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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旋翼式水表，包括叶轮计

量机构及计数机构，叶轮计量机构包括齿轮盒、

叶轮盒及其内的叶轮，计数机构包括齿轮系统、

指针及字轮系统，齿轮系统包括过渡齿轮、第二

中心齿轮、含磁性元件相耦合的第一传动轴及第

二传动轴，依次啮合连接的阶梯型第一齿轮轴、

第二齿轮轴、第三齿轮轴、第四齿轮轴、第五齿轮

轴、第六齿轮轴、第七齿轮轴、第八齿轮轴及蜗杆

齿轮，本水表重点改进了齿轮系统、叶轮盒结构，

大幅提升了水表测量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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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旋翼式水表，包括叶轮计量机构及计数机构，叶轮计量机构包括齿轮盒、叶轮盒

及其内的叶轮，计数机构包括齿轮系统、指针及字轮系统，其特征在于，齿轮系统包括过渡

齿轮、第二中心齿轮、含磁性元件相耦合的第一传动轴及第二传动轴，依次啮合连接的阶梯

型第一齿轮轴、第二齿轮轴、第三齿轮轴、第四齿轮轴、第五齿轮轴、第六齿轮轴、第七齿轮

轴、第八齿轮轴及蜗杆齿轮，蜗杆齿轮与字轮系统连接，第一至第八齿轮轴上均包括一级传

动齿轮和二级传动齿轮，两齿轮轴之间以一级传动齿轮与相应二级传动齿轮啮合连接，在

叶轮盒内，过渡齿轮安装在第一传动轴上，且与叶轮轴上的第一中心齿轮啮合连接，第二中

心齿轮安装在位于齿轮盒内的第二传动轴上，且与第一齿轮轴一级传动齿轮啮合连接，第

一中心齿轮的齿牙为9～11牙，过渡齿轮的齿牙为24～26牙，第二中心齿轮的齿牙为8～10

牙，其与第一齿轮轴一级传动齿轮啮合连接，第一齿轮轴、第二齿轮轴的一级传动齿轮的齿

牙为30～32牙，二级传动齿轮的齿牙为8～10牙，第三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

29～31牙，9～11牙，第四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29～31牙，8～10牙，第五齿

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29～31牙，9～11牙，第六、第七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

的齿牙分别为29～31牙，8～10牙，第八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29～31牙，8～

10牙，蜗杆齿轮包括传动齿轮，其齿牙为14～16牙，与第八齿轮轴的一级传动齿轮啮合连

接，上述齿轮的模数为0.4模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旋翼式水表，其特征在于，第一中心齿轮的齿牙为10牙，

过渡齿轮的齿牙为25牙，第二中心齿轮的齿牙为9牙，其与第一齿轮轴一级传动齿轮啮合连

接，第一齿轮轴、第二齿轮轴的一级传动齿轮的齿牙为31牙，二级传动齿轮的齿牙为9牙，第

三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30牙，10牙，第四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

别为30牙，9牙，第五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30牙，10牙，第六、第七齿轮轴的

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30牙，9牙，第八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30牙，9

牙，蜗杆包括传动齿轮，其齿牙为15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旋翼式水表，其特征在于，第二齿轮轴、第四齿轮轴、第六

齿轮轴、第八齿轮轴上设指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旋翼式水表，其特征在于，计数机构还包括齿轮架，具备

上夹板、下夹板及面板，上夹板上在第六齿轮轴的安装位置一侧开缺口，以拿下第六齿轮

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旋翼式水表，其特征在于，叶轮盒包括进水口、出水口，其

中进水口两侧为相平行的直面，进水口的中心至叶轮盒中心轴之间的距离为19 .2mm～

19.5mm，进水口的宽度为1.8mm～2.0mm，出水口两侧为直面，两直面之间的夹角为9°～11°，

左侧直面最低点至右侧直面之间垂直距离为5.12mm～5.22mm，左侧直面最高点至右侧直面

之间垂直距离为6.80～6.90mm，右侧直面至叶轮盒中心轴的垂直距离为21.3mm～21.7mm。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旋翼式水表，其特征在于，叶轮盒包括进水口、出水口，其

中进水口自叶轮盒外周向外凸出，进水口两侧为相平行的直面，进水口的中心至叶轮盒中

心轴之间的距离为19.4mm，进水口的宽度为1.9mm，出水口两侧为直面，两直面之间的夹角

为10°，左侧直面最低点至右侧直面之间垂直距离为5.19mm，左侧直面最高点至右侧直面之

间垂直距离为6.85mm，右侧直面至叶轮盒中心轴的垂直距离为21.5mm。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旋翼式水表，其特征在于，叶轮盒上部周侧均布6个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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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下部周侧均布6个进水口。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旋翼式水表，其特征在于，齿轮盒包括座体，座体顶部周

