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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家用节水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生活日用品领域，尤其涉及

一种家用节水装置。包括装置本体，所述装置本

体的顶部设置有与洗漱水池和洗菜水池连通的

三通管，所述装置本体的底部设置有蓄水池，所

述装置本体与三通管、蓄水池连通，所述装置本

体包括竖直设置的进水腔以及设置在进水腔一

侧的菜叶腔，所述进水腔和菜叶腔之间连通，所

述进水腔内挡叶板，所述挡叶板的一端设置在进

水腔和菜叶腔的连通处，所述挡叶板转动设置在

进水腔和菜叶腔的连通处，所述蓄水池与进水腔

连通。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加工方便，也可以在

现有的基础上进行改进，适合大规模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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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家用节水装置，包括装置本体，所述装置本体的顶部设置有与洗漱水池和洗菜

水池连通的三通管，所述装置本体的底部设置有蓄水池，所述装置本体与三通管、蓄水池连

通，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本体包括竖直设置的进水腔以及设置在进水腔一侧的菜叶腔，所

述进水腔和菜叶腔之间连通，所述进水腔内挡叶板，所述挡叶板的一端设置在进水腔和菜

叶腔的连通处，所述挡叶板转动设置在进水腔和菜叶腔的连通处，所述挡叶板自进水腔向

进水腔和菜叶腔的连通处的倾斜向下设置，所述挡叶板上设置有均匀分布的漏水孔，所述

进水腔远离菜叶腔的一端设置有用于清洗挡叶板的清洗喷头，所述菜叶腔内设置有破碎叶

轮，所述破碎叶轮转动设置在菜叶腔内，所述菜叶腔的底部连通有下水管道，所述蓄水池与

进水腔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节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池包括蓄水池本体

以及设置在蓄水池本体一侧的溢流管，所述溢流管的末端与马桶水箱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家用节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池本体的底部还设

置有菜叶管，所述菜叶管与蓄水池本体相通，所述蓄水池本体内设置有导水台，所述导水台

自菜叶管向四周倾斜向上设置，所述菜叶管上设置有电磁阀，所述电磁阀的下方设置有菜

叶盒，所述菜叶盒可抽拉设置在菜叶管内，所述菜叶盒的底部设置有出水孔，所述菜叶管的

末端连通有下水管道。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家用节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挡叶板的一侧还设置有

挡水板，所述挡水板垂直固定在挡叶板的一端，所述挡水板设置在进水腔和菜叶腔的连通

处的一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家用节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菜叶管设置在蓄水池本

体的一侧的角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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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用节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生活日用品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家用节水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水资源无价、可以任意使用的传统价值观念下，在

农业、工业以及生活等各领域中，人们肆意浪费并污染着宝贵的水资源，对本应属于我们子

孙后代的水资源进行着残酷的掠夺和无情的透支。在这种用水观念指导下形成的城镇建筑

供排水设计，使居民生活中绝大部分的洗涤、沐浴等用水在未得到充分合理利用情况下均

一次性地排入污水管网，加剧了城镇供水的紧张状况，当今这种严重不合理的用水设计日

显其缺陷，成为城镇供水、用水中一个突出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0003] 为了使洗涤、沐浴等用水得到充分利用，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例如，国家

知识产权局公开了一种家用节水装置{专利号：CN201120397477.X}，包括自来水池，自来水

池的排水口分别连通洗漱水池的进水口和洗菜水池的进水口，洗漱水池的出水口和洗菜水

池的出水口分别马桶贮水池相连通，自来水池的排水口还和马桶贮水池的进水口相连通，

洗漱水池的出水口和洗菜水池的出水口还分别连通二次蓄水池的进水口，二次蓄水池的排

出口分别与马桶贮水池的进水口及贮水池的进水口相连通，本实用新型可将洗漱后用水及

洗菜后用水直接用于冲洗马桶，或者在马桶不使用时将上述水进行二次蓄水，达到废水二

次利用，节约水资源的目的，具有低碳，环保的特点。

[0004] 上述技术方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水资源二次利用的目的，但目前洗菜池在

洗菜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小的叶片，这些小的叶片可能会随管道进入到蓄水池内，导致蓄

水池的水质变差或出现堵塞的现象，因此，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解决叶片问题的一种家用节

水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针对上述的家用节水装置所存在的技术问题，提出一种设计合理、结

构简单、成本低廉且能够避免叶片堵塞的家用节水装置。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家用节

