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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改善雾霾的节能建筑

结构，包括混凝土建筑物本体，混凝土建筑物本

体由下而上依次设有第一区域、第二区域和第三

区域，第一区域、第二区域和第三区域由上而下

依次错位设置，第一区域的外表面设有攀爬植

物，第二区域的外表面涂设有物理吸附层，第二

区域和第三区域的各阳台处均设有电场产生装

置，各电场产生装置处均设有喷洒出水雾的水雾

喷射系统，第三区域的外表面的局部区域或全部

区域涂设有亲水性纳米材料层。本发明的节能建

筑结构，采用物理、化学以及生物的方法使建筑

物本体能够吸附沉附雾霾中的有机物颗粒及二

次无机盐，实现降低空气中的雾霾浓度，从而空

气中的雾霾得以消减和控制，显著提高了整体空

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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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改善雾霾的节能建筑结构，包括混凝土建筑物本体，该混凝土建筑物本体

具有多个楼层，每一楼层上均具有阳台，其特征在于：上述混凝土建筑物本体由下而上依次

设有第一区域、第二区域和第三区域，上述第一区域、第二区域和第三区域均由若干个楼层

构成，上述第二区域与上述第一区域呈上下错位设置，上述第三区域与上述第二区域和上

述第一区域均呈上下错位设置，上述第一区域的外表面设有用于墙面生长的攀爬植物，上

述第二区域的外表面局部区域或全部区域涂设有一对有害颗粒进行吸附进行物理的物理

吸附层，上述第二区域的各阳台和第三区域的各阳台处均设有处于阳台下方的，产生正电

粒子的电场产生装置，各上述电场产生装置处均设有喷洒出水雾的水雾喷射系统，上述第

三区域的外表面的局部区域或全部区域涂设有亲水性纳米材料层；

上述电场产生装置包括第一金属电极板和第二金属电极板，上述第一金属电极板和上

述第二金属电极板固定竖立处于上述阳台的下底面上，且上述第一金属电极板与上述第二

金属电极板相对间隔设置；上述第一金属电极板和上述第二金属电极板的通电电压均为

12-24V，于上述第一金属电极板与上述第二金属电极板之间产生电磁场，雾霾中带负电粒

子在电磁场的作用下向上述第一、二金属电极板方向运动而富集，从而使空气中的带电粒

子沉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改善雾霾的节能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上述物理吸

附层为活性炭层或凹凸棒粉末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改善雾霾的节能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上述物理吸

附层包括活性炭层和凹凸棒粉末层，上述活性炭层和上述凹凸棒粉末层独立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改善雾霾的节能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上述水雾喷

射系统包括其喷洒出水雾的喷洒头和给喷洒头提供水源的水管，上述喷洒头设置有二个，

二个喷洒头相对设置，并处于第一金属电极板与第二金属电极板之间，上述水管相应设置

有二个，二喷洒头与二水管一一对应设置，且与第一金属电极板相邻的喷洒头的喷射方向

朝向第一金属电极板，与第二金属电极板相邻的喷洒头的喷射方向朝向第二金属电极板，

二个喷洒头一一对应安装在二个水管上，并与水管相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改善雾霾的节能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上述第一区

域的外表面和第二区域的外表面位于各楼层的阳台处固设有集水凸台，上述集水凸台的上

表面下凹有种植凹槽，上述集水凸台处于阳台下方，上述阳台落入于上述种植凹槽范围内，

上述种植凹槽内填充有种植土壤，上述种植凹槽内位于一个阳台的两侧外均种植有植物，

且第一金属电极板与第二金属电极板处于阳台两侧的植物之间，上述集水凸台的下底面设

有收集水分的集水装置，上述集水装置上设有将水输送出外界的水回收系统。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改善雾霾的节能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上述混凝土

建筑物本体的楼顶设有植物区、太阳能收集区和雨水收集区，上述植物区种植有若干绿色

植物，上述太阳能收集区设有收集太阳能，并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存储的太阳能供电系统，

上述雨水收集区设有收集雨水的雨水收集池，上述雨水收集池上设有将收集的雨水供给水

雾喷射系统和将水回收系统的水收集至雨水收集池内存储的水循环系统，上述太阳能供电

系统的输出端与水循环系统的电源端连接，给水循环系统提供电力。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改善雾霾的节能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处于同一楼

层的同一面的各阳台均落入于同一个集水凸台的种植凹槽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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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改善雾霾的节能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上述亲水性