向开环槽，环槽内设防磁环。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旋翼式水表，其特征在于，齿轮盒内，字轮系统一侧设塑

料槽，内含干燥剂。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旋翼式水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表罩，表罩上设翻盖，

翻盖上通过轴体转动式安装旋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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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旋翼式水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表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旋翼式水表。

背景技术

[0002] 旋翼式水表是速度式水表的一种，应用范围广泛，旋翼式水表可分为多流束、单流

束，其中多流束指多束水流从叶轮盒四周流入，驱动叶轮旋转，旋翼多流束式水表，如图1所

示，水流从叶轮盒进入，推动叶轮转动，经计量机构后，由计数器显示流量，计数器包括指针

式、字轮式、指针字轮组合式，而旋翼多流束式水表又分为干式、湿式，区别在于，干式中叶

轮与齿轮系统分隔开，通过磁耦合传动，针对于此，部分使用者外放磁铁以干扰水表运行，

需要改进。

[0003] 此外，在水表安装过程中，一般的翻盖式易受到安装周侧墙壁等的限制，不便于查

抄水表。

[0004] 另外，水表的测量范围有限，针对使用者小流量用水，现有的水表灵敏度不够，不

能有效测量，需改进。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旋翼式水表，以至少解决上述一项问题。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旋翼式水表，包括叶轮计量机构及计数机构，叶轮计量机构包括齿轮盒、叶轮

盒及其内的叶轮，计数机构包括齿轮系统、指针及字轮系统，齿轮系统包括过渡齿轮、第二

中心齿轮、含磁性元件相耦合的第一传动轴及第二传动轴，依次啮合连接的阶梯型第一齿

轮轴、第二齿轮轴、第三齿轮轴、第四齿轮轴、第五齿轮轴、第六齿轮轴、第七齿轮轴、第八齿

轮轴及蜗杆齿轮，蜗杆齿轮与字轮系统连接，第一至第八齿轮轴上均包括一级传动齿轮和

二级传动齿轮，两齿轮轴之间以一级传动齿轮与相应二级传动齿轮啮合连接，在叶轮盒内，

过渡齿轮安装在第一传动轴上，且与叶轮轴上的第一中心齿轮啮合连接，第二中心齿轮安

装在位于齿轮盒内的第二传动轴上，且与第一齿轮轴一级传动齿轮啮合连接，第一中心齿

轮的齿牙为9～11牙，过渡齿轮的齿牙为24～26牙，第二中心齿轮的齿牙为8～10牙，其与第

一齿轮轴一级传动齿轮啮合连接，第一齿轮轴、第二齿轮轴的一级传动齿轮的齿牙为30～

32牙，二级传动齿轮的齿牙为8～10牙，第三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29～31

牙，9～11牙，第四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29～31牙，8～10牙，第五齿轮轴的

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29～31牙，9～11牙，第六、第七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

分别为29～31牙，8～10牙，第八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29～31牙，8～10牙，

蜗杆齿轮包括传动齿轮，其齿牙为14～16牙，与第八齿轮轴的一级传动齿轮啮合连接，上述

齿轮的模数为0.4模数。

[0008] 相比现有水表，本水表改进齿轮系统，通过对齿轮轴上齿牙数量、模数的调节，大

幅提高了水表的灵敏度，扩大水表的测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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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第一中心齿轮的齿牙为10牙，过渡齿轮的齿牙为25牙，第二中心齿轮的齿

牙为9牙，其与第一齿轮轴一级传动齿轮啮合连接，第一齿轮轴、第二齿轮轴的一级传动齿

轮的齿牙为31牙，二级传动齿轮的齿牙为9牙，第三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30

牙，10牙，第四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30牙，9牙，第五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

的齿牙分别为30牙，10牙，第六、第七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30牙，9牙，第八

