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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带有主副止回阀的新型下水管道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带有主副止回阀的新

型下水管道，包括主管道和连接在主管道上的多

个副管道，所述主管道包括上主管道和下主管

道，上主管道和下主管道一体连接，上主管道和

下主管道之间设置有中间进水口，副管道设置在

上主管道的侧边，侧管设置在副管道上侧，并与

副管道连通；浮球设置在上主管道、中间进水口

和下主管道之间；在上主管道上设置有上进水

口，所述浮球设置在上主管道、中间进水口和下

主管道之间；在上主管道上设置有上进水口，在

上主管道的上进水口、副管道和侧管上的进水口

用于连接水槽或其它设备排水管；采用本实用新

型的技术方案，整体结构实现简单，不仅能够有

效防止主管道、副管道污水回流，而且起到防臭

作用。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211621821 U

2020.10.02

CN
 2
11
62
18
21
 U



1.一种带有主副止回阀的新型下水管道，其特征在于，包括主管道和连接在主管道上

的多个副管道(104)，所述主管道包括上主管道(1)和下主管道(4)，上主管道(1)和下主管

道(4)之间设置有中间进水口(2)，副管道(104)设置在上主管道(1)的侧边，侧管(103)设置

在副管道(104)上侧，并与副管道(104)连通；

在副管道(104)内设置有防臭芯回流装置(5)，且防臭芯回流装置(5)位于侧管(103)的

下方部位；

浮球(3)设置在上主管道(1)、中间进水口(2)和下主管道(4)之间；在上主管道(1)上设

置有上进水口(102)，中间进水口(2)置于上主管道(1)和下主管道(4)之间，下主管道(4)内

壁沿周有若干导流板(401)；主管道肋位101位于中间进水口(2)上面并压住中间进水口(2)

防止窜动，中间进水口(2)开口呈喇叭状，用于接收流入的进水并进行汇集；

浮球(3)设置于下主管道(4)内，导流板(401)对浮球(3)起支撑导向作用，浮球(3)抵靠

在多个导流板(401)的内侧，浮球(3)与其相邻导流板(401)之间形成水流通道(6)；

下主管道(4)的底部设置为存水弯管(403)；当水从上主管道(1)上或者副管道(104)上

的进水口流入上主管道(1)腔体内，经过中间进水口(2)，再在水的重力和冲击力作用下浮

球(3)会向下做旋转运动，导流板(401)用于对流经的水起导向和支撑作用,污水经水流通

道(6)流向底部的存水弯管(403)，经出水口(402)排出。

2.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带有主副止回阀的新型下水管道，其特征在于，所述浮

球(3)直径大于中间进水口(2)直径，当浮球(3)上浮时能够将中间进水口(2)的出水口堵

住。

3.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带有主副止回阀的新型下水管道，其特征在于，所述出

水口(402)高于存水弯管(403)的进口。

4.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带有主副止回阀的新型下水管道，其特征在于，所述防

臭芯回流装置(5)包括转轴(501)、防臭盖(502)、配重钢球(503)、防臭芯本体(504)；防臭芯

回流装置(5)设置在副管道(104)、侧管(103)的下部，防臭芯本体(504)的出水口呈多边形，

防臭盖(502)通过转轴(501)连接在防臭芯本体(504)上并与防臭芯本体(504)出口贴合密

封，防臭盖(502)上置有配重钢球(503)，配重钢球(503)保证防臭盖(502)打开后顺利返回

并与防臭芯本体(504)密封，起到副管道防回流目的。

5.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带有主副止回阀的新型下水管道，其特征在于，下主管

道(4)内壁上的各个导流板(401)相对于进水方向呈倾斜设置，且倾斜方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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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主副止回阀的新型下水管道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下水管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带有主副止回阀的新型下水管

道。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的下水装置，例如下水器、地漏、下水管，是厨房、卫生间灯场所常用的一

种下水部件，其除了具有下水功能，一般还具有防臭防虫功能。目前，现有结束的这些下水

装置主要采用水封方式实现其防臭、防虫功能。然而，这种采用水封实现防臭功能的下水装

置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0003] 1 .当下水装置一段时间不用后，用于实现水封的水会干掉，导致下水道中的臭味

