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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遮阳

【产品选用要点】

遮阳系数、力学性能、耐候性能等。

1 概述

1.1 定义

建筑遮阳是对太阳能、可见光有遮蔽或部分遮蔽，达到隔热、光线控制、节能保温作用的建筑外围护结构构件和装置系

统。这种对太阳光中热辐射具有阻碍的作用可通过建筑外围护结构材料本身的特质（如玻璃等透明材料），也可通过附加在外

围护结构的内、外构造和装置来实现（如内、外遮阳百叶或玻璃间层中的百叶等）。 本指南所指的遮阳是附加在建筑外围护结

构透明部分（玻璃幕墙、外门窗、采光顶等）的附属装置和设施，不包含建筑外立面本身具有遮阳作用的构造和构件的情况。

1.2 组成

由对太阳能有遮蔽作用的遮阳材料和连接固定支撑框架及金属构配件组成。需要电动控制时，还应包括电机、连线、感应

联动装置等。

1.3 用途

适用于太阳能强度大的地区，如夏热冬暖地区、夏热冬冷地区（以及寒冷地区空调负荷大的地区）的建筑透明幕墙、外

窗、屋顶天窗、采光顶、隔断。包括宜设置外部遮阳的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和工业建筑外围护结构中透明部分对太阳光、

可见光有控制要求的建筑。

1.4 分类

1.4.1按设置位置分类

遮阳按设置位置分为室内遮阳、墙体遮阳和室外遮阳，见表1.4.1。

表1.4.1 按设置位置分类

类别 说明

室外
遮阳

百叶
遮阳  

梭型单体
百叶

纵向或者横向手动控
制、电动控制

主要用于大型公共建筑的外立面和顶面。通过改变叶片翻转角度来达到不同遮阳效
果，并以此调节光通量。可有效地避免温室效应，还可以起到一定的防盗作用。 叶
片主体通常由铝合金一次压制而成，材料经过时效处理，刚性较强且带有韧性。叶片
表面喷塑或氟碳喷涂处理。叶片支撑轴为不锈钢材料采用磨削工艺加工而成。叶片有
多款色泽可供挑选，并具有不变形、耐高温、不易褪色、清洗简单方便等优点。叶片
表面可以是全铝光板，也可以制成网孔板，透光透气。一般采用框架形式，适用于任

何建筑结构

梭型组合
百叶

手动开关、遥控，
风、光、雨、温控及
智能化控制方式

由多种型材拼装而成，适合用于单片百叶要求巨大的场所使用。因其单片巨大，所以
一般采用电动方式，由一套传动臂及一只电机组成。可以采用手动开关、遥控、风光
雨温控制及智能化控制方式，并能被任何楼宇自动化控制系统兼容。其他特点同梭形

单体百叶板

单板遮阳
百叶

手动转柄控制
采用单层铝合金型材，表面喷塑或氟碳喷涂处理。整套机构不受框架限制，可任意制

作成多种几何图形， 操作轻松简便

遮
阳
篷

曲臂式遮阳篷 采用卷取方式使软性材质的帘布向下倾斜与水平夹角在0°～15°范围内伸展、收回

摆臂式遮阳篷

遮阳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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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说明