纳米材料层为纳米二氧化钛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改善雾霾的节能建筑结构，其特征在于：上述混凝土

建筑物本体具有三十个楼层，其中，第1至10楼层为上述第一区域，第11至20楼层为上述第

二区域，第21至30楼层为上述第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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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改善雾霾的节能建筑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程建筑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利用物理、化学及生物方法对空气中的

雾霾进行消减及控制的建筑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雾霾天气是一种大气污染状态，是对大气中各种悬浮颗粒物含量超标的笼统表

述，尤其是PM2.5(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被认为是造成雾霾天气

的“元凶”。随着空气质量的恶化，阴霾天气现象出现增多，危害加重。中国不少地区把阴霾

天气现象与大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其中霾是由空气中的

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等粒子组成的，它也能使大气浑浊，视野模糊并导致能见

度恶化，如果水平能见度小于10000米时，将这种非水成物组成的气溶胶系统造成的视程障

碍称为霾(Haze)或灰霾(Dust-haze)，香港天文台称烟霞(Haze)。

[0003] 雾霾主要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这三项组成，它们与雾气结合在

一起，让天空瞬间变得阴沉灰暗。颗粒物的英文缩写为PM，北京监测的是细颗粒物(PM2.5)，

也就是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污染物颗粒。这种颗粒本身既是一种污染

物，又是重金属、多环芳烃等有毒物质的载体。

[0004] 雾霾的主要危害主要可归纳为两种：一是对人体产生的危害，二是对生态环境与

交通产生的危害；其中，对人体产生的危害具体有：(1)对呼吸系统的影响：其中有害健康的

主要是直径小于10微米的气溶胶粒子，易引起急性鼻炎和急性支气管炎等病症，长期处于

这种环境还会诱发肺癌；(2)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阻碍正常的血液循环，导致心血管病、高

血压、冠心病、脑溢血，可能诱发心绞痛、心肌梗塞、心力衰竭等，使慢性支气管炎出现肺源

性心脏病等；另外，也可使血压升高，导致中风、心肌梗死的发生；(3)雾霾天气还可导致近

地层紫外线的减弱，使空气中的传染性病菌的活性增强，传染病增多；(4)不利于儿童成长，

由于雾天日照减少，儿童紫外线照射不足，体内维生素D生成不足，对钙的吸收大大减少，严

重的会引起婴儿佝偻病、儿童生长减慢；(5)影响心理健康，持续大雾天对人的心理和身体

都有影响，从心理上说，大雾天会给人造成沉闷、压抑的感受，会刺激或者加剧心理抑郁的

状态，此外，由于雾天光线较弱及导致的低气压，有些人在雾天会产生精神懒散、情绪低落

的现象；(6)影响生殖能力，有研究表明，长期暴露于高浓度污染的空气中的人群，其精子在

体外受精时的成功率可能会降低。研究人员还发现了有毒空气和男性生育能力下降之间的

关联。

[0005] 对生态环境和交通造成的危害具体有：(1)影响交通安全，雾霾天气时，由于空气

质量差，能见度低，容易引起交通阻塞，发生交通事故；(2)雾霾天气对公路、铁路、航空、航

运、供电系统、农作物生长等均产生重要影响。雾、霾会造成空气质量下降，影响生态环境，

给人体健康带来较大危害。

[0006] 鉴于雾霾的上述危害，各国均采用了对抗雾霾的措施。如，在英国的街道使用一种

钙基黏合剂治理空气污染，这种黏合剂类似胶水，可吸附空气中的尘埃；德国会对某类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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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禁行，或者在污染严重区域禁止所有车辆行驶，在日本，采用城市绿化的重要措施，东

京规定，新建大楼必须有绿地，必须搞楼顶绿化；及要求汽车加装过滤器，并禁止柴油发动

机汽车驶入该市。东京所有出租车的燃料需使用天然气。

[0007] 有鉴于此，本发明人也研发出了一种针对我国治理雾霾，改善雾霾环境的建筑技

术。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物理、化学及生物方法并结合建筑结构设计对空气中的雾霾

进行消减和控制，弱化甚至消除区域空气中雾霾的浓度的用于改善雾霾的节能建筑结构。

[000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0] 一种用于改善雾霾的节能建筑结构，包括混凝土建筑物本体，该混凝土建筑物本