溢出；用于实现水封的水若为脏水，则一段时间后容易发臭、发黑，滋长细菌，不利于环境卫

生。

[0004] 2.大多数的下水管只实现了水池下水口处的防臭，却忽略了地面管道由于密封措

施不到位也可能散发出的臭味。

[0005] 现有的下水管是用来连接下水器和地面管道的管路，为了避免污水反流及臭气上

升到屋内，人们一般会选择在下水管道上接一个防臭装置来防臭以及防止污水回流，目前

市场上较为常见的是浮球防臭装置或止回阀装置。目前市面上有防回流功能的下水管道，

大多防倒灌装置会设计在核心管上，如主管道堵塞，在相对高度更高的主管的污水会倒灌

入低相对较底的副管或侧管，从而造成水回流的污染。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有效防止主管道、副管道污水回流的带有主副

止回阀的新型下水管道。

[0007]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带有主副止回阀的新型下水管道，包括主管道和连接在主管

道上的多个副管道(104)，所述主管道包括上主管道(1)和下主管道(4)，上主管道(1)和下

主管道(4)一体连接，上主管道(1)和下主管道(4)之间设置有中间进水口(2)，副管道(104)

设置在上主管道(1)的侧边，侧管(103)设置在副管道(104)上侧，并与副管道(104)连通；

[0008] 在副管道(104)内设置有防臭芯回流装置(5)，且防臭芯回流装置  (5)位于侧管

(103)的下方部位；

[0009] 浮球(3)设置在上主管道(1)、中间进水口(2)和下主管道(4)之间；在上主管道(1)

上设置有上进水口(102)，所述浮球(3)设置在上主管道(1)、中间进水口(2)和下主管道(4)

之间；在上主管道(1)上设置有上进水口(102)，在上主管道(1)的上进水口(102)、副管道

(104)和侧管(103)上的进水口用于连接水槽或其它设备排水管；

[0010] 中间进水口(2)置于上主管道(1)和下主管道(4)之间，下主管道  (4)内壁沿周有

若干导流板(401)，各个导流板(401)相对于进水方向呈倾斜设置，且倾斜方向相同；

[0011] 导流板(401)固定在中间进水口(2)下面，主管道肋位101位于中间进水口(2)上面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1621821 U

3



并压住中间进水口(2)防止窜动，中间进水口(2)开口呈喇叭状，用于接收流入的进水并进

行汇集；

[0012] 浮球(3)设置于下主管道(4)内，导流板(401)对浮球(3)起支撑导向作用，浮球(3)

直径大于中间进水口(2)直径，当浮球(3)上浮时能够将中间进水口(2)的出水口堵住；

[0013] 浮球(3)抵靠在多个导流板(401)的内侧，浮球(3)与其相邻导流板  (401)之间形

成水流通道(6)；使用时本专利下水管道连接在水槽的底部并使上主管道、副管道或侧管道

上的进水口与水槽底部的出水口相连通。正常状态下，浮球(3)抵靠在各导流板(401)的内

侧。当水槽放水时，水槽内的污水经进水口进入到主管道内，然后从各相邻两导流板(401)

