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338129.6

(22)申请日 2019.04.25

(71)申请人 山东鬼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50000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茂岭山

路2号普利商务中心1号楼第8层西区

809-6室

(72)发明人 李涌泉　刘鹏　

(51)Int.Cl.

F24D 13/00(2006.01)

F24D 19/02(2006.01)

F24D 19/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采暖终端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采暖终端机，包括机架壳

体、左机架护罩、右机架护罩、上出风口罩，所述

机架壳体的中间设有加热板固定架，所述加热板

固定架内固定安装有多个加热板单体，相邻的两

个加热板单体之间设有隔离板，所述机架壳体的

前侧面安装有防护格栅网，机架壳体的后侧面安

装有热传导加热板，所述机架壳体的上端安装有

贯流风扇，所述机架壳体的左侧安装有左机架护

罩，机架壳体的右侧安装有右机架护罩，机架壳

体的上端扣合有上出风口罩。本发明采用辐射、

对流、传导三种方式向加热空间释放热负荷，由

预设智能温控单元控制，采取间歇制热联动节能

运行方式，确保在安全时，能耗快，寿命长，设计

使用寿命可达到2500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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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暖终端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壳体、左机架护罩、右机架护罩、上出风口

罩，所述机架壳体底部的两侧分别安装有万向轮支撑架，万向轮支撑架下安装有至少两个

万向轮，所述机架壳体的中间设有加热板固定架，所述加热板固定架内固定安装有多个加

热板单体，相邻的两个加热板单体之间设有隔离板，所述机架壳体的前侧面安装有防护格

栅网，机架壳体的后侧面安装有热传导加热板，所述机架壳体的上端安装有贯流风扇，所述

机架壳体的左侧安装有左机架护罩，机架壳体的右侧安装有右机架护罩，机架壳体的上端

扣合有上出风口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暖终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出风口罩的与防护栅格

网同侧的侧面上开设有多条风幕狭缝口，风幕狭缝口水平设置，风幕狭缝口与上出风口罩

的侧壁呈10-20°夹角，向下倾斜，最佳夹角为15°，所述风幕狭缝口为贯流风扇的出风口，所

述上出风口罩的顶部设有对流出风口，所述对流出风口处安装有风门，所述风门通过风门

伺服电机驱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暖终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板单体采用长400mm，

宽150mm，厚8mm的纳米微晶玻璃加热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暖终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板固定架的两侧分别

设有安装侧耳，安装侧耳上开设有通孔，通过螺栓将加热板固定架固定在机架壳体内侧，所

述加热板固定架的两侧边的内侧开设有导向槽，加热板单体插在导向槽内，加热板固定架

上开设有多个固定孔，固定孔内装配有固定螺栓，将加热板单体固定在加热板固定架的导

向槽内，相邻的两个加热板单体之间的间距为65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暖终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离板采用厚度为1.5-

2mm的波浪铝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暖终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壳体的底部开设有进

风口。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暖终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板单体的一侧设有接

线端子，导线与接线端子相连接后于控制器相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暖终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板单体与热传导加热

板、防护格栅网之间均有一定距离，加热板单体前后构成相对独立的加热空间，由机架壳体

底部的进风口进入的空气，在上升过程中被加热板单体逐步加热，加热板单体的接线端子

通过导线与控制器相连接，控制器分别与多个K型热电偶相连接，控制器还分别与风门调节

伺服电机、贯流风扇相连接，所述控制器分别与激光陀螺仪、室内WIFI发射器相连接，室内

WIFI发射器相连接通过室内WIFI路由器，实现联网，用于与遥控器相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暖终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板单体的块数设为3

片，或者4片，其中3片机适用于加热面积25m2，层高2.5-2.7m，4片机适用于加热面积32㎡，

层高2.5-2.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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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暖终端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取暖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采暖终端机。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有一半的地区冬季温度长时间处于零下，室内需要暖气加热，才能保证正常

的生活，城市通常采用集中供暖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靠煤炭燃烧加热锅炉供热，污染空

气，且新农村不适合接入集中供暖的管网中，所以有一部分采用电热管的采暖终端进行取

暖，但是传统的电热管有效电热转换效率低，整机的重量大，不方便使用，温升速度慢，温度

不可控，容易产生火灾等严重后果。

发明内容

[0003] 为克服所述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采暖终端机。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采暖终端机，包括机架壳体、左

