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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柳市能市水器 包括集水箱 (5) 、儲水箱 (2) 和二通管 (17) 菜水箱 (5) 包括攻
孟 ( 1) 和箱休 (6) , 故監 ( 1) 安裝在箱休 (6) 集水箱 (5) 的箱休 (6) 內底部固定有
水泵 (15) 。儲水箱 (2) 底部沒有迸水 □ (26) 和山水 □ (27) „ 儲水箱 (2) 內部歧有—

軟管 (28) 軟管 (28) 上端迎接有 浮漂 (3) 下端勻出水 □ (27) 密封近接 „ 在軟管 (28)

勻浮漂 (30) 喲迎接她下面和軟管 (28) 勻出水口 (27) 迎接她竹上面均沒有迸水 (29) „

三通管 ( 17) 喲第 端 (22) 勻集水箱 (5) 內喲水泵 (15) 迸按井股有升夫 (25) , 第二端 (23)

插入儲水箱 (2) 的迸水 π (26) 亦密封旺接 第三端 (24) 力再用水出水口亦投有升夫 (25)

本市水器拮枸筒羊 市能效果 見著



一神市能市水器

技木領域

本安用新型涉及一神市能杯保裝置，特別涉及一神市能市水器。

背景技木
在自然盜源日漸枯竭的今天， 市能減排 " 已鋒成力全杜合及全球友展超

勢，但是水資源的浪費日超汗重 現在家庭中的生活用水往往只使用了一次

就被排放掉了，沒有寺用的投各迸行收集，仗有少數的家庭使用筒單的器具

0 如水盆、水桶等 收集一些使用迂的生活用水，迸行二次利用，但也存在

回收量少，使用范固小，仗限于沖刷廁所，儲水用工具筒草但使用不便，因

生活用水沒有迸行除菌、除臭和淨水她理，儲存肘同稍弋就合交臭，影晌室
內空乞等缺魚 特別是洗澡用水，因沒有寺有的投各回收而浪費掉，同肘浪

費掉的迂有洗澡水中的大量熟能。

15 現在市坊上家庭用市水器的作用只是筒革的控制水流量，使之在沒有人

使用吋不吐水白自流掉，但沒有迭到使用水二次利用的目的。

安用新型內容

本突用新型的目的在于解決現有斤品和技木的缺貞而提供一神匝用仁

20 泛，鈷枸筒革，這行快捷，使用方便，市能效果昱著的市能市水器。

力突現上述 目的，本寞用新型提供一神市能市水器，它包括集水箱、儲

水箱和三通管 所迷的集水箱包括碩孟和箱休，所迷咬孟安裝在箱休上，且
碩蓋上沒有漏水孔 所述箱休外投有控制器，箱休內底部固定有一水泵，箱

休內底部中同固定有丐底部垂直的支撐柱，所迷支撐柱的上端役有一液面升
5 夫，咳液面升夫勻水泵同控制器連接

儲水箱的底部投有出水口和逆水口，儲水箱內部沒有一軟管，核軟管的

上端連接有一浮漂，下端勻出水口密封連接，出水口她投有升夫，在軟管勻

浮漂的連接她下面和軟管勻出水口連接她的上面均投有迸水孔 在儲水箱內

的攻部投有一限制升夫，井通迂我路勻集水箱箱休外的控制器連接

30 三通管第一端勻集水箱內的水泵連接井投有升夫，第二端插入儲水箱的



迸水口井密封連接，第三端力再用水出水口井投有升夫。

力了便于集水漏水，項孟上表面力圓弧形，井且在上表面上投有凸起，

漏水孔投在碩孟的迪沿她，在咬孟的迪沿周向投有防止水溢出的杯形壁。

所迷箱休內杯鋅投置有集熱供水管，箱休壁上投有勻集熱供水管連接的

出水口和迸水口。

所迷儲水箱內攻部的限制升夫投在備水箱箱休攻部的內壁上。

