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建筑节能产品图集
Atlas of building energy saving produc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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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墙内保温复合板由 B1 级模塑聚苯板或挤塑聚苯板与石膏板粘合而成，用胶粘剂和专用锚固件固定于外墙内侧。

1. 代替传统砂浆抹灰湿作业，施工速度快，效率高；

2. 具有优异的抗冲击性能；

3. 防霉、耐水、防虫蛀；

4. 导热系数低，燃烧性能 B1 级；

5. 产品环保，无毒无害，不含 VOC、甲醛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6. 施工无需挂吊篮和脚手架，受天气环境影响很小。

（一）产品介绍

（二）产品特点

外墙内保温复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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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万科幸福誉、深圳万科云城、广州万科东荟城、珠海万科城商品房区、佛山万科金色领域、广州万科山景城、

佛山保利雅苑、东莞万科中央公园、江西万科海上传奇、南昌万科璞悦里、南宁市万科公园里、福建泉州海上海、

江西万科洪坊 1951、赣州碧桂园蓉江府等。

（三）工程案例

外墙内保温复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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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强度保温装饰一体砖是在工厂预制成型，高强度挤塑聚苯板材料单侧复合陶瓷砖，用于屋面、楼地面和室内墙体具有保温、隔热

和装饰功能的产品。施工简单、高效。屋面轻质防水保温装饰一体化系统是应用于倒置式平屋面，起防水、保温、装饰作用的系统。

该系统防水层置于保温层下侧，防水性能耐久可靠；高强度保温装饰一体砖铺设于面层，轻质高强、施工简单，效果丰富、易维修，

可解决传统屋面混凝土面层开裂问题。

1.XPS 压缩强度≥ 1000kPa，轻质高强，不易产生不均匀沉降。

2. 产品整体吸水率低，防霉、耐水。

3.XPS 导热系数低，保温隔热性能优异。

4. 减轻屋面荷载，解决混凝土面层易开裂问题。

5. 装饰效果多样，可定制，满足个性化需求。

6. 施工工序简化，工期缩短，降低成本。维修经济方便。

（一）产品介绍

（二）产品特点

屋面高强度保温装饰一体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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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强度保温装饰一体砖已在深圳、广州、成都万科等项目进行样板制作及试点工程，客户满意度较高。

（三）工程案例

屋面高强度保温装饰一体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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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石棉纤维水泥板是以硅、钙物质为主要原材料，以天然多年生针叶乔木植物纤维作为增强材料，经高温高压和整型工序制成的

大幅面尺寸的轻质板材，长 2440/3050mm，宽 1220mm，厚 6 ～ 24mm 不同规格多个花色品种的实例。产品开发重视生态产品设计，开展

了 III 型环境产品声明（EPD）、生命周期评价 (LCA) 及产品碳足迹核查工作，在实践“环境友好型”生产的同时确保产品质量优质、

可靠，生产的产品完全不含石棉，放射性水平满足 GB 6566-2010 A 类要求，产品导热系数低、质轻、强度高，全部为 A1级不燃材料。

1. 重量轻，吸水率低。密度在 1.4 以上，吸水率在 28％以下。

2. 完全的无机板材。佳堡板防火、防霉、防菌，令用户的健康得到保障；

3. 无放射性。可用于任何建筑物的任何部位。令用户的使用环境更加安全；

4. 隔声性能好。产品特别适合于私密性要求高的建筑物作室内隔声墙体和隔声顶；

5. 完全的不燃材料。满足 GB 8624-2006 标准，检测到达最高级 A1 级，满足 ISO-1182 标准的要求。令用户的防火安全得到保障；

6. 有效使用寿命极长。材料成份中的 60％以上与花岗岩的主要成份相同，20％以上与大理石相同；

7. 高强度。最低的强度（平行纤维方向）≥ 15 兆帕，而最高的强度（垂直纤维方向）≥ 20 兆帕。完全满足国家民用建筑抗台

风的使用要求；

（一）产品介绍

（二）产品特点

无石棉纤维水泥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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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广东省设计院深圳分院

