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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加热梯级固液蓄热取暖

袋，袋体内具有空腔，空腔与注水口相连接，空腔

内部设有显热储热部和两个潜热储热部及电热

组件构成梯级蓄热，潜热储热部内设有相变材

料，电热组件由缠绕在相变材料上的电热丝、超

温保险丝、封装在外壳内的熔断器、封装在密封

件内的温控元件依次连接而成，蓄热取暖袋充电

之后，电热组件将电能转换为热能，达到预定温

度后，使具有相变功能的相变材料吸热并依次由

固态变为液态进行蓄热，进而作为热源进行取

暖，通过梯级蓄热可以延长体感舒适温度的维持

时间。本发明的取暖袋可增大储热量，延长放热

时间，有利于延长并维持体感舒适温度，充电方

便，使用安全，有效解决了取暖袋热量散失快、热

量维持时间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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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加热梯级固液蓄热取暖袋，具有一个用于取暖的袋体，其特征在于：所述袋体

内具有空腔，空腔与注水口相连接，所述空腔内部设有显热储热部和两个潜热储热部及电

热组件构成梯级蓄热，潜热储热部内设有相变材料，电热组件由缠绕在相变材料上的电热

丝、超温保险丝、封装在外壳内的熔断器、封装在密封件内的温控元件依次连接而成，温控

元件安装在电热组件用于监控潜热储热部温度；所述蓄热取暖袋充电之后，所述电热组件

将电能转换为热能，达到预定温度后，使具有相变功能的相变材料吸热并依次由固态变为

液态进行蓄热，进而作为热源进行取暖，通过梯级蓄热可以延长体感舒适温度的维持时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电加热梯级固液蓄热取暖袋，其特征在于：所述袋体正面朝上设

有双插座，双插座与电源连接进行充电，超温保险丝用于监控显热储热部的温度，插座与温

控开关相连接，插座经密封在电加热组件内的导线分别与电加热组件上的温控器、熔断器

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电加热梯级固液蓄热取暖袋，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热储热部蓄热

部由传热介质构成，所述潜热储热部由相变材料与添加剂或改性剂构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电加热梯级固液蓄热取暖袋，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热储热部的传

热介质为具有热传导性的液体或添加化学剂的液体；所述潜热储热部为质量百分数大于

60％的固液相变材料，其余为部分改性剂或者添加剂或者支撑材料。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电加热梯级固液蓄热取暖袋，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热储热部的温

度≤70℃，一个所述潜热储热部为相变温度在30℃-41℃、潜热为50J/g-105J/g范围内的相

变材料；另一个所述潜热储热部为相变温度在45℃-62℃、潜热100J/g-182J/g范围内的相

变材料。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电加热梯级固液蓄热取暖袋，其特征在于：所述潜热储热部中的

相变材料用导热包装层进行包裹，外部缠绕电热丝，外部用保护层包裹。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电加热梯级固液蓄热取暖袋，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热包装层为具

有导热性与密封性的金属材料层、复合材料层、高分子材料层中的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电加热梯级固液蓄热取暖袋，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层为具有优

异的抗电强度与热传导效率的聚酰亚胺电热薄膜、均苯型聚酰亚胺薄膜、联苯型聚酰亚胺

薄膜中的一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电加热梯级固液蓄热取暖袋，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热丝为充电式

电热丝，插头为双充电式插头。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电加热梯级固液蓄热取暖袋，其特征在于：所述袋体采用橡胶

材质并在表面设有凸起的条纹，可以增大阻力防滑落，增加散热量并且对热量产生缓冲作

用以免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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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加热梯级固液蓄热取暖袋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热水袋领域，具体的涉及一种固液相变梯级蓄热取暖袋。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对取暖袋的需求越来越大，消费者对取暖袋各方面的性能要求也越

来越高，除了要求其具有稳定的供热性能外，还需要在人体感知舒适的情况下具有供热时

间长、使用方便、安全性高等市场需求。

[0003] 市场上充电加热型热水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电极式热水袋，一种是电热丝

式热水袋。电极式热水袋因为其中的电解质溶液是处于带电工作状态，因此一旦发生漏液，

便有触电危险；另外，电极直接和液体接触，容易发生短路和爆炸，安全性较低并且国家已

经禁止销售；而电热丝式热水袋不和液体直接接触，线圈也由绝缘材料和液体隔离，确保了

安全，但是断电后体感舒适温度维持时间短、散热快，若想持续保温则需要不断充电，加剧

了安全隐患。

[0004] 专利号CN201910245077.8，主题为“一种固液相变蓄热取暖袋”，其通过微波炉加

热然后取出进行取暖，其为单级蓄热、储放热较小，维持体感舒适温度时间较短，所选材料

相变温度单一，而且微波炉加热温度不宜控制并且加热之后温度较高不易取出。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发明从蓄热结构、相变材料的选取、相变材料的热物性以及相

