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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

环装置，包括：上层集水箱、下层集水箱、清水输

送管、污水输送管和冲水管；上层集水箱上设有

污水进口、清水出口和第一溢水口，清水出口均

位于第一溢水口下方；污水输送管安装在上层集

水箱上并与第一溢水口连通；下层集水箱上设有

自来水进水口、清水进口、冲水口和第二溢水口，

冲水口位于第二溢水口下方；自来水进水口处安

装有第二阀门；清水输送管的两端分别连通清水

出口和清水进口；冲水管与冲水口连通，且冲水

口处设有第三阀门；第二溢水口的两端分别连通

第二溢水口和冲水管。本发明实现了水的循环利

用，而且提高了水的重复利用率，并且避免了废

水收集不足影响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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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上层集水箱(1-5)、下层集水

箱(2-5)、清水输送管(1-10)、污水输送管(1-9)和冲水管(2-9)；

上层集水箱(1-5)上设有污水进口、清水出口和第一溢水口(1-4)，清水出口均位于第

一溢水口(1-4)下方；污水输送管(1-9)安装在上层集水箱(1-5)上并与第一溢水口(1-4)连

通；

下层集水箱(2-5)上设有自来水进水口(2-2)、清水进口(2-3)、冲水口和第二溢水口

(2-4)，冲水口位于第二溢水口(2-4)下方；自来水进水口(2-2)处安装有第二阀门(2-1)；清

水输送管(1-10)的两端分别连通清水出口和清水进口(2-3)；冲水管(2-9)与冲水口连通，

且冲水口处设有第三阀门(2-7)；第二溢水口(2-4)的两端分别连通第二溢水口(2-4)和冲

水管(2-9)。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污水进口处设有过

滤网(1-3)。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上层集水箱(1-5)

内上下分割成相连通的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1-11)；污水进口和第一溢水口(1-4)均与第

一腔室连通，清水出口与第二腔室(1-11)连通。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上层集水箱(1-5)

上还设有污水出口，污水出口位于第一溢水口(1-4)下方并连通第二腔室(1-11)，污水出口

还与污水输送管(1-9)连通；上层集水箱(1-5)上还安装有第一阀门(1-8)，第一阀门(1-8)

用于控制污水出口和清水出口择一导通；第一阀门(1-8)和第二阀门(2-1)均采用电磁阀。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处理模块，

上层集水箱(1-5)内设有浊度检测器(1-7)，下层集水箱(2-5)内设有液位传感器(2-6)；处

理模块分别连接浊度检测器(1-7)、第一阀门(1-8)、液位传感器(2-6)和第二阀门(2-1)。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上层集水箱(1-5)

内还安装有自动通电开关(1-6)，自动通电开关(1-6)串联在处理模块和供电装置之间。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供电装置采用小型

管道式水流发电机、蓄电池和/或交流变电装置。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上层集水箱(1-5)

为圆柱型或者半圆柱型结构。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下层集水箱(2-5)

底部为圆锥形结构，冲水口位于圆锥形结构的尖端。

10.如权利要求1至9任一项所述的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其特征在于，上层集

水箱(1-5)和下层集水箱(2-5)均采用石墨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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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循环利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根据我们身边生活中的观察，在学生公寓中生活用水量比较大，水资源的浪费也

比较严重。因此设计学生公寓生活用水的回收再利用是相当有必要的，因为，学生公寓是一

个用水集中、量大又浪费严重的场所，学生公寓生活用水主要为日常洗刷和洗衣，其废水水

质相对工业用水和家庭用水要好的多，大多情况下,上述学生公寓生活用水满足冲厕用水

水质部分要求，不需再采取物理或化学的方法进行水处理。

[0003] 若在学生公寓实施生活用水的回收再利用，可以节约大量的水资源，增加水的重

复利用率，也可以减少学生公寓生活用水的经济支出。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背景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

置。

[0005]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包括：上层集水箱、下层集水

箱、清水输送管、污水输送管和冲水管；

[0006] 上层集水箱上设有污水进口、清水出口和第一溢水口，清水出口均位于第一溢水

口下方；污水输送管安装在上层集水箱上并与第一溢水口连通；

[0007] 下层集水箱上设有自来水进水口、清水进口、冲水口和第二溢水口，冲水口位于第

二溢水口下方；自来水进水口处安装有第二阀门；清水输送管的两端分别连通清水出口和

清水进口；冲水管与冲水口连通，且冲水口处设有第三阀门；第二溢水口的两端分别连通第

二溢水口和冲水管。

[0008] 优选的，污水进口处设有过滤网。

[0009] 优选的，上层集水箱内上下分割成相连通的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污水进口和第