鼓山格致中学

汕尾陆河体育馆

广东汇群制药办公楼

吉林省长春空港幼儿园

（三）工程案例

无石棉纤维水泥板 

1. 重量轻，吸水率低。密度在 1.4 以上，吸水率在 28％以下。

2. 完全的无机板材。佳堡板防火、防霉、防菌，令用户的健康得到保障；

3. 无放射性。可用于任何建筑物的任何部位。令用户的使用环境更加安全；

4. 隔声性能好。产品特别适合于私密性要求高的建筑物作室内隔声墙体和隔声顶；

5. 完全的不燃材料。满足 GB 8624-2006 标准，检测到达最高级 A1 级，满足 ISO-1182 标准的要求。令用户的防火安全得到保障；

6. 有效使用寿命极长。材料成份中的 60％以上与花岗岩的主要成份相同，20％以上与大理石相同；

7. 高强度。最低的强度（平行纤维方向）≥ 15 兆帕，而最高的强度（垂直纤维方向）≥ 20 兆帕。完全满足国家民用建筑抗台

风的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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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空气质量预测与控制工具（IndoorPACT）是开展建筑室内空气污染控制设计的支撑工具。依托科学的室内空气质量预评价模

型和强大的材料环保数据库，提供甲醛、TVOC、苯、甲苯、二甲苯、PM2.5、PM10、CO2 等多种污染物模拟分析。IndoorPACT 可模拟预

测建筑室内空气质量动态趋势，计算实时污染负荷，解析污染源头，制定装修材料环保控制要求，指导净化设备选型设计，自动生成

污染物浓度预评估分析报告。通过定量优化室内空气质量设计方案，实现室内空气污染控制“预评价前处理”，为工程选材、设备选型、

采购、施工、验收等环节进行室内空气质量的管控提供重要依据，为营造健康舒适的室内环境提供技术保障。

1. 科学权威。IndoorPACT 是国内外首个应用于实际建筑工程室内空气质量模

拟的软件平台，基于建筑室内空气污染预控方面的研究成果自主开发，成果通

过第三方科技成果评价中心组织的专家组评审，评价委员会认为成果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2. 计算准确。软件采用的预评价模型耦合了通风、材料、净化、时间、气候

等多因素 , 实现基于材料短期散发特性进行建筑室内长期空气质量的动态精

确预测。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准确性经过了多年实测验证。

3. 交互简易。IndoorPACT 基于互联网云计算技术，通过流程式的页面交互，实施更易操作和更规范，是开展建筑工程室内空气污染控

制设计的配套工具。

4. 数据支撑。软件提供覆盖常用材料和家具产品的释放特性参数数据库，为工程设计选材提供了客观数据支撑。

（一）产品介绍

（二）产品特点

室内空气质量预测与控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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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ndoorPACT 是《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住宅建筑室内

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JGJ/T 436、《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

设计标准》JGJT461、《健康建筑评价标准》TASC 02 等标准实施室

内污染物预评价的配套工具。

2. 基于 IndoorPACT 的分析应用，编制形成《长租公寓室内装修污染

控制技术标准》T/SZZX-006。

3.IndoorPACT 已应用于住宅、学校、办公、博物馆、

长租公寓等多种建筑类型的装修工程的污染物全过程

控制。

（三）工程案例

室内空气质量预测与控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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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体式空调一站式智慧服务，以独有的技术优势为空调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运维保障服务。

1. 组合控制策略，适应多种应用场景

2.AI 舒适性控制，优化运行降低能耗

3. 非侵入故障诊断，实现故障早期预警

4. 维保自动化，统筹监管降低成本

（一）产品介绍

（二）产品特点

分体式空调一站式智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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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四所高校（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分院、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