墙体
遮阳

中空玻璃
内置百叶

手动控制、电
动控制、智能

控制
金属百叶  通过帘片的升降、旋转调整遮阳光线及面域

双层立面
幕墙内置
百叶

手动控制、电
动控制、智能

控制

横向百叶 可上下转动、滑动调整光线及遮阳面域

竖向百叶 可垂直转动、水平滑动调整光线及遮阳面域

横向帘

垂直帘 

室内
遮阳

立面遮阳
手动控制、电
动控制、智能

控制

横向帘 可上下转动、滑动调整光线及遮阳面域

垂直帘 可垂直转动、水平滑动调整光线及遮阳面域

卷帘  可上下卷动调整遮阳面域

开合帘 可水平或上下分开、闭合调整遮阳面域

艺术帘 与室内装饰配合，一般为布质，可随意调整

顶面遮阳
手动控制、电
动控制、智能

控制

天棚帘 按滑轨移动面料调整遮阳面域

天棚百叶

1.4.2按控制方式分类

分为固定式、手动控制、电动控制、智能化控制、计算机总控。见表1.4.2。

表1.4.2按控制方式分类

类别 说明

固定式

手动控制
多用于小面积百叶，采用手动控制的调节设备，在一年中的不同季节，根据阳光的强弱，人工调节

固定百叶片角度，达到合理的利用阳光。

电动控制
单百叶马达控制 由电动马达带动百叶运作，可由控制中心对所有马达进行整体控制，也可由控制箱对部分马达进行

同步控制。可根据具体要求选择合理的控制方式。组合百叶马达控制

智能化控制
计算机总控

风感应

由控制器、接收器、发射器组成，可根据太阳光线、风、雨等情况自动调节百叶角度。在不同的季
节、时间为建筑提供最佳的室内遮阳效果。

风雨感应

风、光感应

风、光、雨组合感应

网络控制
由点到面的立体、多层次控制。

电话控制

1.4.3按遮阳材料分类

分为玻璃类、金属类、编织类、木质类、太阳能光电遮阳板。见表1.4.3。

表1.4.3 按遮阳材料分类

类别 说明

玻璃类

镀膜玻璃

格栅玻璃 在中空玻璃之间固定表面镀铝的塑料格栅，起到反射太阳光的作用。

贴膜玻璃 由专用聚酯薄膜、丙烯酸粘接剂、超薄金属涂层组成，具有隔热或防爆功能。

夹层玻璃 同过夹层中的金属箔材或其它对太阳能有反射作用的材料起到阻止阳光进入。

金属类

铝合金 具有非常好的断面设计性，刚性较强且带有韧性。经过时效处理的叶片表面可采用喷塑或氟碳喷涂处理。

钢材 强度高、经济性好，表面需经喷塑或氟碳喷涂处理。

铜板 装饰性强，价格较高。

复合材料

编织类

ＰＶＣ

玻璃纤维 可通过控制织物的折光系数、空隙系数、散射系数寻求遮阳的最佳效果。

聚酯纤维

木质类

太阳能光电遮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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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性能要求

2.1 遮阳产品性能指标应符合 JG/T 274-2010《建筑遮阳通用要求》标准及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2.2 材料

2.2.1一般要求

遮阳产品所用材料的一般要求应符合表2.2.1-1的规定。

表2.2.1-1 遮阳产品所用材料的一般要求

材料 颜色 外观 断裂延伸率/撕破性能 气候耐久性 耐腐蚀性 尺寸稳定性

金属 ○ ● ● ○ ● —

织物 ● ● ● ● ○ ●

木材 ○ ● — ○ — ○

玻璃 ○ ○ — — — —

塑料 ○ ● ○ ○ — —

 注：●为必选项目，○为可选项目。

2.2.2金属

1）性能要求

（1）钢管应符合GB/T 13793《直缝电焊钢管》的规定，钢板应符合GB/T 12754《彩色涂层钢板及钢带/钢板标准》的规

定。钢材受力件最小壁厚不应小于1.4mm；装饰性的非受力件最小壁厚不应小于0.8mm。

（2）铝合金建筑型材应符合GB 5237.1《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1部分：基材》的规定，百叶窗用铝合金带材应符合YS/T 621

《百叶窗用铝合金带材》的规定。铝合金板材应符合GB/T 3880.1～3880.3《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的规定，化学性

能应符合GB/T 3190《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的规定。铝合金受力件最小壁厚不应小于2.0mm；室外装饰性非受力件最小壁

厚不应小于1.0mm，室内装饰性的非受力件最小壁厚不应小于0.2mm。

2）耐腐蚀性要求

（1）钢铁材料杆件（除不锈钢外）均应按照GB/T 12754《彩色涂层钢板及钢带/钢板标准》的规定进行防腐处理。

（2）钢铁材料采用镀锌处理时应采用热浸锌方法，热浸锌要求应符合GB/T 13912《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技术

要求及试验方法》的规定，镀层厚度应大于6μm。耐腐蚀性能及分级应符合GB/T 10125《人造气氛腐蚀试验盐雾试验》和GB/T 

6461《金属基体上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 经腐蚀试验后的试样和试件的评级》的规定。

（3）金属材料的耐腐等级（中性盐雾试验）应按照环境条件和产品用途符合表2.2.2-1的规定。

表2.2.2-1 耐腐蚀等级                                           单位为小时

使用场合
等级

1 2 3 4

室内用 24 48 — —

室外用 — 48 96 240

3）涂层耐久性要求

（1）金属材料涂层厚度应大于等于0.06mm，涂层耐久性应符合表2.2.2-2的规定。

表2.2.2-2 涂层耐久性要求

指标 要求

耐盐雾性
阳极氧化、着色（铜加速乙酸盐雾试验） ≥9级

其他涂层（中性盐雾试验） 不低于1级

耐湿热型 不低于1级

耐人工老化性

色差 不大于3级

粉化 不低于0级

其他老化性能 不低于0级

注：如有其他要求，由双方协商确定。

（2）铝合金表面涂层性能应符合GB 5237.2～5237.5《铝合金建筑型材》的规定，铝材的表面处理应符合表2.2.2-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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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3 铝合金表面处理

