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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多功能直饮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功能直饮机，包括

机壳、填料筒、快速加热装置及温控装置。快速加

热装置和温控装置配合，能做到即开即热，解决

“千滚水”对人体危害的问题。在壳体上内置或外

置填料筒，筒体出水口与加热装置连通，快速加

热装置与温控装置连接；快速加热装置与机壳上

的出水口连通，进水口与供水管道相连通。填料

筒内充填矿物质填料；通过优选的天然矿物质，

制成颗粒，用带孔的小罐封装，置于填料筒内。纯

净水经过矿物质填料时，使纯净水中重新添加更

为丰富的人体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特别是添加

托马林后，水质呈弱碱性，能改善酸性体质，促进

新陈代谢，提高免疫能力，使饮用水具有保健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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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直饮机，其特征是：包括机壳、填料筒,快速加热装置及温控装置，填料筒

下端处设有进水口,上端设有出水口，填料筒内设有矿物质填料，填料筒上端与快速加热装

置之间用管道连接；快速加热装置与温控装置连接；进水口接到供水管道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直饮机，其特征是：所述的填料筒内设有若干填料罐，

填料罐包括罐体和罐盖，罐体为罐口处向外翻边的圆形筒体结构或方形筒体结构，筒体结

构的侧壁和底部设有若干小孔；所述的罐盖为圆盘形或方形，罐盖上设有若干小孔；罐体和

罐盖嵌套配合前，在罐体内填充矿物质填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多功能直饮机，其特征是：快速加热装置和温控装置置于

机壳内，温控装置的温控开关设置在机壳面板上；填料筒可内置于机壳内，或外置于机壳

外。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多功能直饮机，其特征是：机壳面板上设有温度显示器，温

度显示器能够实时显示快速加热装置内水的温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直饮机，其特征是：机壳面板上出水口下方设有水杯托

盘。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直饮机，其特征是：所述的填料筒顶部设有填料筒盖，

填料筒与填料筒盖螺接；填料筒盖与快速加热装置之间用管道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直饮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矿物质填料采用的是3-

10mm的圆形或其它形状颗粒的麦饭石，托马林，火山石，锗石或木鱼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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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直饮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净水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功能直饮机。

背景技术

[0002] 市场上的饮水设备从其技术状态及发展阶段来分，主要有四大类：一是最早应用

于办公楼及公共场所的普通开水机，二类是使用桶装水的饮水机，三是大多数家庭使用的

净水机。四是集中净水处理装置。

[0003] 对于普通的开水机，只是把进水口的接入市用供水管道上，接上电源就可以工作，

具有温度控制，自动续水、保温等功能，当水箱温度少于100℃时自动开启电源加热，温度达

到100℃时自动加热。这种饮水设备存在以下一些问题：1、水中的杂质，悬浮物，余氯，农药

残留物，病菌等都没有经过任何过滤措施过滤，水质状况差，仅只是把水烧开一下供人饮

用。2、控制装置也只是根据水箱温度是否达到100℃来启动加热装置的，水箱的水因自然散

热，温度低于设置数据时，同样也启动加热装置。这样，就会重复加热产生“千滚水”。而这种

多次烧开的水，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着严重的危害。3、开水机大都是放置在洗手间，走廊，阳

台等区域，需要饮水的人员需集中到开水机上接水。不仅不方便饮水，而且，在集中接水的

上班段时间，等待接水的时间较长。

[0004] 使用桶装水的饮水机，是目前大都数家庭及办公楼普遍使用的饮水设备。这类饮

水设备，仅是改用了桶装水代替自来水，改善了水质。产生“千滚水”的问题，同样存在。

[0005] 家用净水机一般有主机和直饮机两部分。主机通过多级过滤的方式，使水得到净

化，近年来，随着RO膜（反渗透膜）过滤技术的普及，把水中的离子包括一些对人代体有用的

矿物质也过滤掉。使用RO过滤的净水机，产生的纯净水。长期饮用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着极

大的危害性。

[0006] 集中净水处理设备，作为一种新兴的饮水设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是，大

多数采用集中净水处理设备的宾馆，也只是把净化后的水接至房间，楼宇集中净水系统也

只是把水管接到厨房。如需要饮用开水，还需要通过水壶烧水。一些采用集中净水处理设备

的办公楼，也只是把净水接到饮用平台。或者把直饮水设备和净水处理组合在一起。这对饮

用者来说，还是不太方便。水质也不能满足不同用户的口感需要。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结构简单，能够解决“千滚水”对人

体的危害问题的多功能直饮机，它还便于在净化的纯净水中重新添加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

微量元素。

[0008]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多功能直饮机，包括机壳、填料筒及快速加热

装置、温控装置；填料筒下端处设有进水口，接到供水的管道上，填料筒内设有矿物质填料，

填料筒上端出水口与快速加热装置之间用管道连接；快速加热装置与温控装置连接；进水

口接到供水管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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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上述的多功能直饮机中，所述的填料筒内设有若干填料罐，填料罐包括罐体和罐