合国际学院、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北京

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宿舍空调接入智慧

管理平台，安装数量 18078 套，应用面

积 451950 平米。

（三）工程案例

分体式空调一站式智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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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能耗监测

    紫衡建筑能耗监测平台 (V4.0)，目前已接入 1100 余栋建筑楼宇实时监测数据，共覆盖深圳、厦门、广州、东莞等 12 个省市，累

计记录数据 135 亿条。

1.“官用”转“民用”：功能设计方面，以用户实际需求为中心，

兼顾系统展示等其他需求；使用操作方面，充分考虑现场设备管

理人员 & 运维人员的需求与特点；数据分析方面，以提升建筑现

场运营安全与能源管理效率为中心。

2. 监测 & 运维一体化 ：监测系统与监测设备运维系统打通，所

有数据采集传输设备的状态实时显示，采集器掉线故障自动判断

并生成报警，触发工单。

3. 手机 APP 端更便捷：新开发能耗监测系统 APP 端，适应移动互

联网技术的应用与普及，系统自动诊断能耗异常，触发报警或工

单，形成闭环管理，让能源管理更加高效。

（一）产品介绍

（二）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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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机电运维

    通过物联网（IOT）、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相结合，

引入城市级能耗监测设备智慧运维系统并应用在深圳

市建筑能耗监测系统监测建筑运行维护中，运维效率

明显提升。其中单次故障报修处理 1.3 日历天，运维

效率同比提升 30.4%。2018 年 530 栋运行维护建筑在

线率达到了 94.7%，大数校核准确率达到了 94.1%。

厦门海关大厦节能改造

    厦门海关大厦综合节能改造经测评该项目年节

电 120 万 kWh，系统年节能率 23%，技术措施包括：

安装智慧机电运维系统、重点设备监控系统、能源

管理系统及空调冷站、空调末端、信息机房、照明

系统节能改造。被评为第七届中美能效论坛 “中美

合同能源管理示范项目”、厦门市公共建筑节能改

造示范项目。

（三）工程案例

建筑能耗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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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用优质进口的光学耐黄变高透聚酯薄通过高精密涂布工艺和先进的纳米粉体材料的分散和聚合技术，涂层均匀、表面平整。

    经过特殊的功能性涂层处理之后实现了高紫外线阻隔、高红外线阻隔、高透光率匹配性、隔热、保温，节能效果达到国内权威机

构（CTC）的一级节能认证，防爆性，耐老化性等性能优越。

    所有数据经检测均符合《建筑玻璃用功能膜》（GB/T  29061-2012）标准要求。

国家安全玻璃及石英玻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告：

《建筑玻璃用功能膜》（GB/T  29061-2012）

《建筑玻璃可见光投射比、太阳光直接投射比、太阳能总投射比、

紫外线投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GB/T 2680-1994）

遮蔽系数：0.58

紫外线投射比：0.2-0.3%

太阳光直接透射比：36.2%

可见光反射比：7.2%

可见光透射比：67.5%

太阳能总投射比：51.7%

太阳光直接反射比：5.7%

粘结力 /N：13.1-13.6

耐老化性能：4.5-5.0%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mg/cm2：0.002

（一）产品介绍

（二）产品性能

纳米节能玻璃贴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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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波普中心尚鑫办公楼用电数据

2018 年实际节约电费数据：

2017 年 6 月 -10 月 用 电 数 据 为

58303.6 元

2018 年同期用电数据为 38666.4 元

同期对比降低了 19637.2 元，约降

低 34% 电费。

广东正业科技案例数据

项目合作的建筑玻璃面积约为：25000 ㎡

投资成本：25000 ㎡ *198 ≈ 500 万

项目技术合作应用预期节能减排效益及节约成本：

1.1 年节约标准煤炭用量为：0.016 吨 /平方 *25000 平方 =400 吨，

2.1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为：0.04吨 /平方*25000平方=1000吨，