类型 氟碳喷涂 粉末喷涂 电泳喷涂 阳极氧化

厚度 ≥40μm ＞60μm A级
AA15（户外用）
 AA10（户内用）

2.2.3织物

1）织物条纹布料的条纹应对齐，其允许偏差不应大于3.0mm。

2）色牢度与耐气候色牢度

（1）遮阳织物色牢度应按照GB/T 8427《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户外遮阳织物

的耐人造气候色牢度应按照GB/T 8430《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气候牢度：氙弧》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试。

（2）遮阳织物色牢度等级不低于4级，色牢度等级应符合2.2.3-1的规定。

表2.2.3-1 日晒色牢度等级及效果

等级 4～5级 6级 7级 8级

效果 弱 中 好 极好

（3）户外遮阳织物耐气候色牢度等级不低于4级，耐气候色牢度等级应符合表2.2.3-2的规定。

表2.2.3-2 耐气候色牢度等级及效果

等级 4～5级 6级 7级 8级

效果 弱 中 好 极好

3）断裂强力

（1）遮阳织物的断裂强力应按照GB/T 3923.1《纺织品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延伸率的测定 条样法》规

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试。

（2）遮阳织物以50mm宽带条的最小断裂强力表示，断裂强力应符合表2.2.3-3的规定。

表2.2.3-3 断裂强力要求

项目 要求

经向 ＞800N

纬向 ＞500N

4）撕破强力

（1）遮阳织物的撕破能力应按照GB/T 3917.1《纺织品织物撕破性能 第1部分：撕破强力的测定 冲击摆锤法》规定的试验

方法进行测试。

（2）户外遮阳篷用织物的撕破强力应达到经向大于或等于20N，纬向大于或等于20N。

5）断裂伸长率

遮阳织物的断裂延伸率应按照GB/T 3923.1《纺织品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延伸率的测定 条样法》规定的

试验方法进行测试，断裂伸长率等级应符合表2.2.3-4的规定。

表2.2.3-4 断裂伸长率等级及效果

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效果 极好 好 中 弱

伸长率a/% a≤5 5＜a≤10 10＜a≤20 20＜a≤30

6）可见光透射率

遮阳织物的可见光透射率应按照FZ/T 01009《织物透光性的测定》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试，可见光透射率应符合表

2.2.3-5的规定。

表2.2.3-5 透光等级及效果

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效果 不透光 弱透光 适度透光 较强透光

可见光透射率Tv/% 0 1≤Tv＜8 8≤Tv＜16 16≤Tv＜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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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防紫外线性能

遮阳织物产品的防紫外线性能应按照GB/T 18830《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试，紫外线防护系

数（UPF）大于30、且紫外线透射比T（UVA）小于5%时，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

紫外线透过织物的比率按Tuv分级，织物遮挡紫外线的性能等级指标应符合表2.2.3-6的规定。

表2.2.3-6 防紫外线等级及效果

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效果 极好 好 中 弱

紫外线透光系数Tuv/% 0 1≤Tuv＜5 5≤Tuv＜9 Tuv＞9

8）遮阳系数

遮阳织物的遮阳系数应参照GB/T 2680《建筑玻璃 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射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

有关玻璃参数的测定》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试，织物的遮阳系数以SD表示，遮阳系数等级应符合表2.2.3-7的规定。

表2.2.3-7 遮阳性能效果和遮阳系数

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效果 极好 好 中 弱

遮阳系数SD 0≤SD＜0.20 0.20≤SD＜0.40 0.40≤SD＜0.50 SD≥0.5

9）阻燃性能

     遮阳用织物材料的阻燃性能应符合GB 20286-2006《公共场所阻燃制品及组件燃烧性能要求和标识》中阻燃1级（织物）

的规定。

10）卫生、健康、环境

（1）户内遮阳产品所用的材料，其材料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GB 18401《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GB18580《室

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量》和GB 18586《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的规定。

