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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楼房洗废水的收集冲洗便池管道系统

(57)摘要

一种楼房洗废水的收集冲洗便池管道系统，

顶层卫生间中的地面分别设置洗废水收集口、洗

衣水口、脸盆水口；下层卫生间上部的外墙体外

侧设置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其中设有为洗废水

沉淀池，下部设置为封闭的沉淀箱体、上部设置

为洗废水净化滤网；洗废水收集管道的进口端分

别对应洗废水收集口、洗衣水口、脸盆水口安装；

便池上水电磁阀与浮球控制电动开关装置之间

设置控制电路；水箱溢水管道上口低于洗废水收

集管道的出口端设置；本实用新型的洗浴、洗衣、

洗手水的的洗废水收集管道进行收集，实现了洗

废水再利用，能够大量节约水资源，减少污水的

排放以及污水处理厂的开支费用，缓解我国的水

资源匮乏，提高生活用水的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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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楼房洗废水的收集冲洗便池管道系统，是由：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1)、淋雨喷

头(2)、顶层卫生间(3)、下层卫生间(4)、便池(5)、便池水箱(6)、洗浴水收集口(7)、洗废水

收集管道(8)、便池下水管道(9)、主下水管道(10)、溢水导水管道(11)、浮球阀(12)、净化水

管道(13)、洗废水沉淀池(14)、洗废水净化滤网(15)、外墙体(16)、净化水箱外架(17)、洗废

水净化池(18)、便池上水管道(19)、便池上水电磁阀(20)、浮球控制电动开关装置(21)、水

箱溢水管道(22)、洗衣水口(23)、脸盆水口(24)构成；其特征在于：顶层卫生间(3)下面对应

设置至少一层下层卫生间(4)，顶层卫生间(3)中一侧上部分别设有淋雨喷头(2)，顶层卫生

间(3)中的地面分别设置洗浴水收集口(7)、洗衣水口(23)、脸盆水口(24)；顶层卫生间与下

层卫生间(4)中设置共用的主下水管道(10)；下层卫生间(4)中一侧设置便池(5)，便池(5)

后部上方设置便池水箱(6)，便池水箱(6)的外墙体(16)中设置便池上水管道(19)；便池水

箱(6)中设置浮球阀(12)，浮球阀(12)上水口设置为三通接口，浮球阀(12)三通接口与便池

上水管道(19)设置连接管道，连接管道上设置便池上水电磁阀(20)；便池水箱(6)下水口下

端设置便池下水管道(9)，便池下水管道(9)下端出口对应主下水管道(10)设置；便池水箱

(6)上部一侧预留进水口；下层卫生间(4)上部的外墙体(16)外侧设置净化水箱外架(17)，

净化水箱外架(17)上面设置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1)，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1)上部内侧与

外墙体(16)之间设置膨胀紧固螺栓；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1)中的一端设有为洗废水沉淀

池(14)，洗废水沉淀池(14)下部设置为封闭的沉淀箱体，洗废水沉淀池(14)上部设置为洗

废水净化滤网(15)。

2.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楼房洗废水的收集冲洗便池管道系统，其特征在于：洗

废水收集净化水箱(1)的净化水箱体一侧的上、下部位分别预留两个管道孔，两个管道孔分

别为：洗废水管道孔、净化水管道孔；洗废水管道孔中安装设置洗废水收集管道(8)的出口

端，洗废水收集管道(8)的进口端分别对应洗浴水收集口(7)、洗衣水口(23)、脸盆水口(24)

安装，净化水管道孔与便池水箱(6)进水口之间设置净化水管道(13)，净化水管道(13)出口

端部设置浮球阀(12)三通接口。

3.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楼房洗废水的收集冲洗便池管道系统，其特征在于：净

化水管道(13)上部管段上设置浮球控制电动开关装置(21)，便池上水管道(19)的管段上设

置便池上水电磁阀(20)，便池上水电磁阀(20)与浮球控制电动开关装置(21)之间设置控制

电路。

4.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楼房洗废水的收集冲洗便池管道系统，其特征在于：洗

废水收集净化水箱(1)底部分别预留溢水管道孔，两个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1)设置为一

对，每一对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1)底部预留的溢水管道孔错位设置，孔错的溢水管道孔中

分别设置水箱溢水管道(22)，水箱溢水管道(22)上口低于洗废水收集管道(8)的出口端设

置；一楼下层卫生间(4)的水箱溢水管道(22)的下水口与主下水管道(10)之间设置溢水导

水管道(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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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楼房洗废水的收集冲洗便池管道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楼房洗浴、洗衣、洗手水收集的便池冲水管道系统，尤其是一种楼

房洗废水的收集冲洗便池管道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经过长期的住房优化，各地的楼高林立，楼房中的洗浴、洗衣、洗手水的

使用量较大，我国的水资源匮乏，楼房中洗浴用水都是采用的自来水，洗浴后的废水通过下

水管道成为污水排出，市政的污水排出需要通过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达标后才能进行排