3.1 年预算可节约电费为：

50/ 平方 *25000=125 余万元，长期效益 125 万元 *10 年 =1250 万元

(太阳热阻隔率达 95%，远超其他品牌的节能功效。）

（三）工程案例

纳米节能玻璃贴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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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无机隔热功能材料加工制成纳米隔热剂，并与高性能树脂相结合，制备成玻璃隔热涂料，可以涂覆于普通玻璃表面形成一层具

有隔热功能的纳米涂层，能阻挡太阳光中的近红外线（人眼不可见的热射线），同时基本不影响可见光的透过，大大提高了室内的热

舒适度。针对既有建筑玻璃节能改造采用人工涂覆的方式进行施工，具有优异的稳定性和耐候性，隔热效果持久不变。解决用户夏季

隔热采光之烦恼，实现既透光又能隔热。

玻璃隔热涂层 DXGC-WG 光学性能    无机隔热材料GWTO（改性氧化钨）较ATO（氧化锡锑）、ITO（氧

化铟锡）具有高透光和高隔热的双重作用，且持久耐用。无需替换

原有玻璃，只需在原玻璃上涂覆一层透明隔热涂层，普通玻璃即可

变身为隔热节能玻璃。减少了玻璃的替换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消耗。

（一）产品介绍

（二）产品性能

高透明高隔热玻璃涂膜 

型号 可见光透
射比（%）

可见光反
射比（%）

遮阳系数 紫外阻隔
率（%）

红外阻隔
率（%）

DXGC-WG 70-75 12 0.65-0.7 9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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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某居民小区涂覆透明隔热涂层后，基本不影

响透光性能，却能够阻隔近 90%的近红外线和紫外线，

提高了室内热舒适性。

左侧普通玻璃 右侧涂膜施工

相关专利：

1. 一种掺镱纳米水性 ATO 隔热浆料及其制备方法，国家发明专利号：ZL 2007 10031862.0

2. 纳米油性 ATO 隔热浆料与制备方法及其应用，国家发明专利号：ZL 2007 10031863.5

相关标准：

1. 建工行业标准 JG/T338-2011《建筑玻璃用隔热涂料》，2012 年 5 月 1 日实施。

2. 国家标准 GB/T29501-2013《隔热涂膜玻璃》，2013 年 12 月 01 日实施。

3. 工程建设行业标准 JGJ ∕ T 351-2015《建筑玻璃膜应用技术规程》，2015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三）工程案例

（四）相关专利和标准

高透明高隔热玻璃涂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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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板隔声是《住宅建筑》GB50368-2005 的强制性条文，也是《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

T50378-2019 的控制项要求。隔声瓷砖是针对南方地区建筑楼板隔声问题研发的具市场潜力、创

新的楼板隔声产品，已获得多项专利授权并通过省级科技成果鉴定。

    隔声瓷砖是由普通瓷砖和隔声材料复合而成。可使用项目原定瓷砖，运送到隔声瓷砖加工场

所复合成为隔声瓷砖。隔声瓷砖可直接替代普通瓷砖使用，用于民用建筑的楼板隔声，按照传统

铺砖方式施工即可（施工过程和普通瓷砖完全一样），轻松实现装饰隔声一体化。

轻松实现楼板隔声：用于民用建筑的楼板隔声工程；

不影响装饰效果：使用项目原定瓷砖，与隔声材料复合而成；

不占层高：增加厚度仅为 2mm；

不增加荷载：重量与普通陶瓷地砖楼板基本一样；

质量可控：工厂标准化生产，没有开裂、不均匀沉降等隐患；

施工简单：施工方法与普通陶瓷地砖一样；

工期保障：不需要额外的隔声功能层施工工序；

不增加人工成本：普通瓦工即可施工，且无需专用辅料和工具；

安全环保：防火，无甲醛等化学污染；

性价比高：性能突出，综合造价低。

（一）产品介绍

（二）产品特点

隔声瓷砖

产品施工过程

产品技术示意图

产品加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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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在广州五一小学、江门台城小学、饶平师范实验

