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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建筑节能大师
一、玻璃相关理论知识篇

1.什么是可见光透过率？
在可见光谱（380 纳米至 780 纳米）范围内，透过玻璃的光强度的百分比。
2.什么是可见光反射率？
在可见光谱（380 纳米至 780 纳米）范围内，玻璃反射的光强度的百分比。
3.什么是太阳能透过率？
在太阳光谱（300 纳米至 2500 纳米）范围内，紫外光、可见光和近红外光能量透过玻璃的
百分比。
4.什么是太阳能反射率？
在太阳光谱（300 纳米至 2500 纳米）范围内，紫外光、可见光和近红外光能量被玻璃反射
的百分比。
5.什么是 U 值？
ASHRAE 标准条件下，由于玻璃热传递和室内外的温差，所形成的空气到空气的传热量。其
英制单位为：英热量单位每小时每平方英尺每华氏温度。公制单位为：瓦每平方米每开氏
温度。U 值越低，通过玻璃的传热量也越低。
6.什么是冬季 U 值的条件？
室外空气温度为 0℉
（-18℃），室内空气温度为 70℉（21℃），室外空气流速为 15mph（24km/h）
，
室内空气自然对流，阳光强度为 0BTU/h-ft2（OW/m2）（夜间）。
7. 什么是夏季 U 值的条件？
室外空气温度为 90℉（-18℃），室内空气温度为 70℉（21℃），室外空气流速为 7.5mph
（12km/h），室内空气自然对流，阳光强度为 248BTU/h-ft2（OW/m2）（白天）。
8.什么是遮阳系数？
相同条件下，太阳辐射能量透过玻璃窗的热量与透过 3mm 透明玻璃的热量之比。遮阳系数
越小，阻挡阳光直接辐射的性能越好。
9.什么是相对热增益？
太阳能通过玻璃窗的瞬间总增热。其中包括阳光辐射增热（遮阳系数）和传导增热（U 值）。
相对增热越低，性能越好，按 ASHRAE 标准，在夏季白天，阳光辐射强度为 200BTU/h-ft2
（630W/m2），无遮阳的室外室内温差为 14℉，则相对增热=夏季 U 值×室内外温差+遮阳系

数×阳光辐射强度，即相对增热=14×夏季 U 值+200×遮阳系数[BTU/h-ft2]或，相对增热
=8×夏季 U 值+630×遮阳系数[W/m2].
10.什么是热应力破裂?
热应力破裂的生产来自玻璃不同部位的温度不均匀。镀膜玻璃暴露在阳光直照下，主要吸
收阳光的红外光和部分可见光，在玻璃本体内转化为能量，使玻璃本体形成热膨胀；而处
于铝框结构内部的玻璃部分却不能受到相同的太阳辐射，因此导致玻璃整体受热不均匀，
内部热应力形成，玻璃中区的热膨胀使玻璃边区产生张应力，此张应力超过边区抗张强度，
就会导致玻璃破裂。玻璃由于热应力而破裂的现象是玻璃边缘的裂口整齐，且与边缘成直
角，裂口数量少，玻璃中区的裂痕为弧形而非直线。
11.影响热应力的几个方面是什么？
建筑物取向、冷气候条件、玻璃尺寸和形状、暖通设施位置、窗框系统、室内和室外遮蔽、
玻璃本体吸收。
12.什么是热反射玻璃？
热反射玻璃就是通常所说的镀膜玻璃，它是在玻璃表面上镀上金属膜及金属氧化物或氮化
物膜，是玻璃的遮阳系数 Sc 从 0.98（6mm 透明玻璃）降低到 0.2~0.6 形成的。
13.热反射玻璃的特性是什么？
减弱紫外线透过、多种反射色调、理想的可见光透射率和反射率、高红外热射线反射率、
低太阳能获得率、理想的遮阳系数。
14.单项透明玻璃的应用？
主要应用于隐蔽性观察窗、采用真空磁控溅射设备在透明玻璃或着色玻璃上镀膜。膜面必
须朝着光源明亮的被观察室，必须创造适当的照度比，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15.什么是风载荷能力？
即承受均匀风压的能力。与玻璃的尺寸、厚度等因素有关。
16.破碎机率的控制范围是多大？
理论上控制在 3%范围内（免赔破碎率）。现因市场变化，已无法达到。
17.基片（玻璃原片）的种类有多少？
小编给的答案：透明玻璃、着色玻璃，着色玻璃在经常使用的有：F 绿、H 绿、中国绿、湖
水蓝、美国蓝绿、比利时蓝绿。
18.太阳辐射、可见光、紫外光、红外光的光谱波段是什么范围？
太阳辐射：230-4000 纳米波长
可见光：380-780 纳米波长