力了使集水箱內的水具有更好的加熱溫度，在集水箱的箱休內壁上投有

加熱片，咳加熱片勻箱休外的控制器連接。

投有的迸水孔的周固，所迷的儲水箱內的浮漂下表面力確形面，在浮漂上投

有注入口。

所迷三通管第二端插入儲水箱內的管休呈倒 L 型，井且其管口她于儲水

箱內中部。

所迷的集水箱的箱休內部投有杯型槽，所迷集熟供水管投置在杯型槽內，

在杯型槽的內尾壁上端投有至少一組溢水孔和溢水管，所迷溢水管的一管口

勻溢水孔密封達接，另一管口投置在杯型槽內靠近箱休的底面她。

面投有的迸水孔的周園，儲水箱底部內表面力倒堆形面。

在浮漂朝向儲水箱內壁的表面上投有橡肢擦，所迷的橡肢擦勻儲水箱內壁

面接蝕。

本突用新型的仇貞是

1、能膨大量回收家庭中的生活用水，力了使所收集的生活用水能移迭到

再用水的使用棕准，在集水箱的箱休內安裝有臭氧友生器，在三通管上出水

口她安裝有迂濾阿和淨水器，肘所收集的生活用水迸行除臭，除菌和淨化她

理，井統一由箱休外控制器控制 鋒淨化她理后的水可仁泛使用在洗衣、洗

革、擦地、澆花等方面。

2、在洗澡肘由于在集水箱中投汁了集熱供水管和加熱片，用自來水拾集

熟供水管提供水源，集水箱內所收集的洗澡水勻集熱供水管接蝕后，洗澡水

中的剩余熱能量有大部分估涕給了集熱供水管內的自末水，使之具有溫度，



勻此同肘通迂加熱片的朴充加熟可使集熱供水管內的水快速升溫，有效的利

用了被排放掉洗澡水的剩余熟能，市省了洗澡肘由熟水器所消耗的大量屯能。

3、安裝拆卸方便，通迂投在儲水箱上的桂駒朽合頁，方便固定、拆卸儲

水箱。

4、本芒品匝用仁泛，結枸筒革，這行快捷，使用方便，市能效果昱著，

即市夠了完寅的水資源又提高了水的利用率，迭到了市能減排的目的。

圈 1 力本奕用新型的整休內部結枸示意團

團 2 力本奕用新型集水箱上攻孟俯初團

囤 3 力本奕用新型集水箱的內部結枸示意團

團 4 力本奕用新型儲水箱的內部結枸示意團

團弓碗明 1碩孟，2 漏水孔，3 凸起，4 杯形壁，5 集水箱，6 箱休，7

坪型槽，8 集熱供水管，9 迸水口，10 出水口，11 內尾壁， 2 溢水孔， 3

溢水管，14 支撐柱，15 水泵，16 液面升夫，17 三通管， 8 臭氧友生器，

19 控制器，20 加熱片，2 1 儲水箱，22 三通管第一端，23 三通管第二端，
24 三通管第三端，25 升夫，26 儲水箱迸水口，27 儲水箱出水口，28 軟管，

29 迸水孔，30 浮漂，3 1 注入口，32 橡肢擦，33 限制升夫，34 儲水箱底

部內表面，35 浮漂下表面，36 迂濾阿，37 淨水器，38 桂駒，39 合頁，40

管口。

具休安施方式

突施例 ，如囤 、2、3、4 所示一神市能市水器，它包括集水箱 5、儲

水箱 2 和三通管 7，所迷的集水箱 5 包括碩蓋 1 和箱休 6，所迷碩孟 1 安裝

在箱休 6 上，且攻蓋 1 投有漏水孔 2 所迷箱休 6 外投有控制器 19，箱休 6

內底部固定有一水泵 15，箱休 6 內底部中同固定有勻底部垂百的支撐柱 14

所迷支撐柱 14 的上端投有一液面升夫 16，咳液面升夫 16 勻水泵 5 同控制器

19 連接 儲水箱 2 1 的底部投有出水 27 和迸水 26，儲水箱 2 1 內部沒有

一軟管 0 ，核軟管 28 的上端連接有一浮漂 30，下端勻出水 27 密封連接，
出水口 27 她投有升夫 25，在軟管 0 勻浮漂 30 的連接她下面和軟管 28 勻出



