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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居家生活用水二次

利用节能系统，包括安装在卫生间的一集水池，

集水池靠近或位于卫生间淋浴处地面并且低于

淋浴处地面，集水池上端盖有带孔的集水池盖

板，集水池通过管道分别与收水桶、过滤蓄水箱、

地漏排水管和带阀门的多通接头相连接，所述收

水桶上端敞口地位于地面之上；所述过滤蓄水箱

上端通过带抽水泵的抽水管与所述集水池相连，

下端则通过水箱连接管与蹲便池或马桶的标准

水箱相连，所述过滤蓄水箱上部可拆卸地安装有

净水盒，净水盒内包括滤网、多层滤料区和滤芯。

本实用新型能集中处理、净化全屋生活用水，设

计合理、简单、实用，生产安装方便，易于实施推

广，能利用使用过的生活用水来冲洗厕所，节省

自来水资源。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214143948 U

2021.09.07

CN
 2
14
14
39
48
 U



1.一种居家生活用水二次利用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安装在卫生间的一集水池，

集水池靠近或位于卫生间淋浴处地面并且低于淋浴处地面，集水池通过管道分别与过滤蓄

水箱、地漏排水管和带阀门的多通接头相连接；所述过滤蓄水箱上端通过带抽水泵的抽水

管与所述集水池相连，下端则通过水箱连接管与蹲便池或马桶的标准水箱相连，所述过滤

蓄水箱上部可拆卸地安装有净水盒，净水盒位于所述抽水管出口的下方；所述过滤蓄水箱

内设置有水位感应器，水位感应器与抽水泵的控制装置相关联，当过滤蓄水箱内的水位低

于设定高度时，水位感应器将控制器激发使得抽水泵启动抽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居家生活用水二次利用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抽水管下

端是进水口，进水口上安装有滤网罩，在滤网罩和抽水泵之间安装有止回阀。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居家生活用水二次利用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净水盒挂

装或卡装在过滤蓄水箱壁上，所述净水盒包括滤网、多层滤料区和滤芯，净水盒的底板设有

网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居家生活用水二次利用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蓄水

箱的内壁上设置有上开口挂钩，所述净水盒的一侧壁上设置有下开口挂钩，净水盒通过下

开口挂钩与上开口挂钩相勾挂而固定在过滤蓄水箱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居家生活用水二次利用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蓄水

箱的内壁上设置有卡槽，所述净水盒底部设置有与卡槽配合的插条，净水盒通过插条与卡

槽配合而卡装在过滤蓄水箱的内壁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居家生活用水二次利用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地漏排水

管通过水池溢流管与集水池相连，水池溢流管的集水池端口高于地漏排水管端口。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居家生活用水二次利用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通接头

位于地面上方，多通接头为三通管或四通管，其入水口为两个或三个带阀管口。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任一项所述的居家生活用水二次利用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水箱连接管上设置有阀门，所述标准水箱还通过清水管与自来水供水管连接，所述清水

管在进水端安装有阀门并且通过三通管与自来水供水管和所述水箱连接管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居家生活用水二次利用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净水盒内

从上至下设置有面层滤网、多层滤料区、滤芯和底层滤网，多层滤料区填装的是变径颗粒滤

料，上层的颗粒滤料小于下层的颗料滤料。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居家生活用水二次利用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池

上端盖有带孔的集水池盖板，所述集水池还通过管道与收水桶连接，所述收水桶上端敞口

地位于地面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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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生活用水二次利用节能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建筑节能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居家生活用水二次利用节能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人类面临水资源的严重缺乏，特别是我国人口众多，并正在加快城镇化进程

中。城市缺水就更显得特别严重。一方面国家采取对城市优先供水的政策。另一方面城市居

民把国家优先按饮用水标准提供的水资源基本没有用于饮用。而主要是用于生活用途，如

洗菜丶洗澡丶洗衣物丶个人洗漱，冲厕所等用途。据测算每个家庭用于冲刷厕所的用水量

达到家庭用水量的30％‑35％。也就是说国家把现在普遍不是很好的水资源，通过层层净化

处理为城市饮用水标准供应给了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基本很少用来饮用。其中的30％‑

35％用来冲刷了厕所。这样不但浪费了宝贵的水资源，而且浪费了在水处理过程中，及排放

的30％‑35％的废水处理过程中能源耗费。

[0003] 为了实现节水，有一部分人洗手时会开小水龙头，打肥皂时关掉水龙头，也可能用

洗菜水浇花，拖地，也有使用节水冲水水箱等，我们将其称为被动性节水。但大部分人做得

少或不能坚持。特别是使用节水型冲水水箱，它的容水量小，一般一次冲洗不干净，还需二

次冲洗，实际比标准型冲水水箱更耗水。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居家生活用水二次利用节能系统，它设计合理，生产安装方

