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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饮水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宠物饮水装置，包括：

储水盆；水泵，可拆卸地安装于储水盆内的底部；

过滤器，所述过滤器底部设置进水口可拆卸地安

装于水泵的出水口上，所述过滤器顶部设置出水

口；喇叭状上罩，所述喇叭状上罩放置于储水盆

内并罩住水泵和过滤器，所述喇叭状上罩的顶部

形成下凹的储水槽且储水槽底部设有入水口与

过滤器的出水口连通，所述喇叭状上罩的底部开

设有贯通喇叭状上罩内外空间的至少一个回流

口。该宠物饮水装置能够为宠物提供涌泉式的活

水，保持水流的稳定新鲜，保障宠物饮水的健康，

而且结构简单，拆装方便，易于维护，尤其适用于

用陶瓷材料来制作，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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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宠物饮水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储水盆；

水泵，可拆卸地安装于储水盆内的底部；

过滤器，所述过滤器底部设置进水口可拆卸地安装于水泵的出水口上，所述过滤器顶

部设置出水口；

喇叭状上罩，所述喇叭状上罩放置于储水盆内并罩住水泵和过滤器，所述喇叭状上罩

的顶部形成下凹的储水槽且储水槽底部设有入水口与过滤器的出水口连通，所述喇叭状上

罩的底部开设有贯通喇叭状上罩内外空间的至少一个回流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宠物饮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盆内的底部形成向下凹

陷的凹槽，所述水泵底部设置吸盘吸附固定于所述凹槽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宠物饮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泵的外周套装一圈过滤海

绵。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宠物饮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盆的被上罩罩住的空间

内从底部向上延伸出一中空的导线柱，所述导线柱的导线孔从上端一直向下贯通至储水盆

底部外，所述水泵的电源线从导线柱的上端穿过导线孔从储水盆底部引出。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宠物饮水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硅胶塞堵塞于所述导线

孔的上端，且所述硅胶塞具有可翻转的外缘套于导线柱的外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宠物饮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槽底部的入水口嵌装一

中空的硅胶柱，所述硅胶柱的下端进一步嵌装入过滤器的出水口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宠物饮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器包括相互扣合的上盖

和下盖以及设置于上盖和下盖包围的空间内的滤芯；所述滤芯进一步包括外框、放置于外

框的由栅格板隔开的左右两个空间内的两个无纺布滤包、以及热熔连接于外框上端面和下

端面的上无纺布层和下无纺布层。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宠物饮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纺布滤包内填装活性炭

和/或离子交换树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宠物饮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喇叭状上罩的顶部环绕所述

储水槽的上沿设置至少一个出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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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饮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宠物饲养用品，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宠物饮水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养宠物。传统的最简单

的供宠物饮水的装置就是通常使用的敞口的碗或者盆，水盆中倒满水后供宠物饮用。然而，

这种饮水装置盛装的是死水，不符合猫狗等宠物喜欢喝流动的活水的习惯，而且盛装的水

完全曝露在外，长时间后水盆中的水常常会变得不够新鲜。宠物无法饮用到流动健康的水，

会影响宠物的健康。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能够为

宠物提供流动且新鲜的饮用水的宠物饮水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出一种宠物饮水装置，包括：

[0005] 储水盆；

[0006] 水泵，可拆卸地安装于储水盆内的底部；

[0007] 过滤器，所述过滤器底部设置进水口可拆卸地安装于水泵的出水口上，所述过滤

器顶部设置出水口；

[0008] 喇叭状上罩，所述喇叭状上罩放置于储水盆内并罩住水泵和过滤器，所述喇叭状

上罩的顶部形成下凹的储水槽且储水槽底部设有入水口与过滤器的出水口连通，所述喇叭

状上罩的底部开设有贯通喇叭状上罩内外空间的至少一个回流口。

[0009]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宠物饮水装置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储水盆内的底部形成向下

凹陷的凹槽，所述水泵底部设置吸盘吸附固定于所述凹槽内。

[0010]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宠物饮水装置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水泵的外周套装一圈过滤

海绵。

[0011]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宠物饮水装置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储水盆的被上罩罩住的空

间内从底部向上延伸出一中空的导线柱，所述导线柱的导线孔从上端一直向下贯通至储水

盆底部外，所述水泵的电源线从导线柱的上端穿过导线孔从储水盆底部引出。

[0012]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宠物饮水装置的一个实施例中，还包括一硅胶塞堵塞于所述导

线孔的上端，且所述硅胶塞具有可翻转的外缘套于导线柱的外周。

[0013]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宠物饮水装置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储水槽底部的入水口嵌装

一中空的硅胶柱，所述硅胶柱的下端进一步嵌装入过滤器的出水口内。

[0014]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宠物饮水装置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过滤器包括相互扣合的上

盖和下盖以及设置于上盖和下盖包围的空间内的滤芯；所述滤芯进一步包括外框、放置于

外框的由栅格板隔开的左右两个空间内的两个无纺布滤包、以及热熔连接于外框上端面和

下端面的上无纺布层和下无纺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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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宠物饮水装置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无纺布滤包内填装活性炭

和/或离子交换树脂。

[0016]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宠物饮水装置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喇叭状上罩的顶部环绕所

