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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功能水制造结构的前置过滤龙头包括：

一座体；一衔接套筒；一出水管体、一过滤材及一

功能水制造结构；其中，该座体组装在一组装面，

并提供操控水体启闭，该过滤材组装在该衔接套

筒内的过滤空间过滤水体，该出水管体与该衔接

套筒接合；该产氢设备与该出水管体连接，通过

一切换开关改变出水位置；切动该控制把手即可

让进水管线的水体往盖过滤材方向流动，水体通

过该过滤材再由该导水部将过滤后的水体引流

出水或者由该功能水制造设备产生功能水，本发

明所提供大通量的过滤水体或者提供产氢设备

产生大量的氢水、氢气、功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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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功能水制造结构的前置过滤龙头，包括：一座体(1)；一衔接套筒(2)；一出水管

体(3)及一过滤材(4)、一功能水制造设备；该座体(1)组装在一组装面(A)，该座体(1)内部

设有一组装空间(11)，该组装空间(11)的下端与一进水管线(12)相连通，该组装空间(11)

内设有一控制阀(13)，该控制阀(13)用于操控该进水管线(12)的水体启闭，该座体(1)外侧

设有一控制把手(14)，该控制把手(14)与该控制阀(13)相连接，该座体(1)上端设有一承接

座(15)，该承接座(15)设有一导水孔(151)；

该衔接套筒(2)安装于该座体(1)上端，并且，该衔接套筒(2)内侧形成一过滤空间

(21)，该衔接套筒(2)的上、下端分别设有一连接部(22)；

该出水管体(3)包括一旋转接头(31)及一导水部(32)，该旋转接头(31)接合在该衔接

套筒(2)上端，该旋转接头(31)的内侧设有一定位单元(311)；该导水部(32)接合在该旋转

接头(31)上，该导水部(32)设有一导水通道(321)引导水体由导水部(32)的出水口(322)流

出水体，该导水部(32)还包括一切换开关；

该过滤材(4)上端设有一连动模块(41)，其组合在该旋转接头(31)内的定位单元

(311)，该过滤材(4)下端连接在该承接座(15)，并用于过滤来自该导水孔(151)的水体，再

由该连动模块(41)将过滤后的水体输送至该出水管体(3)，提供干净及过滤的水体；

该功能水制造设备与该导水部(32)连接，该功能水制造设备设有一排水管路(6)将反

应后的水体排出使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能水制造结构的前置过滤龙头，其特征在于：功能水制造设备

为一产氢设备(5)，产氢设备(5)与该导水部(32)连接，该产氢设备(5)内包括一产氢空间

(51)，该产氢空间(51)中包括多个质子交换膜(52)，接着，该质子交换膜(52)将反应后的氢

水送往一排水管路(6)予以反应的氢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能水制造结构的前置过滤龙头，其特征在于：该控制把手(14)

包括一控制阀压盖(141)及一提供该控制把手(14)旋动的半圆盖(142)，该控制阀压盖

(141)组合在该座体(1)的外侧，该半圆盖(142)压合于该控制阀压盖(141)，并与该控制把

手(14)连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能水制造结构的前置过滤龙头，其特征在于：该旋转接头(31)

外侧设有一固定部(312)，该固定部(312)能以一销件组合，借此将该旋转接头(31)与该导

水部(32)予以结合而不脱离。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能水制造结构的前置过滤龙头，其特征在于：该过滤材(4)选

用过滤棉配合活性炭、微滤膜滤材、超滤膜滤材、纳滤滤材或者逆渗透滤材。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能水制造结构的前置过滤龙头，其特征在于：该承接座(15)设

置的该导水孔(151)具有较小的孔径，让水体由组装空间(11)的大孔径进入导水部(32)的

小孔径，再接着进入该过滤空间(21)的大孔径，能实现增加流速的功能。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功能水制造结构的前置过滤龙头，其特征在于：该衔接套筒(2)

所形成的该过滤空间(21)具有较大孔径与该出水管体(3)的旋转接头(31)具有较小的孔

径，让水体由该过滤空间(21)进入该旋转接头(31)后，该水体在进入该导水通道(321)较大

孔径，能实现增加流速的功能。

8.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功能水制造结构的前置过滤龙头，其特征在于：该切换开关

