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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太阳能光伏光热综合利用（PV/T）新能源材料建筑

组件的创新者，是新能源建筑组件得能瓦（板）光热系

统的原创发明者，是得能瓦屋面系统和得能板墙面系统

的首创者。

 使命

愿景

产品

与

服务

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高分子复合能源材料组件供应商

让得能瓦板，为人类赋能

北京瓦得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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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瓦得能科技有限公司

       我公司是高分子复合能源材料组件供应商。截止2020年，公司获得一种多功能、多用

途的瓦板和墙板中国、欧盟的原创发明专利和多项相关实用新型专利，并利用这些自有知

识产权，开发出了高分子复合能源材料太阳能组件；利用功能复合材料开发出了高分子反

射隔热散热装饰一体化中空瓦（板）节能外围护系统；利用功能复合材料开发出了高效太

阳能光伏技术、光热技术、光伏光热PVT综合利用技术；基于上述材料制造的多功能、多

用途瓦板和墙板，并将这种新型建筑能源材料命名为得能瓦和得能板；掌握并拥有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全链条、全体系的新一代太阳能得能瓦（板）组件外围护系统及其安装配

件的研发、生产、集成等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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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合作单位

北京工商大学北京轻工
业塑料加工应用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太阳能光热
综合利用示范中心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北京化工大学高分子材
料先进制造英蓝实验室

北京建筑材料检验
检测研究院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国家太阳

能热水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中铁工程设计院有限公

司

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

源工程院

北京泛华建设集团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清洁取暖专业委员会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光伏幕墙专业委员会

国际绿色经济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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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合作单位

上迈（上海）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杭州电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韩国LG化学

北京天山新材料技术有限

公司

中原矽利新能源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盛世百年管道科

技有限公司

科思创聚合物（中国）有

限公司

北京汉能光伏投资
有限公司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中

意设计创新基地）
同济大学创新设计研究院 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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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6
2018

北京瓦得能科技
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正式定型得能瓦
核心技术之一上下联箱
技术，生产出第一批热
水和热风瓦板。开始全
球知识产权的布局。 第一个热水、热风瓦实

验平台正式运行，沈阳
铁路局苏家屯站修车间
720平热风瓦屋面正式
施工建造

苏家屯宿舍860平热风
瓦屋面正式施工建造，
苏家屯沈西站修720平
热水瓦屋面正式施工建
造。公司产品【得能瓦
板】正式通过国家建筑
节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检验出具检验报告

获得一种多功能、多用
途的瓦板和墙板原创性
发明专利证书。企业标
准在企业标准信息公共
服务平台备案通过正式
发布。得能瓦板被中国
民营经济促进会科学技
术成果评价报告结论项
目的材料配方，结构形
式设计等方面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北京瓦得能科技有限公
司震撼亮相SDC2018，
作品"斯陋宅"。得能瓦
板绽放CCTV。《得能瓦
（板）光热系统专项图
集》正式出版

公司大记事

成立南皮新材料公司
欧盟发明专利已授权并在13
个国家登记，美国发明专利
已经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建筑一体化多用途太阳能瓦
入选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的《北京市2019年节能技
术产品推荐目录》。
瓦（墙）式太阳能集热器入
选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与产
业化发展中心的《工业化建
筑标准化部品与构配件产品
目录（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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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科 技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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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成员都拥有丰富的创
业和管理经验。具有大型央企
和外资企业的多年从业经验。

团队专业

• 获得了原创性发明专利
• 经过严格的科学技术成

果评价结论为该技术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 与北京建筑材料检验检
测研究院共同制定企业
标准已上线

• 与中国建筑标准研究院
共同编制的专项图集已
出版

技术标准

      我们有成熟专业的生产
团队，可靠的质量管理体系
，同时引入了第三方质量检
测。
      已经建成各种“得能瓦
（板）+”应用测试平台几
十个。

品质保证

       本产品是独一无二的，经
过科技查新报告确认结论为该
技术在国内外公开文献中未见
有相同报道

市场地位
       有房地产开发经验的高管
团队，有复合材料老中青结合
的研究人员。有太阳能光伏光
热综合利用的跨界领军人物。
具备全链条的供应体系。

实力雄厚

技术方面：与多家高端的科研
院所、大学及行内龙头企业合
作。专有知识产权授权成立合
资企业建立生产基地。
生产方面：共享复合材料行业
剩余生产能力。
工程方面：与专业的施工团队
合作。
市场方面：采用经销商或入股
成立销售子公司方式合作。

合作共赢

我们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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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隔热中空瓦技术参数

v 1）型号：DNW15/522/30/C

v 2）有效流道：15道 

v 3) 主瓦尺寸:宽522mm长×3000—

12000mm×30mm

v 4) 重量: 7.5kg/㎡

v 5）面层复合反射涂料+陶瓷空心微珠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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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隔热中空板表层膜材料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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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
功 能