述储水槽的上沿设置至少一个出水嘴。

[0017] 实施本实用新型的宠物饮水装置，具有以下有益效果：该宠物饮水装置通过水泵

将储水盆内盛装的水向上抽取经过过滤器过滤后进入喇叭状上罩顶部的储水槽内再从储

水槽上端溢出，回流到储水盆内，能够为宠物提供涌泉式的活水，保持水流的稳定新鲜，保

障宠物饮水的健康。而且，该宠物饮水装置的喇叭状上罩直接放置在储水盆内，结构简单，

拆装方便，易于维护，尤其适用于用陶瓷材料来制作，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附图中：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的宠物饮水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图1所示的宠物饮水装置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图1所示的宠物饮水装置的内部结构剖视图；

[0022]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的过滤器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是本实用新型另一实施例的宠物饮水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5] 如图1和图2所示，根据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的宠物饮水装置主要由储水盆10、

水泵20、过滤器30和喇叭状上罩40构成。储水盆10底部封闭，上端开口，用于盛装供宠物饮

用的水。储水盆10内的底部形成向下凹陷的凹槽11，水泵20可拆卸地安装固定在凹槽11内，

例如可通过底部设置的吸盘22吸附固定在凹槽11内，水泵20的外周还优选套装一圈过滤海

绵50，用于对进入水泵10的水进行前置过滤，防止宠物毛发等杂物进入水泵20，造成水泵20

出现故障。再如图2所示，储水盆10内从底部向上延伸出一中空的导线柱12，形成从导线柱

12上端一直向下贯通至储水盆10底部外的导线孔，水泵20的电源线可从导线柱12的上端穿

过导线孔从储水盆10底部引出。并且，导线柱12的导线孔上端堵塞一硅胶塞13，硅胶塞13的

外缘可翻转套装在导线柱12的外周(参见图3所示)，从而将导线柱12上端密封，很好地防止

储水盆10内的水从导线柱12渗漏到储水盆10底部。

[0026] 再如图2结合图3所示，过滤器30通过其底部设置的进水口321可拆卸地安装在水

泵20的出水口21上，过滤器30的顶部设置出水口311将过滤后的水导出。具体实现时，过滤

器底部的进水口321可以通过例如过盈配合或卡装等各种可行的方式安装在水泵20的出水

口21上。具体参见图4所示，过滤器30进一步由上盖31、下盖32和滤芯33构成，上盖31和下盖

32相互扣合，滤芯33设置在上盖31和下盖32包围的空间内，并可通过上盖31和下盖32内分

别设置的支撑筋例如图4所示的支撑筋322来支撑定位。上盖31的顶部设置出水口311，下盖

32的底部设置进水口321，水泵20的出水口21插装入该进水口321内，将储水盆10内的水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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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过滤器30内由滤芯33进行过滤。滤芯33进一步包括中框331、滤包332a和332b以及上无纺

布层333和下无纺布层334。外框331被栅格板3311分隔成左右两个空间，栅格板3311上开设

有多个通槽3312以将左右两个空间连通。两个滤包332a和332b分别放置在中框331的左右

空间内，然后通过热熔的方式将上无纺布层333和下无纺布层334粘结在外框331的上端面

和下端面，从而将两个滤包332a和332b封装起来。两个滤包332a和332b均由无纺布热熔粘

结而成，其内填装活性炭和/或离子交换树脂等过滤材料。

[0027] 再如图2结合图3所示，喇叭状上罩40直接放置在储水盆10内并将水泵20、过滤器

30以及导线柱12均罩在其内。喇叭状上罩40的顶部形成下凹的储水槽41，储水槽41的底部

中心开设入水口42，入水口42内还嵌装一中空的硅胶柱43。硅胶柱43的下端则嵌装入过滤

器30的出水口311内，从而将过滤器30的出水口311与储水槽41底部的入水口42连通。经过

过滤器30过滤后的水进入储水槽41，并在装满储水槽41后从出水槽41上端往外溢出，回流

到储水盆10与喇叭状上罩40之间的空间中。喇叭状上罩40的底部开设有贯通喇叭状上罩内

外空间的多个回流口44，以便从喇叭状上罩40顶部溢出的水可以再回流到储水盆10底部被

喇叭状上罩40罩住的空间内，由水泵10再向上抽取，实现活水循环。

[0028] 参见图3中的虚线箭头所示，本实用新型上述的宠物饮水装置的活水循环过程如

下：水泵20将储水盆10内的水经出水口21抽入过滤器30内，进而通过过滤器30过滤后从过

滤器30的出水口311经硅胶柱43流入喇叭状上罩40顶部的储水槽41中，装满储水槽41后向

外周溢出，流回储水盆10内。然后，水流经过滤海绵50再由水泵20抽入过滤器30内，如此便

实现活水循环，并且还进行循环过滤以保持水质新鲜，确保宠物的健康。

[0029] 图5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另一实施例的宠物饮水装置200的立体结构示意图。该

宠物饮水装置200的活水循环结构与前述实施例的宠物饮水装置100基本相同，区别在于喇

叭状上罩40的顶部环绕储水槽41的上沿还设置多个出水嘴45，储水槽41内的水可进一步从

出水嘴45流出，形成多股自由落体的水倒流状的活水流供宠物饮用。

[0030]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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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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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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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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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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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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