水装置，包括装置本体，所述装置本体的顶部设置有与洗漱水池和洗菜水池连通的三通管，

所述装置本体的底部设置有蓄水池，所述装置本体与三通管、蓄水池连通，所述装置本体包

括竖直设置的进水腔以及设置在进水腔一侧的菜叶腔，所述进水腔和菜叶腔之间连通，所

述进水腔内挡叶板，所述挡叶板的一端设置在进水腔和菜叶腔的连通处，所述挡叶板转动

设置在进水腔和菜叶腔的连通处，所述挡叶板自进水腔向进水腔和菜叶腔的连通处的倾斜

向下设置，所述挡叶板上设置有均匀分布的漏水孔，所述进水腔远离菜叶腔的一端设置有

用于清洗挡叶板的清洗喷头，所述菜叶腔内设置有破碎叶轮，所述破碎叶轮转动设置在菜

叶腔内，所述菜叶腔的底部连通有下水管道，所述蓄水池与进水腔连通。

[0007] 作为优选，所述蓄水池包括蓄水池本体以及设置在蓄水池本体一侧的溢流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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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溢流管的末端与马桶水箱连通。

[0008] 作为优选，所述蓄水池本体的底部还设置有菜叶管，所述菜叶管与蓄水池本体相

通，所述蓄水池本体内设置有导水台，所述导水台自菜叶管向四周倾斜向上设置，所述菜叶

管上设置有电磁阀，所述电磁阀的下方设置有菜叶盒，所述菜叶盒可抽拉设置在菜叶管内，

所述菜叶盒的底部设置有出水孔，所述菜叶管的末端连通有下水管道。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挡叶板的一侧还设置有挡水板，所述挡水板垂直固定在挡叶板的

一端，所述挡水板设置在进水腔和菜叶腔的连通处的一侧。

[0010] 作为优选，所述菜叶管设置在蓄水池本体的一侧的角落处。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和积极效果在于，

[0012] 1、本实用新型通过在洗漱水池、洗菜水池以及马桶水箱之间提供一种家用节水装

置，利用其独特的结构设计，有效的解决了现有洗菜水池内菜叶的问题，同时，通过对蓄水

池的改进，有效的提高了进入马桶水箱内水的清洁度，确保马桶的正常使用，本实用新型结

构简单、加工方便，也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改进，适合大规模推广使用。

附图说明

[001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

使用的附图作一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他的附图。

[0014] 图1为实施例1提供的家用节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实施例1提供的挡叶板和挡水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6] 以上各图中，1、装置本体；11、进水腔；12、菜叶腔；121、破碎叶轮；  2、三通管；3、蓄

水池；31、溢流管；32、导水台；4、挡叶板；41、漏水孔；5、挡水板；6、清洗喷头；7、菜叶管；71、

电磁阀；8、菜叶盒。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下面结合附图和实

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的实施例及实

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18] 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实用新型，但是，本实用

新型还可以采用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他方式来实施，因此，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下面公开

说明书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

[0019] 实施例1，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旨在解决现有家庭节水装置可能存在菜叶堵

塞整个节水装置的问题，为此，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家用节水装置包括装置本体1，在装置本

体1的顶部设置有与洗漱水池和洗菜水池连通的三通管2，三通管2的一个管道与洗漱水池

连通，一个与洗菜水池连通，最后一个与装置本体1连通，在装置本体1的底部设置有蓄水池

3，装置本体1与蓄水池3连通，这样，洗漱水池的水和洗菜水池的水就会通过装置本体1进入

到蓄水池3  内，为了实现在装置本体1内将菜叶拦截的目的，在本实施例中，装置本体1  包

括竖直设置的进水腔11以及设置在进水腔11一侧的菜叶腔12，进水腔11  和菜叶腔12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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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平行设置，在本实施例中，三通管2和蓄水池3都与进水腔  11连通，在进水腔11和菜叶腔

