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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庭院温室大棚

(57)摘要

一种庭院温室大棚，属于大棚技术领域。本

实用新型解决了现有的东北地区冬季温度较低，

不适于蔬菜种植，以及冬季房屋室内煤炭用量过

大的问题。北墙及侧墙位于大棚内的一侧均覆有

吸热保温层，所述地下保温隔离层水平埋设在大

棚内部土壤的下方，且地下保温隔离层的四周围

设有地下隔离墙，内层拱架的两端分别与两个侧

墙的顶部固接且连接处密封设置，所述外层拱架

高于两个侧墙设置，每层拱架的外部均覆盖有一

层保温膜，且两层保温膜的四周均对应与地面、

北墙及两个侧墙密封连接。与现有技术中的常规

墙体结构相比较，大棚内温度提升效果更好，且

保温效果更好，实现同时为大棚及房屋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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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庭院温室大棚，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外层拱架(1)、内层拱架(2)、地下保温隔离

层(3)、北墙(4)及相对布置的两个侧墙(5)，其中，北墙(4)及侧墙(5)位于大棚内的一侧均

覆有吸热保温层(6)，所述地下保温隔离层(3)水平埋设在大棚内部土壤的下方，且地下保

温隔离层(3)的四周围设有地下隔离墙(7)，内层拱架(2)的两端分别与两个侧墙(5)的顶部

固接且连接处密封设置，所述外层拱架(1)高于两个侧墙(5)设置，每层拱架的外部均覆盖

有一层保温膜，且两层保温膜的四周均对应与地面、北墙(4)及两个侧墙(5)密封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庭院温室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层拱架(1)包括若干

沿水平方向并排布置的第一拱杆(1‑1)，每个第一拱杆(1‑1)上靠近大棚内的一侧均布置有

若干弧形支撑杆(1‑2)，且每个弧形支撑杆(1‑2)的两端均对应固装在第一拱杆(1‑1)上，每

相临两个弧形支撑杆(1‑2)交叉布置，每个弧形支撑杆(1‑2)的中部与其所在的第一拱杆

(1‑1)之间均固装有辅助支撑杆(1‑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庭院温室大棚，其特征在于：每相临两个第一拱杆(1‑1)

之间均固定连接设置有若干X形连接架(1‑4)，弧形支撑杆(1‑2)及X形连接架(1‑4)在水平

方向对应布置，且每个X形连接架(1‑4)的四个端部均对应固接在两个第一拱杆(1‑1)上以

及两个弧形支撑杆(1‑2)的中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庭院温室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层拱架(1)还包括若

干沿水平方向并排布置的第二拱杆(1‑5)，若干第一拱杆(1‑1)与若干第二拱杆(1‑5)交错

布置，保温膜夹设于第一拱杆(1‑1)及第二拱杆(1‑5)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2、3或4所述的一种庭院温室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层拱架(2)包

括沿水平方向并排布置的拱架主体，每个所述拱架主体均包括上下布置的第三拱杆(2‑1)

及第四拱杆(2‑2)，且第三拱杆(2‑1)与第四拱杆(2‑2)之间通过若干连接杆(2‑3)固接，所

述若干连接杆(2‑3)呈锯齿状布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庭院温室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热保温层(6)包括并

排布置的丙稀酸涂料层(6‑1)、砂浆层(6‑2)、铁丝网(6‑3)及保温板(6‑4)，其中保温板(6‑

4)靠近其所覆墙体布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庭院温室大棚，其特征在于：北墙(4)上远离大棚的一侧

对称覆有吸热保温层(6)，每个侧墙(5)上远离大棚的一侧覆有保温侧板。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庭院温室大棚，其特征在于：地下保温隔离层(3)材质为

秸秆、苯板或挤塑板。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庭院温室大棚，其特征在于：地下隔离墙(7)的底端埋入

地下的深度低于地下保温隔离层(3)设置。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庭院温室大棚，其特征在于：每层保温膜外部均盖设有

保温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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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庭院温室大棚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庭院温室大棚，属于大棚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在深秋及冬季，蔬菜的售价较高，在农村地区，每家每户一般都有庭院，为了

在寒冷季节也能吃到新鲜实惠的果蔬，最好的办法就是农民自已种植。但是在北方尤其是

东北地区，四季温差较大，蔬菜等农作物种植时间较短，入冬后，温度无法满足作物的生长

条件。现有的温室大棚结构过于简单，吸热保温效果并不是很好，且冬季的地温较低，冷冻

层较深，即使在温室大棚中，蔬菜的长势也并不好。

[0003] 另外，每年的十月至十一月份，东北地区开始陆续供暖，而在农村地区并没有集中

供热，需要通过自设的供暖设备(如炉灶)供暖，燃料一般为煤炭，但是对于农民来说，煤炭

售价较高，使得在冬季为了减少支出，很多人会选择减少供暖时长。因此，现在急需一种既

能提供蔬菜的生长环境，又能提高房屋室内温度以减小煤炭用量的办法。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是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进而提供了一种庭院温室大棚。

