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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热水炉安装防护技术领域，具体

为一种加热效率高的热水炉，包括热水炉；热水

炉安装在安装架体的上端，安装架体侧端组合连

接有储存水箱，安装架体的底部侧端固定安装有

流量计，安装架体的另一侧固定安装有水泵，热

水炉与储存水箱通过进出水电磁阀固定连通；安

装架体用于组合安装热水炉外部连接器件，本发

明通过设置整体安装用的安装架体，通过安装架

体的设置使得热水炉外部的各安装器件能组合

安装在一起，避免了热水炉外部的各器件分开安

装，提高了热水器内部空间的利用率，同时简化

了安装步骤，方便热水器内部热水炉与各器件之

间组合连通，提高了整体的安装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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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加热效率高的热水炉，包括热水炉（20）；所述的热水炉（20）安装在安装架体

（50）的上端，所述的安装架体（50）侧端组合连接有储存水箱（10），所述的安装架体（50）的

底部侧端固定安装有流量计（30），所述的安装架体（50）的另一侧固定安装有水泵（40），所

述的热水炉（20）与储存水箱（10）通过进出水电磁阀（70）固定连通；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安

装架体（50）用于组合安装热水炉（20）外部连接器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热效率高的热水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安装架体（50）

的底部设置有固定底板（51），所述的流量计（30）与水泵（40）固定安装在固定底板（51）的上

端面上，且所述的安装架体（50）的侧端安装有防护框架（53），所述的水泵（40）连接的输送

管道穿过防护框架（53）内部设置的安装孔固定在安装架体（50）的侧端，且所述的水泵（40）

的外部设置有防护框架（53），所述的防护框架（53）固定安装在水泵（40）的外部，且防护框

架（53）的内部连接有限位支架（531），所述的限位支架（531）包裹式连接在水泵（40）的前

端，且所述的限位支架（531）组合形成的限位支杆贴合在水泵（40）的外壁上，所述的防护框

架（53）后端连接有固定板（532），所述的固定板（532）通过螺栓配合固定在安装架体（50）的

外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热效率高的热水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安装架体（50）

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固定台板（55），所述的流量计（30）通过螺栓配合固定装配在固定台板

（55）上端面上，所述的固定台板（55）延伸出安装架体（50）的外部，所述的流量计（30）与水

泵（40）之间通过输送管连接，且所述的固定台板（55）的两侧设置卡槽，所述的流量计（30）

的底部卡接在固定台板（55）的两侧卡槽中。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加热效率高的热水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安装架体（50）

的边角固定连接有固定脚板（54），所述的固定板（532）通过螺栓配合与固定脚板（54）内部

设置的栓孔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加热效率高的热水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安装架体（50）

的上端设置有安装架板（56），所述的安装架板（56）的底部与所述的安装架体（50）的上端侧

面固定连接，且所述的安装架板（56）的内侧设置有三角板，所述的三角板固定焊接在安装

架体（50）的上端面上，所述的储存水箱（10）通过螺栓配合固定在安装架板（56）的外侧壁

上，且所述的安装架板（56）的上端内侧设置有连接脚件（57），所述的连接脚件（57）内侧设

置有螺栓件（60），所述的螺栓件（60）贯穿连接脚件（57）与安装架板（56）固定连接，且所述

的进出水电磁阀（70）通过连接脚件（57）内部设置的卡板固定在连接脚件（57）的内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加热效率高的热水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脚件（57）

为L型安装固定板，且所述的连接脚件（57）的侧端面与安装架板（56）的内侧端面贴合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加热效率高的热水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热水炉（20）的

底部设置有安装板（23），所述的安装板（23）的底部设置有连接抵件（231），所述的连接抵件

（231）从安装板（23）的底部延伸出安装板（23）与热水炉（20）的底部固定连接，且所述的连

接抵件（231）抵接在安装架体（50）的上端面上，所述的安装板（23）的边角设置有螺栓孔，通

过螺栓与螺栓孔配合将安装板（23）与安装架体（50）的上端面板固定。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加热效率高的热水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热水炉（20）的

上端设置有紧固板（22），所述的紧固板（22）安装有热水炉（20）内部各连接组件，且所述的

紧固板（22）的侧端连接有隔热围板（21），所述的隔热围板（21）的上端设置有多组安装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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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安装槽配合螺栓固定与热水炉（20）连接的管道。

