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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

统，包括接收污水单元，包括多个接收管路、设置

在各个接收管路上的第一泵；输出污水单元，包

括多个输出管路、设置在各个输出管路上的第二

泵；集污单元，包括沿上下布置的多个集水罐，接

收管路、集水罐、输出管路一一对应连通，各个集

水罐上端具有溢流口，相邻两个集水罐位于上侧

的集水罐内的污水经由其溢流口流入至下侧的

集水罐内，最下侧集水罐的溢流口通过排污管道

连接至污水处理厂。从而实现家庭生活污水的分

类回收、收集存储和再利用，提高家庭生活用水

的使用效率，缓解污水处理厂的压力，更加环保

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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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污水单元(1)，包括多个接收管路、设置在各个所述接收管路上的第一泵；

输出污水单元(3)，包括多个输出管路、设置在各个所述输出管路上的第二泵；

集污单元(2)，包括沿上下布置的多个集水罐，所述接收管路、所述集水罐、所述输出管

路一一对应连通，各个所述集水罐上端具有溢流口，相邻两个所述集水罐位于上侧集水罐

内的污水经由其溢流口流入至下侧的集水罐内，最下侧集水罐的溢流口通过排污管道(5)

连接至污水处理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连接在各个所述

接收管路上的污水过滤组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污水过滤组件包

括Y形过滤器与/或过流式紫外线杀菌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相邻两个所述集水罐位

于上侧的集水罐至少有部分位于下侧的集水罐内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罐内底部

设有杂质沉降槽(2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接收污水单元

(1)被配置成接收来自污水产生单元(10)排放的不同类污水，所述的污水产生单元(10)包

括用于排放一类污水的厨房洗菜池排污管(101)和厨房净水器排污管(102)、用于排放二类

污水的淋浴间排污管(103)和卫生间洗手池排污管(104)以及洗衣房排污管(105)，一部分

所述接收管路与厨房洗菜池排污管(101)和厨房净水器排污管(102)分别相连通，另一部分

所述接收管路与淋浴间排污管(103)和卫生间洗手池排污管(104)以及洗衣房排污管(105)

分别相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至少有部分所述接

收管路上设有歧管路，并通过该歧管路与所述排污管道(5)相连通，所述歧管路与接收管路

的连接处设置有阀(6)，所述的阀(6)被配置成导通或关闭所述接收管路至排污管道(5)的

回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输出污水单元

(3)被配置成将不同类污水分别输出至污水再利用单元(20)，所述的污水再利用单元(20)

包括供二类污水输入的卫生间马桶供水箱(201)、供一类污水输入的花圃供水管(202)和车

库洗车间供水管(203)，多个所述输出管路与卫生间马桶供水箱(201)、花圃供水管(202)和

车库洗车间供水管(203)分别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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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农村家庭污水回收再利用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家庭生活用水

节能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根据网上大数据显示，一户四口之家日均用水至少500升。其中，一日三餐所需用

水总共约60升，包括了洗菜用水和清洗餐具用水。早晚洗漱用水，涵盖刷牙洗脸用水，每人

刷一次牙用水约350毫升，共计350*4*2＝2800毫升，即2.8升。人均洗脸依次用水约1.5升，

共计1.5*4*2＝12升。还有洗澡用水，由于冬夏两季用水量不同，平均约80升。加上洗衣服用

水，以迷你全自动洗衣机为例，一次用水约40升。还有马桶冲洗用水量，一次冲洗用水约6

升，四口之家每天要冲洗总计20次，共计20*6＝120升。拖一次地用水约50升，外加洗车，清

洁其他设备等用水约60升，一户四口之家日用水量大概在500升左右，这些用水中，废水可

重新利用的有洗衣机产生的废水约40升，三餐用水约60升，洗漱用水约14升，洗澡废水80

升，总共可重新利用的废水产生量约为194升。

[0003] 上述产生的家庭生活用水大多通过排污管道直接排放至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