中学等十多个工程项目进行应用，应用面积已经超过

10 万㎡。

江门台城小学 广州五一小学

饶平师范实验中学

（三）工程案例

隔声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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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射隔热涂料主要应用于建筑围护结构，通过反射和隔热功能将太阳辐射阻

挡在建筑物的外表面，适用于夏热冬暖地区和部分夏热冬冷地区。

    根据广东省地标要求，白色反射隔热涂料的太阳光反射率要大于等于0.83，

浅色反射隔热涂料的太阳光反射率要大于等于 0.50。

   隔热保温腻子以陶瓷微珠、气凝胶、无机胶凝材料、可分散胶粉、外加剂等

配制成的，具有隔热保温性能和腻子功能的干拌混合物。可用于建筑外墙的外

侧（外保温）或内侧（内保温）。

   对于现场浇筑式全剪力外墙结构或装配式建筑，应用节能涂料 +隔热保温腻

子可以满足节能要求。主要替换厚度较大的传统保温砂浆构造或挤塑板构造，

减少空鼓、开裂、漏水现象，并缩短工期，在造价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气凝胶是一种分散介质为气体的凝胶材料，

是由胶体粒子或高聚物分子相互聚积成网络结构

的纳米多孔性固体材料。该材料中孔隙的大小在

纳米数量级。其孔洞率高达 80-99.8％，孔洞的

典型尺寸为 1 ～ 100nm，比表面积为 200 ～ 1000 

m2/g，气凝胶材料密度可低达 3kg/m3，极低的导

热系数（0.02W/mK）。根据广东省建筑节能协会

的标准要求，隔热保温腻子的导热系数要小于等

于 0.06W/mK。

（一）产品介绍

（二）产品性能

反射隔热涂料 +隔热保温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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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工程部位：外

墙、屋顶、工业设施、

军用设施、旧房屋改造、

交通车辆、以及野外电

箱和临时房等。目前已

经在碧桂园集团以及其

他开发商的住宅项目中

得到了应用。

（三）工程案例

反射隔热涂料 +隔热保温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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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塑性聚烯烃（TPO 防水卷材），是一种经国外进口工艺合成的树脂材料为

基料，以聚酯纤维网格织物做中间增强材料或带纤维背衬材料构成，采用先进

加工工艺制成的片状可卷曲的防水材料 , 其产品标准符合《GB27789-2011 热塑

性聚烯烃（TPO）防水卷材》，在技术、质量、性能指标方面完全能够满足工程

要求。

1. 热风焊接：搭接缝均采用热风焊接，接缝剥离强度高，更安全，更可靠；

2. 超长的耐候性和使用寿命：不含增塑剂，具有超长的耐老化性能，使用寿命长；

3. 更节能、更环保：浅色 TPO 卷材具有出色的反射率，可反射大部分阳光辐射，降低能源消耗。浅色 TPO 反射大部分太阳辐射，太阳

能反射指数（SRI）大于 78；

4. 耐根穿刺：致密的分子结构及超强的接缝强度，使其具有优良的物理阻根能力；

5. 优异的低温性能：低温柔度达 -40℃，可满足极寒地区的使用要求；

6. 耐腐蚀性：具有超强的耐化学腐蚀性，能满足酸碱盐等环境下的要求。特别适用于沿海地区，以及在腐蚀环境中的使用；

7. 成分中不含氯化聚合物和氯气，焊接和使用过程中无氯气释放，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

8. 搭接采用热风焊接，可形成高强度的密封层。

除上述基本材料特点的基础上，“雨虹”牌 TPO防水卷材除常规浅色以外，还提供包括信号白、亮象牙色、蛋白石绿、天蓝色、信号红、

铜锈绿、树叶绿等多种标准色，此外，还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定制。颜色选择的多样化，为美化屋面环境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一）产品介绍