在外部环境条件的作用下，遮阳产品所用织物应不利于微生物生长。人造之物应采用抗真菌、抗霉变方法处理。

2.2.4木材

1）一般要求

天然木材叶片上的直条纹理至少应达到叶片长度的3/4。对活结有下列限制：

（1）帘式百叶的叶片不应有死结。

（2）透纹理的装饰材料，应符合表2.2.4-1的规定。

表2.2.4-1透纹理的装饰材料活结要求

叶片宽度（B）/mm 最多活结/（个/m2） 活结最大直径（D）/mm

B≤50 5 D≤叶片厚度E/2，且D＜20

B＞50 15 D＜叶片厚度E，且D＜40

（3）不透纹理的装饰材料，应符合表2.2.4-2的规定。

表2.2.4-2不透纹理的装饰材料活结要求

叶片宽度（B）/mm 活结最大直径（D）/mm

B≤50 D≤叶片厚度E/2

B＞50 D＜叶片厚度E

2）物理性能

（1）百叶交付时木材和集成材的含水率应在7%至当地的平衡含水率之间。当环境湿度变化1%时，与纹理垂直的方向的线

性收缩不应超过0.3%；

（2）木材表面的漆膜附着力应按GB/T 4893.4《家具表面漆膜附着力交叉切割测定法》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试，漆膜附

着力不应低于于2级。

（3）复合材料制作的木材其甲醛释放量（大干燥器法）不应大于1.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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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木材的处理

（1）木材的防腐性能应符合LY/T 1636《防腐木材的使用分类和要求》的规定；

（2）不能防止真菌侵蚀并在潮湿环境中（与高蓄水材料或混凝土接触）使用的木材应用杀菌剂进行处理。

2.2.5玻璃

遮阳用玻璃应采用安全玻璃，并符合GB 15763.2《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2部分：钢化玻璃》的相关规定。

1）可见光透射比

建筑遮阳玻璃的可见光透过性能用可见光透射比ζv表示，性能分级应符合表2.2.5-1的规定。

表2.2.5-1 玻璃系统可见光透过性能分级

分级代号 1级 2级 3级 4级

分级指标ζv（%） ζv＜20 20≤ζv＜40 40≤ζv＜60 ζv≥60

2）遮阳系数

建筑遮阳用玻璃材料的遮阳系数按照GB/T 2680《建筑玻璃 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射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

透射比及有关玻璃参数的测定》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试，以遮阳系数SC表示，性能分级应符合表2.2.5-2的规定。

表2.2.5-2建筑遮阳玻璃系统遮阳性能分级

分级代号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6级

分级指标值SC SC＞0.7 0.7≥SC＞0.6 0.6≥SC＞0.5 0.5≥SC＞0.4 0.4≥SC＞0.3 SC≤0.3

3）传热系数

建筑遮阳用玻璃材料的传热系数按照JGJ/T 151《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规定方法进行计算，以传热系数K表

示，性能分级应符合表2.2.5-3的规定。

表2.2.5-3建筑遮阳玻璃系统遮阳性能分级

分级代号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6级

分级指标值
K/（W/m2·K）

K≥4.0 4.0＞K≥3.0 3.0＞K≥2.0 2.0＞K≥1.5 1.5＞K≥1.0 SC＜1.0

2.2.6塑料

1）遮阳产品中的硬质塑料应符合GB/T 14486《塑料模塑件尺寸公差》、GB 《18580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

甲醛释放量》和GB 18586《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的规定。

2）遮阳用塑料材料的阻燃性能应符合GB 20286-2006中阻燃1级（塑料）的规定。

2.3 要求

2.3.1抗风性能

1）各类遮阳产品应满足下列要求：

（1）在额定荷载作用下，遮阳产品应能正常使用，同时不应产生塑性变形或损坏。

（2）在安全荷载作用下，遮阳产品不用从导轨中脱出而产生安全危险。

（3）各类遮阳产品抗风压性能的具体要求应符合JG/T 274-2010《建筑遮阳通用要求》附录A的规定。

2）户外遮阳帘和遮阳篷应按额定荷载和安全荷载确定抗风压等级，抗风压等级分为1至7级，应符合表2.3.1-1的规定。

表2.3.1-1 户外遮阳帘、遮阳篷抗风性能等级

测试荷载
抗风性能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6级 7级a

额定荷载（P）b/Pa 50 100 200 400 800 1500 ＞1500

a 抗风性能等级为7级时应注明额定测试荷载值P。b 户外遮阳篷、遮阳帘安全测试荷载为1.2P。

3）户外遮阳百叶窗（卷帘窗）应按额定荷载和安全荷载确定抗风压等级，抗风压等级分为1至7级，应符合表2.3.1-2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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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2户外遮阳百叶窗（卷帘窗）抗风性能等级

