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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城镇化水平较低、气候条件严酷，乡村民居冬季室内热环境改

善与采暖用能及生态环境保护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宁夏中卫地区地处西北腹地，位于地处宁、甘、

蒙三省区交汇地带，其气候特征及民居特点具有显著的代表性。为探索利用太阳能解决乡村民居

冬季采暖问题，本文对宁夏中卫地区某一被动式太阳能采暖民居进行了冬季室内外热环境参数的

测试，并采用操作温度对室内热环境进行了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当地太阳能资源丰富，适于发

展被动式太阳能建筑，并且乡村建筑通过直接受益窗以及温度过渡区的合理设置，能有效提高主要

房间的热环境质量。但现有乡村建筑的冬季室内热环境质量并不理想，室内温度偏低、波动较大，

需要加强建筑的集热与蓄热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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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西北地区干旱少雨、生态环境脆弱，冬季寒

冷且漫长。长期以来，受地域条件制约，西北地区经

济欠发达，城镇化水平较低，农村人口所占比重较

大。广大西北农村的采暖方式比较落后，主要采用

土炕、土制采暖炉、煤炉等简易采暖设施，采暖燃料

以煤炭、木材、秸秆、麦草为主，偏远地区的农户甚至

依靠铲草皮、挖树根等方式解决冬季采暖的燃料问

题。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乡村民居冬季室内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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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改善与采暖用能及生态环境保护间的矛盾日益

突出。西北地区太阳能资源较为丰富，具有发展太

阳能建筑的优越条件［１］，利用太阳能解决西北农村

居民的采暖问题，是适应国家能源结构政策要求，及

促进乡村民居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手段［２］。

宁夏自治区中卫市位于西北腹地，处于宁、甘、

蒙三省区交汇地带，其气候特征与民居形式均具有

西北地区的代表性［３］。该地区现有乡村民居已经具

备了太阳能热利用初步理想和简易方式，但这些技

术手段主要源自工匠的经验传承，缺少科学设计，因

此乡村民居热工性能及太阳能热利用效率不甚理

想。本文对中卫地区一栋被动式太阳能采暖的乡村

民居进行室内外热环境实地测试，探究该地区乡村

民居冬季室内热环境现状，并对室内热环境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以期对西的北地区被动式太阳采暖乡

村建筑性能改善提供参考。

１　测试对象

被测试建筑位于宁夏中卫市黑林村，为一栋砖

混结构建筑，室内空间主要由堂屋、杂物间和仓房构

成，建筑层高３．０ｍ，各房间进深均为５．４ｍ。堂屋

开间８．１ｍ，南外墙上设置两个２．２ｍ×１．８ｍ单层

铝合金外窗，无北窗；东侧杂物间开间４．２ｍ，南外

墙上设置一个２．０ｍ×１．８ｍ单层铝合金外窗，无

北窗；仓房的南向外墙设两个２．２ｍ×１．８ｍ单层

铝合金外窗，北向外墙设置两个０．６ｍ×０．６ｍ单

层铝合金窗。图１为测试建筑南立面图。

图１　测试建筑南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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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冬季起居活动主要集中在堂屋，因此仅有