9.根据权利要8所述的一种加热效率高的热水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紧固板（22）的侧

端抵接在连接脚件（57）的端面上，且紧固板（22）通过螺栓配合固定在进出水电磁阀（70）的

外部。

10.根据权利要1所述的一种加热效率高的热水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安装架体（50）

底部的固定底板（51）边角设置多组安装槽，所述的安装架体（50）通过固定底板（51）与连接

件配合固定在底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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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加热效率高的热水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热水炉安装防护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加热效率高的热水炉。

背景技术

[0002] 节能减排是国家倡导的发展方向，具有更少能源消耗量的产品将是未来发展的一

个方向。太阳能热水器和空气能热水器作为低能耗的产品发展势头较好。然而，由于产品自

身的一些限制，产品在满足消费者需求上有一定的局限，于是综合能源利用成为了热水器

发展的另一个方向。热水器测评网认为，作为新能源产品的太阳能热水器和空气能热水器

正展现出强劲地发展势头，两种品类因其独特的性能迅速拓展市场，在消费者当中有较强

烈的反响；

热水器就是指通过各种物理原理，在一定时间内使冷水温度升高变成热水的一种装

置。按照原理不同可分为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磁能热水器、空气能热水

器，暖气热水器等；制造冷气部分和制造热水部分。其实这两个部分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密不可分，且必须同时工作。即制造热水的同时，给厨房制冷。或者说在给厨房制冷的同

时也在制造热水；然而热水器在安装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现在热水器往往在内部安装有各种配合内部的热水炉进行加热的组件，然而传统的热

水炉在安装时往往是通过各个器件之间单独安装，再通过连接管道连接，然而这种安装方

式使得各器件之间往往只能通过螺栓固定在热水器的内部，且独立存在，这种安装方式使

得热水器内部的空间利用率较低，导致热水器的整体的体积较大，内部器件的安装步骤繁

杂，安装效率较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加热效率高的热水炉，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

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加热效率高的热水炉，包括热水

炉；所述的热水炉安装在安装架体的上端，所述的安装架体侧端组合连接有储存水箱，所述

的安装架体的底部侧端固定安装有流量计，所述的安装架体的另一侧固定安装有水泵，所

述的热水炉与储存水箱通过进出水电磁阀固定连通；所述的安装架体用于组合安装热水炉

外部连接器件。

[0005] 优选的，所述的安装架体的底部设置有固定底板，所述的流量计与水泵固定安装

在固定底板的上端面上，且所述的安装架体的侧端安装有防护框架，所述的水泵连接的输

送管道穿过防护框架内部设置的安装孔固定在安装架体的侧端，且所述的水泵的外部设置

有防护框架，所述的防护框架固定安装在水泵的外部，且防护框架的内部连接有限位支架，

所述的限位支架包裹式连接在水泵的前端，且所述的限位支架组合形成的限位支杆贴合在

水泵的外壁上，所述的防护框架后端连接有，所述的通过螺栓配合固定在安装架体的外部。

[0006] 优选的，所述的安装架体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固定台板，所述的流量计通过螺栓配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12254343 A