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6级 7级a

额定荷载（P）
b/（N/m2）

50 100 200 400 800 1500 ＞1500

a 抗风性能等级为7级时应注明额定测试荷载值P。b户外遮阳百叶窗（卷帘窗）安全测试荷载为1.5P。

4）遮阳板、遮阳格栅按额定荷载和安全荷载确定抗风压等级，抗风压等级分为1至8级，应符合表2.3.1-3的规定。

表2.3.1-3遮阳板、遮阳格栅抗风性能等级

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6级 7级 8级a

额定荷载（P）
b/（N/m2）

50 100 200 400 800 1500 2000 ＞2000

a 抗风性能等级为8级时应注明额定测试荷载值P。b遮阳板、遮阳格栅安全测试荷载为1.5P。

2.3.2耐雪荷载性能

1）户外遮阳产品按额定荷载和安全荷载确定耐雪荷载性能，雪荷载性能等级分为1至6级，应符合表2.3.2-1的规定。

表2.3.2-1 户外遮阳产品耐雪荷载分级

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6级a

额定荷载（P）
b/（N/m2）

100 200 400 600 800 ≥1000

a 耐雪荷载等级为6级时应注明额定测试荷载值P。b安全测试荷载应为1.2P。

2）在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使用的，与水平面夹角小于60°的户外遮阳产品应进行雪荷载检测。应按当地的基本雪压和

积雪分布系数由供需双方确定雪荷载标准值。用于天窗部位与水平面夹角小于50°的户外百叶帘、卷帘在雪荷载作用下，应

满足下列要求：

—产品外观和导轨无永久性损伤，不产生塑性变形和损坏；

—操作装置应无功能性障碍或损坏，能够正常使用；

—手动遮阳产品的操作力数值应该维持在试验前初始操作力的等级范围内。

3）百叶帘抗雪荷载的形式有两种：

—依靠本身的强度与刚度抵抗雪荷载；

—在制造商规定的间距内，百叶帘与玻璃共同作用，其条件为：百叶帘允许一定程度的变形，在雪荷载下的百叶帘局部触

靠玻璃窗，而且百叶帘与玻璃窗的距离不会由于开窗而改变。在制造商规定的距离以内，百叶帘与玻璃共同作用。

2.3.3耐积水荷载性能

1）适用于建筑用各种完全伸展的外遮阳蓬，在积水重力的作用下，应能承受相应的荷载作用。

2）对坡度小于或等于25%的遮阳篷在其完全伸展状态下，承受最大积水所产生的荷载时不应发生面料破损和破裂。

3）在积水荷载释放、篷布干燥后，手动遮阳篷的操作力应能保持在原等级范围内。

4）当遮阳篷坡度小于25%或小于制造商的推荐值时，遇下雨时曲臂遮阳篷应予以收回，并应在使用说明书中说明。

5）遮阳篷的耐积水荷载性能分为1级和2级，应符合表2.3.3-1的规定。

表2.3.3-1遮阳篷的耐积水荷载性能等级

等级 1级 2级

水流量（L/m2·h） 17 56

2.3.4操作力性能

1）一般规定

（1）操作力应按照JG/T 242《建筑遮阳产品操作力试验方法》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试。

（2）遮阳产品的电力驱动装置应符合JG/T 276《建筑遮阳产品电力驱动装置技术要求》的规定，其操作力性能不做规定。

（3）操作力（F）应能满足伸展或（和）收回，以及开启或（和）关闭遮阳产品的要求。

2）性能要求

（1）操作力的最大值（Fc）应符合表2.3.4-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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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4-1 操作力的最大值Fc                                     单位为牛顿