一溢水口均与第一腔室连通，清水出口与第二腔室连通。

[0010] 优选的，上层集水箱上还设有污水出口，污水出口位于第一溢水口下方并连通第

二腔室，污水出口还与污水输送管连通；上层集水箱上还安装有第一阀门，第一阀门用于控

制污水出口和清水出口择一导通；第一阀门和第二阀门均采用电磁阀。

[0011] 优选的，还包括处理模块，上层集水箱内设有浊度检测器，下层集水箱内设有液位

传感器；处理模块分别连接浊度检测器、第一阀门、液位传感器和第二阀门。

[0012] 优选的，上层集水箱内还安装有自动通电开关，自动通电开关串联在处理模块和

供电装置之间。

[0013] 优选的，供电装置采用小型管道式水流发电机、蓄电池和/或交流变电装置。

[0014] 优选的，上层集水箱为圆柱型或者半圆柱型结构。

[0015] 优选的，下层集水箱底部为圆锥形结构，冲水口位于圆锥形结构的尖端。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0241896 A

3



[0016] 优选的，上层集水箱和下层集水箱均采用石墨制成。

[0017]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利用上一楼层生活用水冲下楼

层厕所，实现废水的再利用，不仅节约了水资源而且大大减少了废水的排放；同时，本发明

中不需额外增加动力装置，高效节能。本发明中，主要供水来源于生活废水，当生活废水过

少时，又能通过自来水进水口实现自动供水，既方便于日常用水，又实现了水的循环利用，

而且提高了水的重复利用率，并且避免了废水收集不足影响正常使用。

[0018]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利用常见的元器件组成，成本

比较低。本发明不仅适用于学生公寓还适用于新建小区，可实施性良好。

[0019] 经实际调查，高校学生每次刷牙用水约0.8升；洗脸用水约2升；洗头发用水约6升；

洗衣服平均用水约18升。按每人每天洗脸刷牙两次；洗头发两天一次；洗衣服三天一次算，

每人平均每天用水约16.5升，而根据有关规范和实验得出每人每天平均如厕用水约12升，

因此我们设计的集水箱容量为40升，只要取每人每天所用废水中较干净的水就能满足冲洗

下层厕所要求，即每人每天可节约12升水资源并减少12升废水排放。按照合肥市2.15元/吨

的水价，每人每年节约9.42元。假设一栋宿舍楼有效可使用层数为5层，一层约有40间宿舍，

一共约32栋宿舍楼，共计6400间宿舍，学校一天共节约水量460800L，则一天可节约990.72

元，一年可节约361612.8元。

[0020] 可见，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维护方便，使用寿命长，

经济效益也高，有很高推广利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中上层集水箱结构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中下层集水箱结构图。

[0023] 图示：盥洗池1-1、第一腔室1-2、过滤网1-3、第一溢水口1-4、上层集水箱1-5、自动

通电开关1-6、浊度检测器1-7、第一阀门1-8、污水输送管1-9、清水输送管1-10、第二腔室1-

11、第二阀门2-1、自来水进水口2-2、清水进口2-3、第二溢水口2-4、下层集水箱2-5、液位传

感器2-6、第三阀门2-7、便器2-8、冲水管2-9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参照图1，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包括：上层集水箱1-

5、下层集水箱2-5、清水输送管1-10、污水输送管1-9和冲水管2-9。

[0025] 上层集水箱1-5上设有污水进口、清水出口和第一溢水口1-4，清水出口均位于第

一溢水口1-4下方。污水输送管1-9安装在上层集水箱1-5上并与第一溢水口1-4连通，以便

通过第一溢水口1-4和污水输送管1-9将上层集水箱1-5溢出的污水排放到指定位置，避免

污水溢出。

[0026] 下层集水箱2-5上设有自来水进水口2-2、清水进口2-3、冲水口和第二溢水口2-4，

冲水口位于第二溢水口2-4下方。自来水进水口2-2处安装有第二阀门2-1。清水输送管1-10

的两端分别连通清水出口和清水进口2-3。如此，常态下，上层集水箱1-5中的积水可通过清

水输送管1-10输送到下层集水箱2-5，以便对上层集水箱1-5收集的废水循环利用；同时，党

第二阀门2-1打开，下层集水箱2-5还可通过自来水进水口2-2灌入自来水，以便保证下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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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箱2-5的水量充足。

