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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建筑技术领域的一种多功能

绿色建筑终端散热装置，包括多功能绿色建筑终

端和安装板，所述安装板的顶部固定安装有两组

侧板，所述安装板的顶部开设有圆槽，所述安装

板的顶部开设有一号出风槽和二号出风槽，所述

侧板的内壁均匀设置有侧板槽，所述侧板的侧壁

固定安装有泵，所述泵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冷却

箱，所述冷却箱内放置有冷却液，所述冷却箱与

泵之间通过“U”型管连通，所述泵的输出端设置

有主管，所述侧板的外壁均匀固定安装有环形

管，所述主管与环形管连通，本发明对多功能绿

色建筑终端周围的空气进行进一步冷却，解决了

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散热不均匀，多功能绿色建

筑终端过高的温度，会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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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散热装置，包括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和安装板(1)，其特征

在于：所述安装板(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两组侧板(2)，所述安装板(1)的顶部开设有圆槽

(3)，所述安装板(1)的顶部开设有一号出风槽(4)和二号出风槽(5)，所述侧板(2)的内壁均

匀设置有侧板槽(6)，所述侧板(2)的侧壁固定安装有泵(7)，所述泵(7)的顶部固定安装有

冷却箱(8)，所述冷却箱(8)内放置有冷却液，所述冷却箱与泵(8)之间通过“U”型管(9)连

通，所述泵(7)的输出端设置有主管(10)，所述侧板(2)的外壁均匀固定安装有环形管(11)，

所述主管(10)与环形管(11)连通，所述安装板(1)的底部设置有安装箱(12)，所述安装箱

(12)的底部开设有风扇安装槽(13)，所述风扇安装槽(13)内腔活动安装有风扇(14)，所述

安装板(1)的底部均匀设置有多组支撑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侧板

(2)的顶部设置有盖板(15)，所述盖板(15)的顶部均匀设置有多组螺栓(16)，所述螺栓(16)

贯穿盖板(15)与侧板(2)螺纹连接，二者之间可拆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板

(1)的侧壁均匀活动设置有活动轴(17)，所述活动轴(17)的外壁固定安装有卡块(1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形管

(11)至少设置有三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功能

绿色建筑终端，包括壳体，安装在壳体内的控制电路板、安装在壳体表面的触摸屏、安装在

建筑单元内的有害气体检测传感器、安防监控设备、标准摄像头，所述控制电路板上安装有

一微处理器，该微处理器的网络接口分别与互联网和小区对讲系统相连，实现数据上传和

小区监控、对讲功能，微处理器的I/O口分别与触摸屏、有害气体检测传感器、安防监控设备

和标准摄像头相连，采集建筑单元内的各种信息和数据，微处理器的I/O口还与被控对象的

控制端相连，微处理器根据建筑单元内的情况，输出控制信号，启动被控对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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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散热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散热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人类文明历史中，绿色思想由来已久，特别是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生态资源的不

断恶化，人们更重视建设、保护绿色生态环境。

[0003]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中，与会者第一次明确提

出“绿色建筑”的概念，绿色建筑由此渐渐成为一个兼顾环境关注与舒适健康的研究体系，

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践推广，成为当今实践建筑发展的重要方向。

[0004] 所谓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

水、节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建筑。我国目前已经依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和《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试行)》，按照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试行)》，确认绿色建筑等级并进行信息性标识评价。

[0005]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新建小区都安装了楼宇对讲，建设了小区监控室，在小区安

保、现代化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为了营造每个建筑单元内舒适、节能、环保、

优雅的生活环境方面设计了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但是绿色建筑终端产热量大，散热效果

不佳，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过高的温度，会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问题。

[0006] 基于此，本发明设计了一种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散热装置，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散热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

中提出的绿色建筑终端产热量大，散热效果不佳，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过高的温度，会影响

设备的正常运行问题。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散热装置，

包括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和安装板，所述安装板的顶部固定安装有两组侧板，所述安装板