(323)还包括一连接管路(324)将水体引导至该产氢设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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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功能水制造结构的前置过滤龙头，其特征在于：该产氢空间(51)

中包括一隔板(53)，该隔板(53)将该产氢空间(51)分成两个区域，当过滤的水体流入该产

氢空间(51)中，会受到该隔板(53)阻挡，让水体流往下方的质子交换膜(52)反应，利用水体

的压力让反应后的氢水、氢气朝该排水管路(6)位移。

10.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功能水制造结构的前置过滤龙头，其特征在于：该质子交换膜

(52)以陶瓷、合金或者陶瓷与合金所合成的复合物构成，进而让水体反应。

11.一种功能水制造结构的前置过滤龙头，其包括权利要求1结构，其特征在于：该功能

水制造结构的前置过滤龙头的出水量每分钟9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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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水制造结构的前置过滤龙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与出水设备有关，特别是指一种具有过滤功能的过滤龙头，并且该过滤龙

头能与一功能水制造设备连接，如此一来能提供过滤流量大的过滤龙头结构，以及提供功

能水制造设备过滤的水体，进一步提高产氢设备使用效率的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氢气、氢水的好处：在学术文献中已有记载应用于人体、动物、植物等多方面具有

相当程度的保健或疗效，且氢气应用于医学方面的研究蓬勃发展。近年来，还发现氢气及氢

水不仅对人体实现保健效果，且氢气及氢水对于民生使用(如洗澡、洗涤食物亦有相当显著

的成效。

[0003] 一般来说产氢技术有：1.以镁棒或镁粉、铝合金与水接触，使其产生氢气，但产出

的氢气纯度较低且容易在人体内累积过量的镁元素；2.  传统水电解的方式，让水体经过多

个过滤器降低导电度后送入一电解机电解，但是这类型的技术水体需要降低其导电度，否

则电解机产生的金属离子容易带到水中，影响人体健康；3.  质子交换膜：使用固态电解质

的质子交换膜(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PEM)电解方式，可产出符合美国食品药物监

督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所建议将氢气作为食品添加剂所需的

氢气纯度，亦即其纯度需大于99.995%以上的规范，且因其使用固态电解质，也免去了传统

电解法容易造成氢气污染的疑虑，但是其对于水体要求较高，若使用自来水会造成质子交

换膜核心反应过快，要频繁的更换质子交换膜的耗材。

[0004] 本发明即是改善现有结构的缺点，将净水装置与过滤材予以结合，装接在自来水

的出水处，当开启水龙头时即可提供大量且干净的水体，提供民众干净、健康的水体使用；

并且提供产氢设备低导电度的水体进行产氢反应，提供大量的氢气、氢水。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即在于提供一种功能水制造结构的前置过滤龙头，将过滤材安

装在一出水装置中，当开启水源时能过滤水体，并提供大流量干净的水体。

[0006]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即在于提供一种功能水制造结构的前置过滤龙头，提供功能水

制造设备接近纯水的水体进行反应，借此产生大量的氢气、氢水。

[0007] 能达到上述目的的结构包括：一座体；一衔接套筒；一出水管体及一过滤材、一功

能水制造设备；

该座体组装在一组装面，该座体内部设有一组装空间，该组装空间的下端与一进水管

线相连通，该组装空间内设有一控制阀，该控制阀用于操控该进水管线的水体启闭，该座体

外侧设有一控制把手，该控制把手与该控制阀相连接，该座体上端设有一承接座，该承接座

设有一导水孔；

该衔接套筒安装在该座体上端，并且，该衔接套筒内侧形成一过滤空间，该衔接套筒之

上、下端分别设有一连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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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出水管体包括有一旋转接头及一导水部，该旋转接头接合在该衔接套筒上端，该旋