水 27 連接她的上面均投有迸水? 29 在儲水箱 2 內的碩部投有一限制升

夫 33，井通迂哉路勻集水箱 5 箱休 6 外的控制器 9 連接 三通管第一端 22

勻集水箱 5 內的水泵 15 連接井投有升夫 25，第二端 23 插入儲水箱 2 1 的迸水

26 井密封連接，第三端 24 力再用水出水口井投有升夫 25

攻蓋 表面力圓弧形，井且在上表面上沒有凸起 3，所迷漏水孔 2 投在
碩孟 1 的迪沿她，在碩孟 1 的迪沿周向投有防止水溢出的杯形壁 4 。

所迷集水箱 5 的箱休 6 內杯繞投置有集熱供水管 8，箱休 6 壁上投有勻集

熱供水管 8 連接的出水 0 和迸水口 9 儲水箱 2 1 內頓部的限制升夫 33 投

在儲水箱 2 1 箱佈碩部的內壁上 集水箱 5 的箱休 6 內壁上投有加熟片 20，咳
加熱片 20 勻箱休 6 外的控制器 19 連接。

集水箱 5 的箱休 6 內部投有杯型槽 7，所迷集熱供水管 8 投置在杯型槽 7

內，在杯型槽 7 的內尾壁 11 上端投有至少一坦溢水 2 和溢水管 13，所迷

溢水管 3 的一管口勻溢水孔 2 密封連接，另一管口投置在杯型槽內靠近箱

休 6 的底面她。

儲水箱 2 1 內的浮漂下表面 35 力堆形面，在浮漂 30 上投有注入 31 在

浮漂 30 朝向儲水箱 2 1 內壁的表面上投有橡肢擦 32，所迷的橡肢擦 32 勻儲水

箱 2 內壁面接蝕 儲水箱底部內表面 34 力倒堆形面 三通管第二端 23 插入
儲水箱 2 1 內的管休呈倒 L型，井且其管 40 灶于備水箱 2 1 內中部。

生活用水伙集水箱 5 頂蓋 1上的漏水孔 2 流入集水箱 5 內的杯型槽 7 內，

在杯型槽 7 的內尾壁 11 端投置有一溢水孔 12，井且投有一溢水管 13，溢

水管 13 的一管口勻溢水 2 密封連接，另一管口役置在杯型槽 7 內靠近箱

休 6 的底面她，杯型槽 7 內的水通泣溢水管 3 使集水箱 5 的內部充滿 集水

箱 5 收集家庭生活中的第一吹排放使用水，在集水箱 5 內安裝有臭氧友生器

8 肘所收集的使用水迸行除臭，除菌和淨化她理，臭氧友生器 18 由箱休 6 外

的控制器 19 控制 箱休 6 內中同支撐柱 14 上端的液面升夫 6 力一介液面估

感裝置，跟水泵 15 連接井通迂箱休外的控制器 19 控制 圭集水箱 5 內秧水

水面迭到支撐柱 14 上的液面升夫 16 肘，液面升夫 16 友拾控制器 19 信弓，

控制器 19 控制箱休 6 內底部的水泵 15 后功升始向備水箱 2 1 注水，此肘的三
通管第一端 22 L的升夫 25 力打升狀恣，第三端 24 的升夫 25 力閉合狀悉