（二）技术特点

热塑性聚烯烃（TPO防水卷材）

广州白云机场项目



23

   北京大兴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广州白云机场项目、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潭州国际会展中心、汕头大学体育馆、

广西文化艺术中心、金士葡萄酒庄屋面防水工程、一汽集团

进出口公司一汽 - 大众二厂物流超市改造屋面防水工程、一

拖（黑龙江）东方红工业园屋面防水工程、一重集团大连石

化装备有限公司厂房屋面防水工程、云南科技馆等项目。

一汽集团进出口公司一汽 -大众二厂

物流超市改造屋面防水工程

一拖（黑龙江）东方红工业

园屋面防水工程

金士葡萄酒庄屋面防水工程

（三）工程案例

热塑性聚烯烃（TPO 防水卷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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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木外铝，双重装饰效果

   独特的“内木”设计，既能满足您对实木天然、柔和特性

的喜爱，让您在“外铝”的坚强保护下，静享家居生活的温

馨和舒适。

2. 颜色丰富、风格多样

   外铝表面可以进行多种颜色的喷涂处理。外部铝型材特有

的刚毅，多变性能，更是可以增加建筑物的时尚性和艺术性。

3. 坚固耐久，使用寿命长

  铝型材，型材坚固、耐用，抗冲击，不易变型，可有效抗日晒、

风吹、和雨淋，对内木有良好的保护作用。同时铝型材的低

可燃性和高阻燃性，使它具有良好的防火性能和安全性能。

经过喷涂处理后的型材，可以有效抵抗各种腐蚀，大大延长

使用寿命。

4. 密封性好、功能突出

   双层密封结构，使门窗的气密性、隔热、保温、降噪音的

性能更为突出。

5. 保温隔热，绿色节能。

  木材具有最低的导热性和最佳的隔热和隔热性能，能有效

地维持良好的室内热环境。

HA97 窗产品性能：

防盗级别：欧标 RC2 等级

气密性：q1 ≤ 0.5mm³（m*h）

（国标最高级 q1 ≤ 0.5）

水密性：ΔP≥ 700 帕

（国标最高级ΔP≥ 700）

抗风压性：ΔP≥ 4500 帕

（国标最高级ΔP≥ 5000）

保温性能：框厚度 97mm，

Uw（整窗）=1.2W/ ㎡ k（标配）

Uw（整窗）=1.0W/ ㎡ k

（高配：LOW-E 玻璃 +暖边）

H76B 窗产品性能：

防盗级别：欧标 RC2 等级

气密性：q1=0.48mm³（m*h）

q2=0.89mm³（m*h）

水密性：ΔP=400 帕，属第 4级

抗风压性：ΔP=4.5kPa，属第 8级

保温性能：Uw（整窗）=1.6W/ ㎡ k

PASSIVE HA120 窗产品性能：

防盗级别：欧标 RC2 等级

气密性：q1 ≤ 0.5m³（m*h）

（国标最高级 q1 ≤ 0.5）

水密性：ΔP≥ 700 帕

（国标最高级ΔP≥ 700）

抗风压性：ΔP≥ 4500 帕

（国标最高级ΔP≥ 5000）

保温性能：扇厚度：102mm，

框厚度 120mm，

Uw（整窗）=1.0W/ ㎡ k

PASSIVE HA130 窗产品性能：

防盗级别：欧标 RC2 等级

气密性：q1 ≤ 0.5m³（m*h）

（国标最高级 q1 ≤ 0.5）

水密性：ΔP≥ 700 帕

（国标最高级ΔP≥ 700）

抗风压性：ΔP≥ 4500 帕

（国标最高级ΔP≥ 5000）

保温性能：框厚度 130mm，

Uw（整窗）≤ 0.80W/ ㎡ k

（一）产品介绍 （二）技术性能

铝木复合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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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广州从都国际会展中心