转接头的内侧设有一定位单元；该导水部接合在该旋转接头上，该导水部设有一导水通道

引导水体由导水部流出水体；此外，该导水部还包括有一切换开关，引导水体朝一出水口流

出或往该产氢设备流动；

该过滤材上端设有一连动模块，其组合在该旋转接头内的定位单元，该过滤材下端连

接在该承接座，并用于过滤来自该导水部的水体，再由该连动模块将过滤后的水体输送至

该出水管体，提供干净及过滤的水体；

该功能水制造设备与该导水部连接，该功能水制造设备设有一排水管路，将反应后的

功能水予以排出使用。

[0008] 如此一来，切动该控制把手即可让进水管线的水体往盖过滤材方向流动，水体即

可通过该过滤材再由该导水部将过滤后的水体引流出水，本发明即可提供大通量的过滤水

体，除了能满足饮用外，也能满足如洗澡、食物洗涤的安全卫生需求；或者操控该切换开关，

引导水体朝该产氢设备流动，由于水体已经在过滤材内过滤，并且降低其导电度使水体接

近纯水，因此，水体在该产氢设备产出大量且高纯度的氢气、清水。

[0009] 通过本发明，可以获得下列的优点：

1.本发明的结构以直接进水的方式对水体过滤，因此水体通量可达到每分钟9升的产

品优势。

[0010] 2.相较现有结构而言，本发明在更换过滤材只需要拆解旋转接头，并将过滤材组

装于该旋转接头的定位模块上，即可将该旋转接头锁固于该衔接套筒，如此一来，更换过滤

材的动作简易，无须反复的对位。

[0011] 3.  相较现有结构而言，本发明具有生产快速、维修方便，并且结构不复杂能降低

生产成本的优点。

[0012] 4.本发明水体的水质接近纯水，水体在该产氢设备产出大量且高纯度的氢气、氢

水、功能水，相较现有设备而言，本发明能产生大量的氢气、氢水供民生使用。

附图说明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外观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的结构分解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的结构剖面图一，其显示导水部一侧的结构剖面图。

[0017] 图4是本发明的使用状态图一，其显示导水部一侧的使用状态。

[0018] 图5是本发明的结构剖面图二，其显示产氢设备一侧的结构剖面图。

[0019] 图6是本发明的使用状态图二，其显示产氢设备一侧的使用状态。

[0020] 附图标记说明

座体1                                    组装空间11

进水管线12                                控制阀13

控制把手14                                控制阀压盖141

半圆盖142                                 承接座15

导水孔151                                衔接套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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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空间21                               连接部22

出水管体3                                 旋转接头31

定位单元311                              固定部312

导水部32                                 导水通道321

出水口322                                 切换开关323

连接管路324                              过滤材4

连动模块41                                止水胶圈411

产氢设备5                                 产氢空间51

质子交换膜52                             隔板53

排水管路6                                组装面A。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