变材料的配比等方面出发，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热量保持时间更长、更符合使用需求的电加

热梯级固液蓄热取暖袋。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电加热梯级固液蓄热取暖袋，具有一个用于取暖的袋体，所述袋体内具有空

腔，空腔与注水口相连接，所述空腔内部设有显热储热部和两个潜热储热部及电热组件构

成梯级蓄热，潜热储热部内设有相变材料，电热组件由缠绕在相变材料上的电热丝、超温保

险丝、封装在外壳内的熔断器、封装在密封件内的温控元件依次连接而成，温控元件安装在

电热组件用于监控潜热储热部温度；所述蓄热取暖袋充电之后，所述电热组件将电能转换

为热能，达到预定温度后，使具有相变功能的相变材料吸热并依次由固态变为液态进行蓄

热，进而作为热源进行取暖，通过梯级蓄热可以延长体感舒适温度的维持时间。

[0008] 进一步，所述袋体正面朝上设有双插座，双插座与电源连接进行充电，超温保险丝

用于监控显热储热部的温度，插座与温控开关相连接，插座经密封在电加热组件内的导线

分别与电加热组件上的温控器、熔断器相连接。

[0009] 进一步，所述显热储热部蓄热部由传热介质构成，所述潜热储热部由相变材料与

添加剂或改性剂构成。

[0010] 进一步，所述显热储热部的传热介质为具有热传导性的液体或添加化学剂的液

体；所述潜热储热部为质量百分数大于60％的固液相变材料，其余为部分改性剂或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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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或者支撑材料。

[0011] 进一步，所述显热储热部的温度≤70℃，一个所述潜热储热部为相变温度在30℃-

41℃、潜热为50J/g-105J/g范围内的相变材料；另一个所述潜热储热部为相变温度在45℃-

62℃、潜热100J/g-182J/g范围内的相变材料。

[0012] 进一步，所述潜热储热部中的相变材料用导热包装层进行包裹，外部缠绕电热丝，

外部用保护层包裹。

[0013] 进一步，所述导热包装层为具有导热性与密封性的金属材料层、复合材料层、高分

子材料层中的一种.

[0014] 进一步，所述保护层为具有优异的抗电强度与热传导效率的聚酰亚胺电热薄膜、

均苯型聚酰亚胺薄膜、联苯型聚酰亚胺薄膜中的一种。

[0015] 进一步，所述电热丝为充电式电热丝，插头为双充电式插头。

[0016] 进一步，所述袋体采用橡胶材质并在表面设有凸起的条纹，可以增大阻力防滑落，

增加散热量并且对热量产生缓冲作用以免烫伤。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8] 本发明所述的梯级蓄热取暖袋，根据固液相变潜热吸热大的原理，通过加热使相

变材料由固态变为液态进行蓄热进而作为热源进行取暖，其分为三级储热部，与单级蓄热

相比，其储热效率高；与普通电加热取暖袋相比，其储存热量大，放热时间长，可以延长体感

舒适温度的维持时间；与微波炉固液相变蓄热取暖袋相比，其加热方便，温度易于控制，安

全性高，在三级储热部共同作用下，克服了现有技术中断电后温度下降快的弊端，延长保温

性能。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电加热梯级固液蓄热取暖袋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1] 如图1所示，一种电加热梯级固液蓄热取暖袋，包括袋体3、电热组件。袋体3表面带

条纹的扁平状，袋体3内具有空腔6，注水口2与空腔3相连接，空腔3内部具有一个显热储热

部13和左右对称的潜热储热部一11与潜热储热部二12，潜热储热部内为相变材料和电热组

件，两个潜热储热部分别被电热丝10缠绕构成蓄热部，电热组件由缠绕在相变材料上的电

热丝10、超温保险丝、封装在电热元件外壳内的熔断器、封装在密封件内的温控器依次连接

而成，袋体正面朝上为双插座7，与电源连接进行充电，超温保险丝监控显热储热部的温度，

温控开关与插座7连接，插座7经密封在电热元件内的导线分别与电加热组件上的温控器8、

熔断器相连接。潜热储热部内充可固液相变的有机类、无机类或有机-无机混合物构成蓄热

材料，潜热储热部外依次包裹采用特定性能材料的保护层，将热水袋充电之后，热水袋内的

电子元件将电能转换为热能，达到预定温度后，使具有相变功能的储热材料吸热并依次由

固态变为液态，梯级储热其蓄热量大，放热时间长，能长时间维持体感舒适温度，使用舒服。

[0022] 袋体3采用橡胶材质并在表面有凸起的条纹，可以增大阻力防滑落，增加散热量并

且对热量产生缓冲作用以免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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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取暖袋为三级蓄热，三级蓄热分别为显热储热部13、潜热储热部一11、潜热储热部