项目位置：

广东省从化区

项目开发：

侨鑫集团

项目设计：

全球首席酒店设计公司 WATG

合作内容：

宏明泰木铝复合门窗

使用面积：

20351 ㎡

（三）工程案例

铝木复合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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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介绍

铝塑共挤门窗

    铝塑共挤型材，是以壁厚大于 1.0mm 的多空腔的铝合金型材作衬，在其外表面上采用挤出发泡成型工艺包覆一层厚 4.0mm 以上的

外硬质芯部微发泡聚氯乙烯材料 ( 简称：微发泡 PVC) 而成的一种复合型材。其中，微发泡 PVC 层与铝合金衬之间复合的构造特征是：

铝合金腔壁带有燕尾槽，使之与微发泡 PVC 层牢固榫接。铝塑共挤型材是一种新型的复合材料 , 它既有金属型材的高精度和高强度 ,

又有塑料型材的优良保温隔声性能。

采用铝塑共挤型材为主材搭配系统五金、玻璃等材料，通过专用设备、工艺组装而成的门窗称为铝塑共挤门窗。铝塑共挤门窗是绿色、

低碳、健康的第六代门窗 , 它具有较好的保温、隔热、隔音等性能 ,是符合绿色建筑标准要求的“四新”（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新设备）绿色建材。

单层玻璃 :

保温性能指标 W/( ㎡·K): 3.10 ～ 4.40

隔声性能指标 (dB): ≥ 30

遮阳性能指标 (SC): 0.38 ～ 0.62

中空玻璃 :

保温性能指标 W/( ㎡·K): 2.10 ～ 2.70

隔声性能指标 (dB): ≥ 34

遮阳性能指标 (SC): 0.32 ～ 0.55

（二）产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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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铝塑共挤节能门窗》（11CJ27）

国家行业标准《建筑门窗用铝塑共挤型材》（JG/

T437-2014）

国家行业标准《铝塑共挤门窗》（JG/T543-2018）

工程案例

（四）依托标准

（三）工程案例

中国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作品

中国资本市场学院 广东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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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由采用了国际领先的 microblind 技术，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Microblinds 静电驱动的智能柔性遮阳隔热解决方案 ，通

过静电场力控制柔性卷曲薄膜展开和收缩遮阳隔热。

   产品通过独有的静电场控制技术来操作玻璃内高分子柔性薄膜材料的展开和收缩，从而起

到良好的遮光、隔热和节能的效果，可广泛应用于家庭外遮阳、室内隔断、高铁、汽车等领域。

其核心技术的柔性高分子复合膜装置拥有多项自主专利技术知识产权，不仅能阻隔绝大部分

的红外线、紫外线等有害射线，同时可以在各种极端天气状况下完成展开收缩 25 万次以上，

使得产品经久耐用。

1. 独创性柔性超薄遮阳隔热材料的研制技术

   技术的核心在于特种柔性薄膜材料的结构和材料的研发设计，以及薄膜材料的加工工艺和

参数设计。研制的薄膜材料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抗疲劳性，常温下疲劳测试达到 25 万次，极

端温度（-34 ~ 85 ℃）达到 1.5 万次以上。

2. 新型智能玻璃 microblinds 技术

   通过静电场力将柔性超薄卷曲状薄膜材料进行动态控制，实现智能遮阳、无极调光、图文

显示等多种功能。

3. 基于特殊算法的智能控制技术

   通过特殊算法解决电介质材料的静电积累问题，对静电驱动力进行智能控制，确保卷曲状

薄膜能够稳定、均匀地展开和收缩，使智能玻璃能够运行稳定。

（一）产品介绍

（二）产品特点

Winergy 智能节能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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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创新