之间的水流通道  (6)流过，最后从主管道向外流出。当污水经主管道下端的出水口反流入

主管道内时，浮球在回流入主管道内的污水浮力下上浮将主管道的进水口堵住，从而起到

防臭作用。

[0014] 下主管道(4)的底部设置为存水弯管(403)；当水从上主管道(1)上或者副管道

(104)上的进水口流入上主管道(1)腔体内，经过中间进水口  (2)，再在水的重力和冲击力

作用下浮球(3)会向下做旋转运动，导流板  (401)用于对流经的水起导向和支撑作用,污水

经水流通道(6)流向底部的存水弯管(403)，经出水口(402)排出。

[0015] 作为优选地，所述浮球(3)直径大于中间进水口(2)直径，当浮球  (3)上浮时能够

将中间进水口(2)的出水口堵住。

[0016] 作为优选地，所述出水口(402)高于存水弯管(403)的进口。主管道底部形成了存

水弯结构，这样水就可以部分存在存水弯管及下主管道内，从而使浮球(3)保持上浮状态达

到将进水口堵住的目的。

[0017] 在水槽放水结束后会有一部分污水会残留在存水弯管(403)及下主管道  (4)内，

位于存水弯管(403)内的污水能够形成密封而隔绝下水管道内的臭气，同时位于主管道4内

的污水会使浮球(3)上浮从而将中间进水口(2)的进水口堵住，这样污水、臭气、虫子均不会

进入到屋内，即实现主道管道防回流、防臭、防虫。

[0018] 作为优选地，所述防臭芯回流装置(5)包括转轴(501)、防臭盖  (502)、配重钢球

(503)、防臭芯本体(504)；防臭芯回流装置(5)设置在副管道(104)、侧管(103)的下部，防臭

芯本体(504)的出水口为增加排水量而设计呈多边形，防臭盖(502)通过转轴(501)连接在

防臭芯本体  (504)上并与防臭芯本体(504)出口贴合密封，防臭盖(502)上置有配重钢球

(503)，配重钢球(503)保证防臭盖(502)打开后顺利返回并与防臭芯本体(504)密封，起到

副管道防回流目的。

[0019] 当污水从副管道(104)、侧管(103)的进水口流入，在污水重利和冲击力下，防臭盖

(502)绕转轴(501)顺时针旋转，防臭盖(502)打开污水从防臭芯本体(504)多边形排水口排

入上主管道(1)内。当污水排完后防臭盖(502)在配重钢球(503)和自身重力下绕转轴(501)

逆时针旋转，直到与防臭芯本体(504)贴合密封。防臭盖(502)工作时与重力夹角范围为6～

52  度之间，6度是防臭盖(502)和防臭芯本体(504)密封最小角度，防臭盖  (502)打开52度

是与副管道(104)接触的极限位置且让防臭盖(502)完全打开。当主下水管道堵塞污水在主

下水管积留，防臭芯回流装置(5)处于关闭密封状态，阻止主管道内的污水从副管道(104)

回流溢出。

[0020] 作为优选地，下主管道(4)内壁上的各个导流板(401)相对于进水方向呈倾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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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且倾斜方向相同。水槽放水过程中，由于各导流板(401)均相对于进水方向呈倾斜设置，

且各导流板(401)的倾斜方向相同，当污水经各相邻两导流板(401)之间的过水通道流过时

会形成同方向的涡流。通过在各导流板(401)的内侧下部设置内凹的圆弧面接触，圆弧面对

浮球(3)进行支撑。排水结束后，有水溢至本体内使浮球(3)上浮并将进水口堵住。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2] 采用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整体结构实现简单，不仅能够有效防止主管道、副管

道污水回流，而且起到防臭作用。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实用新型整体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实用新型整体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带有主、副防回流的新型下水管道的剖视图；

[0026]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主管道上浮球防回流装置局部剖视图；

[0027]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中副管道上防臭芯防回流装置局部剖视图；

[0028] 附图数字标注：1上主管道，101主管道肋位，102上进水口，103侧管，104  副管道，2

中间进水口，3.浮球，4下主管道，401导流板，402出水口，403存水弯管，5防臭芯回流装置，

501转轴，502防臭盖，503配重钢球，504防臭芯本体，6水流通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并结合附图，对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

述，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30] 如图1～5所示，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带有主副止回阀的新型下水管道的具体实施