机架护罩、右机架护罩、上出风口罩，所述机架壳体底部的两侧分别安装有万向轮支撑架，

万向轮支撑架下安装有至少两个万向轮，所述机架壳体的中间设有加热板固定架，所述加

热板固定架内固定安装有多个加热板单体，相邻的两个加热板单体之间设有隔离板，所述

机架壳体的前侧面安装有防护格栅网，机架壳体的后侧面安装有热传导加热板，所述机架

壳体的上端安装有贯流风扇，所述机架壳体的左侧安装有左机架护罩，机架壳体的右侧安

装有右机架护罩，机架壳体的上端扣合有上出风口罩。

[0005] 具体地，所述上出风口罩的与防护栅格网同侧的侧面上开设有多条风幕狭缝口，

风幕狭缝口水平设置，风幕狭缝口与上出风口罩的侧壁呈10-20°夹角，向下倾斜，最佳夹角

为15°，所述风幕狭缝口为贯流风扇的出风口，所述上出风口罩的顶部设有对流出风口。

[0006] 具体地，所述对流出风口处安装有风门，所述风门通过风门伺服电机驱动。

[0007] 具体地，所述加热板单体采用长400mm，宽150mm，厚8mm的纳米微晶玻璃加热板。

[0008] 具体地，所述加热板固定架的两侧分别设有安装侧耳，安装侧耳上开设有通孔，通

过螺栓将加热板固定架固定在机架壳体内侧，所述加热板固定架的两侧边的内侧开设有导

向槽，加热板单体插在导向槽内，加热板固定架上开设有多个固定孔，固定孔内装配有固定

螺栓，将加热板单体固定在加热板固定架的导向槽内，相邻的两个加热板单体之间的间距

为65mm。

[0009] 具体地，所述隔离板采用厚度为1.5-2mm的波浪铝板。

[0010] 具体地，所述机架壳体的底部开设有进风口。

[0011] 具体地，所述加热板单体的一侧设有接线端子，导线与接线端子相连接后于控制

器相连接。

[0012] 具体地，所述加热板单体与热传导加热板、防护格栅网之间均有一定距离，加热板

单体前后构成相对独立的加热空间，由机架壳体底部的进风口进入的空气，在上升过程中

被加热板单体逐步加热，加热板单体的接线端子通过导线与控制器相连接，控制器分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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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K型热电偶相连接，控制器还分别与风门调节伺服电机、贯流风扇相连接。

[0013] 具体地，所述控制器分别与激光陀螺仪、室内WIFI发射器相连接，室内WIFI发射器

相连接通过室内WIFI路由器，实现联网，用于与遥控器相连接。

[0014] 具体地，所述加热板单体的块数设为3片，或者4片，其中3片机适用于加热面积

25m2，层高2.5-2.7m，4片机适用于加热面积32㎡，层高2.5-2.7m。

[0015]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基于水性纳米节能电热材料生产制作的“微晶

玻璃节能发热板”和传统的电热管相比，在同等工况条件下节能效率达到37-48％，采用辐

射、对流、传导三种方式向加热空间释放热负荷，由预设智能温控单元控制，采取间歇制热

联动节能运行方式；净重轻，安装搬运方便，可任意安置在室内，布置形式壁挂、落地均可，

无需联接管路，接220VAC市电即可使用；加热迅速，升温快，120秒内发热板表面的温度可以

从常温下迅速升温至450℃以上，与传统的电热管相比，加热效率提升2-3倍；加热体采用纳

米微晶玻璃加热板组成纵向解热阵列，利用纳米节能材料的交变电场在热组建中产生的

“布朗效应”以及碳原子与分子团之间的相互撞击，摩擦瞬间将电能转化为热能，属于高能

粒子直进型发热，其热量以波长在4-18微米红外辐射的方式发散，有效电热转换率达

99.6％以上(常规镍铬合金电热丝的热电转换效率为50％)，而电场发热，高分子红外辐射

材料内部的径向电流量极小，确保在安全时，能耗快，寿命长，设计使用寿命可达到25000小

时。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爆炸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的后视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的加热板固定板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的加热板单体与加热板固定板装配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的加热板接线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0024] 图9为本发明的控制图。

[0025] 图中1上出风口罩，101风幕狭缝口，102对流出风口，2贯流风扇，3热传导加热板，4

左机架护罩，5万向轮支撑架，51万向轮，6机架壳体，61进风口，7加热板固定架，71安装侧

耳，8隔离板，9加热板单体，10右机架护罩，11防护格栅网，12控制器，13导线，14、15、16K型

热电偶相连接，17、18风门伺服电机驱动，19、激光陀螺仪，20、室内WiFi发射器，21、温控单

元WiFi通讯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现在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7] 如图1-9所示的一种采暖终端机，包括机架壳体6、左机架护罩4、右机架护罩10、上

出风口罩1，所述机架壳体底部的两侧分别安装有万向轮支撑架，万向轮支撑架下安装有至

少两个万向轮，所述机架壳体6的中间设有加热板固定架7，所述加热板固定架7内固定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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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个加热板单体9，相邻的两个加热板单体9之间设有隔离板8，所述机架壳体6的前侧面