[0005] 本实用新型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庭院温室大棚，它包括外层拱架、内层拱架、地下保温隔离层、北墙及相对布

置的两个侧墙，其中，北墙及侧墙位于大棚内的一侧均覆有吸热保温层，所述地下保温隔离

层水平埋设在大棚内部土壤的下方，且地下保温隔离层的四周围设有地下隔离墙，内层拱

架的两端分别与两个侧墙的顶部固接且连接处密封设置，所述外层拱架高于两个侧墙设

置，每层拱架的外部均覆盖有一层保温膜，且两层保温膜的四周均对应与地面、北墙及两个

侧墙密封连接。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外层拱架包括若干沿水平方向并排布置的第一拱杆，每个第一拱

杆上靠近大棚内的一侧均布置有若干弧形支撑杆，且每个弧形支撑杆的两端均对应固装在

第一拱杆上，每相临两个弧形支撑杆交叉布置，每个弧形支撑杆的中部与其所在的第一拱

杆之间均固装有辅助支撑杆。

[0008] 进一步地，每相临两个第一拱杆之间均固定连接设置有若干X形连接架，弧形支撑

杆及X形连接架在水平方向对应布置，且每个X形连接架的四个端部均对应固接在两个第一

拱杆上以及两个弧形支撑杆的中部。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外层拱架还包括若干沿水平方向并排布置的第二拱杆，若干第一

拱杆与若干第二拱杆交错布置，保温膜夹设于第一拱杆及第二拱杆之间。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内层拱架包括沿水平方向并排布置的拱架主体，每个所述拱架主

体均包括上下布置的第三拱杆及第四拱杆，且第三拱杆与第四拱杆之间通过若干连接杆固

接，所述若干连接杆呈锯齿状布置。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吸热保温层包括并排布置的丙稀酸涂料层、砂浆层、铁丝网及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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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其中保温板靠近其所覆墙体布置。

[0012] 进一步地，北墙上远离大棚的一侧对称覆有吸热保温层，每个侧墙上远离大棚的

一侧覆有保温侧板。

[0013] 进一步地，地下保温隔离层材质为秸秆、苯板或挤塑板。

[0014] 进一步地，地下隔离墙的底端埋入地下的深度低于地下保温隔离层设置。

[0015] 进一步地，每层保温膜外部均盖设有保温被。

[0016]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效果：

[0017] 吸热保温层吸收的热量可以放热至大棚内，通过房屋的窗户等释放至房屋内，实

现同时为大棚及房屋供暖。三面墙体均覆有吸热保温层，隔断大棚与外界或房屋内的冷热

传导，与现有技术中的常规墙体结构相比较，大棚内温度提升效果更好，且保温效果更好。

[0018] 外层拱架高于两个侧墙及内层拱架，可使得不论是上午、正午还是下午，阳光均能

照射到大棚内，延长大棚内部植物的光照时长，同时使得大棚内的吸热和保温效果更好。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申请的侧向剖视示意图；

[0020] 图2为图1中的P处放大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申请的立体结构示意图(内层拱架及外层拱架均简化示出)；

[0022] 图4为外层拱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内层拱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具体实施方式一：结合图1～5说明本实施方式，一种庭院温室大棚，它包括外层拱

架1、内层拱架2、地下保温隔离层3、北墙4及相对布置的两个侧墙5，其中，北墙4及侧墙5位

于大棚内的一侧均覆有吸热保温层6，所述地下保温隔离层3水平埋设在大棚内部土壤的下

方，且地下保温隔离层3的四周围设有地下隔离墙7，内层拱架2的两端分别与两个侧墙5的

顶部固接且连接处密封设置，所述外层拱架1高于两个侧墙5设置，每层拱架的外部均覆盖

有一层保温膜，且两层保温膜的四周均对应与地面、北墙4及两个侧墙5密封连接。

[0025] 北墙4优选为房屋的南面墙体，也可以单独作为温室大棚的背墙。吸热保温层6吸

收的热量可以放热至大棚内，通过房屋的窗户等释放至房屋内，实现同时为大棚及房屋供

暖。三面墙体均覆有吸热保温层6，隔断大棚与外界或房屋内的冷热传导，与现有技术中的

常规墙体结构相比较，大棚内温度提升效果更好，且保温效果更好。

[0026] 外层拱架1高于两个侧墙5及内层拱架2，可使得不论是上午、正午还是下午，阳光

均能照射到大棚内，延长大棚内部植物的光照时长，同时使得大棚内的吸热和保温效果更

好。

[0027] 保温膜为现有技术常规选用的塑料膜，透光性好，隔雨隔雪。外层保温膜的厚度优

选厚于内层保温膜。

[0028] 两层保温膜互相独立设置，可根据实际需要收放。如：根据外界温度环境的高低，

选择两层保温膜均铺放、只外层保温膜铺放、只内层保温膜铺放或两层保温膜均收起。

[0029] 一个侧墙5上开设有供通行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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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地下隔离墙7还可以直接采用北墙4、侧墙5及内、外层拱架的建设地基。使得整体

