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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压电自发热水龙头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压电自发热水龙头，包

括水龙头本体(17)、压电陶瓷(14)、加热管(12)

和储电组件，水龙头本体(17)的内部设有用于放

置加热管(12)的加热腔(7)，压电陶瓷(14)沿周

向设于加热腔(7)的内壁上，所述水龙头本体

(17)的底部设有进水口(13)，所述水龙头本体

(17)的侧壁上设有出水口(9)，所述进水口(13)

和加热腔(7)之间设有进水腔(18)，所述加热腔

(7)和出水口(9)之间设有出水腔(6)，所述水龙

头本体(17)内设有控制出水腔(6)出水的控制阀

(16)，所述压电陶瓷(14)及加热管(12)均和储电

组件电连接。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可利

用水压进行发电，并对冷水进行加热，即用即热，

恒温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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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压电自发热水龙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水龙头包括水龙头本体(17)、压电陶瓷

(14)、加热管(12)和储电组件，所述水龙头本体(17)的内部设有用于放置加热管(12)的加

热腔(7)，所述压电陶瓷(14)沿周向设于加热腔(7)的内壁上，所述水龙头本体(17)的底部

设有进水口(13)，所述水龙头本体(17)的侧壁上设有出水口(9)，所述进水口(13)和加热腔

(7)之间设有进水腔(18)，所述加热腔(7)和出水口(9)之间设有出水腔(6)，所述水龙头本

体(17)内设有控制出水腔(6)出水的控制阀(16)，所述压电陶瓷(14)及加热管(12)均和储

电组件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压电自发热水龙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水龙头本体(17)的

内部还设有放置腔(15)，所述放置腔(15)位于加热腔(7)的上方，所述储电组件位于放置腔

(15)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压电自发热水龙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电组件包括控制

器(2)以及与控制器(2)电连接的电池组(5)，所述控制器(2)位于出水腔(6)的上方，所述电

池组(5)位于放置腔(15)的侧壁上。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压电自发热水龙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腔(15)内还设

有开关(1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压电自发热水龙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腔(7)内设有

多个温控器(8)。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压电自发热水龙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腔(7)内设有

水位探测仪(1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压电自发热水龙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水腔(6)包括相

连通的第一出水腔(601)和第二出水腔(602)，所述第一出水腔(601)竖直设置并与加热腔

(7)相连通，所述第二出水腔(602)水平设置并与出水口(9)相连通，所述控制阀(16)位于第

一出水腔(601)的上方。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压电自发热水龙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阀(16)为电磁

阀，所述电磁阀包括活塞杆(4)，所述活塞杆(4)可移动地设置在第一出水腔(601)中。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压电自发热水龙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水龙头还包括设于

水龙头本体(17)顶部的显示屏(1)。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压电自发热水龙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管(12)呈螺

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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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压电自发热水龙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电热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压电自发热水龙头。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越来越追求方便的生活，比如家家都有水龙头，然而接了水

再进行加热使用，无疑既花费时间又浪费电能。一种不需预热，无需等待，水门一开,热水即

来的自热水龙头逐渐满足人们的需求，走入人们的生活中,深受大家喜欢。目前市场上已经

出现各种加热水龙头，应有尽有，但是一般都是需要电加热，水龙头中设有加热管，连接电

源获得加热信号后产生热量，达到加热水的目的。

[0003] 专利CN105782543A公开了一种全自动电热水龙头，其包括进水口，加热腔，加热腔

内设有加热管，出水口，所述的加热腔与出水口由出水腔连通，所述的出水腔与出水口间设

有电磁截止阀。所述的电磁截止阀为由电磁铁驱动的活塞杆，活塞杆穿插人出水腔内。但是

该专利对于水流的压力不能很好的利用，需要连接电源加热，浪费电能。

[0004] 专利CN103591358A公开了一种新型加热水龙头，包括发热装置和出水装置，所述

的发热装置外部设有温度显示器、水流调节阀以及电源开关，所述的发热装置内有一发热

管，所述的发热管内表面镀有一层电热膜，所述的发热装置外部设有一个进水口和出水口，

所述的出水口连接所述的出水装置，所述的出水装置外部有一龙头柄，所述的出水装置内

部设有一个自动关闭装置，所述的自动关闭装置设有阻尼弹簧，当用龙头柄打开水时设置

在出水装置内部的阻尼弹簧就会根据调节螺丝设置的松紧度进行缓慢关闭。但是该专利加

热水龙头中的加热管同样需要连接电源。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种压电自发热水龙头，可利用水压进行发电，并对

冷水进行加热，即用即热，恒温节能。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压电自发热水龙头，所述水龙头包括水龙头本体、压电陶瓷、加热管和储电组