放，但大量的洗浴废水较为清澈。在楼房中便池的冲洗需要大量的自来水进行冲洗，自来水

作为人们生活的饮用水，冲洗便池造成了饮用水较大的浪费；如果能够将洗浴的废水经过

简单的收集、净化后再利用，而现有的楼房没有对洗浴后的废水收集、净化、再利用的管道

系统，鉴于上述原因，现提出一种楼房洗废水的收集冲洗便池管道系统。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克服我国的水资源匮乏，楼房中洗浴用水都是采用的自

来水，洗浴、洗衣、洗手水后的废水通过下水管道成为污水排出，市政的污水排出需要通过

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达标后才能进行排放，但大量的洗浴废水较为清澈。在楼房中便池的

冲洗需要大量的自来水冲洗，自来水作为饮用水，造成了饮用水浪费较大；如果能够将洗浴

的废水经过简单的收集、净化后再利用，而现有的楼房没有对洗浴后的废水收集、净化再利

用的管道系统，通过合理的设计，提供一种楼房洗废水的收集冲洗便池管道系统，本实用新

型的洗浴、洗衣、洗手水的下水管道与原有的下水管道为分离另一根的洗废水收集管道，通

过收集楼房上层卫生间的洗废水进行收集，收集的洗废水净化后冲洗下层卫生间便池的管

道系统的使用方法，上层卫生间的洗浴、洗衣、洗手水通过洗废水收集地漏、洗浴、洗衣、洗

手水收集管道由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进行收集和化水，洗废水收集和化水后进入便池水

箱，便池水箱加满净化的洗废水对便池进行冲洗，实现了洗废水收集、净化、再利用，机构简

单易行，使用范围大，能够大量节约水资源，减少污水的排放以及污水处理厂的开支费用，

缓解我国的水资源匮乏，提高生活用水的的利用率。

[0004] 本实用新型为了实现上述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楼房洗废水的收集冲洗

便池管道系统，是由：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淋雨喷头、顶层卫生间、下层卫生间、便池、便池

水箱、洗废水收集口、洗废水收集管道、便池下水管道、主下水管道、溢水导水管道、浮球阀、

净化水管道、洗废水沉淀池、洗废水净化滤网、外墙体、净化水箱外架、洗废水净化池、便池

上水管道、便池上水电磁阀、浮球控制电动开关装置、水箱溢水管道、洗衣水口、脸盆水口构

成；顶层卫生间下面对应设置至少一层下层卫生间，顶层卫生间中一侧上部分别设有淋雨

喷头，顶层卫生间中的地面分别设置洗废水收集口、洗衣水口、脸盆水口；顶层卫生间与下

层卫生间中设置共用的主下水管道；下层卫生间中一侧设置便池，便池后部上方设置便池

水箱，便池水箱的外墙体中设置便池上水管道；便池水箱中设置浮球阀，浮球阀上水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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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通接口，浮球阀三通接口与便池上水管道设置连接管道，连接管道上设置便池上水电

磁阀；便池水箱下水口下端设置便池下水管道，便池下水管道下端出口对应主下水管道设

置；便池水箱上部一侧预留进水口；下层卫生间上部的外墙体外侧设置净化水箱外架，净化

水箱外架上面设置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上部内侧与外墙体之间设置

膨胀紧固螺栓；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中的一端设有为洗废水沉淀池，洗废水沉淀池下部设

置为封闭的沉淀箱体，洗废水沉淀池上部设置为洗废水净化滤网；

[0005] 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的净化水箱体一侧的上、下部位分别预留两个管道孔，两个

管道孔分别为：洗废水管道孔、净化水管道孔；洗废水管道孔中安装设置洗废水收集管道的

出口端，洗废水收集管道的进口端分别对应洗废水收集口、洗衣水口、脸盆水口安装，净化

水管道孔与便池水箱进水口之间设置净化水管道，净化水管道出口端部设置浮球阀三通接

口；

[0006] 净化水管道上部管段上设置浮球控制电动开关装置，便池上水管道的管段上设置

便池上水电磁阀，便池上水电磁阀与浮球控制电动开关装置之间设置控制电路；

[0007] 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底部分别预留溢水管道孔，两个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设置为

一对，每一对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底部预留的溢水管道孔错位设置，孔错的溢水管道孔中

分别设置水箱溢水管道，水箱溢水管道上口低于洗废水收集管道的出口端设置；一楼下层

卫生间的水箱溢水管道的下水口与主下水管道之间设置溢水导水管道。

[0008] 工作原理：顶层卫生间洗浴、洗衣、洗手后产生的洗废水分别通过洗废水收集口、

洗衣水口、脸盆水口进入洗废水收集管道，通过洗废水收集管道进入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

