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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燃气恒温采暖炉，包括采

暖换热器、循环泵和卫浴换热器，还包括一换热

储水罐，所述换热储水罐内置有换热盘管；提供

卫浴水时，采暖水依次流经所述循环泵、所述采

暖换热器、换热储水罐内的换热盘管和所述卫浴

换热器并构成主循环；所需卫浴水经所述卫浴换

热器后进入所述换热储水罐内，混合并经换热后

供出。该燃气恒温采暖炉内，卫浴水经过卫浴换

热器换热后进入换热储水罐内储存，并通过换热

储水罐内的换热盘管换热使卫浴水的温度维持

恒定，使用卫浴水时，卫浴水均由换热储水罐流

出，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卫浴水“忽冷忽热”的问

题，保证用户在任意时刻都能使用恒温热水，提

高用户的体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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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燃气恒温采暖炉，包括采暖换热器(4)、循环泵(5)和卫浴换热器(1)，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一换热储水罐(2)，所述换热储水罐(2)内置有换热盘管(25)；提供卫浴水时，采

暖水依次流经所述循环泵(5)、所述采暖换热器(4)、换热储水罐(2)内的换热盘管(25)和所

述卫浴换热器(1)并构成主循环；所需卫浴水经所述卫浴换热器(1)后进入所述换热储水罐

(2)内，混合并经换热后供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气恒温采暖炉，其特征在于，所述换热储水罐(2)内设置有温

控器(3)，所述温控器(3)控制所述换热储水罐(2)内的所述卫浴水温度保持在设定温度。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燃气恒温采暖炉，其特征在于，所述采暖换热器(4)连通有采暖

回水管(42)和采暖出水管(41)；

所述卫浴换热器(1)设置有第一卫浴进水口(13)、第一卫浴出水口(14)、第一介质入口

(15)和第一介质出口(16)，所述换热储水罐(2)设置有第二卫浴进水口(21)、第二卫浴出水

口(22)、第二介质入口(23)和第二介质出口(24)；

所述第二介质入口(23)与所述采暖出水管(41)连通、所述第二介质出口(24)与所述第

一介质入口(15)连通，所述第一介质出口(16)与所述采暖回水管(42)连通；

所述第一卫浴进水口(13)连通有卫浴进水管(11)，所述第一卫浴出水口(14)与所述第

二卫浴进水口(21)连通，所述第二卫浴出水口(22)连通卫浴出水管(12)。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燃气恒温采暖炉，其特征在于，所述换热盘管(25)分别与所述第

二介质入口(23)和所述第二介质出口(24)连通。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燃气恒温采暖炉，其特征在于，所述采暖回水管(42)在与所述第

一介质出口(16)连通处设置有所述循环泵(5)。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燃气恒温采暖炉，其特征在于，所述卫浴换热器(1)为板式换热

器。

7.如权利要求3-6中任一项所述的燃气恒温采暖炉，其特征在于，所述温控器(3)包括：

温度探头，设置于所述换热储水罐(2)内，用于检测换热储水罐(2)内卫浴水的温度；

控制电路，与所述温度探头电连接，所述控制电路根据所述温度探头检测的温度控制

所述第二介质入口(23)内所述采暖水的流量。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燃气恒温采暖炉，其特征在于，所述采暖出水管(41)在与所述第

二介质入口(23)连通处设置有三通阀(6)，所述三通阀(6)与所述控制电路电连接。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燃气恒温采暖炉，其特征在于，所述温控器(3)还包括：

显示面板，用于显示所述卫浴水的设定温度以及所述换热储水罐(2)内的卫浴水的实

际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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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燃气恒温采暖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采暖炉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燃气恒温采暖炉。

背景技术

[0002] 燃气采暖炉，又称为燃气快速采暖热水器，其与传统意义上的燃气热水器不同，具

有防冻保护、防干烧保护、意外熄火保护、温度过高保护、水泵防卡死保护等多种安全保护

措施，可以外接室内温度控制器，以实现个性化温度调节和达到节能的目的。燃气采暖炉具

有强大的家庭中央供暖功能，能满足多居室的采暖需求，并且能够提供大流量卫生热水，供

家庭沐浴、厨房等场所使用。

[0003] 现有的采暖炉在进行洗浴时，无法持续控制恒温出水。在采暖炉刚开始运行的阶

段，采暖炉内部管道内存有一部分的冷水，开启淋浴喷头时会有一段冷水流出。而在洗浴过

程之中，卫浴热水持续加热，用户停水再开时，受停水温升的影响，卫浴水温度变化较大，在

开始会有一段温度极高的热水，紧随其后冷水进入，会有一段冷水流出，在此过程之后才会

是恒温热水，而对于用户的洗浴感受而言，感受到“忽冷忽热”的水温，体验极差，造成用户

不良反应。

[0004] 现有的采暖炉解决此问题时，通常采用增加采暖水储罐的方式，在卫浴热水换热

前端增加采暖储水罐，仅仅在采暖储水罐的罐体中储存大量的采暖热水，以保证在洗浴的

关停再开的阶段，有足够的采暖热水提供热量，提高后期的冷水温度，降低“忽冷”的洗浴感

受，为温度变化提供缓冲，但开启初始仍会有一段温度较低的冷水流出，且在洗浴过程中热

水关停再开时，初期的卫浴热水温度仍然极高，及仍存在“忽热”问题，且通过储存的采暖热

水的换热，还会导致热水温度更高，反而造成用户的体验效果更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燃气恒温采暖炉，可以提供恒温的卫浴水，避免出现