便，易于实施推广、实用，能利用使用过的生活用水来冲洗厕所，节省自来水资源，实现主动

节水，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0005] 为达到上述之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居家生活用水二次利用

节能系统，包括安装在卫生间的一集水池，集水池靠近或位于卫生间淋浴处地面并且低于

淋浴处地面，集水池通过管道分别过滤蓄水箱、地漏排水管和带阀门的多通接头相连接；所

述过滤蓄水箱上端通过带抽水泵的抽水管与所述集水池相连，下端则通过水箱连接管与蹲

便池或马桶的标准水箱相连，所述过滤蓄水箱上部可拆卸地安装有净水盒，净水盒位于所

述抽水管出口的下方；所述过滤蓄水箱内设置有水位感应器，水位感应器与抽水泵的控制

装置相关联，当过滤蓄水箱内的水位低于设定高度时，水位感应器将控制器激发使得抽水

泵启动抽水。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抽水管下端是进水口，进水口上安装有滤网罩，在滤网罩和抽水泵

之间安装有止回阀。滤网罩使污水中的渣滓被滤掉，防止抽水时堵塞抽水泵及水管，止回阀

防止水逆流。

[0007] 进一步地，为了方便清洗或更换净水盒，并且易于安装，所述净水盒挂装或卡装在

过滤蓄水箱的内壁上，所述净水盒内净水盒内包括滤网、滤料层和滤芯层，净水盒的底板设

有网孔。净水盒设置多层净化结构，对各种类型的杂质和污染物进行过滤、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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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地，作为安装净水盒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过滤蓄水箱的内壁上设置有上

开口挂钩，所述净水盒的一侧壁上设置有下开口挂钩，净水盒通过下开口挂钩与上开口挂

钩相勾挂而固定在过滤蓄水箱内。

[0009] 进一步地，作为安装净水盒的另一种实施方式，所述过滤蓄水箱壁上设置有卡槽，

所述净水盒底部设置有与卡槽配合的插条，净水盒通过插条与卡槽配合而卡装在过滤蓄水

箱的内壁上。

[0010] 进一步地，为防止集水池的水位过高而从集水池盖板漫溢到地面，所述地漏排水

管通过水池溢流管与集水池相连，水池溢流管的集水池端口高于地漏排水管端口。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多通接头位于地面上方，多通接头为三通管或四通管，其入水口为

两个或三个带阀管口。多通接头可与洗菜槽、洗手池和洗衣机的排水管连接，多通接头上的

阀门防止未使用的管口倒流溢水，多通接头可以通过单独的管道安装一个或一个以上，如

洗手间一个，厨房一个。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水箱连接管上设置有阀门，所述标准水箱还通过清水管与自来水

供水管连接，所述清水管在进水端安装有阀门并且通过三通管与自来水供水管和所述水箱

连接管连接。这就使得自来水供水系统可以和节能供水系统转换，起到备用作用，而便具的

标准水箱入水口还是一个，标准化水箱不需要作任何改动。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净水盒内从上至下设置有面层滤网、第一滤料层、第二滤料层、滤

芯层和底层滤网。

[0014] 进一步地，为方便收集生活用水，所述集水池上端盖有带孔的集水池盖板，所述集

水池还通过管道与收水桶连接，所述收水桶上端敞口地位于地面之上。

[0015] 本实用新型为系统化设计，每个家庭仅使用一个集水池、一个抽水泵和一个净化

装置就能实现全屋生活用水的收集、净化和二次利用，巧妙设计了各构成部件及相互间的

连接关系，设计合理、简单、实用，生产安装方便，克服了某些节水系统过于复杂，生产安装

成本高，不易实施、无法维护，或者是某些单独的节水机构，无法实现全屋生活用水二次利

用的问题。净水盒安装在过滤蓄水箱中，进行多层净化，并能清洗、更换，过滤蓄水箱、净水

盒、集水池等全部部件都可以标准化预先生产，现场安装方便、快速，易于施工，使用中不影

响平常的用水习惯，能把人们的被动性节水转变为主动或强制性节水，节能减排，具有巨大

的社会效益。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7] 1、能集中处理、净化全屋生活用水，设计合理、简单、实用，生产安装方便，易于实

施推广、实用，能利用使用过的生活用水来冲洗厕所，使人们在冲洗厕所用水完全不需要使

用自来水了，节省自来水资源，使人们的节水观念从被动性节水转变为主动性节水或强制

性节水，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0018] 2、能将洗菜槽、洗手池、洗衣机及其它生活用水(通过收水桶)全部收集，集中处理

后再次利用。

[0019] 3、减少了每个家庭的污水排放，并减少了自来水厂因生产、供应自来水以及污水

处理所产生的能耗，符合国家环保扶持和节能减排政策。使用本实用新型，每个家庭将节约

30％‑35％的自来水，并将减少每个家庭少排放的30％‑35％污水处理。这样，每个城市将减

少供应30％‑35％自来水以及减少30％‑35％的污水处理。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4143948 U