操作方式
Fc

1级 2级

曲柄、绞盘 30 15

拉绳（链或带） 90 50

棒
垂直面 90 50

水平或斜面 50 30

注：对于带弹簧负载的遮阳产品，在完全伸展和收回被锁住的状态时允许用1.5倍的Fc的力。

（2）曲臂遮阳篷的操作力

 由于曲臂遮阳篷的特殊情况（见图1），其操作力Fc用两个值来表示：Fc={FcP，FcN}。Fc的最大值应符合表2.3.4-2

的规定。

1-转动卷管第一圈过程中。

2-转动卷管第一圈以后的过程。

FcN-曲臂遮阳蓬的完全伸展状态下，使解锁的遮阳蓬收回转动卷管第一圈

时所需操作力峰值的最大值。

FcP-曲臂遮阳蓬在伸展和收回时转动卷管第一圈以后的过程中，操作遮阳

蓬所需操作力的最大值。

表2.3.4-2曲臂遮阳篷操作力的最大值Fc                    　　　　　　　　　　　　　　　　　　        单位为牛顿

曲柄、绞盘操作
{FcP，FcN}/N

操作力Fc={FcP，FcN}

1级 2级 3级 4级

{90,30} {60,15} {30,30} {15,15}

注：3级和4级操作力没有峰值力。

3）操作装置

（1）曲柄操作

曲柄或绞盘的齿轮摇柄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曲柄臂半径R不大于0.2m；

b) 齿轮减速比i小于1/10。对于存在几个减速比的同一齿轮，是指其平均减速比。

（2）拉绳（带）操作

操作装置应满足图2和图3中操作力（Fc）与拉绳组合直径或拉带宽度的匹配要求。拉绳的组合直径dHPV应按表2.3.4-3规定

计算。

表2.3.4-3 由n根单股直径为d的拉绳缠绕后的组合直径dHPV

组合股数n 1 2 3 4 5 6

组合直径（dHPV） 1d 1.5d 2d 2.4d 2.7d 3d

1- 可用；                                                                                             1—可用；

2- 不可用。                                                                                         2—不可用。

 

 

　　　　图2 操作力与拉绳组合直径关系示意图                                                            图3 操作力与拉带宽度（L）关系示意图

 

图1 曲臂遮阳蓬操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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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误操作

1）当误操作的操作力为操作力最大值的1.5倍时，产品不应损坏。

2）误操作后遮阳产品应符合下列规定：

（1）面料及接缝应无破损、接缝无撕裂，产品外观和导轨无永久性损伤。

（2）操作装置应无功能性障碍或损坏；

（3）手动遮阳产品的操作力数值应维持在试验前初始操作力的等级范围内。

2.3.6机械耐久性能

1）机械耐久性能等级

（1）机械耐久性能按能承受反复循环操作次数确定，应符合2.3.6-1、2.3.6-2的规定。

表2.3.6-1 外遮阳产品的机械耐久性能等级                          单位：循环次数

操作类型 1级 2级 3级

伸展和收回 3000 7000 10000

开启和关闭 6000 14000 20000

注：耐久性2级相当于每天两个循环，使用10年。

表2.3.6-2 内遮阳产品的机械耐久性能等级                          单位：循环次数

操作类型 1级 2级

伸展和收回 2000 5000

开启和关闭 4000 10000

2）在对遮阳产品进行反复操作试验达到规定次数后，应符合下列规定：

（1）手动操作的遮阳产品

 a)面料及接缝应无破损、接缝无撕裂，产品外观和导轨无永久性损伤；对于带罩盒的曲臂遮阳蓬，应保证罩盒正常关闭；

b）百叶板、片不致因磨损导致穿孔；

c）操作装置应无功能性障碍或损坏；

d）操作力数值应该维持在试验前初始操作力的登记范围内。

（2）电动操作的遮阳产品

a）电动操作遮阳产品速度的变化率U应小于等于20%，U值按照公式（1）计算。

                                    
( ) 100

1

21 ×
−

=
T
TTU         ………………………………（1）

式中：

U—速度的变化率，%；

T1—在5次反复操作试验后，遮阳产品一个伸展收回过程所用的时间T1，单位为秒（s）；

T2—全部反复操作试验结束后，遮阳产品一个伸展收回过程所用的时间T2，单位为秒（s）。

b）极限位置的偏差

电机转动两圈后停止，测量完全伸展、收回极限位置与初始值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2.3.6-3的规定。

表2.3.6-3电动操作产品停止于极限位置的允许偏差要求

电机类型
停止于极限位置的允许偏差

1级 2级

管状电机管状驱动装置 ±15° ±5°

方形电机驱动装置 ±10° ±3°

c） 机械制动性能

机械制动性能应符合JG/T 276《建筑遮阳产品电力驱动装置技术要求》的规定。施加遮阳产品1.15倍的负荷并维持12h后，

其遮阳帘中线位置所处的位移不应大于5mm。 
2.3.7抗冲击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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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帘窗产品经抗冲击性能试验后，不应出现以下情况：