件，所述水龙头本体的内部设有用于放置加热管的加热腔，所述压电陶瓷沿周向设于加热

腔的内壁上，所述水龙头本体的底部设有进水口，所述水龙头本体的侧壁上设有出水口，所

述进水口和加热腔之间设有进水腔，所述加热腔和出水口之间设有出水腔，所述水龙头本

体内设有控制出水腔出水的控制阀，所述压电陶瓷及加热管均和储电组件电连接。当存在

水流水压时，压电陶瓷产生电流，产生的电能储存在储电组件中，为加热管提供电能。压电

陶瓷的用量需根据功率极限选择，一般为0.3W/KHZ/cm3，输出电荷与压电陶瓷的面积和受

到的压力有关，(一般家用水龙头的出水压力为0.15MPa)，压电陶瓷产生的电荷量为：Q＝

d·f，其中d为压电陶瓷的压电系数，f为压力。加热管利用储电组件中储存的电能加热从进

水口流进的水。压电陶瓷采用现有技术中常用的产品。

[0008] 所述水龙头本体的内部还设有放置腔，所述放置腔位于加热腔的上方，所述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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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位于放置腔内。所述放置腔位于出水腔的周围。

[0009] 所述储电组件包括控制器以及与控制器电连接的电池组，所述控制器位于出水腔

的上方，所述电池组位于放置腔的侧壁上。所述控制器中设有整流电路、电容和稳压充电电

路，电池组采用锂电池，锂电池的单位为毫安时(mAh)，当锂电池容量为1000mA，输出电流为

1mA，则可输出电流1000h，本实用新型中锂电池选用20AH容量。

[0010] 所述放置腔内还设有与控制器电连接的开关，所述开关位于出水口的下方。开关

可为水流感应开关、红外探测器、光电耦合器或其他普通的按钮操作开关等现有技术中常

用的产品，当水龙头启动之后，打开开关，输出水流信号(开关信号或脉冲信号)给控制器，

控制器启动电磁阀打开出水腔进行出水。当开关确认出水口中有水流过时产生开关信号获

得感应电流，启动功率模块(控制器)工作，功率模块(控制器)根据设定温度自动调整输出

功率，使加热管高速发热，提供热水，从而达到即用即热、恒温节能的目的。其中，家用水龙

头流速计算公式为：V＝Q/A，Q为水龙头的流量，与自来水的压力有关，A为水龙头横截面积。

[0011] 所述加热腔内设有多个与控制器电连接的温控器，温控器中含有热敏电阻和继电

器，温控器主要起恒温控制作用，由热敏电阻感知水的温度，通过继电器控制所连接的加热

管的工作或停止。温控器采用现有技术中常用的产品。

[0012] 所述加热腔内设有与控制器电连接的水位探测仪，所述水位探测仪安装在加热腔

的上方，用于加热腔中的水位测量。水位探测仪采用现有技术中常用的产品。

[0013] 所述出水腔包括相连通的第一出水腔和第二出水腔，所述第一出水腔竖直设置并

与加热腔相连通，所述第二出水腔水平设置并与出水口相连通，所述电磁阀位于第一出水

腔的上方。

[0014] 所述控制阀为电磁阀，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电磁阀包括活塞杆，所述活塞杆可移

动地位于第一出水腔中。所述电磁阀包括还包括电磁铁、线圈、阀体、油缸、活塞等。电磁阀

里有密闭的腔，在不同位置开有通孔，每个孔都通向不同的油管，腔中间是阀体，两面是两

块缠绕有线圈的电磁铁，哪面的磁铁线圈通电阀体就会被吸引到哪边，通过控制阀体的移

动来档住或漏出不同的排油的孔，而进油孔是常开的，液压油就会进入不同的排油管，然后

通过油的压力来推动油缸的活塞，活塞又带动活塞杆进行上下移动。这样通过控制电磁铁

的电流就控制了机械运动，控制水流进出。电磁阀采用现有技术中常用的产品。电磁阀控制

出水，可使出水口的出水量大小恒定不变，可避免传统水龙头的节流作用导致出水不稳定

(主要原因在于传统水龙头开闭程度均有变化，从而水流量也有变化)，导致水温波动大的

弊端。

[0015] 所述水龙头还包括设于水龙头本体顶部的显示屏，所述显示屏与控制器电连接。

显示屏负责接收并显示来自控制器的信息，让使用者更好地掌握加热水龙头状态。

[0016] 所述加热管呈螺旋设置，使冷水能够更均匀的受热。

[0017] 所述加热管采用PTC加热器。PTC加热器由镀锌外压板、不锈钢波纹状弹簧片、镀锌

内压板、单层铝散热件、ptc发热片、双层铝散热件、镀镍铜电极端子和pps高温塑胶电极护

套所组成，是电热丝及云母板等其它发热元件更新换代的选择，具有热阻小、恒温、自动调

节功率、高可靠性、热交换率高、节能效果明显、安全等诸多优异特点。PTC加热器采用现有

技术中常用的产品。

[0018] 所述加热腔呈圆柱体状，加热腔的直径为水龙头出水口管径的两到四倍，优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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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倍，保证水的加热温度。

