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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筑能耗在社会能耗中占有很大比例，把相变材料和传统的建筑材料复合制成的相变建筑节能复合材料是
一种较为有效的节能材料，能在建筑节能中发挥良好的作用，把这种材料应用到建筑中，可以改变房屋建筑的室内
居住环境，达到减少建筑能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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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occupies a large proportion in social energy consumption. Phase change
materials and traditional building materials are combined to make phase change building energy-saving composite
materials. Phase change building materials are a kind of more effective energy-saving materials, which play a good role in
building energy-saving. This material is applied to buildings to change the indoor living environment of buildings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to reduce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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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材料定义和分类

物质存状态有三相：固相、液相和气相。物质有一种
相态变化到另一种相态叫相变。在相变过程相变的温度保
持不变，物质的状态发生了改变 [6]。在这种变化过程中要
吸收或释放一定的能量，这部分能量称为相变潜热。相变
潜热是多种蓄热方式中的一种。利用相变过程中吸热或释
放热量来进行潜热储能的物质简称相变材料（Phase Change
Material，简称PCM）。
相变材料的种类很多，按照物态变化的规律可以分为
固态-固态的相变材料、固态-液态的相变材料、固态-气态
的相变材料；根据PCM的化学组成可以分为有机相变材料、
无机相变材料和有机和无机混合的相变材料三种；按照相
变温度的高低可以分为低温相变材料、常温相变材料和高
温相变材料三种相变材料。低温相变材料的相变温度在
0℃～120℃，主要用于各种工业或者公共设施中回收废热
和储存太阳能；高温相变材料的相变温度在 120℃～850℃
主要用于小功率的电站、太阳能发电和低温热机等方面。
相变材料的种类虽然很多，但是能用于建筑中的只有固态液态这种相变材料，当温度高于相变材料的相变温度时，相
变材料发生等温熔化或者等温凝固，在熔化过程中吸收外
界的热量，使外界温度降低；起到降温的作用；当温度低于
相变材料的相变温度时，相变材料发生等温凝固现象，并
将自身的热量释放出来，给外界供热在这吸收或者释放能
量的过程中，调节了居住环境的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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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蓄能建筑材料

相变蓄能是物质在相变过程中发生物态变化，产生能
量变化，这种能量以潜热的形式存储的方式。相变储能材
料是把相变材料通过混合、浸泡或者封装等方式加入到
普通的建筑材料中，制成一种新型的相变储能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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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Change Building Materials，PCBM）。相变储能建筑
材料是一种智能热工复合材料，能够将热量以潜热的形式
进行储存，实现热量在同一空间位置不同时间段之间的热
量转换。
在建筑中使用的相变材料，应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熔
化或凝固的潜热高；2）相变过程的可逆性要好；3）膨胀收缩
性要小；4）热稳定性要好，不要出现过冷或过热现象；5）相
变温度在 20℃～30℃范围内；6）热导率要大，储热密度要大；
7）没有毒性、没有腐蚀性；8）成本要低，制造要方便；9）与
建筑材料相容性要好，容易被吸收。目前建筑上常用的相
变材料有：四水氟化钾、六水氯化钙、硬脂酸丁酯、1—十二
醇、质量分数 93%～95%的硬脂酸丁酯+质量分数 5%～7%
的硬脂酸甲酯、质量分数 49%硬脂酸丁酯+质量分数 48%
的棕榈酸丁酯、正十八烷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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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储能材料的制备方法