—外表产生缺口或开裂，凹口的平均直径大于20mm；

—无法正常操作或操作装置出现功能性障碍或损坏；

—手动操作遮阳产品的操作力不能保持在初始登记范围内。

2.3.8热舒适和视觉舒适性能

1）建筑遮阳的热舒适性能，由太阳能总透射比、向室内侧二次热传递系数与法向-法向太阳能总透射比确定。

2）建筑遮阳的视觉舒适性能，由眩光控制、夜间私密性、透视外界的能力与日光利用的光学参数确定。

3）热舒适和视觉舒适性能应符合JG/T 277《建筑遮阳热舒适和视觉舒适性能分级标准》的规定。

2.3.9电气安全

遮阳产品电力驱动应符合GB 5226《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GB 12350《小功率电动机的安全要求》以及JG/T 276
《建筑遮阳产品电力驱动装置技术要求》标准的规定。

3 设计选用要点

3.1 建筑遮阳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应符合 JGJ237-2011《建筑遮阳工程技术规范》的规定。

3.2 建筑遮阳设计

3.2.1新建建筑应做到遮阳装置与建筑同步设计、同步施工，与建筑物同步验收。

3.2.2建筑遮阳设计，应根据当地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建筑类型、建筑功能、建筑造型、透明围护结构朝向等因素，选

择适宜的遮阳方式，并宜选择外遮阳。

3.2.3遮阳设计应兼顾采光、视野、通风、隔热和散热功能，严寒、寒冷地区应不影响建筑冬季的阳光射入。

3.2.4采用内遮阳和中间遮阳时，遮阳装置面向室外侧宜采用能反射太阳辐射的材料，并根据太阳辐射情况调节其角

度和位置。

3.2.5外遮阳设计与建筑立面设计相结合，进行一体化设计。与建筑物整体及周围环境协调。

3.2.6遮阳设计宜与太阳能热水系统和太阳能光伏系统相结合。进行太阳能利用与建筑一体化设计。

3.2.7建筑遮阳构件宜呈百叶或网格状。实体遮阳构件宜与建筑窗口、墙面和屋面之间留有间隙。 

3.3 遮阳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3.3.1整窗和玻璃幕墙自身的遮阳系数、可见光透射比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 151的有

关规定进行计算。

3.3.2不同气候区民用建筑的外遮阳系数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JGJ26、《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的
有关规定进行计算，中间遮阳装置的遮阳系数可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JGJ/T 151的有关规定进

行计算，温和地区外遮阳系数计算应按JGJ 237-2011《建筑遮阳工程技术规范》第4.2.2条的规定进行。

3.3.3组合式遮阳装置的外遮阳系数，应为各组成部分的外遮阳系数的乘积。

3.4 遮阳设计原则

3.4.1朝向原则

在太阳高度角较大的南向窗口或北回归线以南低纬度地区北向附近窗口宜采用水平遮阳。在太阳高度角较小，阳光从窗口

侧斜射入的东北、北、西北向附近朝向窗口宜采用垂直遮阳。在太阳高度角中等，阳光从窗口前方斜射下来的东南、西南或东

北、西北向窗口宜采用综合遮阳。在太阳高度角较小，阳光正向射入窗口的情况，东西向附近的窗口遮阳可采用挡板式遮阳。

3.4.2节能原则

1）遮阳系统其位置不同，节能效果也不一样，室外遮阳的效果最好。它是太阳辐射热进入室内的第一道屏障，减少透过玻

璃的日照量，削弱温室效应从而减轻室内的空调负担。以垂直悬挂的遮阳百叶为例，采用外遮阳时约有70%的热量被阻挡，采

用内遮阳时则降到40%。但室内遮阳安装、使用和维护方便，应用广泛。欧洲通常将内外遮阳结合使用，既有良好的节能效果

又有很强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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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层皮结构”由两层玻璃幕墙组成，中间使用遮阳百叶调节太阳能摄入量。