架构更加牢固。

[0031] 通过设置地下隔离墙7及地下保温离层，有效隔断地中传热，保贮地温和蓄热耕层

土温，保持蓄热。

[0032] 地下隔离墙7的深度至少为1米，优选为1.5米。

[0033] 地下保温隔离层3上方的土壤即为耕层蓄热土，其厚度不低于500mm，优选范围为

500mm‑700mm。

[0034] 地下保温隔离层3的厚度至少为100mm。

[0035] 地下隔离墙7的一侧或两侧均覆有保温隔冻层，材质可选为常规的保温板6‑4材

质。进一步防止大棚内土壤受外界低温影响过大。

[0036] 所述外层拱架1包括若干沿水平方向并排布置的第一拱杆1‑1，每个第一拱杆1‑1

上靠近大棚内的一侧均布置有若干弧形支撑杆1‑2，且每个弧形支撑杆1‑2的两端均对应固

装在第一拱杆1‑1上，每相临两个弧形支撑杆1‑2交叉布置，每个弧形支撑杆1‑2的中部与其

所在的第一拱杆1‑1之间均固装有辅助支撑杆1‑3。如此设计，有效增加荷载，使其与现有技

术中的常规拱架结构相比，使用寿命更长。各杆之间的连接方式优选为焊接。同一第一拱杆

1‑1上的若干弧形支撑杆1‑2的大小可不同，如根据需要，从第一拱杆1‑1的顶端到底端，弧

形支撑杆1‑2的长度逐渐变小。

[0037] 每相临两个第一拱杆1‑1之间均固定连接设置有若干X形连接架1‑4，弧形支撑杆

1‑2及X形连接架1‑4在水平方向对应布置，且每个X形连接架1‑4的四个端部均对应固接在

两个第一拱杆1‑1上以及两个弧形支撑杆1‑2的中部。

[0038] 所述外层拱架1还包括若干沿水平方向并排布置的第二拱杆1‑5，若干第一拱杆1‑

1与若干第二拱杆1‑5交错布置，保温膜夹设于第一拱杆1‑1及第二拱杆1‑5之间。第二拱杆

1‑5起到压条的作用，防止有风天气保温膜被吹离第一拱杆1‑1，进而避免保温膜因风力过

大而发生破损。

[0039] 所述内层拱架2包括沿水平方向并排布置的拱架主体，每个所述拱架主体均包括

上下布置的第三拱杆2‑1及第四拱杆2‑2，且第三拱杆2‑1与第四拱杆2‑2之间通过若干连接

杆2‑3固接，所述若干连接杆2‑3呈锯齿状布置。如此设计，有效增加荷载，节省钢材，若干第

四拱杆2‑2之间通过沿其弧度方向并排布置的若干横杆连接。

[0040] 所述吸热保温层6包括并排布置的丙稀酸涂料层6‑1、砂浆层6‑2、铁丝网6‑3及保

温板6‑4，其中保温板6‑4靠近其所覆墙体布置。所述墙体即北墙4或侧墙5。铁丝网6‑3的尺

寸为长×宽×厚＝10×10×1，单位为mm。砂浆层6‑2的厚度为20mm。丙稀酸涂料层6‑1优选

为黑色丙稀酸涂料。

[0041] 北墙4上远离大棚的一侧对称覆有吸热保温层6，每个侧墙5上远离大棚的一侧覆

有保温侧板。如此设计，能够更加有效的实现储温，进一步保证大棚内的温度及保温维持的

时间。当北墙4作为房屋南面墙时，不仅可以同时为大棚及房屋内供暖，还有利于热量的储

存，并且使得房屋的保温性能更好。

[0042] 地下保温隔离层材质为秸秆、苯板或挤塑板。当保温隔离层采用秸秆时，厚度优选

为200mm，寿命一般为一年，即每年铺设新的秸秆层，上一年铺设的秸秆层可直接作为大棚

内植物的肥料。苯板或挤塑板的使用寿命一般较长，厚度优选为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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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地下隔离墙7的底端埋入地下的深度低于地下保温隔离层3设置。如此设计，起到

对大棚内部土壤更好的保温效果。

[0044] 每层保温膜外部均盖设有保温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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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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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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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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