理，污水未加以有效利用，水资源浪费严重。另外，大型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生活污水较为

单一、片面，未能将生活污水细化分类分批处理，浪费污水处理成本和能耗。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对家庭污水分类回收

循环利用、缓解污水处理厂压力、环保节能的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

[0005] 为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包括：

[0006] 接收污水单元，包括多个接收管路、设置在各个所述接收管路上的第一泵；

[0007] 输出污水单元，包括多个输出管路、设置在各个所述输出管路上的第二泵；

[0008] 集污单元，包括沿上下布置的多个集水罐，所述接收管路、所述集水罐、所述输出

管路一一对应连通，各个所述集水罐上端具有溢流口，相邻两个所述集水罐位于上侧的集

水罐内的污水经由其溢流口流入至下侧的集水罐内，最下侧集水罐的溢流口通过排污管道

连接至污水处理厂。

[0009] 通过设置接收污水单元、集污单元、输出污水单元以及排污管道，从而实现家庭生

活污水的分类回收、收集存储和再利用，通过多个集水罐上下布置且相邻两个集水罐通过

溢流口流体连通，从而使得各集水罐在集满污水时，污染程度较轻的一类污水能够溢流汇

至污染程度较重的二类污水中，提高了家庭生活用水的使用效率，缓解污水处理厂的压力，

更加环保节能。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方案，还包括连接在各个所述接收管路上的污水过滤

组件。作为更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的污水过滤组件包括Y形过滤器与/或过流式紫外线

杀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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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个优选方案，相邻两个所述集水罐位于上侧的集水罐至少

有部分设置在下侧的集水罐内部。作为更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集水罐内底部设有杂质

沉降槽。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又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的接收污水单元被配置成接收来自污水

产生单元排放的不同类污水，所述的污水产生单元包括用于排放一类污水的厨房洗菜池排

污管和厨房净水器排污管、用于排放二类污水的淋浴间排污管和卫生间洗手池排污管以及

洗衣房排污管，一部分所述接收管路与厨房洗菜池排污管和厨房净水器排污管分别相连

通，另一部分所述接收管路与淋浴间排污管和卫生间洗手池排污管以及洗衣房排污管分别

相连通。作为更进一步的优选方案，至少有部分所述接收管路上设有歧管路，并通过该歧管

路与所述排污管道相连通，所述歧管路与接收管路的连接处设置有阀，所述的阀被配置成

导通或关闭所述接收管路至排污管道的回路。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再一个优选方案，所述的输出污水单元被配置成将不同类污水

分别输出至污水再利用单元，所述的污水再利用单元包括供二类污水输入的卫生间马桶供

水箱、供一类污水输入的花圃供水管和车库洗车间供水管，多个所述输出管路与卫生间马

桶供水箱、花圃供水管和车库洗车间供水管分别相连通。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应用于新农村自建房的管路布局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图1中所示新农村自建房的厨房洗菜池排污管以及阀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集污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污水回收和再利用流程示意图；

[0018] 其中：100、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

[0019] 10、污水产生单元；101、厨房洗菜池排污管；1011、污水回收流道；1012、污水直排

流道；102、厨房净水器排污管；103、淋浴间排污管；104、卫生间洗手池排污管；105、洗衣房

排污管；

[0020] 20、污水再利用单元；201、卫生间马桶供水箱；202、花圃供水管；203、车库洗车间

供水管；

[0021] 30、污水处理厂；

[0022] 1、接收污水单元；11、一类污水接收管路；12、二类污水接收管路；

[0023] 2、集污单元；21、母罐；211、二类污水进口；212、二类污水出口；213、污水直排口；

22、子罐；221、一类污水进口；222、一类污水出口；223、开口；23、杂质沉降槽；

[0024] 3、输出污水单元；31、一类污水输出管路；32、二类污水输出管路；

[0025] 4、泵；

[0026] 5、排污管道；

[0027] 6、阀；

[0028] 7、污水过滤组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详细说明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构造特征、所达成目的及功效，下面将结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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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并配合附图予以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仅用于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并不以任何形式限