紫外光：10-400 纳米波长
红外光：750-2500 纳米波长
19.太阳辐射、可见光、紫外光、红外光的能量太阳总辐射能量比例是多少？
太阳辐射：98%、可见光：42.5%、紫外光：13.8%、红外光：3.1%。
在可见光谱（380 纳米至 780 纳米）范围内，透过玻璃的光强度的百分比。

二、LOW-E 玻璃篇
20.玻璃主要有哪几种复合产品？
主要有钢化、半钢化、夹层、中空、镀膜，以及它们不同的组合。例如钢化镀膜中空玻璃、
镀膜夹层中空玻璃等。
21.什么是遮阳系数 Sc，它反映的是哪一部分传热？
遮阳系数 Sc：在相同条件下，透过玻璃的太阳辐射能与透过 3mm 玻璃的太阳辐射能之比。
透过 3mm 透明玻璃的太阳辐射能为 630w/m2。

遮阳系数 Sc=太阳直接辐射能÷630 w/m2
太阳直接辐射能=630 w/m2 ×Sc
遮阳系数反映的是太阳直接辐射透过玻璃的传热。
22.遮阳系数 Sc 高好，还是低好？
不同遮阳系数的玻璃适用于不同气候的地区。
遮阳系数高，透过玻璃窗进入室内的太阳能辐射多，从而降低冬季的取暖费用。这种玻璃
适合在冬季漫长的北方地区使用。
遮阳系数低，对太阳直接辐射的阻挡效果好，可减少进入室内的太阳直接辐射能。这种玻
璃适合在夏季漫长的南方地区使用。
23.什么是 U 值？它反映的哪一部分传热？
U 值反映的是：因对流传导传递而透过玻璃的热能，其中包括玻璃吸收热能后再向外辐射
的传递。因此，玻璃的辐射率 E 低，U 值相应地就低。

对流传导热能=U 值×（T 室外－T 室内）
T 室外、T 室内分别是室内、室外温度。
24.透过玻璃传递的总热能有几部分构成？如何表示？
有两部分构成：太阳直接辐射传热、对流传导传热。
用公式表示为：O 总=630×Sc＋U×(T 室外－T 室内)
25.太阳辐射有哪几部分构成？

有三部分构成：紫外线辐射，波长范围 0.01～0.4 微米。
可见光， 波长范围 0.4～0.76 微米。
近红外线辐射，波长范围 0.76～3 微米
26.远红外热辐射是否直接来自太阳？
远红外热辐射是间接来自太阳的，这部分能量就是热能，是由太阳照射到物体上被物体吸
收后再辐射出来的，其波长范围分布在 3-40 微米。
夏季，室外道路、建筑物在阳光照射下发出的远红外热辐射，是来自室外的主要热源之一。
27.室内有远红外热辐射吗？
有，室内的远红外热辐射来自暖气、家用电器、被阳光照射后的家具、火炉及人体，使冬
季来自室内的主要热源。
28.远红外热辐射是如何透过玻璃的？
远红外热辐射不能直接透射过普通玻璃，只能被玻璃吸收或反射。玻璃吸收这部分能量后
温度会升高，并通过与空气对流传导和向两侧在发出热辐射而叁失这部分能量，因此这部
分能量最终还是透过了玻璃，只不过是以先吸收再辐射的方式透过的。
29.如何区别远红外热辐射、近红外线辐射？
近红外线辐射直接来自太阳，其热感不明显，但被物体吸收后即可转换成热量。
远红外热辐射，作为太阳能转换的结果或人为生产的结果，本身就是热量。夏季观察阳光
照射下的道路，可看到热辐射波从地面上升起（即太阳能正被转化成热辐射）。冬季靠近
暖气旁，可直接感受到热辐射。
30.什么是 LOW-E 玻璃？
LOW-E 玻璃就是低辐射玻璃，它是在玻璃表面上镀膜，是玻璃的辐射率 E 由 0.84 降低到 0.15
以下形成的。
31.LOW-E 玻璃有哪些特点？
LOW-E 玻璃具有以下特点：
★ 红外反射率高，可直接反射远红外热辐射。
★ 表面辐射率 E 低，吸收外来能量的能力小，从而再辐射出的热能少。
★ 遮阳系数 Sc 范围广，可根据需要控制太阳能的透过量，以适应不同地区的需要。
32.为什么 LOW-E 膜层可反射热量？
LOW-E 膜层中镀有银层，银可将 98%以上的远红外热辐射反射出去，从而像镜子反射光线一
样直接反射热量。
LOW-E 的遮阳系数 Sc 可从 0.2 至 0.7，从而可根据需要调控进入室内的太阳直接辐射能。