三通管第二端 23 丐儲水箱 2 1 的迸水口26 是密封連接，井且其管休是插入儲

水箱 2 內的，集水箱 5 內的水通迂三通管 17 向儲水箱 2 1 注入。

儲水箱 2 蓄水，水面帶劫儲水箱 2 內部的浮漂 30 浮，在儲水箱 2 1

箱休內壁的上端沒有一限制升夫 33，此限制升夫 33 力整介市能市水器的息升

夫，井跟集水箱 5 箱休 6 外的控制器 19 通迂哉路連接，舀浮漂 30 上升的高

度位置迭到儲水箱 2 箱休內壁上端的限制升夫 33 吋，此限制升夫 33 通迂控

制器 19 控制水泵 5 停止工作，不再向儲水箱 2 1 內注水 力了淨化儲水箱 2 1

中的水廈，在浮漂 30 上投置有注入 31，將沉降荊伙注入口 3 1 注入到儲水

箱 2 內，使水中密度大的顆粒和朵廈沉綻在儲水箱 2 1 底，而水中部分密度

小的物辰則漂浮在水的上尾，使儲水箱 2 中水的上屋和底尾力含朵廈較多的

污水，中同居的水力可利用的再用水 儲水箱底部內表面 34 力倒堆形面，使

水中的沉綻物集中在儲水箱 2 底中同，靠近勻儲水箱 2 出水 27 連接的軟

管 28 她，儲水箱 2 內的浮漂下表面 35 力堆形面，使水中的漂浮物集中漂浮

在浮漂下表面 35 中同，靠近軟管 28 勻浮漂 30 連接她。

舀需要沖刷廁所吋，打升儲水箱 2 1 出水口 27 的升夫 25，此肘投在軟

管 28 勻浮漂 30 的連接她下面的迸水孔 29 和軟管 28 勻出水口27 連接她上面

的迸水? 29 將芒生吸力，將儲水箱 2 1 內上尾和底侯含朵廈較多的污水首先

排出，留下儲水箱 2 內中同居的水作力再用水。

圭需要用水洗衣、拖地或者刷革吋，打升三通管第三端 24 的升夫 25，夫

閉三通管第一端 22 的升夫 25，由于三通管第二端 23 的管休是插入儲水箱 2 1

內呈倒 L型，井且其管 40 她于儲水箱 2 1 中部，所以可將儲水箱 2 1 內中同

居的水早出，井通迂三通管第三端 24 再用水出水口她安裝的迂濾阿 36 和淨

水器 37 迸行淨化她理，使早出的水水反更好。

力了方便安裝和拆卸儲水箱 2 ，在儲水箱 2 1 的箱休外壁表面上端投有桂

駒 38，下端役有合頁 39，通迂桂駒 38 和合頁 39 將儲水箱 2 1 固定安裝在增

上 舀需要清洗儲水箱 2 1 內部肘，可將桂駒 38 取下，通迂儲水箱 2 1 外壁下

端的合頁 39 將儲水箱 2 1翻下清洗 同肘在日常使用吋，由于在浮漂 30 朝向

儲水箱 2 1 內壁的表面上校有橡肢擦 32，井且橡肢擦 32 勻儲水箱 2 1 內壁面接

絀，隨看儲水箱 2 蓄水，在水面高低升降帶功浮漂 30 移功的同吋，橡



肢擦 32 肘偌水箱 2 的內壁表面迸行清沽。

安施例 2

如圈 1、2、3、4 所示一神市能市水器，舀人站在集水箱 5 洗澡肘，集

水箱 5 項孟 1 L表面上的凸起 3 肘人的足底起到按摩的作用，集水箱 5 的碩孟

1 卡合連接在集水箱 5 的箱休 6 _E，集水箱 5 內的支撐柱 14 攻在頂孟 的底

面上起支撐作用 由于頓孟 1 的上表面力弧形結枸，漏水孔 2 投在頓孟 1 的迪

沿灶，能使洗澡水能移更好的伙漏水孔 2 流入到集水箱 5 內的杯型槽 7 中，同

吋在碩孟 1 的地沿周向役有坪形壁 4 防止洗澡水溢出 在集水箱 5 的杯型槽 7

內杯繞役置有集熱供水管 8，集水箱 5 的箱休 6 壁上投有勻集熱供水管 8 連接

的出水 0 和迸水口 9，用自來水拾集熱供水管 8 提供水源 洗澡肘集水箱 5

的杯型槽 7 內所收集的洗澡水勻集熱供水管 8 接舢后，將洗澡水中的剩余熱能

量估涕哈了集熱供水管 8 內的自末水，使之具有溫度，同肘再通迂勻控制器

19 連接的加熱片 20，稠市加熱片 20 的溫度，仕加熱片 20 肘杯型槽 7 內被收

集的洗澡水迸行朴充加熱，使得集熟供水管 8 內的自宋水被快速升溫，此肘可
以利用集熱供水管 8 內的水迸行洗澡、洗臉或者洗碗，迭梓不但有效的利用了
被排放掉的洗澡水的剩余熟能，迂能將集熱供水管 8 內的自末水迸行循坪利

用

力了使杯型槽 7 內的水溫保持桓定，能移持縷拾集熱供水管 8 中的水加

熱，圭洗澡水流入杯型槽 7 后，由于杯型槽 7 內上部分的水是剛流入的洗澡水，