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30牙，9牙，蜗杆包括传动齿轮，其齿牙为15牙。

[0010] 进一步，第二齿轮轴、第四齿轮轴、第六齿轮轴、第八齿轮轴上设指针。

[0011] 进一步，计数机构还包括齿轮架，具备上夹板、下夹板及面板，上夹板上在第六齿

轮轴的安装位置一侧开缺口，以拿下第六齿轮轴。

[0012] 通过在上夹板上开缺口的方式，方便拿下第六齿轮轴，减轻此后齿轮的负载，方便

测试字轮与电子模块的数据合格率，上、下夹板及面板构成齿轮架，在面板与下夹板的配合

下，第六齿轮轴稳定运行。

[0013] 进一步，叶轮盒包括进水口、出水口，其中进水口两侧为相平行的直面，进水口的

中心至叶轮盒中心轴之间的距离为19.2mm～19.5mm，进水口的宽度为1.8mm～2.0mm，出水

口两侧为直面，两直面之间的夹角为9°～11°，左侧直面最低点至右侧直面之间垂直距离为

5.12mm～5.22mm，左侧直面最高点至右侧直面之间垂直距离为6.80～6.90mm，右侧直面至

叶轮盒中心轴的垂直距离为21.3mm～21.7mm。

[0014] 进一步，叶轮盒包括进水口、出水口，其中进水口自叶轮盒外周向外凸出，进水口

两侧为相平行的直面，进水口的中心至叶轮盒中心轴之间的距离为19.4mm，进水口的宽度

为1.9mm，出水口两侧为直面，两直面之间的夹角为10°，左侧直面最低点至右侧直面之间垂

直距离为5.19mm，左侧直面最高点至右侧直面之间垂直距离为6.85mm，右侧直面至叶轮盒

中心轴的垂直距离为21.5mm。

[0015] 进一步，叶轮盒上部周侧均布6个出水口，下部周侧均布6个进水口。

[0016] 改进叶轮盒的进出水角度，并改进叶轮盒上进水口及出水口的宽度，以提高测量

灵敏度。

[0017] 进一步，齿轮盒包括座体，座体顶部周向开环槽，环槽内设防磁环，安装防磁环起

到防磁干扰的作用，优选铁环。

[0018] 更佳地，叶轮转动式连接在座体底部。

[0019] 进一步，齿轮盒内，字轮系统一侧设塑料槽，内含干燥剂，从而使整个干式计数器

内保持干燥不会被雾化。

[0020] 进一步，还包括表罩，表罩上设翻盖，翻盖上通过轴体转动式安装旋盖，旋盖及翻

盖配合，便于多角度查看水表，降低对安装环境的需求，避免安装环境妨碍抄表的现象。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2] 1、本水表改进齿轮系统、叶轮盒的进出水结构，水表灵敏度提高，测量范围由原有

的R80转变为R160，与国际标准接轨。

[0023] 2、加装防磁环，避免使用者外放磁铁破坏水表运行，提高稳定性。

[0024] 3、改进翻盖结构，多角度查抄水表，避免安装环境限制抄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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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5] 图1：现有的水表结构图；

[0026] 图2：本发明的整体结构图；

[0027] 图3：本发明的分解结构图；

[0028] 图4：齿轮系统的结构图A；

[0029] 图5：齿轮系统的结构图B；

[0030] 图6：叶轮与齿轮系统配合的结构图；

[0031] 图7：叶轮盒俯视图；

[0032] 图8：叶轮盒上进水口的结构图；

[0033] 图1中：1、表盖；2、轴销；3、铜罩；4、罩子衬垫；5、表玻璃；6、O形密封圈；7、计数器；

8、防磁环；9、中心齿轮；10、齿轮盒；11、垫圈；12、磁钢座；13、叶轮；14、叶轮盒；15、表壳；16、

调节螺钉；17、调节螺钉垫片；18、调节塞；19、滤水网；20、接管垫片；22、连接螺母。

[0034] 图2-图8中：300、壳体；301、表壳；302、表罩；303、翻盖；304、旋盖；305、销轴；306、

表玻璃；307、面板；308、上夹板；309、齿轮系统；310、字轮系统；311、叶轮；312、叶轮盒；313、

滤网；314、三角槽；315、指针；316、座体；318、第二中心齿轮；319、第一中心齿轮；320、第二

传动轴；321、过渡齿轮；322、第一齿轮轴；323、第二齿轮轴；324、第三齿轮轴；325、第四齿轮

轴；326、第五齿轮轴；327、第六齿轮轴；328、第七齿轮轴；329、第八齿轮轴；330、蜗杆齿轮；

331、下夹板；332、第二传动轴；333、环槽；334、缺口；3121、出水口；3122、右侧直面；3123、左

侧直面；3124、进水口；3221、一级传动齿轮；3222、二级传动齿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述，以使本发明技术方案更