3）遮阳百叶材料为金属时，其断面形式应有利于夏季遮蔽阳光，冬季透过阳光。设计选用时应考虑建筑所处地理位置的

冬、夏季太阳入射角和方位角，以发挥遮阳的功效。

3.4.3安全原则

遮阳系统的面料设计必须与风压值联系起来，固定支撑支架必须满足遮阳系统的结构受力。另外，遮阳装置及其与主体建

筑结构的连接应进行结构设计，与建筑主体的连接措施、防雷措施等都必须满足JGJ237-2011《建筑遮阳工程技术规范》的规

定，以防造成安全隐患。

3.4.4其他原则

1）当高层建筑采用遮阳时，轻型遮阳面料不宜用于室外遮阳系统，但可以用于双层幕墙中间层内。

2）电动控制系统应考虑电机功率与整个建筑用电量的匹配。

3） 遮阳系统控制线路电压等级不同时，应分开铺设，信号线应与电源线分开。

3.4.5 遮阳材料选用要点

1） 寿命周期及可维护性。遮阳材料使用环境一般较为恶劣，是建筑与外界的临界物之一。遮阳材料应具有较长的使用寿

命，如10年或更长；

由于遮阳系统的使用部位多在建筑顶面或中高层空间，安装拆卸成本较高，遮阳材料应具备可维护功能，方便安装、更

换、清洗维护。

2） 环保性能。遮阳材料应具备无毒、无污染；高温或燃烧后不产生对人体、环境有毒、有害气体等。

3） 燃烧性能。遮阳材料燃烧性能应至少达到GB 20286-2006《公共场所阻燃制品及组件燃烧性能要求和标识》的织物阻燃

1级。

4） 建筑遮阳常用材料的品种、特点及应用见表3.4.5-1。 
表3.4.5-1   常用遮阳材料的品种、特点及应用

品种 特点 应用

编织类

1)织物具有柔软性，一般国际流行采用玻璃纤维或聚酯纤维面料。
2)根据不同需要（自然光线，热辐射遮挡，视觉享受等）选择不同的面料。

3)有的面料经过特殊的设计和处理可以让室内的人透过织物欣赏室外景色，而室外的人不能透
过织物看到室内的情况。

4)在室外景观不具有可观价值时可以采用不可视但透光的材料。
5)有些面料采取特殊织造技术，面料两面颜色深浅不同，浅色朝外隔热，深色朝里以达到高透

明度和更好控制眩光的作用。
6)织物的一面用金属膜涂层，可达到更好的抗热辐射效果。

织物材料色彩丰富，在立面
效果中具有柔性化效果。主
要用于室内或低层建筑室外

支架式遮阳

金属

1）遮阳设施中的金属材质以铝合金居多。铝合金拥有优越的耐候性，在紫外线、潮湿、高温
和腐蚀等恶劣环境中均能长期使用，不用特别维护。

2）叶片表面可采用喷塑或氟碳喷涂处理，金属的可塑性很强，造型处理都很灵活。在金属百
叶中，百叶的形状很多，基本为梭形，也有鸟翅形，方形等等，穿孔百叶能营造出雾光效果。

主要用于室外遮阳。特别是
适用于高层建筑或大型公共
建筑外立面大分格的遮阳

木材 1）木百叶遮阳效果与铝合金百叶的遮阳效果类似，但木材的使用寿命和耐腐性不及铝合金。
用于各类民用建筑配合建筑
外窗有较好的遮阳作用

玻璃

1）玻璃制成的百叶通透性最好但遮阳效果较弱。
2）玻璃还可以通过在自身镀膜或丝网印刷的方式来进行遮阳。

3）热反射玻璃是在玻璃表面上镀金属、非金属及其氧化物，有灰色，古铜色，银色，金色，
蓝色等多种。

4）玻璃的可见光透过率会随反射率升高而降低，影响自然采光。
5）低辐射玻璃具有较高透光率。

玻璃自身镀膜或丝网印刷的
方式不适用于冬季采光采暖

要求高的地区。

太阳能
光电遮阳板

1）太阳能是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2）太阳能光电遮阳板不但具备遮阳功能，还能把白天的太阳能量转化成电能供夜间照明或储

存起来。
3）为提高光能利用率，光电遮阳板通常安装于朝南、接受到太阳直射光多的部位。

4）其倾斜角度根据光线的强度和方向而定。

适用于大面积玻璃幕墙、采
光顶建筑，特别是可用于窗
间墙的非透明部分幕墙。其
他非透明幕墙也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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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关标准

JGJ 237-2011《建筑遮阳工程技术规范》

JG/T 251-2009《建筑用遮阳金属百叶帘》

JG/T 252-2009《建筑用遮阳天棚帘》

JG/T 253-2009《建筑用曲臂遮阳篷》

JG/T 254-2009《建筑用遮阳软卷帘》

JG/T 255-2009《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

JG/T 274-2010 《建筑遮阳通用要求》

JG/T 276-2010 《建筑遮阳产品电力驱动装置技术要求》

JG/T 277-2010 《建筑遮阳热舒适、视觉舒适性能与分级》

JG/T 278-2010 《建筑遮阳产品用电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