堂屋采用了灶连炕式传统采暖设施，其余房间均无

采暖设施。各房间（杂物间、堂屋、仓房）南向开窗率

分别为０．２６、０．３３、０．２６。所有房间的外门均为单

层铝合金门，冬季外设厚布门帘。

外墙均为３７０ｍｍ实心粘土砖墙体，外贴１０ｍｍ

厚白色瓷砖。室内隔墙采用２４０ｍｍ实心粘土砖砌

体。屋顶为双坡屋顶，其中仅有堂屋顶棚采用５

ｍｍ石膏板吊顶。

２　测试方案

测试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８日１０：００～１月１９

日１０：００，测试期间天气晴朗。测试内容包括，各房

间室内空气温湿度、内壁面温度、室内风速、室外空

气温湿度、太阳总辐射强度和散射强度等。

空气温湿度测试采用１７５Ｈ１型自记式高精度

温湿度计，测量精度０．２℃。室内温湿度测点距地

面高度为０．９ｍ，与墙体距离大于１．０ｍ。内壁面

温度测试，采用ＪＴＮＴＣ型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现场

检测仪，测量精度０．５℃。内壁面温度测点，位于被

测墙面的中间位置。室内空气温湿度及壁面温度测

点布置，见图２。室内风速测试，采用ＺＲＱＦ３０型

热球风速仪测试，最小分辨率为０．０１ｍ／ｓ。太阳辐

射强度测量采用国产ＪＴＤＬ４型太阳辐射仪，太阳

辐射仪水平设置于室外空旷处，周围空间无遮挡物。

测试期间居民起居生活正常，室内无电器使用。室

内风速采集时间间隔为１ｈ，其余室内外参数采集

间隔均为１０ｍｉｎ。

图２　被测建筑室内测点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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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测试结果与分析

３１　室外热环境测试

测试期间的室外空气温度和太阳辐射强度日变

化情况，分别见图３、图４。从图３可见，室外空气平

均温度为－２．７４℃，与当地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

－２．１℃相差不大［３］，最低温度为－７．６℃，最高温

度２．５℃，分别出现在上午８：３０和下午５：００左右，

温度波动幅度约１０℃。由测试结果可知，该地区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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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寒冷，日温差较大。

图３　室外空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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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太阳辐射强度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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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４可见，太阳辐射强度峰值出现在１３：００

时，总辐射强度为５４４．８Ｗ／ｍ２，散射辐射强度为

１２４．９Ｗ／ｍ２。测试期间的平均太阳辐射强度为

２８６Ｗ／ｍ２，且太阳直射辐射强度较大，约占总辐射

强度的８０％。测试数据表明，中卫地区的太阳辐射

强度较高，且以直射辐射为主。

３２　室内热环境测试

各房间空气温度与壁面温度的测试结果，见图

５和图６。

图５　各房间室内逐时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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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堂屋内壁面逐时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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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５可见，杂物间和仓房的室内平均温度均