的顶部开设有圆槽，所述安装板的顶部开设有一号出风槽和二号出风槽，所述侧板的内壁

均匀设置有侧板槽，所述侧板的侧壁固定安装有泵，所述泵的顶部固定安装有冷却箱，所述

冷却箱内放置有冷却液，所述冷却箱与泵之间通过“U”型管连通，所述泵的输出端设置有主

管，所述侧板的外壁均匀固定安装有环形管，所述主管与环形管连通，所述安装板的底部设

置有安装箱，所述安装箱的底部开设有风扇安装槽，所述风扇安装槽内腔活动安装有风扇，

所述安装板的底部均匀设置有多组支撑柱。

[0009] 优选的，所述侧板的顶部设置有盖板，所述盖板的顶部均匀设置有多组螺栓，所述

螺栓贯穿盖板与侧板螺纹连接，二者之间可拆卸。

[0010] 优选的，所述安装板的侧壁均匀活动设置有活动轴，所述活动轴的外壁固定安装

有卡块。

[0011] 优选的，所述环形管至少设置有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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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的，所述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包括壳体，安装在壳体内的控制电路板、安装

在壳体表面的触摸屏、安装在建筑单元内的有害气体检测传感器、安防监控设备、标准摄像

头，所述控制电路板上安装有一微处理器，该微处理器的网络接口分别与互联网和小区对

讲系统相连，实现数据上传和小区监控、对讲功能，微处理器的I/O口分别与触摸屏、有害气

体检测传感器、安防监控设备和标准摄像头相连，采集建筑单元内的各种信息和数据，微处

理器的I/O口还与被控对象的控制端相连，微处理器根据建筑单元内的情况，输出控制信

号，启动被控对象工作。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将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放置

在安装板的顶部，通过螺栓的设置，便于拆卸盖板，将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放在安装板的顶

部，通过全包裹的设置，起到对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保护的作用，正常工作时，通过启动风

扇，风从下部穿过圆槽，从一号出风槽和二号出风槽中露出，一号出风槽中排出的风对多功

能绿色建筑终端的前后面散热，二号出风槽中排出的风，穿过侧板槽，对多功能绿色建筑终

端的侧壁进行散热，当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依然温度高时，通过打开泵，将冷却箱内的冷却

液排入主管和环形管中，对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周围的空气进行进一步冷却，解决了多功

能绿色建筑终端散热不均匀，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过高的温度，会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问

题。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所需要使用的

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

图。

[0015] 图1为本发明主视角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侧视角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仰视角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原理框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具体电路图。

[0020] 附图中，各标号所代表的部件列表如下：

[0021] 1-安装板，2-侧板，3-圆槽，4-一号出风槽，5-二号出风槽，6-侧板槽，  7-泵，8-冷

却箱，9-“U”型管，10-主管，11-环形管，12-安装箱，13-风扇安装槽，14-风扇，15-盖板，16-

螺栓，17-活动轴，18-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3] 请参阅图1-5，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散热装置，包

括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和安装板1，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板1的顶部固定安装有两组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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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述安装板1的顶部开设有圆槽3，所述安装板1 的顶部开设有一号出风槽4和二号出风

槽5，所述侧板2的内壁均匀设置有侧板槽6，所述侧板2的侧壁固定安装有泵7，所述泵7的顶

部固定安装有冷却箱8，所述冷却箱8内放置有冷却液，所述冷却箱与泵8之间通过“U”型管 

9连通，所述泵7的输出端设置有主管10，所述侧板2的外壁均匀固定安装有环形管11，所述

主管10与环形管11连通，所述安装板1的底部设置有安装箱12，所述安装箱12的底部开设有

风扇安装槽13，所述风扇安装槽13内腔活动安装有风扇14，所述安装板1的底部均匀设置有

多组支撑柱。

[0024] 其中，侧板2的顶部设置有盖板15，所述盖板15的顶部均匀设置有多组螺栓16，所

述螺栓16贯穿盖板15与侧板2螺纹连接，二者之间可拆卸，安装板1的侧壁均匀活动设置有

活动轴17，所述活动轴17的外壁固定安装有卡块18，环形管11至少设置有三组，多功能绿色

建筑终端，包括壳体，安装在壳体内的控制电路板、安装在壳体表面的触摸屏、安装在建筑

单元内的有害气体检测传感器、安防监控设备、标准摄像头，所述控制电路板上安装有一微

处理器，该微处理器的网络接口分别与互联网和小区对讲系统相连，实现数据上传和小区

监控、对讲功能，微处理器的I/O口分别与触摸屏、有害气体检测传感器、安防监控设备和标

准摄像头相连，采集建筑单元内的各种信息和数据，微处理器的I/O口还与被控对象的控制

端相连，微处理器根据建筑单元内的情况，输出控制信号，启动被控对象工作。

[0025] 本实施例的一个具体应用为：

[0026] 一种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包括壳体，安装在壳体内的控制电路板、安装在壳体表