中的洗废水沉淀池，洗废水沉淀池通过上部的洗废水净化滤网进行过滤净化洗废水后为净

化洗废水，净化洗废水进入洗废水净化池中；净化洗废水通过净化水管道、浮球阀进入便池

水箱，便池水箱中加满净化洗废水后浮球阀关闭。

[0009] 净化水管道中有净化洗废水时，浮球控制电动开关装置自动断开电源控制便池上

水电磁阀为关闭，当净化洗废水不能加满便池水箱时，浮球控制电动开关装置自动开启电

源控制便池上水电磁阀打开，使便池上水管道转为自来水进入继续给便池水箱中加水，便

池水箱中加满自来水后浮球阀自动关闭。

[0010] 当顶层卫生间洗浴后的洗废水量过大时，净化洗废水注满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

超出的水箱溢水管道上口时，超出的净化洗废水通过水箱溢水管道下方出水口流入洗废水

收集净化水箱中；净化洗废水进入最底层的下层卫生间的超出的水箱溢水管道上口时，净

化洗废水进入水箱溢水管道的下方出水口通过溢水导水管道流入主下水管道排出；当分别

下层卫生间需要冲洗便池，人工通过便池水箱上的排水开关进行排水对便池。

[0011] 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的洗浴、洗衣、洗手水的下水管道与原有的下水管道为分离

另一根的洗废水收集管道，通过收集楼房上层卫生间的洗废水进行收集，收集的洗废水净

化后冲洗下层卫生间便池的管道系统的使用方法，上层卫生间的洗浴、洗衣、洗手水通过洗

废水收集地漏、洗浴、洗衣、洗手水收集管道由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进行收集和化水，洗废

水收集和化水后进入便池水箱，便池水箱加满净化的洗废水对便池进行冲洗，实现了洗废

水收集、净化、再利用，机构简单易行，使用范围大，能够大量节约水资源，减少污水的排放

以及污水处理厂的开支费用，缓解我国的水资源匮乏，提高生活用水的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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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3] 图1是总装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图1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是图1的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俯视构示意图；

[0016] 图4是图1的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是图2的电磁阀自动控制补充自来水结构示意图；

[0018] 图1、2、3、4、5中：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1、淋雨喷头2、顶层卫生间3、下层卫生间4、

便池5、便池水箱6、洗废水收集口7、洗废水收集管道8、便池下水管道9、主下水管道10、溢水

导水管道11、浮球阀12、净化水管道13、洗废水沉淀池14、洗废水净化滤网15、外墙体16、净

化水箱外架17、洗废水净化池18、便池上水管道19、便池上水电磁阀20、浮球控制电动开关

装置21、水箱溢水管道22、洗衣水口23、脸盆水口24。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0] 顶层卫生间3下面对应设置至少一层下层卫生间4，顶层卫生间3中一侧上部分别

设有淋雨喷头2，顶层卫生间3中的地面分别设置洗废水收集口7、洗衣水口23、脸盆水口24；

顶层卫生间与下层卫生间4中设置共用的主下水管道10；下层卫生间4中一侧设置便池5，便

池5后部上方设置便池水箱6，便池水箱6的外墙体16中设置便池上水管道19；便池水箱6中

设置浮球阀12，浮球阀12上水口设置为三通接口，浮球阀12三通接口与便池上水管道19设

置连接管道，连接管道上设置便池上水电磁阀20；便池水箱6下水口下端设置便池下水管道

9，便池下水管道9下端出口对应主下水管道10设置；便池水箱6上部一侧预留进水口；下层

卫生间4上部的外墙体16外侧设置净化水箱外架17，净化水箱外架17上面设置洗废水收集

净化水箱1，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1上部内侧与外墙体16之间设置膨胀紧固螺栓；洗废水收

集净化水箱1中的一端设有为洗废水沉淀池14，洗废水沉淀池14下部设置为封闭的沉淀箱

体，洗废水沉淀池14上部设置为洗废水净化滤网15；

[0021] 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1的净化水箱体一侧的上、下部位分别预留两个管道孔，两个

管道孔分别为：洗废水管道孔、净化水管道孔；洗废水管道孔中安装设置洗废水收集管道8

的出口端，洗废水收集管道8的进口端分别对应洗废水收集口7、洗衣水口23、脸盆水口24安

装，净化水管道孔与便池水箱6进水口之间设置净化水管道13，净化水管道13出口端部设置

浮球阀12三通接口；

[0022] 净化水管道13上部管段上设置浮球控制电动开关装置21，便池上水管道19的管段

上设置便池上水电磁阀20，便池上水电磁阀20与浮球控制电动开关装置21之间设置控制电

路；

[0023] 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1底部分别预留溢水管道孔，两个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1设置

为一对，每一对洗废水收集净化水箱1底部预留的溢水管道孔错位设置，孔错的溢水管道孔

中分别设置水箱溢水管道22，水箱溢水管道22上口低于洗废水收集管道8的出口端设置；一

楼下层卫生间4的水箱溢水管道22的下水口与主下水管道10之间设置溢水导水管道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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