盖，罐体为罐口处向外翻边的圆形筒体结构或方形筒体结构，筒体结构的侧壁和底部设有

若干小孔；所述的罐盖为圆盘形或方形，罐盖上设有若干小孔；罐体和罐盖嵌套配合前，在

罐体内填充矿物质填料。

[0010] 上述的多功能直饮机中，快速加热装置与温控装置置于机壳内，温控装置的温控

开关设置在机壳面板上；填料筒置于壳体内或外置于壳体外。或安装在直饮机进水管道的

任何位置。

[0011] 上述的多功能直饮机中，机壳面板上设有温度显示器，温度显示器能够实时显示

快速加热装置内水的温度。

[0012] 上述的多功能直饮机中，机壳面板上出水口下方设有水杯托盘。

[0013] 上述的多功能直饮机中，所述的填料筒顶部设有填料筒盖，填料筒与填料筒盖螺

接；填料筒盖上的出水口与快速加热装置之间用管道连接。

[0014] 上述的多功能直饮机中充填的矿物质填料，所述的矿物质填料采用的是3-10mm的

圆形或其它形状颗粒的麦饭石，托马林，火山石，锗石或木鱼石。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本实用新型设有填料筒，填料筒内设有矿物质填料，纯净水经过矿物质填料进

入快速加热装置加热，使纯净水中重新添加更为丰富的人体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特别是

添加托马林后，水质呈弱碱性，能改善酸性体质，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能力，使之具有保

健功能。

[0017] 2、本实用新型填料筒内的矿物质填料设置在封装罐内，更换方便，用户可以自身

需要添加，使水质具有不同的口感，使饮水成为个性化。

[0018] 3、本实用新型采用快速加热方式，饮用者只需按键就可以快速使水烧开，接满水

后，再按键一次就停止烧水，这样，避免了饮用“千滚水”带来的危害。

[0019] 4、本实用新型可以与箱体组合式多级过滤净水处理机组配套使用，也可以与市场

现有的各种净水机配套使用。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侧视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填料罐的主视图。

[0023]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填料罐的俯视图。

[0024]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与净水集中处理站配合使用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0026] 如图1，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包括机壳801、填料筒802及快速加热装置806，温控装

置807。快速加热装置806，温控装置807置于机壳801内，填料筒802置于机壳801内，也可以

外置于机壳801外或置于直饮机的供水管道的任何位置。填料筒802下端处设有进水口，进

水口处设有阀门812，通过阀门812接至净水支管上。填料筒802内设有若干填料罐，如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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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填料罐包括罐体8051和罐盖8052，罐体8051为罐口处向外翻边的圆形筒体结构或方

形筒体结构，筒体结构的侧壁和底部设有若干小孔80511；所述的罐盖8052为圆盘形或方

形，，罐盖8052上设有若干小孔80521；罐盖8052嵌套配合在在罐体8051的罐口处，罐体8051

内填充有矿物质填料804。

[0027] 矿物质填料804为采用含有多种微量元素的天然矿物质颗粒，通过优选，这些矿物

质颗粒的成份分别为麦饭石，托马林，火山石，锗石，木鱼石等，经过加工的矿物质颗粒的粒

径为3-10mm，采用多面开有小孔的不锈钢圆柱筒体或方形筒体进行封装，封装方式为单一

矿物质单独封装或多种矿物质按一定比例混合封装。封装后的矿物质颗粒，浸泡在水中，微

量元素便不停的添加到水中。在填料筒802体内可以根据个人需要和对水的口感要求，充装

多种矿物质颗粒。

[0028] 填料筒802上端设有填料筒盖803，填料筒802与填料筒盖803螺接，填料筒盖803可

拆下来，填料筒盖803上有出水口与快速加热装置806之间用管道805连接。纯净水通过矿物

质填料804或在填料筒802内停留时，矿物质会自然的添加到水中。在直饮机壳体顶部或侧

部，旋开填料筒盖803，可放置或更换填料罐8051。

[0029] 快速加热装置806与温控装置807连接；温控装置的温控开关808设置在机壳面板

上，快速加热装置806与机壳上的出水口810连通。机壳面板上出水口810的下方设有水杯托

盘811，机壳面板上还设有温度显示器810，温度显示器810能够实时显示快速加热装置806

出水的温度。

[0030] 本实用新型的多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以通过机壳面板上的按键选择

不同温度的水。二是采取快速电磁加热方式，只有当按键选择开水时，加热装置才可能把水

烧开并自动出水。三是增加了内置或外置的矿物质颗粒的填料筒体，使多级过滤产生的纯

净水中，添加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使之具有保健功能。并能依据终端用户的爱好，改善水

的口感。

[0031] 采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多功能直饮机，在实际应用时，与箱体组合式多级过滤集

中净水机组配套，或者与现有的各种家庭净水机的净化主机配套。如图5所示，是本实用新

型与箱体组合式多级过滤集中净水机组配套一起实施的工艺流程图。本实用新型用于集中

净化站的饮水终端机时，一台净水处理机组3通过总管5以各种分布方式连接一台以上的多

功能直饮机8。直饮机的用户可以是住宅小区各楼层的住户，也可以是办公大楼不同楼层的

办公室，也可以是会议室，候车室等其它场所。

[0032]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有关说明中采用的名词和述语，因专业角度不同，有不同的认

知和理解。上述附图的局部结构或形状,不同专业的技术人员也可适当调整。但是，就其功

能和工作机理与本发明相同或接近。例如：多功能饮水机的填料筒及封装罐的外形由园形

筒体改为其它形状，但不改变在净水中重新添加矿物质的机理。都应是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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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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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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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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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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