安装有防护格栅网11，机架壳体6的后侧面安装有热传导加热板3，所述机架壳体6的上端安

装有贯流风扇2，所述机架壳体6的左侧安装有左机架护罩4，机架壳体6的右侧安装有右机

架护罩10，机架壳体6的上端扣合有上出风口罩1。

[0028] 具体地，所述上出风口罩1的与防护栅格网11同侧的侧面上开设有多条风幕狭缝

口101，风幕狭缝口101水平设置，风幕狭缝口101与上出风口罩1的侧壁呈10-20°夹角，向下

倾斜，最佳夹角为15°，所述风幕狭缝口101为贯流风扇的出风口，产生屏蔽气幕，所述上出

风口罩1的顶部设有对流出风口102，排出热虹吸加热的空气。

[0029] 具体地，所述对流出风口102处安装有风门，所述风门通过风门伺服电机驱动。

[0030] 具体地，所述加热板单体9采用长400mm，宽150mm,厚8mm的纳米微晶玻璃加热板。

[0031] 具体地，所述加热板固定架7的两侧分别设有安装侧耳71，安装侧耳71上开设有通

孔，通过螺栓将加热板固定架7固定在机架壳体6内侧，所述加热板固定架7的两侧边的内侧

开设有导向槽72，加热板单体9插在导向槽72内，加热板固定架7上开设有多个固定孔，固定

孔内装配有固定螺栓73，将加热板单体9固定在加热板固定架7的导向槽72内，相邻的两个

加热板单体9之间的间距为65mm。

[0032] 具体地，所述隔离板8采用厚度为1.5-2mm的波浪铝板，隔离板8既能起到热形变的

缓冲作用，又能起到对加热板单体9前后加热空间的温度补偿。

[0033] 具体地，所述机架壳体6的底部开设有进风口61。

[0034] 具体地，所述加热板单体9的一侧设有接线端子，导线连接后在同侧，没有杂乱线

束破坏，使热虹吸流畅，同时绝缘等级也提高很多，本机可耐25℃冷水直喷加热板单体9而

不产生爆裂，四种加热作业模式，智能速热模式：强制螺旋流送风，风速无级变速可调；自然

换热模式：自然热对流送风，加热时间较长，蓄热板可实现部分储能；储能蓄热模式：关闭旋

流器出风口，阻止热对流，蓄热板可实现全部储能；混合换热模式：接通室外光伏热源超导

介质管通路，实现低能耗混合加热，通过智能温控单元控制，加热板的间歇供电模式实现

的。提高了热电转换效能，同比电阻制热模式，综合节电30-35％。

[0035] 具体地，所述加热板单体9与热传导加热板3、防护格栅网11之间均有一定距离，加

热板单体9前后构成相对独立的加热空间，由机架壳体6底部的进风口61进入的空气，在上

升过程中被加热板单体9逐步加热，加热板单体9的接线端子通过导线13与控制器12相连

接，控制器12装配在左机架护罩4或者右机架护罩10上，并将控制面板露在外面，控制器12

分别与三个K型热电偶相连接14、15、16，控制器还分别与风门调节伺服电机、贯流风扇相连

接。

[0036] 具体地，所述控制器12分别与激光陀螺仪19、室内WIFI发射器21相连接，激光陀螺

仪19控制倾覆断电，室内WIFI发射器21相连接通过室内WIFI路由器20，实现联网，用于与遥

控器22相连接。

[0037] 具体地，所述加热板单体9的块数设为3片，或者4片，其中3片机适用于加热面积

25m2，层高2.5-2.7m，4片机适用于加热面积32㎡，层高2.5-2.7m。

[0038] 其工作原理为：

[0039] 采暖终端机整机尺寸680×120×1080mm(L×W×H)，净重25kg，安装搬运方便，可

任意安置在室内，布置形式壁挂、落地均可，无需联接管路，接220VAC市电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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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最大功率2400-3200W，额定功率1440-1920W，产生的热负荷效能等同于电阻发热

管的热负荷时，耗电仅为电阻发热的65％，采用辐射、对流、传导三种方式向加热空间释放

热负荷，由控制器内的预设智能温控单元控制，采取间歇制热联动节能运行方式，加热单体

9采用400×150×8mm纳米微晶玻璃加热板组成纵向解热阵列，在加电6s后，表面温度即≥

70℃，加电180-300s后，表面温度可达到≥350℃，当表面温度达到预设热负荷峰值温度时，

即可进入逻辑间歇供电模式；纳米微晶玻璃加热板停电40s再加电60s，反复周期循环。在

40s的停电放热周期内，加热板的红外辐射衰减和温度衰减均≤15％，在60s的加电蓄热周

期内，加热板单体9只需要20-30s即可达到峰值红外辐射和热负荷，对流和传导加热模式的

末端温度符合国家标准，末端温度≤100-110℃；红外辐射模式可对距离终端机≤3.5m处的

非白体物体进行直烘加热，但距离≤0.5-0.8m处有明显烧灼感，应注意防止过热和长时间

直烘脱水。

[0041] 本发明不局限于所述实施方式，任何人应得知在本发明的启示下作出的结构变

化，凡是与本发明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方案，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42] 本发明未详细描述的技术、形状、构造部分均为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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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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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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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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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8/8 页

14

CN 110454857 A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