4



合固定装配在固定台板上端面上，所述的固定台板延伸出安装架体的外部，所述的流量计

与水泵之间通过输送管连接，且所述的固定台板的两侧设置卡槽，所述的流量计的底部卡

接在固定台板的两侧卡槽中。

[0007] 优选的，所述的安装架体的边角固定连接有固定脚板，所述的通过螺栓配合与固

定脚板内部设置的栓孔固定连接。

[0008] 优选的，所述的安装架体的上端设置有安装架板，所述的安装架板的底部与所述

的安装架体的上端侧面固定连接，且所述的安装架板的内侧设置有三角板，所述的三角板

固定焊接在安装架体的上端面上，所述的储存水箱通过螺栓配合固定在安装架板的外侧壁

上，且所述的安装架板的上端内侧设置有连接脚件，所述的连接脚件内侧设置有螺栓件，所

述的螺栓件贯穿连接脚件与安装架板固定连接，且所述的进出水电磁阀通过连接脚件内部

设置的卡板固定在连接脚件的内部。

[0009] 优选的，所述的连接脚件为L型安装固定板，且所述的连接脚件的侧端面与安装架

板的内侧端面贴合连接装。

[0010] 优选的，所述的热水炉的底部设置有安装板，所述的安装板的底部设置有，所述的

安装板的底部延伸出安装板与热水炉的底部固定连接，且所述的抵接在安装架体的上端面

上，所述的安装板的边角设置有螺栓孔，通过螺栓与螺栓孔配合将安装板与安装架体的上

端面板固定。

[0011] 优选的，所述的热水炉的上端设置有紧固板，所述的紧固板安装有热水炉内部各

连接组件，且所述的紧固板的侧端连接有隔热围板，所述的隔热围板的上端设置有多组安

装槽，所述的安装槽配合螺栓固定与热水炉连接的管道。

[0012] 优选的，所述的紧固板的侧端抵接在连接脚件的端面上，且紧固板通过螺栓配合

固定在进出水电磁阀的外部。

[0013] 优选的，所述的安装架体底部的固定底板边角设置多组安装槽，所述的安装架体

通过固定底板与连接件配合固定在底座上。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通过设置整体安装用的安装架体，通过安装架体的设置使得热水炉外部的各安装器

件能组合安装在一起，避免了热水炉外部的各器件分开安装，提高了热水器内部空间的利

用率，同时简化了安装步骤，方便热水器内部热水炉与各器件之间组合连通，提高了整体的

安装效率。

[0015] 2、通过设置的固定底板与固定穿板以及防护框架，使得水泵能够通过防护框架安

装在安装架体的底部侧端，且通过固定穿板的设置使得水泵与热水炉之间的连接管道能够

固定，保证了水泵在安装架体内部的安装的稳定性，同时使得水泵在安装架体侧端安装能

够紧凑，同时通过设置的限位支架对水泵进行限制，保证了水泵能够稳定固定在防护框架

的内部，且通过将防护框架整体固定安装在固定脚板的侧端，从而进一步提高水泵的安装

稳定性。

[0016] 3、通过设置的安装架板，使得储存水箱能够挂接在热水炉的侧端，且通过安装架

板侧端设置的三角板提高了安装架板在安装架体上端面安装连接的稳固性，同时通过螺栓

配合将储存水箱安装在安装架板的外侧，保证了储存水箱能够紧凑安装在热水炉的外部，

缩短了储存水箱与热水炉之间的安装空间，保证了整体安装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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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4、同时通过设置在安装架板内侧的连接脚件，通过连接脚件的设置将连接热水炉

与储存水箱之间的进出水电磁阀能够紧凑安装在储存水箱与热水炉之间，提高了空间的利

用率，且保证了储存水箱与热水炉之间能够稳定连通。

[0018] 5、通过设置的紧固板与安装板，使得热水炉的上下端能够稳定固定在安装架体的

上端，通过在紧固板的侧端连接隔热围板，方便热水炉与热水器内壁固定，保证了整体安装

连接整体性与紧凑性，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减小了热水器的安装体积，节约了

成本。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安装架体与外部各器件组合连接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安装架体与外部各器件组合连接另一视角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安装架体与外部各器件组合连接结构侧视图；

图4为本发明图2中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安装架体与热水炉底部连接器件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流量计与水泵组合安装在安装架体底部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热水炉与外部组件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0、储存水箱；20、热水炉；21、隔热围板；22、紧固板；23、安装板；231、连接抵

件；30、流量计；40、水泵；

50、安装架体；51、固定底板；52、固定穿板；53、防护框架；531、限位支架；532、固定板；

54、固定脚板；55、固定台板；56、安装架板；57、连接脚件；

60、螺栓件；

70、进出水电磁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实施例

[0022] 请参阅图1-7，图示中的：一种加热效率高的热水炉，包括热水炉20；所述的热水炉

20安装在安装架体50的上端，所述的安装架体50侧端组合连接有储存水箱10，所述的安装

架体50的底部侧端固定安装有流量计30，所述的安装架体50的另一侧固定安装有水泵40，

所述的热水炉20与储存水箱10通过进出水电磁阀70固定连通；所述的安装架体50用于组合

安装热水炉20外部连接器件；通过安装架体50的设置使得热水炉20外部的各安装器件能组

合安装在一起，避免了热水炉20外部的各器件分开安装，提高了热水器内部空间的利用率，

同时简化了安装步骤，方便热水器内部热水炉20与各器件之间组合连通，提高了整体的安

装效率。

[0023] 所述的安装架体50的底部设置有固定底板51，所述的流量计30与水泵40固定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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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底板51的上端面上，且所述的安装架体50的侧端安装有防护框架53，所述的水泵40