二12。

[0024] 显热储热部为传热介质或添加化学剂的传热介质，潜热储热部可以为有机相变材

料、无机相变材料、复合材料与添加剂或支撑材料组成，每级储热材料分别用导热材料进行

包裹，外部缠绕电热丝，然后统一用保护层包裹。

[0025] 潜热储热部一11、潜热储热部二12中蓄热材料包含的固液相变材料为60％-95％，

其余为添加剂或改性剂或支撑材料。

[0026] 以质量分数为65％-90％的有机相变材料与5％-10％的改性剂或添加剂通过物理

化学法配制，最终制成蓄热材料储热部一11；

[0027] 质量分数为65％-95％的有机相变材料与5％-10％的改性剂或支撑材料混合，制

成储热部二12。

[0028] 预定温度为相变温度，固液相变材料常温下为固体且其相变温度不超过70摄氏

度。

[0029] 导热包装层可以为性能良好的金属材料层、复合材料层、高分子材料层，本实例中

优选为铝箔层，其具有良好的耐高温性、导电性、耐油性、封闭性、无毒无味、阻隔性等。

[0030] 保护层为高导热型聚酰亚胺薄膜电热膜。袋体3正面安装有排气孔4与孔塞1。温控

开关设有温控开关密封层。

[0031] 实施例1：

[0032] 取300克有机相变材料，所述有机相变材料中储热部2主要成分为熔点在28℃-40

℃之间的高级烷烃类或脂肪酸、醇类物质，改性剂可以为埃洛石纳米管、多壁碳纳米管、金

属纳米颗粒等可增强复合材料性能的物质，将所述有机相变材料装入铝箔层中，制成相变

温度为30℃-41℃的储热部2；储热部3中，取300克有机相变材料，主要成分为相变温度为

40-60℃之间的高级烷烃类或脂肪酸、醇类等有机或者有机-无机复合材料，添加剂可以为

纳米Al2O3、纳米Si3N4、纳米Fe等,或者选用石墨烯纳米片、介孔SiO2、膨润土等支撑材料，经

过改性后可得到相变温度在45℃-62℃的相变材料，装入铝箔层内，制成潜热储热部二12。

潜热储热部一11与潜热储热部二12分别用导热性能强的导热性材料如铝箔层包裹，然后将

外部缠绕电热丝，再装入耐高温的聚酰亚胺薄膜电热膜内封装好。

[0033] 本热水袋在首次使用时，先将塞子1取出，从注水口2注入适量的水，然后盖紧塞

子，从排气孔4将多余的气体排出再璇紧排气孔。通过袋体朝上的插座7与电源相连开始充

电加热。此时三个储热部将开始升温，一段时间后，当储热部二12达到了预定温度，温控开

关8将自动断开，停止加热，若温控器8发生故障的话，显热储热部13会持续升温，超温保险

丝15就会断开，停止加热，若温控器8与超温保险丝1)都发生故障，此时电加热元件会持续

加热升温，熔断器14就会起作用，断电停止加热。潜热储热部二12原理一样，当潜热储热部

一11与潜热储热部二12完成相变储热之后，拔掉电源。在使用过程中，首先显热储热部13开

始释放显热，一段时间后显热储热部13的温度下降，取暖袋的温度降至显热储热部13的相

变温度，此时潜热储热部二12开始放热，潜热储热部二12放热一段时间后热量减少，显热储

热部13温度再次降低，等取暖袋的温度降至潜热储热部一11的相变温度时，潜热储热部一

11开始释放潜热，继续为人们提供舒适的温度。梯级蓄热要比单级蓄热释放的热量多并且

储热效率高，使取暖袋可以长时间维持舒适的体感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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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本发明使用时注水简单，排汽方便，采用三级储热装置，储热量大，维持体感舒适

温度时间长，采用充电电热丝式加热，加热方便，采用温控器、超温保险丝、熔断器三重保

护，安全可靠，袋体采用条纹形式，可以防止滑落，增加散热量并有缓冲热量的作用，以免烫

伤。

[003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案例，并未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然

本实施案例只是相对较好的方案之一，在不脱离本发明取暖袋内部结构技术方案范围内，

可适当利用本发明中的结构或内容做出适当的优化，或修饰为等同变化效果的等效实施方

案。但凡未脱离本发明中的结构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上述案例进行简

单的修改、优化，等同变化与修饰，均属本发明方案技术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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