例，包括主管道和连接在主管道上的多个副管道104，所述主管道包括上主管道1和下主管

道4，上主管道1和下主管道4一体连接，上主管道1和下主管道4之间设置有中间进水口2，副

管道104设置在上主管道1的侧边，侧管103  设置在副管道104上侧，并与副管道104连通；在

副管道104内设置有防臭芯回流装置5，且防臭芯回流装置5位于侧管103的下方部位；浮球3

设置在上主管道  1、中间进水口2和下主管道4之间；在上主管道1上设置有上进水口102，所

述浮球3设置在上主管道1、中间进水口2和下主管道4之间；在上主管道1上设置有上进水口

102，在上主管道1的上进水口102、副管道104和侧管103上的进水口用于连接水槽或其它设

备排水管；中间进水口2置于上主管道1和下主管道4  之间，下主管道4内壁沿周有若干导流

板401，各个导流板401相对于进水方向呈倾斜设置，且倾斜方向相同；导流板401固定在中

间进水口2下面，主管道肋位101位于中间进水口2上面并压住中间进水口2防止窜动，中间

进水口2开口呈喇叭状，用于接收流入的进水并进行汇集；浮球3设置于下主管道4内，导流

板  401对浮球3起支撑导向作用，浮球3直径大于中间进水口2直径，当浮球3上浮时能够将

中间进水口2的出水口堵住；浮球3抵靠在多个导流板401的内侧，浮球3与其相邻导流板401

之间形成水流通道6；使用时本专利下水管道连接在水槽的底部并使上主管道、副管道或侧

管道上的进水口与水槽底部的出水口相连通。正常状态下，浮球3抵靠在各导流板401的内

侧。当水槽放水时，水槽内的污水经进水口进入到主管道内，然后从各相邻两导流板401之

间的水流通道6流过，最后从主管道向外流出。当污水经主管道下端的出水口反流入主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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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时，浮球在回流入主管道内的污水浮力下上浮将主管道的进水口堵住，从而起到防臭作

用。

[0031] 下主管道4的底部设置为存水弯管403；当水从上主管道1上或者副管道  104上的

进水口流入上主管道1腔体内，经过中间进水口2，再在水的重力和冲击力作用下浮球3会向

下做旋转运动，导流板401用于对流经的水起导向和支撑作用,污水经水流通道6流向底部

的存水弯管403，经出水口402排出。

[0032] 其中，所述浮球3直径大于中间进水口2直径，当浮球3上浮时能够将中间进水口2

的出水口堵住。所述出水口402高于存水弯管403的进口。主管道底部形成了存水弯结构，这

样水就可以部分存在存水弯管及下主管道内，从而使浮球3保持上浮状态达到将进水口堵

住的目的。在水槽放水结束后会有一部分污水会残留在存水弯管403及下主管道4内，位于

存水弯管403内的污水能够形成密封而隔绝下水管道内的臭气，同时位于主管道4内的污水

会使浮球3上浮从而将中间进水口2的进水口堵住，这样污水、臭气、虫子均不会进入到屋

内，即实现主道管道防回流、防臭、防虫。

[0033] 如图4～5所示，所述防臭芯回流装置5包括转轴501、防臭盖502、配重钢球503、防

臭芯本体504；防臭芯回流装置5设置在副管道104、侧管103的下部，防臭芯本体504的出水

口为增加排水量而设计呈多边形，防臭盖502通过转轴501连接在防臭芯本体504上并与防

臭芯本体504出口贴合密封，防臭盖502上置有配重钢球503，配重钢球503保证防臭盖502打

开后顺利返回并与防臭芯本体504密封，起到副管道防回流目的。

[0034] 当污水从副管道104、侧管103的进水口流入，在污水重利和冲击力下，防臭盖502

绕转轴501顺时针旋转，防臭盖502打开污水从防臭芯本体504多边形排水口排入上主管道1

内。当污水排完后防臭盖502在配重钢球503和自身重力下绕转轴501逆时针旋转，直到与防

臭芯本体504贴合密封。防臭盖502工作时与重力夹角范围为6～52度之间，6度是防臭盖502

和防臭芯本体504密封最小角度，防臭盖502打开52度是与副管道104接触的极限位置且让

防臭盖502完全打开。当主下水管道堵塞污水在主下水管积留，防臭芯回流装置5处于关闭

密封状态，阻止主管道内的污水从副管道104回流溢出。

[0035] 如图3～4所示，下主管道4内壁上的各个导流板401相对于进水方向呈倾斜设置，

且倾斜方向相同。水槽放水过程中，由于各导流板401均相对于进水方向呈倾斜设置，且各

导流板401的倾斜方向相同，当污水经各相邻两导流板  401之间的过水通道流过时会形成

同方向的涡流。通过在各导流板401的内侧下部设置内凹的圆弧面接触，圆弧面对浮球3进

行支撑。排水结束后，有水溢至本体内使浮球3上浮并将进水口堵住。

[0036] 本文中所描述的实施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作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

但并不会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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