[0019] 所述压电陶瓷和控制器之间设有导线，所述控制器和电池组之间设有导线，所述

控制器和加热管之间设有导线，其他需要电连接的组件之间均可通过导线进行连接。导线

保证基于压电陶瓷发电技术的自发热水龙头能够正常工作。

[0020]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顺序是：先打开出水腔，此时出水口处会出冷水，同时市政管道

中的冷水经进水口和进水腔通入加热腔中(可通过泵将冷水泵入加热腔中)，压电陶瓷受到

水压进行发电，同时加热管通过储电组件中的电能启动进行加热，由于加热管的加热效率

非常快，位于加热腔中的冷水会快速加热到所需求的温度(加热腔的直径大于出水口的管

径，留有足够时间供加热腔中的冷水温度升高)，此时从出水口流出的水则从冷水变为热

水。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的优点和积极效果：

[0022] 1)本实用新型将压电陶瓷发电技术与自加热水龙头两项技术相结合，可充分利用

水流水压进行发电，不需要连接电源，节省电能。

[0023] 2)控制器与电磁阀、开关、温控器、水位探测仪及显示屏电连接，实现自动加热，让

人们更好的掌握加热水龙头状态。

[0024] 3)锂电池能够储存压电陶瓷发电得到的电能，在水压力不够压电陶瓷无法持续稳

定发电时也能够为加热管提供电能，并且加热水。

[0025] 4)装有电磁阀可以自动控制开关水，简化机械操作结构和开关信号转换结构，控

制操作方便。

[0026] 5)均匀定量出水，使水温控制更准确，加热管工作更稳定，保证水龙头整体的使用

寿命。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压电自发热水龙头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控制器与温控器、开关、水位探测仪、加热管、压电陶瓷、控制阀的连接关系

示意图。

[0029] 图中：1-显示屏；2-控制器；3-电磁铁；4-活塞杆；5-电池组；6-出水腔；601-第一出

水腔；602-第二出水腔；7-加热腔；8-温控器；9-出水口；10-开关；11-水位探测仪；12-加热

管；13-进水口；14-压电陶瓷；15-放置腔；16-控制阀；17-水龙头本体；18-进水腔。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31] 实施例

[0032] 如图1、2所示，一种压电自发热水龙头，水龙头包括水龙头本体17、设于水龙头本

体17顶部的显示屏1、压电陶瓷14、呈螺旋设置的加热管12(采用PTC加热器)和储电组件，水

龙头本体17的内部设有用于放置加热管12的加热腔7，压电陶瓷14沿周向设于加热腔7的内

壁上，加热腔7内设有多个温控器8(位于加热腔7的下部)和水位探测仪11(位于加热腔7的

上部)，水龙头本体17的底部设有进水口13，水龙头本体17的侧壁上设有出水口9，进水口13

和加热腔7之间设有进水腔18，加热腔7和出水口9之间设有出水腔6，出水腔6包括相连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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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出水腔601和第二出水腔602，第一出水腔601竖直设置并与加热腔7相连通，第二出水

腔602水平设置并与出水口9相连通，加热腔7呈圆柱体状，第一出水腔601的内径小于加热

腔7的内径，加热腔7的直径为出水口9的管径的三倍。水龙头本体17的内部还设有放置腔

15，放置腔15位于加热腔7的上方，并位于第一出水腔601和第二出水腔602的周围，储电组

件包括控制器2以及与控制器2电连接的电池组5，控制器2位于第一出水腔601的上方，电池

组5位于放置腔15的侧壁上，放置腔15内设有开关10，水龙头本体17内设有控制出水腔6出

水的控制阀16，控制阀16为电磁阀，位于第一出水腔601的顶部，电磁阀包括活塞杆4和电磁

铁3，活塞杆4可移动地位于第一出水腔601中，压电陶瓷14、加热管12、温控器8、水位探测仪

11和显示屏1均与控制器2电连接。

[0033] 上述的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使用实用

新型。熟悉本领域技术的人员显然可以容易地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

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

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揭示，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范畴所做出的改进和

修改都应该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2616630 U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212616630 U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212616630 U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