耐候

反射

防腐

轻量

隔热

抗风隔音

便捷

防水

装饰

强度

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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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表面共挤或覆盖的反射隔
热材料

03中空流道热压原理散热隔热

04背板覆盖纳米绝热材料

01高分子树脂材料本身有较
好的隔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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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本身

反射涂层

热压原理

纳米绝热

四重隔热

特殊功能



概述

      

       太阳光谱能量分布——太阳辐射按波长（或频率）分布的特征。太阳光谱按波长长短分为无线

电波、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和射线（X射线和γ射线）等几个波谱区。其中可见光区又可细分

为赤、橙、黄、绿、青、兰、紫七色光。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中，以红外线的能量最多，约占60%

，可见光比例其次，约占40%，紫外线最少，只占1%以内。 我国南方地区夏季晴照天气，红外线能

量占据达到65%以上的比例。

       建筑体受日照，表面吸收太阳热光（主要是红外线波段和红光到黄光的热性可见光波段）能量

后，温度上升并传导到建筑墙体，墙体加热内部空气，造成内部空气温度升高，建筑体内部因此就

变得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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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层材料膜中独特的陶瓷空心微珠颗粒在反射太阳能量辐射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微珠的粒径和

热光的波长接近时，即直径与入射光波长的比例(d/λ)为0.1～10时，则颜料表现为菲涅耳型反射,光线通过一次或

多次反射出涂层外表面，这种反射对温控是有利的。若d/λ<0.1，颜料表现为瑞利散射，造成黑体吸收对温控无

效。

       微珠粒径与反射入射光的波长有关，对应于最大反射的颗粒直径可用下式计算：

       式中：n0-漆基的折射指数；m-颜料的折射指数与n0之比；λ-入射光的波长；d-微珠直径。表层材料膜内大

量微珠粒径大小分布在与近红外和热性可见光波长相当的范围，可产生对太阳辐射主要能量区的高度反射。同时

红外辐射粉料成份又能够高度辐射吸收的热量，两项叠加的功能导致表层材料共挤膜或涂层高效的隔热效果。

       是由于含有特殊红外辐射添加剂，对涂层和基体的储热有高度红外发散能力，使之快速与环境气温达到平衡

，达到散热、隔热的效果。

表层材料原理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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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功能：表层反射材料对温控有力。

第二项功能：特殊红外辐射添加剂具有强红外发散能力。

第三项功能：高分子材料本身传热系数低。

第四项功能：高分子材料复合中空超微粉材料形成的空气网达到给建筑物隔热效果。

第五项功能：得能瓦（板）特殊的结构设计利用热压原理效应达到给建筑物散热隔热效果。

第六项功能：背板复合超微粉材料达到给建筑物隔热效果（可选项）。

得能瓦（板）原理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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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建筑钢材           平板玻璃           沥青混凝土          水泥砂浆         

传热系数     

W/（㎡·K）
126.28

反射隔热瓦
主板材料

11.3116.4110.77 2.86



传统外围护结构的痛点

       传统建筑（钢结构和水泥结构）墙体和屋顶外装饰材料通常采用有涂料、瓷砖、彩钢或树脂材

料，这些材料的隔热和隔冷效果都不理想造成传统建筑结构的温差变化大，使建筑的安全性受到影

响同时严重影响建筑内部环境的舒适度，有必要克服温差变化大的控温解决方案以延长建筑的使用

寿命和保证建筑的安全性并提高建筑内部环境的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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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 传统树脂彩钢瓷砖



解决方案

       基于反射隔热散热装饰一体化中空得能瓦（板）外围护系统解决方案：铺装反射隔热瓦（板）

构成的屋面系统和墙面系统，该系统完美的实现了与建筑一体化。

采用该系统技术：

1.利用瓦（板）表面共挤或复合的太阳能反射材料反射太阳辐射热；

2.主材本身传热系数低；

3.利用热压原理，采用独特的中空结构设计，达到给建筑物散热隔热的效果。上述解决方案形成三重

反射隔热散热功能。

4.主材复合中空超微粉材料或陶瓷空心微珠颗粒中形成的空气网可形成四重反射隔热散热功能。

5.还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在背板复合超微粉材料，形成五重反射隔热散热功能。利用建筑物的外表皮

反射隔热散热减少屋面和墙面对室内的辐射热从而可直接减少空调使用时间，达到建筑节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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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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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2020年 7月      北京

北京瓦得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先生：13581613813（北京）
              曹先生：13820986371（天津）
              陈先生：13522734501（湖南）
                           010-6072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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