12之间的侧壁上设置有开孔，使进水腔11和菜叶腔12连通，为了阻止菜叶进入蓄水池3，在

进水腔11内挡叶板4，在本实施例中，挡叶板4的一端设置在进水腔11和菜叶腔12的连通处，

确切的说，挡叶板4转动设置在进水腔11和菜叶腔12的连通处，具体的，在装置本体1  外设

置有电机，挡叶板4固定在连通处的一端呈圆柱状，这样，在电机的带动下，实现自动翻动，

电机为可正反转电机，这样，当挡叶板4阻完菜叶后，电机转动，将菜叶从进水腔11拨到菜叶

腔12内，而挡叶板4的设置，则避免了菜叶进入到蓄水池3内，为了方便菜叶能够进入到菜叶

腔12内，挡叶板4自进水腔11向进水腔11和菜叶腔12的连通处的倾斜向下设置，这样，一部

分菜叶会滑落到菜叶腔12内。为了使水能够顺利的动挡叶板4进入到蓄水池3内，在本实施

例中中，在挡叶板4上设置有均匀分布的漏水孔41，在本实施例中，漏水孔41呈纵横均匀分

布。如果为了进一步对菜叶进行处理，可以在挡叶板4 的上表面做纵横交错的凹槽，使漏水

孔41处于凹槽内，这样，就可以将菜叶的叶梗给架起来，然后，更为方便水从漏水孔41漏下，

同时，也方便将菜叶从进水腔11拨到菜叶腔12。

[0020] 考虑到有的菜叶才粘在挡水板5上，在挡水板5拨动的时候，也无法将其清理掉，为

此，在进水腔11远离菜叶腔12的一端设置有用于清洗挡叶板4的清洗喷头6，在进水腔11的

外壁上设置有水泵，水泵的吸水管伸入到蓄水池3  内，当挡板水转动到进水腔11和菜叶腔

12的连通口处时，电机停止工作，清洗喷头6工作，将菜叶冲击到菜叶腔12内，由于挡叶板4

的作用，清洗喷头6 所用的水，大部分还会返回到蓄水池3内。

[0021] 考虑到从洗漱水池和洗菜水池内进来的水一般较多，如果受菜叶的影响，可能大

部分水就直接进入到菜叶腔12内，为了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现，在本实施例中，在挡叶板4的

一侧还设置有挡水板5，挡水板5垂直固定在挡叶板4的一端，具体的说，挡水板5设置在进水

腔11和菜叶腔12的连通处的一侧，这样，在挡水板5的作用下，菜叶虽然无法直接进入到菜

叶腔12，但也阻碍了水的进入，而随着水的下降，菜叶会被水冲击到挡水板5和挡叶板4的连

接处，这样，也不影响水进入到蓄水池3内，在本实施例中挡叶板4和挡水板5为一体成型，其

整体呈L型设置，在本实施例中，在菜叶腔12内也设置了清洗喷头6，用于将菜叶从挡水板5

上冲下。

[0022] 为了使菜叶能够直接进入到下水管道，避免堵塞下水管道，在菜叶腔12 内设置有

破碎叶轮，破碎叶轮转动设置在菜叶腔12内，所述菜叶腔12的底部连通有下水管道，破碎叶

轮的使用在现有的厨房中为常用使用装置，故在本实施例中，不加详细描述，破碎叶轮的使

用，使菜叶得到破碎，能够随水进入到下水道，而不会堵塞下水道。

[0023] 考虑到上述设置虽然解决了大部分菜叶的问题，但可能存在一部分泥渣或较小的

菜叶进入到蓄水池3内，为了使进入到马桶水箱内的水为较为干净的水，在本实施例中，蓄

水池3包括蓄水池3本体以及设置在蓄水池3本体一侧的溢流管31，溢流管31的末端与马桶

水箱连通，溢流管31的大约处于蓄水池3三分之一高度处，这样，泥渣或者较小的菜叶在自

身的重力下沉淀，而干净的水则通过溢流管31进入到马桶水箱内。

[0024] 为了除去进入到蓄水池3内的杂物，在本实施例中，在蓄水池3本体的底部还设置

有菜叶管7，菜叶管7与蓄水池3本体相通，在蓄水池3本体内设置有导水台32，导水台32的主

要作用就是引导杂质向菜叶管7的方向流动，为此，导水台32自菜叶管7向四周倾斜向上设

置，这样，菜叶管7的管口就处于最低处，为了避免蓄水池3内的水从菜叶管7内流走，在菜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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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7上设置有电磁阀71，电磁阀71用于封闭菜叶管7，这样，蓄水池3的内水会首先通过溢流

管31进入到马桶水箱内，当蓄水池3内的水无法从溢流管31流出后，这时候即可打开电磁阀

71，在剩余的水的作用下，杂质会跟着水进入到菜叶管7内，为了达到消除杂质的目的，在本

实施例中，在电磁阀71的下方设置有菜叶盒8，菜叶盒8可抽拉设置在菜叶管7内，在菜叶盒8

的底部设置有出水孔，菜叶管  7的末端连通有下水管道，这样，在菜叶盒8的拦截下，杂质进

入到菜叶盒8 内，在本实施例中，在菜叶盒8的底部为设置过滤膜，来替代出水孔的使用，菜

叶盒8与菜叶管7的密封属于现有成熟的技术，故在本实施例中，对其密封不做详细的解释，

在本实施例中，主要采用密封条进行密封。

[0025] 为了方便收集杂质，在本实施例中，菜叶管7设置在蓄水池本体的一侧的角落处。

[0026]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作其它形式

的限制，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

变化的等效实施例应用于其它领域，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实

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实用新

型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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