] 所述的凸起结构上均设置有多个通孔；所述通孔内均设置有热缩冷胀材料制成的

空心管。工作时，空心管在温度低的情况下膨胀成实心的管材，从而有利于凸起结构导热，

空心管在环境温度高时，缩为空心状，增加了散热面积，有利于散热并降低室外温度传导到

室内的热传导率。

[0009] 所述空心管的外表面设置有一圈凸筋或凹槽，所述空心管与通孔内壁之间插嵌布

置。在空心管的外表面设置有一圈凸筋或凹槽，可以使得空心管在冷缩后，避免空心管与凸

起结构脱离，同时，在空心管热膨胀时，一圈凸筋或凹槽可以增加空心管与凸起结构的接触

面积，有助于热量的传导。

[0010] 所述的调温外壳内的填充材料为锑和导热材料，颗粒锑有遇冷膨胀遇热收缩的效

果，当锑遇冷膨胀使得调温上板和调温下板之间的间隙变小，传热率增加，当锑遇热收缩使

得调温上板和调温下板之间的间隙变大，传热效率降低。

[0011] 所述的隔热板中填充氦气或氮气中的一种，室外温度高时，填充气体受热膨胀，使

得隔热板内的空间变大，起到很好的隔热效果，另外反射薄膜将的隔热效果也很明显；当室

内温度低时，蓄能板释放热量，反射膜能够把热量反射集聚向室内，为室内供热。

[0012] 所述的膨缩下板内的填充材料为锑粉，锑粉遇冷膨胀压实蓄能板使得蓄能板的蓄

能效果提升。

[0013] 所述的调温上板与调温下板插接，可以通过调整调温上板的凹槽和调温下板的凸

缘来制作不同传热效果的相变储能板。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所述的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板，相变材料的加入，使

蓄能板可有效利用相变材料相变储能的性能，起到对建筑物自动调节温度的效果，克服了

现有技术中利用相变材料储能保温的诸多缺点。本发明所述的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板，制

备简单，实用性强，效果好，具有极好的市场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的墙板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的凸起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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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中：底板1、隔热板2、相变储能板3、表面装饰板4、膨缩下板31、蓄能板32、调温外

壳33、调温上板34、调温下板37、凸起结构35、空心管36。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如图1-2所示，本发明所述的相变储能复合供暖墙板，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设置的

底板1、隔热板2、相变储能板3以及表面装饰板4，所述隔热板2的上端与相变储能板3密封粘

合，且隔热板2的下端与底板1插接，隔热板2内设有一号空腔，隔热板2内置相变材料，隔热

板2有效的阻断室外热辐射，降低热传递效率，使得墙板的隔热效果大大提升，对室内形成

较好的保温效果；所述相变储能板3位于隔热板2上方，且储能板3的上端与表面装饰板4密

封粘合，当室内低温，相变储能板3会释放热量，进而提高室内温度，当室内高温时，相变储

能板3会吸收热量进而降低室内温度。

[0020] 所述相变储能板3包括膨缩下板31、蓄能板32、调温外壳33、调温上板34和调温下

板37；所述的膨缩下板31位于隔热板2的上方，且膨缩下板31的下端与隔热板2密封粘合，膨

缩下板31的上端为凹槽状，所述的蓄能板32位于膨缩下板31的上方，且蓄能板32下端与膨

缩下板31插接；所述的调温外壳33位于蓄能板32的上方，且调温外壳33的下端与蓄能板32

密封粘合；所述的调温外壳33内部设有空腔，所述空腔的顶部和底部分别胶粘有调温上板

34和调温下板37，且调温上板34和调温下板37的相对面设有交错布置的凸起结构35，当室

内温度低时，膨缩下板31中的填充物锑粉开始膨胀压实蓄能板32，使得蓄能板32的内置空

间变小进而蓄能效果增强；蓄能板32内的填充物达到相变点释放热量，调温上板34和调温

下板37中的填充物在室内温度低时处于膨胀状态，调温上板34和调温下板37之间的间隙

小，热传导率大，从而将储能板32释放的热量传递给调温外壳33，进而传递给表面装饰板4，

进而增加室内升温的效果和效率；当室外温度较高，室外温度通过墙面将温度传递给室内

时，膨缩下板31中的填充物锑粉开始收缩放松蓄能板32，使得蓄能板32的内置空间变大进

而蓄能效果减弱；蓄能板32内的填充物达到相变点，吸收周围的热量，使周围温度变低，而

室外温度还在继续将温度传递给室内，调温上板34和调温下板37中的填充物在温度较高的

情况下收缩，使得调温上板34和调温下板37之间的间隙变大，传热效率降低，进而避免室外

温度传递继续传递给室内的速率，从而达到降低室温的效果。

[0021] 所述的蓄能板32内部设有填充腔，填充腔的下方的蓄能板32的壁厚由外向内逐渐

减小，且蓄能板32由橡胶材料制成；填充腔内填充有用于吸收和释放热量的相变材料、用于

提高结晶速率的成核剂、用于传递热量的导热填料、用于增加溶液浓度的增稠剂和用于粘

接相变材料、成核剂、导热材料、增稠剂的粘连剂。相变材料为三水醋酸钠和水碳酸，成核剂

为硼砂或硅藻土，导热填料为石墨或铜粉，增稠剂为聚丙烯酸乳液，粘连剂为甲基纤维素或

羧甲基纤维素钠。当遇高温时蓄能板32内的填充混合物能迅速吸收热量，进而达到降温效

果，当遇低温时蓄能板32内的填充混合物能迅速释放热量，进而达到升温效果。

[0022] 所述的凸起结构35上均设置有多个通孔；所述通孔内均设置有热缩冷胀材料制成

的空心管36。工作时，空心管36在温度低的情况下膨胀成实心的管材，从而有利于凸起结构

35导热，空心管36在环境温度高时，缩为空心状，增加了散热面积，有利于散热并降低室外

温度传导到室内的热传导率。

[0023] 所述空心管36的外表面设置有一圈凸筋或凹槽，所述空心管36与通孔内壁之间插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9868915 B

5



嵌布置。在空心管36的外表面设置有一圈凸筋或凹槽，可以使得空心管36在冷缩后，避免空

心管36与凸起结构35脱离，同时，在空心管36热膨胀时，一圈凸筋或凹槽可以增加空心管36

与凸起结构35的接触面积，有助于热量的传导。

[0024] 所述的调温外壳33内的填充材料为锑和导热材料，颗粒锑有遇冷膨胀遇热收缩的

效果，当锑遇冷膨胀使得调温上板34和调温下板37之间的间隙变小，传热率增加，当锑遇热

收缩使得调温上板34和调温下板37之间的间隙变大，传热效率降低。

[0025] 所述的隔热板2中填充氦气或氮气中的一种，室外温度高时，填充气体受热膨胀，

使得隔热板2内的空间变大，起到很好的隔热效果，另外反射薄膜21将的隔热效果也很明

显；当室内温度低时，蓄能板32释放热量，反射膜21能够把热量反射集聚向室内，为室内供

热。

[0026] 所述的膨缩下板31内的填充材料为锑粉，锑粉遇冷膨胀压实蓄能板32使得蓄能板

32的蓄能效果提升。

[0027] 所述的调温上板34与调温下板37插接，可以通过调整调温上板34的凹槽和调温下

板37的凸缘来制作不同传热效果的相变储能板3。

[0028]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的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

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

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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