易于理解和掌握。

[0036] 相比图1中所示的水表而言，本水表重点改进了翻盖结构、齿轮系统、叶轮盒结构

及齿轮盒结构。

[0037] 参照实施例1

[0038] 如图2、图3所示，一种旋翼式水表，包括壳体，壳体包括最上方的旋盖304，以及翻

盖303、表罩302、底壳301，本实施例中，旋盖通过销轴305与翻盖形成铰接结构，向左或向右

转动，翻盖通过销轴与表罩形成铰接结构，向上翻动，旋盖及翻盖配合，便于多角度查看水

表，降低对安装环境的需求，避免安装环境妨碍抄表的现象，底壳上开进出口。

[0039] 如图3、图4、图5、图6所示，壳体腔内包括叶轮计量机构及计数机构，叶轮计量机构

包括齿轮盒、叶轮盒312及其内的叶轮311，计数机构包括齿轮系统309、指针315及字轮系统

310，本实施例中齿轮盒上安装表玻璃306，作为罩体，便于查抄水表，叶轮盒位于滤网313

内，齿轮系统包括过渡齿轮321、第二中心齿轮318、含磁性元件相耦合的第一传动轴320及

第二传动轴332，依次啮合连接的阶梯型第一齿轮轴322、第二齿轮轴323、第三齿轮轴324、

第四齿轮轴325、第五齿轮轴326、第六齿轮轴327、第七齿轮轴328、第八齿轮轴329及蜗杆齿

轮330，蜗杆齿轮与字轮系统连接，第一至第八齿轮轴上均包括一级传动齿轮3221和二级传

动齿轮3222，两齿轮轴之间以一级传动齿轮与相应二级传动齿轮啮合连接，在叶轮盒内，过

渡齿轮安装在第一传动轴上，且与叶轮轴上的第一中心齿轮319啮合连接，第二中心齿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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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位于齿轮盒内的第二传动轴上，且与第一齿轮轴一级传动齿轮啮合连接，本实施例中，

第一中心齿轮的齿牙为10牙，过渡齿轮的齿牙为25牙，第二中心齿轮的齿牙为9牙，其与第

一齿轮轴一级传动齿轮啮合连接，第一齿轮轴、第二齿轮轴的一级传动齿轮的齿牙为31牙，

二级传动齿轮的齿牙为9牙，第三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30牙，10牙，第四齿

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30牙，9牙，第五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30

牙，10牙，第六、第七齿轮轴的两级传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30牙，9牙，第八齿轮轴的两级传

动齿轮的齿牙分别为30牙，9牙，蜗杆齿轮包括传动齿轮，其齿牙为15牙，与第八齿轮轴的一

级传动齿轮啮合连接，上述齿轮的模数为0.4模数。

[0040] 同时在第二齿轮轴、第四齿轮轴、第六齿轮轴、第八齿轮轴上设指针315。

[0041] 同时对叶轮盒的进出水口进行改进，参考图7，图8，叶轮盒312包括进水口3124、出

水口3121，其中进水口两侧为相平行的直面，进水口的中心至叶轮盒中心轴之间的距离为

19.2mm～19.5mm，进水口的宽度为1.8mm～2.0mm，优选，进水口的中心至叶轮盒中心轴之间

的距离为19.4mm，进水口的宽度为1.9mm，出水口两侧为直面，两直面之间的夹角a优选10°，

左侧直面3123最低点至右侧直面3122之间垂直距离为5.19mm，左侧直面最高点至右侧直面

之间垂直距离为6.85mm，右侧直面至叶轮盒中心轴的垂直距离为21.5mm。

[0042] 本实施例中，叶轮盒上部周侧均布6个出水口，下部周侧均布6个进水口。

[0043] 对实施例中水表进行测试，经过改进，本水表的灵敏度提高，测量范围从原来的

R80转变为R160，与国际标准接轨。

[0044] 作为优化，参考图3、图5，计数机构还包括齿轮架，具备上夹308、下夹板331及面板

307，上夹板上在第六齿轮轴的安装位置一侧开缺口334，以拿下第六齿轮轴。

[0045] 通过在上夹板上开缺口的方式，方便拿下第六齿轮轴，减轻此后齿轮的负载，方便

测试字轮与电子模块的数据合格率，上、下夹板及面板构成齿轮架，在面板与下夹板的配合

下，第六齿轮轴稳定运行。

[0046] 作为进一步的优化，参考图4，齿轮盒包括座体316，齿轮架安装在座体上,座体顶

部周向开环槽333，环槽内设防磁环，安装防磁环起到防磁干扰的作用，优选铁环，叶轮转动

式连接在座体底部。

[0047] 当然，以上仅是本发明的具体应用范例，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构成任何限制。凡

采用等同变换或者等效替换而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权利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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