   不再使用固定轴承展开和卷曲遮阳材料，采用电场力方式替代传统

马达驱动，解决了电机驱动方式的诸多问题，如降噪耐用性等问题；

5. 工艺创新

   采用纳米级多层金属镀层设计方案和工艺、新型抗静电绝缘薄膜设

计、薄膜多层复合结构设计等工艺创新，简化了工艺流程，降低了工

艺成本，而且保证产品良率在 90% 以上。

6. 隔热节能

   热获得系数 0.006, 明显优于国家标准（国标≥ 0.15），隔热节能

效果是 LOW-E 的 6 倍，普通玻璃门窗的 20 倍

7. 智能遮阳

   采用 MicroBlinds 技术路线，可以实现智能玻璃的无极调光、图文

显示等功能

8. 经久耐用

   常温下耐久性测试 25 万次（电动卷帘仅 4000 次），极端温度 1.5

万次 ,30 年使用寿命

9. 性价比高

   价格是同类型产品电致变色玻璃的 50%；使用成本低，20 平方米 24

小时耗电量低于 0.09 度

10. 应用广泛

    工作温度范围 -34~85 ℃ ，可广泛应用于玻璃门窗、幕墙、天窗、

飞机舷窗、汽车天窗、高铁侧窗等领域

应用案例 1：新一代高铁侧窗遮阳系统，

正在与相关企业进行测试，有望在未来运

用到新一代的高铁上。

应用案例 2：某学校窗帘整体替换改造，

取代原本传统玻璃窗 + 窗帘，全部改用公

司的电动遮阳帘，美观实用，为师生提供

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应用案例 3：飞机场指挥塔，使用我司遮

阳产品后，解决了指挥塔内温度高，光照

过强的缺点。

（三）工程案例

Winergy 智能节能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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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遮阳构件能否随季节与时间的变换进行角度和尺寸的调节，建筑

外遮阳技术可以划分为固定式遮阳和活动遮阳两大类型。

   随着建筑材料技术的快速发展，建筑遮阳技术出现了多种形式的遮阳

构件产品，可以应用于不同类型的建筑及其立面设计。较为常用的遮阳

构件产品包括铝合金机翼遮阳、铝合金格栅遮阳、卷帘遮阳、铝合金百

叶帘、中空平板百叶等。

   外遮阳卷帘采取卷曲方式，使由金属或塑料等硬性材质制成的帘片伸

展和收回的建筑用外遮阳产品，包括手动、电动驱动等操作方式。按照

帘片类型可分为挤压帘片外遮阳卷帘和发泡帘片外遮阳卷帘。

   适用于 100 米及以下的民用建筑，如住宅、公寓、别墅、阳光房、办

公场所等。

外遮阳卷帘窗结构示意图 :

1、胶条  2、底梁  3、端卡  4、毛条  5、堵头  6、螺钉  7、导轨  

8、膨胀胶料  9、引导块  10、帘片  11、端盖板  12、电机安装板  

13、管状电机  14、限位套  15、上罩壳  16、传动套  17、弹簧片  

18、下罩壳  19、卷帘轴  20、托架  21、轴承

（一）产品介绍

外遮阳卷帘产品 

外遮阳卷帘窗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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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帘体采用 37mm、39mm、42mm、45mm 等规格

的发泡帘片，帘片外层为 0.28mm 铝合金板辊压

成型，在线填充 60 ～ 75kg/m2 高密度发泡剂，

具有优良的遮阳隔热与隔音性能。适合作为阳

光照射充分、室内外温差较大的地区。

（二）发泡帘片外遮阳卷帘

（三）工程案例

外遮阳卷帘产品

项目名称：佛山香格里拉花园

开发商：佛山市南海濠迈置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铝合金卷帘窗

应用面积：2568 ㎡

完工时间：2017 年 3 月



32
CAS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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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华发荔湾汇项目

开发商：珠海华发

产品名称：电动外遮阳铝合金卷帘

应用面积：1800 ㎡

完工时间：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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