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30] 本实用新型主要针对新农村建设而实用新型，新农村建房管路较简单，易改造。并

且在全球水资源紧张的前提下，我们对节水更加重视。以家庭为单位对家庭污水进行分类

处理。如家用净水器产生废水，虽然达不到饮用水级别，但是可以加以收集，进行其他使用。

故此，本实用新型涉及到家庭污水的回收、处理、再利用，在家庭内完成。提高了家庭用水的

效率，缓解了污水处理厂的压力，适用于新农村自建房，可复制能力强，符合国计民生的可

持续发展政策。

[0031] 如图1所示，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100包括接收污水单元1、集污单元2、输出污水

单元3以及排污管道5。

[0032] 接收污水单元1用于接收污水产生单元10产生的污水，其包括一类污水接收管路

11和二类污水接收管路12。集污单元2包括子罐22和母罐21，子罐22用于收集来自一类污水

接收管路11接收的一类污水，母罐21用于收集来自二类污水接收管路12接收的二类污水。

输出污水单元3，其包括一类污水输出管路31和二类污水输出管路32，其中一类污水输出管

路31用于将集污单元2收集的一类污水输送至污水再利用单元20内使用，二类污水输出管

路32用于将集污单元2收集的二类污水输送至污水再利用单元20内使用。

[0033] 具体的，污水产生单元10包括用于排放一类污水的厨房洗菜池排污管101和厨房

净水器排污管102、用于排放二类污水的淋浴间排污管103和卫生间洗手池排污管104以及

洗衣房排污管105。厨房洗菜池排污管101以及厨房净水器排污管102排放的污水均为一类

污水，像这种一类污水通常含有的杂质较少、无异味，可作为花圃灌溉用水、洗车房洗车用

水以及房间内拖地用水。淋浴间排污管103、卫生间洗手池排污管104以及洗衣房排污管105

排放的污水均为二类污水，这类污水一般含有洗浴产品，化学成分较多，但很少有不溶性杂

质，显然这种污水可以回收利用，但不适合拖地、洗车和浇灌花圃等，仅可用于冲洗马桶等。

[0034] 污水再利用单元20包括卫生间马桶供水箱201、花圃供水管202和车库洗车间供水

管203。当然，污水产生单元10不限于上述所述的几个常见的排污管，也可是其他能够产生

污水的家用用水器具和/或管道，污水再利用单元20也不限于上述所述的几个常见的利用

污水的供水管，也可是常见的用水器具和/或管道。

[0035] 如图2所示，厨房洗菜池排污管101为具有污水回收流道1011和污水直排流道1012

的双流道结构，污水回收流道1011与一类污水接收管路11相连通，污水直排流道1012与排

污管道5相连通，且该双流道结构上设置有阀6，阀6被配置成导通污水回收流道1011或导通

污水直排流道1012。当然，这种双流道结构实际上是在一类污水接收管路上设置了一段歧

管路，通过此歧管路与排污管道5相连通，利用阀的切换，从而可选择将一类污水收集再利

用或者直接排放掉。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歧管路的设计不限于在一类污水接收管路上设置，

也可在二类污水接收管路上设置。

[0036] 污水回收流道1011与污水直排流道1012上均设置有污水过滤组件7。污水过滤组

件7可采用现有技术中已知的Y形过滤器。由于废水中含有固体杂质，因此结合现有的过滤

技术与接收污水单元实际情况考虑，采用Y型过滤器作为污水过滤组件7，将废水初步处理。

Y型过滤器是除去液体中少量固体杂质的小型部件，可保护整个接收污水单元正常工作。当

废水通过Y形过滤器后，污水中的杂质能够被Y形过滤器的过滤筒过滤阻挡，而剩余的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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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过滤器排出。当需要清洗时，只要打开Y形过滤器上的滤筒盖将可拆卸的滤筒取出，处