面的触摸屏、安装在建筑单元内的有害气体检测传感器、安防监控设备、标准摄像头。

[0027] 所述控制电路板上安装有一微处理器，该微处理器的网络接口分别与互联网和小

区对讲系统相连，实现数据上传和小区监控、对讲功能。

[0028] 微处理器的I/O口分别与触摸屏、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甲醛)检测传感器、安防

监控设备和标准摄像头相连，采集建筑单元内的各种信息和数据。

[0029] 微处理器的I/O口还与被控对象(如排风扇、热水器、空调、空气净化器、冰箱、微波

炉等家用电器)的控制端相连。微处理器根据建筑单元内的情况，输出控制信号，启动被控

对象工作。

[0030] 使用者可以通过触摸屏实现人机交互，设定参数，显示各种信息，可视对讲等功

能。

[0031] 使用者还可以通过下载管理软件APP，通过互联网对室内的电器实现远程控制，调

取室内的监控视频，了解家中的情况。

[0032] 本发明微处理器的I/O口还可以与室内的水表、电表、燃气表的数据输入/输出端

相连，实现远程抄表、输入数据等功能。

[0033] 图5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样例，微处理器外围接口电路图。在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

本发明选用的是全志科技公司生产的具有240管脚的A20双核CPU，全志A20采用双核处理

器，图形方面不同于A31采用SGX  544MP2，而是与目前大部分国产芯片采用相同的Mali 

400MP2双核GPU，兼容性出色。A20支持1GB的高速DDR3内存。另外让人惊喜的是它还支持

2160P高清解码以及H.2641080P@30fps编码，多媒体性能优秀。全志A20  还支持1024x768或

1024x600等多种分辨率，并支持Android4.1以上系统。支持WiFi、蓝牙以及3G功能。

[0034] A20双核处理器内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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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GMAC/SATA/HDMI1.4(HDCP)/CVBS-IN/TransportStream/4路SPI/8路  UART等丰富

的接口，可应用于家庭媒体中心、网络接入服务器  (NetworkAccessServer)、安防监控、工

控和医疗等各种领域。

[0036] A20双核处理器具有非常出色的多媒体性能，支持2160p视频播放，  1080p/

720pH.265硬件加速视频编码。

[0037] 使用者可以参考CPU的管脚说明，选择典型的外围接口电路并参考图5，与其他外

设如触摸屏、有害气体检测传感器、安防监控设备、标准摄像头相连，在此不再赘述。

[0038] 本发明通过将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放置在安装板1的顶部，通过螺栓16  的设置，

便于拆卸盖板15，将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放在安装板1的顶部，通过全包裹的设置，起到对

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保护的作用，正常工作时，通过启动风扇13，风从下部穿过圆槽3，从一

号出风槽4和二号出风槽5中露出，一号出风槽4中排出的风对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的前后

面散热，二号出风槽5中排出的风，穿过侧板槽6，对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的侧壁进行散热，

当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依然温度高时，通过打开泵7，将冷却箱8内的冷却液排入主管10和

环形管11中，对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周围的空气进行进一步冷却，解决了多功能绿色建筑

终端散热不均匀，多功能绿色建筑终端过高的温度，会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问题。

[0039]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示例”、“具体示例”等的描述意指

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

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

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

适的方式结合。

[0040] 以上公开的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只是用于帮助阐述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并没有详尽

叙述所有的细节，也不限制该发明仅为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显然，根据本说明书的内容，

可作很多的修改和变化。本说明书选取并具体描述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本发明

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而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本发明。本发明仅

受权利要求书及其全部范围和等效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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