33.LOW-E 玻璃与热反射玻璃在功能上有何区别？
热反射玻璃是通过降低玻璃的遮阳系数，限制太阳直接辐射能通过玻璃进入室内，从而达
到降低空调费用、节省能源的目的。
LOW-E 玻璃则是通过降低玻璃的 U 值，限制远红外热辐射透过玻璃，从而达到降低对流传
导热能透过玻璃的目的。同时 LOW-E 玻璃的遮阳系数 Sc 调整范围大，可对进入室内的太阳
直接辐射能有效的控制。
34.成熟的镀膜玻璃工艺主要有哪几种？
主要有两种：在线镀膜，真空磁控溅射镀膜（也称离线镀膜）。
在线镀膜玻璃是在浮法玻璃生产线上制造的，这种玻璃品种单一、热反射性差、制造成本
低。其唯一的优点是可热弯加工。
真空磁控溅射工艺制造的镀膜玻璃，品种丰富多彩、热反射性能优良、节能特性明显。其
缺点是不可热弯加工。
35.LOW-E 玻璃是否可单片使用？
真空磁控溅射工艺制造的 LOW-E 玻璃不可单片使用，只能合成中空玻璃或夹胶玻璃使用。
但它的辐射率 E 远低与 0.15，可低至 0.01 以下。
在线镀膜工艺制造的 LOW-E 玻璃可单片使用，但它的辐射率 E=0.28，严格来说已不能称之
为 LOW-E 玻璃（科学上把辐射率 E≤0.15 的物体称为低辐射物体）。
LOW-E 玻璃在密封中空玻璃里所形成的类似封闭空间里最有效，因为这种封闭空间消除了
LOW-E 面上的空气流动，从而使 LOW-E 玻璃更好的发挥作用。
36.LOW-E 玻璃的性能是否一样？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所有的 LOW-E 玻璃都是按同样的方式处理光谱曲线的，但性能并非都
一样。耀皮公司生产的 LOW-E 玻璃因性能不同，不但适合北方的寒冷地区使用，也适合南
方的温热带地区使用。
37.哪种 LOW-E 玻璃适用于北方寒冷地区？
小编给的答案：南玻集团生产的 CES 系列 LOW-E 玻璃适用于北方地区。
它具有较低的 U 值，夜晚通过限制对流传导传热而阻止室内的远红外热辐射泻向室外。
它具有较高的遮阳系数，因而白天可允许较多的太阳直接辐射能进入室内，而此时室外寒
冷不存在远红外热辐射，室内的远红外热辐射则被限制在室内，从而起到太阳能可进入而
热能不可出的效果。
38.哪种 LOW-E 玻璃适用于南方温热带地区？
小编给的答案：南玻集团生产的 CEB 系列 LOW-E 玻璃适用于南方地区。