连接的输送管道穿过防护框架53内部设置的安装孔固定在安装架体50的侧端，且所述的水

泵40的外部设置有防护框架53，所述的防护框架53固定安装在水泵40的外部，且防护框架

53的内部连接有限位支架531，所述的限位支架531包裹式连接在水泵40的前端，且所述的

限位支架531组合形成的限位支杆贴合在水泵40的外壁上，所述的防护框架53后端连接有

固定板532，所述的固定板532通过螺栓配合固定在安装架体50的外部；设置的固定底板51

与固定穿板52以及防护框架53，使得水泵40能够通过防护框架53安装在安装架体50的底部

侧端，且通过固定穿板52的设置使得水泵40与热水炉20之间的连接管道能够固定，保证了

水泵40在安装架体50内部的安装的稳定性，同时使得水泵40在安装架体50侧端安装能够紧

凑，同时通过设置的限位支架531对水泵40进行限制，保证了水泵40能够稳定固定在防护框

架53的内部，且通过固定板532将防护框架53整体固定安装在固定脚板54的侧端，从而进一

步提高水泵40的安装稳定性。

[0024] 所述的安装架体50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固定台板55，所述的流量计30通过螺栓配合

固定装配在固定台板55上端面上，所述的固定台板55延伸出安装架体50的外部，所述的流

量计30与水泵40之间通过输送管连接，且所述的固定台板55的两侧设置卡槽，所述的流量

计30的底部卡接在固定台板55的两侧卡槽中，所述的安装架体50的边角固定连接有固定脚

板54，所述的固定板532通过螺栓配合与固定脚板54内部设置的栓孔固定连接，所述的安装

架体50的上端设置有安装架板56，所述的安装架板56的底部与所述的安装架体50的上端侧

面固定连接，且所述的安装架板56的内侧设置有三角板，所述的三角板固定焊接在安装架

体50的上端面上，所述的储存水箱10通过螺栓配合固定在安装架板56的外侧壁上，且所述

的安装架板56的上端内侧设置有连接脚件57，所述的连接脚件57内侧设置有螺栓件60，所

述的螺栓件60贯穿连接脚件57与安装架板56固定连接，且所述的进出水电磁阀70通过连接

脚件57内部设置的卡板固定在连接脚件57的内部，所述的连接脚件57为L型安装固定板，设

置在安装架板56内侧的连接脚件57，通过连接脚件57的设置将连接热水炉20与储存水箱10

之间的进出水电磁阀70能够紧凑安装在储存水箱10与热水炉20之间，提高了空间的利用

率，且保证了储存水箱10与热水炉20之间能够稳定连通，且所述的连接脚件57的侧端面与

安装架板56的内侧端面贴合连接装；通过安装架板56侧端设置的三角板提高了安装架板56

在安装架体50上端面安装连接的稳固性，同时通过螺栓配合将储存水箱10安装在安装架板

56的外侧，保证了储存水箱10能够紧凑安装在热水炉20的外部，缩短了储存水箱10与热水

炉20之间的安装空间，保证了整体安装的稳定性。

[0025] 所述的热水炉20的底部设置有安装板23，所述的安装板23的底部设置有连接抵件

231，所述的连接抵件231从安装板23的底部延伸出安装板23与热水炉20的底部固定连接，

且所述的连接抵件231抵接在安装架体50的上端面上，所述的安装板23的边角设置有螺栓

孔，通过螺栓与螺栓孔配合将安装板23与安装架体50的上端面板固定，所述的热水炉20的

上端设置有紧固板22，所述的紧固板22安装有热水炉20内部各连接组件，且所述的紧固板

22的侧端连接有隔热围板21，所述的隔热围板21的上端设置有多组安装槽，所述的安装槽

配合螺栓固定与热水炉20连接的管道，热水炉20的上下端能够稳定固定在安装架体50的上

端，通过在紧固板22的侧端连接隔热围板21，方便热水炉20与热水器内壁固定，保证了整体

安装连接整体性与紧凑性，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减小了热水器的安装体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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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了成本。

[0026]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定本发明具体

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

的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的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所提交的权

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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