地描述。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明，但是本发明还可以

采用其他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违背本发明内涵的

情况下做类似推广，因此本发明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

[0022] 请参阅图1至图4所示，本发明功能水制造结构的前置过滤龙头，其包括：一座体1；

一衔接套筒2；一出水管体3、一过滤材4与一功能水制造设备。

[0023] 该座体1组装在一组装面A，该组装面A可以是洗手台、壁面、水阀等，该座体1内部

设有一组装空间11，该组装空间11的下端与一进水管线12相连通，该组装空间11内设有一

控制阀13，该控制阀13用于操控该进水管线12的水体启闭，该座体1外侧设有一控制把手

14，该控制把手14与该控制阀13相连接，通过该控制把手14与该控制阀13可切动水体启闭

外，也能调整冷水、热水、或者将两者混和的温水，该座体1上端设有一承接座15，该承接座

15设有一导水孔151。如图1至图4，该控制把手14包括一控制阀压盖141及一提供该控制把

手14旋动的半圆盖142，该控制阀压盖141组合在该座体1的外侧，该半圆盖142压合于该控

制阀压盖141，并与该控制把手14连接，达到能控制该控制把手14旋转及驱动该控制阀13启

闭水体的功效。

[0024] 该衔接套筒2安装于该座体1上端，并且，该衔接套筒2内侧形成一过滤空间21，该

衔接套筒2之上、下端分别设有一连接部22；该下端的连接部22组装于该座体1上端，另一侧

则与该出水管体3连接。如图2所示该承接座15外侧设有一外螺纹段，而该衔接套筒2下方的

连接部22则是对应的内螺纹段；而该衔接套筒2上端的连接部22为一外螺纹段，该出水管体

3则有对应该外螺纹段的一内螺纹段。

[0025] 该出水管体3包括一旋转接头31及一导水部32，该旋转接头31接合在该衔接套筒2

上端，该旋转接头31的内侧设有一定位单元311；该导水部32接合在该旋转接头31上，该导

水部32设有一导水通道321引导水体由导水部32流出水体到一出水口322，该导水部32还包

括一切换开关323，引导水体朝一出水口流出或往该产氢设备5流动；其中，该切换开关323

还包括一连接管路324将水体引导至该产氢设备5。如图1、图2所示，该旋转接头31外侧设有

一固定部312，该固定部312能以一销件(图未绘出)组合，借此将该旋转接头31与该导水部

32予以结合而不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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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该过滤材4上端设有一连动模块41，该连动模块41上设有多个止水胶圈411，其组

合在该旋转接头31内的定位单元311，该过滤材4下端连接在该承接座15，该过滤材4设置在

该过滤空间21，并用于过滤来自该导水孔151的水体，再由该连动模块41将过滤后的水体输

送至该出水管体3，提供干净及过滤的水体。其中，该过滤材4可选用如过滤棉配合活性炭、

微滤膜滤材(MF膜)、超滤膜滤材(UF膜)、纳滤滤材(NF膜)或者逆渗透滤材(RO膜)；如此一来

即可过滤自来水管管道中的微生物及杂质。

[0027] 如图1、图2、图5、图6所示，该功能水制造设备与该导水部32连接，该功能水制造设

备设有一排水管路6，将反应后的功能水予以排出使用。在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以一产氢设备

5作为范例，该产氢设备5与该导水部32连接，该产氢设备5内包括一产氢空间51，该产氢空

间51中包括多个质子交换膜52，接着，该质子交换膜52将反应后的氢水送往一排水管路6予

以反应的氢水；如图5、图6所示，该产氢空间51中包括一隔板53，该隔板53将该产氢空间51

分成两个区域，当过滤的水体流入该产氢空间51中，会受到该隔板53阻挡，让水体流往下方

的质子交换膜52反应，利用水体的压力让反应后的氢水、氢气朝该排水管路6位移。本发明

除了应用在产氢设备5以外，亦可应用在如聚磷酸盐或阳离子交换树脂改变水体性质；其

中，聚磷酸盐能让水质产生如温泉的滑腻感，可以去角质；而阳离子能缩小水分子让人体更

容易吸收，进而促进健康。其中，该质子交换膜52能以陶瓷、合金或者陶瓷与合金所合成的

复合物构成，进而让水体反应。

[0028] 如图4所示，本发明的使用方式如下：切动该控制把手14即可让进水管线12内的水

体往盖过滤材4方向流动，水体即可通过该过滤材4再由该导水部32将过滤后的水体引流出

水，因此，本发明所提供的结构可提供大通量的过滤水体，除了能提供饮用外，也能满足如

个人清洁(如沐浴、盥洗)、食物洗涤的安全卫生需求。

[0029] 如图5、图6，操控该切换开关323，引导水体朝该产氢设备5流动，由于水体已经在

过滤材4内过滤，并且降低其导电度使水体接近纯水，因此，水体在该产氢设备5产出大量且

高纯度的氢气、清水，相较现有结构而言，本发明能提供大量的氢水、氢气给民生使用。

[0030] 此外，本发明为了增进水体流速，在该承接座15设置的该导水孔151具有较小的孔

径，让水体由组装空间11的大孔径进入导水孔151的小孔径，再接着进入该过滤空间21的大

孔径，能实现增加流速的功能(类似文氏管原理)，而衔接套筒2所形成的过滤空间21与该出

水管体3也是利用相同的设计，借此，利用本发明的设计能达到出水量每分钟9升以上；因

此，本发明能快速并大量过滤水体，过滤的水体能供民生使用外，亦可当作其他前置过滤设

备，具有相当大的产品优势。

[0031]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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