理后重新装入即可，因此，使用维护较为方便。这种Y形过滤器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避免污水

中的杂质堵塞管路，其不限于设计在厨房洗菜池排污管101上，也可设计在一类污水接收管

路上与/或二类污水接收管路上。此外，阀6可以是手动阀，也可是电动阀。

[0037] 如图1和图3所示，集污单元2包括母罐21和置于该母罐21中的子罐22，子罐22通过

其上端开口223与母罐21内部相连通，子罐22具有一类污水进口221和一类污水出口222，母

罐21具有二类污水进口211、二类污水出口212和污水直排口213，一类污水进口221与一类

污水接收管路11相连通，二类污水进口211与二类污水接收管路12相连通。

[0038] 可在一类污水接收管路11和二类污水接收管路22上分别设置紫外线消毒杀菌器，

可选用现有技术中已知的过流式紫外线杀菌器。从而从接收污水单元1接收的一类污水和

二类污水能够分别先进行紫外线杀菌后再被相应的收集到母罐21和子罐22内，从而减少集

污单元2内细菌的滋生，提高回用废水的品质。当然，这种紫外线消毒杀菌器可配合上述所

述的Y形过滤器共同作为污水过滤组件来使用，从而过滤污水中的不容杂质且对污水中的

有毒有害物质、病菌等进行杀灭。

[0039] 再结合图1和图4所示，一类污水输出管路31一端部与一类污水出口222相连通，另

一端部连接至污水再利用单元20的花圃供水管202和车库洗车间供水管203，二类污水输出

管路32一端部与二类污水出口212相连通，另一端部连接至污水再利用单元20的卫生间马

桶供水箱201，一类污水接收管路11、二类污水接收管路12、一类污水输出管路31以及二类

污水输出管路32上均设置有泵4。其中，一类污水接收管路11上的泵为第一泵，二类污水接

收管路12上的泵为第二泵。泵4为增压水泵。排污管道5，其一端部与污水直排口213相连通，

另一端部连接至污水处理厂30。

[0040] 为了避免母罐中的二类污水倒灌进入子罐中以及母罐中的污水溢出罐外，结合图

3所示，一类污水进口221高于一类污水出口222，二类污水进口211高于二类污水出口212且

低于污水直排口213，污水直排口213低于子罐22的上端开口223。从而盛满子罐22的污水将

漫过上端开口223进入至母罐21内，盛满母罐21的污水将通过污水直排口213排出至该母罐

21的外部。需要说明的是，子罐的上端开口223以及母罐上端的污水直排口213实际上均属

于溢流口。母罐的污水直排口可以将多余的废水和废水产生的气体排至排污管道中，避免

逸散到居住环境中，减少了对于居住环境的影响。

[0041] 由于污水中通常不可避免的含有少量不溶性杂质，因此，子罐22内底部与母罐21

内底部均设置有杂质沉降槽23，进入子罐22和母罐21内的污水内的杂质和颗粒物能够自然

沉降至下方的杂质沉降槽23内。

[0042] 在其他实施例中，可根据污水产生单元的具体组成来设计更多个接收管路、输出

管路以及集水罐，且可将污水分成多个类别进行分类收集再利用。集水罐的个数不限于上

述所述的两个，子罐和母罐的形式，也可是多个，多个集水罐上下布置，接收管路、集水罐以

及输出管路一一对应连通，相邻两个集水罐通过溢流口流体连通，位于上侧集水罐内的污

水经由其溢流口流入至下侧的集水罐内，最下侧集水罐的溢流口通过排污管道连接至污水

处理厂即可。

[0043] 综上所述，本系统可以对家庭污水进行分类回收再利用，对减少城市污水处理厂

废水中的浊度以及污水处理负荷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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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

的人士能够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凡根据本实用新型精神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212248524 U

7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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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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