1）直接合成法是将熔化的相变材料或粉末状的相变
材料直接掺在建筑材料（如石膏板、混凝土板）的制造过程
中 [5]，制成相变储能石膏板或相变储能混凝土板材。用于
建筑物外墙的内壁材料，减弱建筑物室内温度的波动幅度，
保持室内舒适度。其优点是结构简单，性质稳定，容易做
成各种形状和大小不同的建筑构件，以满足不同场合的需
要，缺点是易泄漏且性能不稳定。
2）浸入法是将普通建材如砖、石膏板、混凝土块等材料
直接浸泡在加热熔化的相变材料中，靠表面毛细孔的作用
将相变材料吸入建材的孔隙中，然后将浸泡过的这种材料
取出来降温冷却，这种建材的孔隙中就有相变材料存在 [5]。
优点是工艺过程简单，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根据需
要将普通建材制备成相变建材，缺点是这种相变建筑材料
在应用多年以后，相变材料有可能渗漏。
3）胶囊法是将相变材料制成胶囊以后再与建筑材料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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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胶囊法有宏观封装技术和微观封装制成微胶囊两种。
宏观的封装技术是将相变材料直接装在管、袋、球壳、板或
其他容器中。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表面热流量大，但是缺点
是需要保护措施免遭破坏，而且在后期使用过程中与建筑
材料复合的工作量大，成本高。微封装方法是将相变材料
颗粒封装在高分子聚合物薄膜中，聚合物薄膜应与相变材
料和建筑材料都相同。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易用、传热面积
大、传热效果好以及不用另外的保护措施等，但是缺点是可
能会影响建筑物的强度 [5]。另一种封装方法是用胶囊技术
对相变材料进行封装，将相变材料做成胶囊再与建筑材料
复合这种方法的优点有以下几条：1）相变材料的比表面积
增大和热导率增大；2）在胶囊内完成相变过程，解决了相变
材料在使用过程中的泄漏现象。3）提高了相变材料的稳定
性，降低了相变材料的毒性；4）增加了相变材料的耐久性，
延长了相变材料的使用寿命；5）相变材料微胶囊便于封装，
可以满足绿色环保新型材料的要求；6）选择合适的微胶囊
材料，避免了在使用过程中相变材料和普通建筑材料不相
容性造成的对建筑材料热性能和承重能力的影响。这种微
胶囊在建筑材料中使用还要解决几个问题：1）提高胶囊的
热导率；2）提高胶囊的长期稳定性和寿命；3）解决胶囊和
建筑材料的相容性；4）降低胶囊制备的成本 [6]。如果能制
备这种相变微胶囊，就可以用这种微胶囊来制备相变储能
砂浆、相变石膏板、相变混凝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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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储能材料在建筑节能中的应用

微胶囊的相变储能材料主要可以用在建筑物的墙体、
采暖地板、屋顶、窗户等地方；在夏季，主要利用昼夜温差
较大并且进行通风，夜间储存蓄冷，白天将冷能释放，降低
空调用电量 [2]。人体感到舒适的温度在 18～28℃之间，可
以将相变温度设定为 25℃。当白天室内温度高于相变温度
时，相变储能墙体中的PCM发生相变、熔化，吸收室内多余
的热量，从而降低了室内空调冷负荷，相应的也就减少了
空调系统的运行费用；当夜间温度下降到低于相变温度时，
PCM再次发生相变，相变储能墙体将白天储存的热量释放
出来，提高室内温度，改善了室内环境的热舒适度。在冬季，
采用相变蓄热与地板采暖结合，相变温度设定为 29℃。用
相变蓄热地板和空调采暖结合增加室内温度、或者是相变
蓄热地板与太阳能结合实现冬季的间歇式采暖。这种方式
有以下几点优点 1）相变储能地板的潜热蓄能作用可以消

减供热峰值；2）相变蓄热地板蓄热效率大于混泥土地板；3）
减少建筑物供暖、空调设备的运行时间，达到节能降耗和
提高舒适度的双重目的。
用相变石膏板、相变储能混凝土作为墙体材料，减少
建筑物室内温度的波动幅度，保持室内的舒适度；还可以
将相变材料掺入保温材料中制成相变保温材料，用于节能
建筑外围护结构的高效节能型建筑保温隔热材料，提高了
轻质材料的储热能力，改善了材料的热稳定性，提高了材
料的热惰性，同时还不影响材料的强度、粘结能力、耐久性
等性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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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储能材料的应用前景展望

相变储能材料对缓解能源紧张，提高建筑物舒适度、节
能降耗等方面有积极的意义，与普通建筑材料的被动节能
方式相比，相变蓄能建筑材料具有稳定室内温度、耐久性
高等优点。在使用过程中，相变储能材料会发生相变，在
相变过程中能吸收或者释放出一定热量，从而使室外的热
量通过房屋向室内传递时产生时间延迟和衰减，可以显著
提高室内环境的舒适度。同时如果配合空调、太阳能、传
统的采暖、用电采暖等效果更加明显，降低了空调系统、采
暖系统的投资成本和维修作业费用，开辟了暖通空调技术
发展的新空间 [4]。相变蓄能材料还可以用来制备储热调温
纤维、织物、恒温服装、电子元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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