水溫必定高于杯型槽 7 下部分的水溫，所以多余的洗澡水，特別是杯型槽 7 內

下部分溫度低的水則通迂集水箱 5 杯型槽 7 內的溢水管 13 伙內侯壁 1 端的

溢水 12 流出，將整介集水箱 5 注滿 注滿后同突施例 1 所迷方法一佯把洗
澡水作力生活中的使用水收集以各后用。



杖 利 要 求

1、一神市能市水器，它包括集水箱、儲水箱和三通管，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集水箱包括政孟和箱休，所迷攻孟安裝在箱休上，且攻孟上投有

漏水孔 所迷箱休外投有控制器，箱休內底部固定有一水泵，箱休內底部中

同固定有勻底部垂直的支撐柱，所迷支撐柱的上端投有一液面升夫，核液面

升夫勻水泵同控制器連接

所迷儲水箱的底部投有出水口和迸水口，儲水箱內部投有一軟管，咳軟

管的上端連接有一浮漂，下端勻出水口密封連接，出水口她投有升夫，在軟

管勻浮漂的連接她下面和軟管勻出水口連接她的上面均投有迸水孔 在儲水

箱內的碩部投有一限制升夫，井通迂錢路勻集水箱箱休外的控制器連接

所迷三通管第一端勻集水箱內的水泵連接井汝有升夫，第二端插入儲水

箱的迸水口井密封連接，第三端力再用水出水口井投有升夫。

2、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一神市能市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迷攻孟上表

面力圓弧形，井且在上表面上投有凸起，所迷漏水孔沒在攻孟的迪沿她，在

攻孟的迪沿周向投有防止水溢出的杯形壁。

3、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一神市能市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集水箱的

箱休內郎饒投置有集熟供水管，箱休壁上投有勻集熱供水管連接的出水口和

迸水口。

4、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一神市能市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迷儲水箱內

項部的限制升夫投在儲水箱箱休碩部的內壁上。

5、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一神市能市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集水箱

的箱休內壁上投有加熟片，核加熱片勻集水箱箱休外的控制器連接。

6、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一神市能市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儲水箱
內的浮漂下表面力維形面，在浮漂上投有注入口。

7、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一神市能市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迷三通管第

二端插入儲水箱內的管休呈 型，井且其管口她于儲水箱內中部。

8、根据杖利要求 3 所迷的一神市能市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集水箱

的箱休內部役有杯型槽，所迷集熟供水管投置在坪型槽內，在杯型槽的內尾



壁上端投有至少一狙溢水孔和溢水管，所迷溢水管的一管口勻溢水孔密封達

接，另一管口沒置在杯型槽內靠近箱休的底面她。

9、根据杖利要求 6 所迷的一神市能市水器，其特征在于 備水箱底部內

表面力倒堆形面。

10、根据杖利要求 或 6 所迷的一神市能市水器，其特征在于 在浮漂

朝向儲水箱內壁的表面上投有橡肢擦，所迷的橡肢擦勻儲水箱內壁面接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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