它具有较低的遮阳系数，白天可限制太阳直接辐射能进入室内。在这些地区，无论白天和
夜晚来自室外的远红外热辐射远大于室内。
他较低的 U 值使得它可把这些热能阻挡在室外，从而起到即限制太阳能也限制室外热能进
入室内的效果。
39.所有 LOW-E 玻璃看起来是否都显得一样？
小编给的答案：不一样！CES 系列的 LOW-E 看起来透明度高，透过率在 60%以上，且颜色浅
淡。CEB 系列的 LOW-E 看起来透明度低，透过率在 55%以下，且颜色相对深些。
40. LOW-E 玻璃夜晚是否仍然其作用？
是！LOW-E 玻璃无论日夜都在起作用。冬季，白天黑夜都会将热量（远红外热辐射）反射
回室内，因为无论是暖气产生的、还是太阳能转换而来的热量都是以远红外热辐射的形式
存在的。
41. LOW-E 玻璃在夏季、冬季分别是如何起作用的？
●冬季，室内温度高于室外，远红外热辐射主要来自室内，LOW-E 玻璃可将其反射回室内
从而保持室内的热量不外泻。对来自室外的部分太阳能辐射，LOW-E 玻璃仍能允许其进入
室，这部分能量被室内物体吸收后又转变成远红外热辐射而被留在室内。
●夏季，室外温度高于室内，远红外热辐射主要来自市外，Low-e 玻璃可将其反射出去从
而阻止热量进入室内。对来自室外太阳能辐射，可选择低遮阳系数的 LOW-E 玻璃限制其进
入室内，从而降低质量费用（空调费用）
42.如何估计 LOW-E 玻璃节省的电费？
小编给的答案：详见《LOW-E 玻璃的节能特性评价》中的计算。
43.LOW-E 膜层位于中空玻璃的哪个表面最合适？
小编给的答案：中空玻璃有 4 个面，从室外向市内数分别为 1#、2#、3#、4#表面。
取暖需求超过冷需求的地区（北方地区），LOW-E 膜层为誉为第 3#表面。反之，致冷需求
超过取暖需求的地区（南方地区），LOW-E 膜层则应位于第 2#表面。
44..在中空玻璃中充氩气起什么作用？
氩气是一种惰性气体，它的传热性比空气差，因此充入中空玻璃中可降低中空玻璃的 U 值，
增加中空玻璃的隔热性。
对 LOW-E 中空玻璃，氩气还具有保护 LOW-E 膜层的作用。
45.紫外线有何副作用？
紫外线为短波辐射，肉眼看不见，它在太阳辐射的总能量中约占 2%。
紫外线可杀死细菌，但长时间照射会灼伤人类的皮肤和眼睛，也会使家具、服装退色。

46. LOW-E 玻璃可衰减多少紫外线？
与普通单片透明玻璃相比，LOW-E 玻璃可减少紫外线 25%。
与热反射镀膜玻璃相比，LOW-E 玻璃可减少紫外线 14%。
LOW-E 玻璃不能完全避免家具退色，但可减缓退色。
47. LOW-E 玻璃对室内的植物有何影响？
对大部分不同植物没有什么不利影响，对特殊的稀有植物的影响可请教有关花卉专家。
48.遮阳物、树木及遮蓬等是否影响 LOW-E 玻璃性能的发挥？
这些物体可限制通过玻璃窗进入室内的热量及光线，即阻挡了太阳能透过，但并不影响
LOW-E 玻璃性能的发挥。
49. LOW-E 玻璃朝向哪个方向安装最好？
冬季，不论 LOW-E 玻璃朝向哪个方向对不影响其发挥作用，因为它主要发射的是室内的热
量。但是朝向北安装的效果最好，毕竟 LOW-E 玻璃在防止室内热量散失的同时，还对太阳
能辐射多少有些限制。
夏季，LOW-E 主要反射的室外的热量，因此朝向哪个方向的安装都适合，但朝东、西、南
方向安装的效果最好，因此它还可减少太阳能的透过。
50. LOW-E 膜层可持续多久？
其镀膜层的持续时间，与中空玻璃空间层密封的持续时间相同。
51. LOW-E 玻璃与着色玻璃结合有何效果？
有三种结合方式：在着色玻璃上镀 LOW-E 膜、于着色玻璃合成中空玻璃、于着色玻璃合成
夹层玻璃
着色玻璃可进一步降低组合玻璃产品的遮阳系数，从而限制更多的太阳直接辐射进入室内。
因此，这三种方式的组合使用效果都很好，更适合于南方温热带地区使用。与着色玻璃结
合使用还可大大增加其装饰效果。
52.怎样判别中空玻璃上是否装有 LOW-E 玻璃？
可按以下步骤监测、判别：
A、观察玻璃里面呈现的四个影像（换句话说，有 4 束火焰获 4 个物像）。
B、将火柴或光亮物部分放在窗户前面（不论你在市内或室外），若是 LOW-E 玻璃则有一个
影像的颜色不同于其它三个影像，若 4 个影像的颜色相同便可确定未装 LOW-E 玻璃。
53.用户是否需做些什么来维护 LOW-E 玻璃产品？
不需要！因为 LOW-E 膜层是密封在中空玻璃或夹层玻璃中间的，故无需维护，仅需保持玻
璃表面情节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