约为３．６℃，温度波动幅度为７．０℃。堂屋室内平

均温度为９．５℃，温度波动幅度为８．６℃。从各房

间室内温度逐时变化情况可见，室内温度总体偏低，

但堂屋室内温度略高，堂屋与位于其两侧的仓房和

杂物间温度波动趋势基本一致。由此可知，各房间

的室内得热均主要源自于南窗的被动式集热，室内

温度受室外空气温度波动及太阳辐射强度变化的影

响较为显著。此外，测试结果表明，堂屋室内平均温

度较其它房间高约６℃，温度波动也略高于其它房

间。其主要原因在于，堂屋处于建筑的中间位置，位

于两侧的仓房与杂物间构成了堂屋的“温度过渡

区”，有效减少了堂屋的传热损失。其次，堂屋内的

间歇性采暖，对提高室内温度起到了辅助作用，但由

于堂屋的窗墙比较大，造成夜间失热量增大，从而导

致温度波动增大。

图６为堂屋各壁面逐时温度变化曲线，由图可

见，各壁面温度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壁面温度存在

差异。堂屋东、南、西墙内壁面平均温度和顶棚内表

面平均温度均约为９℃，而北向外墙内壁面平均温

度较低，仅为７．７℃。北外墙内壁面温度低，是由于

北向无太阳直射热作用造成北墙室外空气综合温度

最低，墙体失热量最大。堂屋的东西墙，在整体建筑

中属于内隔墙，其内壁面温度与南向外墙的相当，由

此可知，位于堂屋两侧的“温度过渡区”有效提高了

堂屋东西两侧的壁面温度，减少了东西向的墙体传

热损失。堂屋室内各壁面温度波动均在５．０℃左

右，顶棚内表面温度波动较大，达到７．１℃，与室内

空气温度波动幅度接近（８．６℃）。不同部位围护结

构的蓄热能力差异，是造成内表面温度波动幅度差

异的主要原因。建筑的外墙和室内隔墙均为厚重的

实心粘土砖砌体，其蓄热能力远大于顶棚的石膏板，

因此顶棚内表面温度波动明显增大。

５７２　桑国臣，等：宁夏中卫地区被动式太阳能民居测试研究　



３３　室内热环境分析

室内热环境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室内空气温

度、相对湿度、气流速度和环境辐射温度［４］。实测结

果显示，堂屋室内相对湿度平均值为４３％，且湿度

波动较小，室内平均风速不到０．１ｍ／ｓ，因而室内相

对湿度和空气流速对人体热舒适影响甚微［５］。但测

试中发现，由于测试建筑主要利用透过南向窗的太

阳直射进行被动式采暖，室内空气温度与环境辐射

温度并非同步变化。文献［６］的研究结果表明，空气

温度和平均辐射温度对人体热舒适均有较大影响。

室内平均辐射温度狋ｒ计算，见（１）式。

狋ｒ＝
狋Ｓ犛Ｓ＋狋Ｅ犛Ｅ＋狋Ｗ犛Ｗ＋狋Ｎ犛Ｎ＋狋Ｒ犛Ｒ

犛Ｓ＋犛Ｅ＋犛Ｗ＋犛Ｎ＋犛Ｒ
（１）

式中：狋Ｓ、狋Ｅ、狋Ｗ、狋Ｎ、狋Ｒ 分别为堂屋南墙、东墙、西墙、

北墙及顶棚的内表面温度（℃）；犛Ｓ、犛Ｅ、犛Ｗ、犛Ｎ、犛Ｒ

分别为南墙、东墙、西墙、北墙及顶棚的内表面面积

（ｍ２）。

根据测得的堂屋各内壁面逐时温度及各壁面面

积，求出堂屋室内平均辐射温度逐时值，并将其与室

内空气温度逐时值共同绘于图７中。

图７　室内空气温度和平均辐射温度日变化

Ｆｉｇ．７　Ｄａｉ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ｏｏ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ｅａｎ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从图７可以看出，室内空气温度和平均辐射温度

的波动，在峰值与相位上均有明显差异。对于被动式

太阳能建筑，室内热环境受室内空气温度和辐射温度

的综合影响，因此采用操作温度评价该类建筑的室内

热环境，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出平均辐射温度与空气

温度共同作用效果［７］，其计算如式（２）所示。

狋０ ＝
狋ｒαｒ＋狋ａαｃ

αｃ＋αｒ
（２）

式中，狋０ 为操作温度（℃）；狋ａ 为室内平均空气温度

（℃）；狋ｒ室内平均辐射温度（℃）；αｃ 为人体与室内环

境的对流换热系数，Ｗ／（ｍ２·Ｋ）；αｒ 为人体与室内

环境的辐射换热系数，Ｗ／（ｍ２·Ｋ）。近似取辐射换

热系数和对流换热系数相等，由式（２）得式（３）。

狋０ ＝０．５狋ａ＋０．５狋ｒ （３）

　　根据测试结果，由式（３）计算得出堂屋操作温度

值，将操作温度逐时值和室内空气温度与平均辐射

温度进行对比，见图８。操作温度的平均值与波动

幅度介于空气温度与平均辐射温度之间，其平均值

为９．１℃，波动幅度为６．０℃。

图８　操作温度日变化及其与其他温度比较

Ｆｉｇ．８　Ｄａｉ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ｎｏｔｈ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从操作温度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当地乡村建

筑的冬季室内热环境并不理想。由于操作温度取决

于室内空气温度与辐射温度，因此需要加强乡村建

筑的集热设计并提升建筑墙体的保温蓄热能力，才

能有效改善乡村建筑的冬季室内热环境质量。

４　结　论

１）宁夏中卫地区冬季寒冷，但太阳能资源丰

富，具有发展被动式太阳能建筑的资源优势。当地

乡村建筑具备了初步利用太阳能采暖的技术，通过

直接受益窗以及温度过渡区的设置，有效提高了堂

屋室内温度。

２）太阳能采暖建筑的室内空气温度与辐射温

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位差异和峰值差异，室内热环

境受两种温度的综合影响。

３）现有乡村建筑冬季室内热环境并不理想，主

要表现为温度偏低且波动偏大（测试期间操作温度

日平均值为９．１℃，波动幅度为６．０℃），因此需要

加强建筑的集热与蓄热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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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调序模型的调序能力；２）引入句法学知识抽取

更加合理的句法调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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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　杜金华，等：特定句法增强的ＳＭＴ调序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