体具有多个楼层，每一楼层上均具有阳台，上述混凝土建筑物本体由下而上依次设有第一

区域、第二区域和第三区域，上述第一区域、第二区域和第三区域均由若干个楼层构成，上

述第二区域与上述第一区域呈上下错位设置，上述第三区域与上述第二区域和上述第一区

域均呈上下错位设置，上述第一区域的外表面设有用于墙面生长的攀爬植物，上述第二区

域的外表面局部区域或全部区域涂设有一对有害颗粒进行吸附进行物理的物理吸附层，上

述第二区域的各阳台和第三区域的各阳台处均设有处于阳台下方的，产生正电粒子的电场

产生装置，各上述电场产生装置处均设有喷洒出水雾的水雾喷射系统，上述第三区域的外

表面的局部区域或全部区域涂设有亲水性纳米材料层。

[0011] 上述物理吸附层为活性炭层或凹凸棒粉末层。

[0012] 上述物理吸附层包括活性炭层和凹凸棒粉末层，上述活性炭层和上述凹凸棒粉末

层独立设置。

[0013] 上述电场产生装置包括第一金属电极板和第二金属电极板，上述第一金属电极板

和上述第二金属电极板固定竖立处于上述阳台的下底面上，且上述第一金属电极板与上述

第二金属电极板相对间隔设置。

[0014] 上述水雾喷射系统包括其喷洒出水雾的喷洒头和给喷洒头提供水源的水管，上述

喷洒头设置有二个，二个喷洒头相对设置，并处于第一金属电极板与第二金属电极板之间，

上述水管相应设置有二个，二喷洒头与二水管一一对应设置，且与第一金属电极板相邻的

喷洒头的喷射方向朝向第一金属电极板，与第二金属电极板相邻的喷洒头的喷射方向朝向

第二金属电极板，二个喷洒头一一对应安装在二个水管上，并与水管相连通。

[0015] 上述第一区域的外表面和第二区域的外表面位于各楼层的阳台处固设有集水凸

台，上述集水凸台的上表面下凹有种植凹槽，上述集水凸台处于阳台下方，上述阳台落入于

上述种植凹槽范围内，上述种植凹槽内填充有种植土壤，上述种植凹槽内位于一个阳台的

两侧外均种植有植物，且第一金属电极板与第二金属电极板处于阳台两侧的植物之间，上

述集水凸台的下底面设有收集水分的集水装置，上述集水装置上设有将水输送出外界的水

回收系统。

[0016] 上述混凝土建筑物本体的楼顶设有植物区、太阳能收集区和雨水收集区，上述植

物区种植有若干绿色植物，上述太阳能收集区设有收集太阳能，并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存

储的太阳能供电系统，上述雨水收集区设有收集雨水的雨水收集池，上述雨水收集池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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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将收集的雨水供给水雾喷射系统和将水回收系统的水收集至雨水收集池内存储的水循

环系统，上述太阳能供电系统的输出端与水循环系统的电源端连接，给水循环系统提供电

力。

[0017] 处于同一楼层的同一面的各阳台均落入于同一个集水凸台的种植凹槽范围内。

[0018] 上述亲水性纳米材料层为纳米二氧化钛层。

[0019] 上述混凝土建筑物本体具有三十个楼层，其中，第1至10楼层为上述第一区域，第

11至20楼层为上述第二区域，第21至30楼层为上述第三区域。

[0020]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一种用于改善雾霾的节能建筑结构，使用时第一区

域的攀爬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会释放氧气，使第一区域处的空气质量较佳，同时起到调节墙

体温度和营造舒适环境的作用，第二区域的物理吸附层可将部分有害颗粒进行吸附，同时，

给第一金属电极板和第二金属电极板通电(通电电压为12-24V)，第一金属电极板与第二金

属电极板之间产生电磁场，雾霾中带负电粒子在电磁场的作用下向第一、二金属电极板方

向运动而富集，从而使空气中的带电粒子沉降，有效地改善空气质量，再有，利用第二区域

和第三区域处的水雾喷射系统喷出的水雾从高空沉降过程能够吸附空气中的雾霾颗粒，使

空气质量得以改善，还起到湿润空气的作用，并使第一、二金属电极板得以清洗，使第一、二

金属电极板较为清洁，使用功能不会受沉降颗粒物的影响，最后，利用第三区域的亲水性纳

米材料在建筑物表面进行自然光催化，对空气中的颗粒起到沉降作用，且亲水性纳料材料

催化后产生的水珠能够湿润空气。本发明的节能建筑结构，采用物理、化学以及生物的方法

使建筑物本体能够吸附沉附雾霾中的有机物颗粒及二次无机盐，实现降低空气中的雾霾浓

度，从而空气中的雾霾得以消减和控制，显著提高了整体空气质量，另，第一区域、第二区域

与第三区域的错位设置一方面可使整体结构新颖，打破常规设计，造成一定的视觉冲击感，

另一方面能空出的四个边角空间可以有效利用起来，拟作为休闲场所使用。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局部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阳台的局部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5]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改善雾霾的节能建筑结构，如图1-3所示，包括混凝土建筑物本