“忽冷忽热”的问题，提高用户的体验效果。

[0006] 为达此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恒温采暖炉，包括采暖换热器、循环泵和卫浴换热器，还包括一换热储水罐，

所述换热储水罐内置有换热盘管；提供卫浴水时，采暖水依次流经所述循环泵、所述采暖换

热器、换热储水罐内的换热盘管和所述卫浴换热器并构成主循环；所需卫浴水经所述卫浴

换热器后进入所述换热储水罐内，混合并经换热后供出。

[0008] 其中，所述换热储水罐内设置有温控器，所述温控器控制所述换热储水罐内的所

述卫浴水温度保持在设定温度。

[0009] 其中，所述采暖换热器连通有采暖回水管和采暖出水管；

[0010] 所述卫浴换热器设置有第一卫浴进水口、第一卫浴出水口、第一介质入口和第一

介质出口，所述换热储水罐设置有第二卫浴进水口、第二卫浴出水口、第二介质入口和第二

介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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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第二介质入口与所述采暖出水管连通、所述第二介质出口与所述第一介质入

口连通，所述第一介质出口与所述采暖回水管连通；

[0012] 所述第一卫浴进水口连通有卫浴进水管，所述第一卫浴出水口与所述第二卫浴进

水口连通，所述第二卫浴出水口连通卫浴出水管。

[0013] 其中，所述换热盘管分别与所述第二介质入口和所述第二介质出口连通。

[0014] 其中，所述采暖回水管在与所述第一介质出口连通处设置有所述循环泵。

[0015] 其中，所述卫浴换热器为板式换热器。

[0016] 其中，所述温控器包括：

[0017] 温度探头，设置于所述换热储水罐内，用于检测换热储水罐内卫浴水的温度；

[0018] 控制电路，与所述温度探头电连接，所述控制电路根据所述温度探头检测的温度

控制所述第二介质入口内采暖水的流量。

[0019] 其中，所述采暖出水管在与所述第二介质入口连通处设置有三通阀，所述三通阀

与所述控制电路电连接。

[0020] 其中，所述温控器还包括：

[0021] 显示面板，用于显示所述卫浴水的设定温度以及所述换热储水罐内的卫浴水的实

际温度。

[0022] 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燃气恒温采暖炉，包括采暖换热器、循环泵和卫浴换

热器，还包括一换热储水罐，所述换热储水罐内置有换热盘管；提供卫浴水时，采暖水依次

流经所述循环泵、所述采暖换热器、换热储水罐内的换热盘管和所述卫浴换热器并构成主

循环；所需卫浴水经所述卫浴换热器后进入所述换热储水罐内，混合并经换热后供出。该燃

气恒温采暖炉内，卫浴水经过卫浴换热器换热后进入换热储水罐内储存，并通过换热储水

罐内的换热盘管换热使卫浴水的温度维持恒定，使用卫浴水时，卫浴水均由换热储水罐流

出，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卫浴水“忽冷忽热”的问题，保证用户在任意时刻都能使用恒温热水，

提高用户的体验感受。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燃气恒温采暖炉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提供的换热储水罐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其中：

[0026] 1、卫浴换热器；11、卫浴进水管；12、卫浴出水管；13、第一卫浴进水口；14、第一卫

浴出水口；15、第一介质入口；16、第一介质出口；

[0027] 2、换热储水罐；21、第二卫浴进水口；22、第二卫浴出水口；23、第二介质入口；24、

第二介质出口；25、换热盘管；

[0028] 3、温控器；

[0029] 4、采暖换热器；41、采暖出水管；42、采暖回水管；

[0030] 5、循环泵；6、三通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使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和达到的技术效果更加清楚，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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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32]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燃气恒温采暖炉，如图1所示，燃气恒温采暖炉包括壳体以及

设置在壳体内的卫浴换热器1及采暖换热器4，采暖换热器4连通有采暖出水管41及采暖回

水管42，采暖水由采暖回水管42进入采暖换热器4后经过加热，由采暖出水管41输出至需要

采暖水的位置，经过换热后再由采暖回水管42流回采暖换热器4换热，从而形成采暖水循环

回路。

[0033] 卫浴换热器1连通有卫浴进水管11和卫浴出水管12，卫浴水进入卫浴换热器1后与

换热介质换热后输出，卫浴换热器1可以为板式换热器，板式换热器是由一系列具有一定波

纹形状的金属片叠装而成的一种新型高效换热器，各种板片之间形成薄矩形通道，通过板

片进行热量交换。板式换热器是液-液、液-汽进行热交换的理想设备，它具有换热效率高、

热损失小、结构紧凑轻巧、占地面积小、安装清洗方便、应用广泛、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0034] 为避免使用时，卫浴水出现“忽冷忽热”的问题，本实施例中，卫浴换热器1的卫浴