[0027] 冲水管2-9与冲水口连通，且冲水口处设有第三阀门2-7，如此，当第三阀门2-7开

口，下层集水箱2-5内的水可通过冲水管2-9排出到指定位置。第二溢水口2-4的两端分别连

通第二溢水口2-4和冲水管2-9，如此，当下层集水箱2-5溢满，则溢出的水通过冲水管2-9排

出，以避免下层集水箱2-5溢流。

[0028] 具体的，本实施方式提供的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在具体应用时，可将上

层集水箱1-5安装在上一楼层盥洗池下方，且将污水进口与盥洗池连通；下层集水箱2-5安

装在下一楼层的天花板上，且将冲水管2-9与便器连通。如此，方便上层集水箱1-5收集盥洗

池排放的废水并通过清水输送管1-10输送到下层集水箱2-5进行储蓄，以便下层集水箱2-5

收集上一楼层的废水用于冲洗便器，实现废水的循环利用。本实施方式中，污水输送管1-9

可直接连通下水道，以便上层集水箱1-5通过第一溢水口1-4溢出的水直接通过污水输送管

1-9排放到下水道。下层集水箱2-5通过第二溢水口2-4排出的污水通过冲水管2-9冲洗便

器，即避免了下层集水箱2-5溢流，又有利于保证便器的清洁。

[0029] 本实施方式中，污水进口处设有过滤网。如此可对废水进行粗过滤，避免大颗粒垃

圾进入上层集水箱1-5。本实施方式中，上层集水箱1-5内上下分割成相连通的第一腔室和

第二腔室1-11。污水进口和第一溢水口1-4均与第一腔室连通，清水出口与第二腔室1-11连

通。如此，通过在第一腔室1-2内填充过滤填料，例如活性炭，可进一步对上层集水箱1-5内

收集的废水进行过滤。

[0030] 本实施方式中，上层集水箱1-5上还设有污水出口，污水出口位于第一溢水口1-4

下方并连通第二腔室1-11，污水出口还与污水输送管1-9连通。上层集水箱1-5上还安装有

第一阀门1-8，第一阀门1-8用于控制污水出口和清水出口择一导通。第一阀门1-8和第二阀

门2-1均采用电磁阀。如此，污水出口的设置，有利于将污浊度较高的废水直接通过污水输

送管排放到下水道，从而保证循环用水的安全。

[0031] 本实施方式提供的应用于多楼层的废水循环装置，还包括处理模块，上层集水箱

1-5内设有浊度检测器1-7，下层集水箱2-5内设有液位传感器2-6。处理模块分别连接浊度

检测器1-7、第一阀门1-8、液位传感器2-6和第二阀门2-1。具体的，本实施方式中，处理模块

上电后，当浊度检测器1-7检测到上层集水箱1-5内的废水污浊度达到预设浊度，则处理模

块控制第一阀门1-8导通污水出口，以便将污水排出；当液位传感器2-6的检测值小于预设

液位值，则处理模块控制第二阀门2-1打开，以便通过自来水进水口2-2输入自来水，以保证

下层集水箱2-5的用水。

[0032] 本实施方式中，上层集水箱1-5内还安装有自动通电开关1-6，自动通电开关1-6串

联在处理模块和供电装置之间。具体的，自动通电开关在上层集水箱1-5内的液位达到固定

值时导通，当上层集水箱1-5内的液位低于固定值，则自动通电开关1-6截止。如此，自动通

电开关1-6的设置，使得该废水循环装置在有足够废水时启动，当废水较少时则关闭，有利

于节能减排。

[0033] 具体的，本实施方式中，供电装置采用小型管道式水流发电机、蓄电池和/或交流

变电装置。

[0034] 本实施方式中，上层集水箱1-5为圆柱型或者半圆柱型结构，以方便安装。下层集

水箱2-5底部为圆锥形结构，冲水口位于圆锥形结构的尖端，以方便冲水和排污。本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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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上层集水箱1-5和下层集水箱2-5均采用石墨制成，以方便清洗。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涉及的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

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

方案及其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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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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