4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安装示意图。

[0022] 图3为净水盒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多通接头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实施例1：如图1至图4所示，一种居家生活用水二次利用节能系统，包括安装在卫

生间的一集水池1，集水池1位于卫生间淋浴处的地面并且低于淋浴处地面，集水池1上端盖

有带孔的集水池盖板11，集水池盖板11略低于卫生间其它位置的地面20，集水池1通过管道

10分别与收水桶2、过滤蓄水箱3、地漏排水管4和带阀门的多通接头5相连接。所述收水桶2

上端敞口地位于地面20之上，用于收集其它生活用水，可将用过的水倒入收水桶2流向集水

池1。为防止集水池1的水位过高而从集水池盖板11漫溢到地面20，所述地漏排水管  4通过

水池溢流管12与集水池1相连，水池溢流管12的集水池端口高于地漏排水管端口，保证水往

地漏排水管端排出。

[0027] 如图1至图3所示，过滤蓄水箱3安装在标准水箱71上方的墙上，过滤蓄水箱3上端

通过带抽水泵63的抽水管6与所述集水池1相连，抽水管6下端是进水口，进水口上安装有滤

网罩61，在滤网罩61和抽水泵63之间安装有止回阀62。滤网罩61使污水中的渣滓被滤掉，防

止抽水时堵塞抽水泵63及管道，止回阀62防止水逆流。所述过滤蓄水箱3上部可拆卸地安装

有净水盒8，净水盒8位于所述抽水管6出口的下方，净水盒8内包括滤网、滤料层和滤芯层，

净水盒8的底板86设有网孔。本实施例中，为了方便清洗或更换净水盒8，并且易于安装，所

述净水盒8卡装在过滤蓄水箱壁上，所述净水盒8内从上至下设置有面层滤网81、多层滤料

区82、滤芯84和底层滤网85。净水盒8设置多层净化结构，对各种类型的杂质和污染物进行

过滤、净化。多层滤料区82填装的是变径颗粒滤料，上层的颗粒滤料小于下层的颗料滤料

(图3中的颗料大小仅为示意，不代表层数)，从小到大变径的颗粒滤料层可过滤洗涤液的化

学物质。

[0028] 如图3所示，过滤蓄水箱3内壁上设置有卡槽33，所述净水盒8底部设置有与卡槽33 

配合的插条87，净水盒8通过插条87与卡槽33配合而卡装在过滤蓄水箱壁上。当然，过滤蓄

水箱壁上也可以设置上开口挂钩，净水盒8通过下开口挂钩与上开口挂钩相勾挂而固定在

过滤蓄水箱3内。

[0029] 如图1所示，过滤蓄水箱3内设置有水位感应器，水位感应器与抽水泵63的控制装

置相关联，当过滤蓄水箱3内的水位低于设定高度时，水位感应器将控制装置激发使得抽水

泵63  启动抽水。本实施例中的水位感应器是浮球阀31，也可以设计为水位传感器，水位传

感器向控制器发出信号来控制抽水泵63停止或启动工作。过滤蓄水箱3下端通过水箱连接

管32与蹲便池7的标准水箱71相连，水箱连接管32上设置有阀门，所述标准水箱71还通过清

水管  72与自来水供水管连接，所述清水管72在进水端安装有阀门并且通过三通管与自来

水供水管和所述水箱连接管32连接。这就使得自来水供水系统可以和节能供水系统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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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备用作用，而蹲便池7的标准水箱入水口还是一个，标准化水箱不需要作任何改动。

[0030] 如图4所示，多通接头5位于地面20上方，多通接头5为四通管，其入水口为三个带

阀管口。多通接头5可与洗菜槽、洗手池和洗衣机的排水管连接，多通接头5上的阀门51防止

未使用的管口倒流溢水，多通接头5可以通过单独的管道10安装一个或一个以上，如洗手间

一个，厨房一个。

[0031] 实施例2：本实施例中各构成部件的结构以及各构成部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实施

例1相同，所不同的是实施例2中与过滤蓄水箱3相连接的是马桶9，过滤蓄水箱3下端通过水

箱连接管32与马桶水箱91相连，其工作原理相同。

[0032]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是：淋浴水、洗菜水、洗衣洗手水等通过集水池盖板11或排

水管流入集水池1，当过滤蓄水箱3内的水位感应器感应到水位下降到设定高度时，启动抽

水泵  63，集水池1中的生活用水通过抽水管6进入过滤蓄水箱3，通过净水盒8过滤净化后落

入箱体内储存并向标准水箱71供水，标准水箱71内的水使用后，过滤蓄水箱3内的水流入标

准水箱71内备用。

[0033]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

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

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

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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