水的输出端连接有换热储水罐2，换热储水罐2内置有换热盘管25，提供卫浴水时，采暖水依

次流经循环泵5、采暖换热器4、换热储水罐2内的换热盘管25和卫浴换热器1并构成主循环，

所需的卫浴水经过卫浴换热器1加热后进入换热储水罐2内，混合并与换热盘管25内的换热

介质换热后供出，从而保证在采暖炉关停再开时供出的卫浴水的温度恒定，从而避免卫浴

水出现现有技术中“忽冷忽热”的问题。

[0035] 为了使用户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换热储水罐2内还设置有温控器3，温控器3控制

换热储水罐2的加热功率，以使换热储水罐2内储存的卫浴水的温度维持在设定温度，即保

证换热储水罐2内的卫浴水始终处于恒温状态。无论何时使用卫浴水，卫浴水均由换热储水

罐2供出，且水温维持恒定，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卫浴水“忽冷忽热”的问题，保证用户在任意

时刻都能使用恒温热水，提高用户的体验感受。

[0036] 由于上述恒温采暖炉内设置有采暖水循环回路，本实施例中换热储水罐2内的换

热介质为采暖水，利用采暖水对卫浴水加热，简化了采暖炉的结构，降低了成本。

[0037] 具体而言，如图2所示，换热储水罐2包括罐体以及设置在罐体内的换热盘管25，换

热盘管25内流通有换热介质，罐体内储存有卫浴水，换热盘管25能够增加换热介质与卫浴

水的接触面积，从而提高换热效率。罐体上设置有第二卫浴进水口21、第二卫浴出水口22、

第二介质入口23和第二介质出口24，换热盘管25的两端分别与第二介质入口23和第二介质

出口24连通，且第二介质入口23与采暖出水管41连通，第二介质出口24与采暖回水管42连

通，从而使采暖出水管41内的高温采暖水进入罐体内的换热盘管25内，与罐体内的卫浴水

换热后，温度较低的采暖水流回采暖回水管42内，再进进入采暖换热器4内换热形成循环回

路。

[0038] 换热储水罐2的第二卫浴进水口21与卫浴换热器1的第一卫浴出水口14连通，以便

经过卫浴换热器1加热后的卫浴水进入罐体内加热并储存。罐体上的第二卫浴出水口22与

卫浴出水管12连通，使用卫浴水时，恒温的卫浴水由罐体流出。本实施例中，所有使用的卫

浴水均由换热储水罐2提供，从而保证了卫浴水温度恒定，提高用户的体验效果。

[0039] 为提高热量的利用率，卫浴换热器1内的换热介质也可以为采暖水，从而简化采暖

炉的结构，降低成本。

[0040] 卫浴换热器1设置有第一卫浴进水口13、第一卫浴出水口14、第一介质入口15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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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质出口16，第二介质出口24与第一介质入口15连通，第一介质出口16与采暖回水管42

连通，使经过换热储水罐2的采暖水进入卫浴换热器1内再次换热，换热后的低温采暖水流

回采暖回水管42内。为保证采暖换热器4、换热储水罐2及卫浴换热器1形成的采暖水循环回

路的流通，采暖回水管42在与第一介质出口16的连通处还可以设置有循环泵5，循环泵5为

采暖水的流通提供动力。

[0041] 第一卫浴进水口13连通有卫浴进水管11，第一卫浴出水口14与第二卫浴进水口21

连通，使得卫浴进水管11内的卫浴水可以依次经过卫浴换热器1加热后进入换热储水罐2内

加热并储存，从而将采暖炉内的暖换热器、换热储水罐2及卫浴换热器1连通构成采暖水的

循环回路以及卫浴水回路。

[0042] 为了保持换热储水罐2内的卫浴水温度恒定，本实施例中的温控器3包括温控探头

及控制电路，温控探头设置于换热储水罐2内，用于检测换热储水罐2内卫浴水的温度，控制

电路与温度探头电连接，控制电路根据温度探头检测的温度控制第二介质入口23内采暖水

的流量，从而控制换热储水罐2内的卫浴水的温度。

[0043] 为方便控制电路控制第二介质入口23内采暖水的流量，采暖出水管41在与第二介

质入口23连通处设置有三通阀6，三通阀6分别连通采暖换热器4的采暖水出口和第二介质

入口23，三通阀6与控制电路电连接，控制电路通过温度探头检测到的温度，调整三通阀6与

第二介质入口23连通的管路内的流量，以便控制换热储水罐2内的卫浴水的温度维持在设

定温度。

[0044] 为方便用户观察上述恒温采暖炉内卫浴水的加热情况，温控器3还可以包括显示

面板，显示面板可显示卫浴水的设定温度以及换热储水罐2内的卫浴水的实际温度，方便用

户使用。

[0045] 以上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

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

的限制。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869911 A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109869911 A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109869911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