体1，该混凝土建筑物本体1具有多个楼层，每一楼层上均具有阳台11，混凝土建筑物本体1

由下而上依次划分有第一区域1a、第二区域1b和第三区域1c，第一区域1a、第二区域1b和第

三区域1c均由若干个楼层构成，即每一个区域均有若干层楼层组成，且第二区域1b与第一

区域1a呈上下错位设置，第三区域1c与第二区域1b和第一区域1a均呈上下错位设置。本发

明的建筑结构，该混凝土建筑物本体1优选采用的是具有三十个楼层的建筑物，即具有三十

层，其中，第1至10楼层为所述的第一区域1a，第11至20楼层为所述的第二区域1b，第21至30

楼层为所述的第三区域1c，即1-10楼为第一区域，11-20楼为第二区域，21-30楼为第三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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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的第一区域1a的外表面设有用于墙面生长的攀爬植物(图中未画出)，此攀爬

植物必须是对混凝土墙体不会造成破坏的植物；第二区域1b的外表面全部区域涂设有一对

有害颗粒进行吸附进行物理的物理吸附层(图中未画出)，此物理吸附层为活性炭层或凹凸

棒粉末层；物理吸附层也可包括活性炭层和凹凸棒粉末层，活性炭层和凹凸棒粉末层独立

设置，即第二区域1b的外表面一部分涂有活性炭层，另一部分涂有凹凸棒粉末层。本发明的

建筑结构，优选的是活性炭层和凹凸棒粉末层配合利用。本发明中，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第

二区域1b的外表面也可局部区域涂有物理吸附层，无需全部区域涂设。

[0027] 所述的第二区域1b的各阳台和第三区域1c的各阳台处均设有处于阳台下方的，产

生正电粒子的电场产生装置，各电场产生装置处均设有喷洒出水雾的水雾喷射系统；优选

的是：电场产生装置包括第一金属电极板21和第二金属电极板22，第一金属电极板21和第

二金属电极板22固定竖立处于阳台的下底面的两侧处，且第一金属电极板21与第二金属电

极板22相对间隔设置，该金属电极板通电工作的频率较低，一般只在雾霾严重的天气使用，

并且以瞬间放电为主，则，两金属电极板之间可采用太阳能蓄电池供电。

[0028] 所述的水雾喷射系统包括其喷洒出水雾的喷洒头31和给喷洒头提供水源的水管

32，所述阳台下方的两侧均设有所述的喷洒头31和水管32，所述的喷洒头31和水管32均处

于第一金属电极板21与第二金属电极板22之间，且喷洒头31安装在与该喷洒头31同一侧的

水管32上，并与水管32相连通，由水管32给喷洒头31提供水源，而且，与第一金属电极板21

相邻的喷洒头31的喷射方向朝向第一金属电极板21，与第二金属电极板22相邻的喷洒头31

的喷射方向朝向第二金属电极板22。本发明的水雾喷射系统，在使用时两侧的水管32相连

通设置。本发明中，该水管32的部分部位伸入种植土壤内，以便水管的布设。

[0029] 所述的第三区域1c的外表面的全部区域涂设有亲水性纳米材料层(图中未画出)，

此亲水性纳米材料层优选为纳米二氧化钛层。

[0030]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改善雾霾的节能建筑结构，使用时第一区域1a的攀爬植物通过

光合作用会释放氧气，使第一区域处的空气质量较佳，同时起到调节墙体温度和营造舒适

环境的作用，第二区域1b的物理吸附层可将部分有害颗粒进行吸附，同时，给第一金属电极

板21和第二金属电极板22通电(通电电压为12-24V)，第一金属电极板21与第二金属电极板

22之间产生电磁场，雾霾中带负电粒子在电磁场的作用下向第一、二金属电极板方向运动

而富集，从而使空气中的带电粒子沉降，有效地改善空气质量，再有，利用第二区域和第三

区域处的水雾喷射系统喷出的水雾从高空沉降过程能够吸附空气中的雾霾颗粒，使空气质

量得以改善，还起到湿润空气的作用，同时，喷射头喷向金属电极板，使第一、二金属电极板

得以清洗，从而使第一、二金属电极板的表面较为清洁，使用功能不会受沉降颗粒物的影

响，避免第一、二金属电极板的表面具有颗粒物附着而影响使用特性的问题；最后，利用第

三区域的亲水性纳米材料在建筑物表面进行自然光催化，能对空气中的颗粒起到沉降作

用，且亲水性纳料材料催化后产生的水珠能够湿润空气。本发明的节能建筑结构，采用物

理、化学以及生物的方法使建筑物本体能够吸附沉附雾霾中的有机物颗粒及二次无机盐，

实现降低空气中的雾霾浓度，从而空气中的雾霾得以消减和控制，显著提高了整体空气质

量；同时将11-20层设置为第二区域，而11-20层主要为扬尘层，主要成为雾、汽车尾气、工厂

废气和生活废气，空气质量特别差，这样，利用第二区域的物理吸附、生态净化及电场作用

可将扬尘层的空气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另，第一区域、第二区域与第三区域的错位设置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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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使整体结构新颖，打破常规设计，造成一定的视觉冲击感，另一方面能空出的四个边角

空间可以有效利用起来，拟作为休闲场所使用。

[0031] 本发明的建筑结构，再一优选的是：第二区域的外表面和第三区域的外表面位于

各楼层的阳台处固设有集水凸台12，优选的同一面上同一楼层的各阳台共用同一个集水凸

台12，该集水凸台12的上表面下凹有种植凹槽，集水凸台12处于阳台下方，即同一面上同一

楼层的各阳台共处于集水凸台12的上方，并落入于该集水凸台12的种植凹槽范围内，每一

种植凹槽内均填充有种植土壤4，此种植凹槽内位于每一个阳台的两侧外均种植有植物5，

且该阳台处的第一金属电极板21与第二金属电极板22处于阳台两侧的植物5之间，所述的

集水凸台12的下底面设有收集水分的集水装置，此集水装置可为集水槽，也可为集水管，且

集水装置上设有将水输送出外界的水回收系统，水回收系统主要由回收水管和抽水系统组

成，此集水装置与水回收系统是现有水循环系统中常用的结构，在此不再累述。

[0032] 所述的混凝土建筑物本体1的楼顶设有植物区、太阳能收集区和雨水收集区，即第

三区域的顶层设有植物区、太阳能收集区和雨水收集区，植物区种植有若干绿色植物，太阳

能收集区设有收集太阳能，并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存储的太阳能供电系统，此太阳能供电

系统主要由太阳能板、控制器和蓄电池组成，太阳能供电系统的结构与原理为公知的，在此

不再累述，所述的雨水收集区设有收集雨水的雨水收集池(图中未画出)，雨水收集池上设

有将收集的雨水供给水雾喷射系统的水管和将水回收系统的水收集至雨水收集池内存储

的水循环系统，此雨水收集区的雨水收集方式是现常用的雨水收集系统；所述的太阳能供

电系统的输出端与水循环系统的电源端连接，给水循环系统提供电力。

[0033] 本发明的建筑结构，通过集水凸台的结构和楼顶处的装置使雨水收集池收集的雨

水可经水管流至喷洒头31处，由喷洒头31喷洒出来，喷洒头31喷洒出来的水雾除了可沉降

雾霾颗粒和清洗金属电极板外，还可浇灌阳台两侧的植物5，使植物5得以灌溉成长，此时植

物5的叶片尖端会放电，植物尖端的放电会产生负离子，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同时，喷洒头

31喷洒出来的多余的水份或雨水可渗透至种植土壤4内，由种植土壤4向下导流至集水装置

处由集水装置收集，收集的水经水回收系统回收至雨水收集池内存储，最后由雨水收集池

再给水雾喷射系统的水管32提供水资源，整个水资源得到循环再利用，不会造成资源浪费，

且水循环再利用的整个系统的电力由楼顶的太阳能供电系统供电，无需外接市电，使整个

建筑结构具有节能、环保的优点。

[0034] 本发明中，太阳能供电系统也可给高层楼道的照明灯提供电源。

[0035]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了详细的说明，但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仅限于上述

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现有技术可以对本发明做出各种变形，均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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