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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建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包括卫生间主

体，所述卫生间主体前侧开门，内部设有面盆和

大便器；所述面盆和大便器并排靠右侧墙体布

置，所述右侧墙体连接前侧墙体的一段向外凸

出，内部形成一个向外的凹槽，所述面盆位于该

凹槽内；所述右侧墙体外侧设有一根与楼栋排污

总管连接的排水管，所述排水管藏于前侧墙体凸

出段内侧；所述排水管穿过墙体与大便器连接，

所述面盆通过废水支管与排水管连接。本实用新

型施工方便、快捷，且采用同层排水，不占用层

高，同时维修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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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其特征在于：包括卫生间主体（1），所述卫生间主

体（1）前侧开门，内部设有面盆（6）和大便器（5）；所述面盆（6）和大便器（5）并排靠右侧墙体

布置，所述右侧墙体连接前侧墙体的一段向外凸出，内部形成一个向外的凹槽，所述面盆

（6）位于该凹槽内；所述右侧墙体外侧设有一根与楼栋排污总管（8）连接的排水管（4），所述

排水管（4）藏于前侧墙体凸出段内侧；所述排水管（4）穿过墙体与大便器（5）连接，所述面盆

（6）通过废水支管（3）与排水管（4）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管

（4）采用PVC水管，排水坡度为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其特征在于：所述卫生间主

体（1）内设有地漏（7），所述地漏（7）位于所述右侧墙体根部，通过地漏管（2）与排水管（4）连

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其特征在于：所述卫生间主

体（1）内部通过滑门分割成前后两个区域，所述面盆（6）和大便器（5）位于前侧区域内；后侧

区域为洗澡区，所述洗澡区内也设有地漏（7），所述地漏（7）位于所述右侧墙体根部，通过地

漏管（2）与排水管（4）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一种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其特征在于：所述地漏

管（2）采用50mmPVC管。

6.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一种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其特征在于：所述地漏

（7）为侧排地漏。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其特征在于：所述大便器

（5）为挂壁式马桶，所述挂壁式马桶的水箱（9）置于右侧墙体外侧，所述水箱（9）位于排水管

（4）上方，也藏于前侧墙体凸出段内侧。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其特征在于：所述卫生间主

体（1）包括由钢龙骨（1.3）连接而成的主体框架，所述主体框架底部为SMC材料整体底座

（1.2），所述主体框架顶部设有顶板（1.5），所述主体框架侧面铺设墙板（1.4）。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其特征在于：所述钢龙骨

（1.3）上设有“工”字钢条（1.6），墙板（1.4）与“工”字钢条（1.6）之间为企口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

（1.2）由若干均匀布置的底座支撑（1.1）支撑，所述底座支撑（1.1）包括U型顶撑（1.8）和调

节螺栓（1.7），U型顶撑（1.8）通过螺钉与底座（1.2）固定连接，所述U型顶撑（1.8）的下方固

定设有调节螺母（1.9），所述调节螺栓（1.7）与调节螺母（1.9）匹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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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建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卫生间目前多用异层排水，施工周期长，水管位于下层，难以维修，同时

占用层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建筑物如装配式住宅已慢慢成为住宅建设的主流。卫生间

作为装配式住宅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技术的发展，卫生间可通过预先制作，然后运至地

盘现场安装。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解决卫生间施工周

期长、卫生间排水管难以维修及占用层高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其特征在于：包括卫生间主体，所述卫生间主体

前侧开门，内部设有面盆和大便器；所述面盆和大便器并排靠右侧墙体布置，所述右侧墙体

连接前侧墙体的一段向外凸出，内部形成一个向外的凹槽，所述面盆位于该凹槽内；所述右

侧墙体外侧设有一根与楼栋排污总管连接的排水管，所述排水管藏于前侧墙体凸出段内

侧；所述排水管穿过墙体与大便器连接，所述面盆通过废水支管与排水管连接。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排水管采用PVC水管，排水坡度为1%。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卫生间主体内设有地漏，所述地漏位于所述右侧墙体根部，通过地

漏管与排水管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卫生间主体内部通过滑门分割成前后两个区域，所述面盆和大便

器位于前侧部分内；所述后侧部分为洗澡区，所述洗澡区内也设有地漏，所述地漏位于所述

右侧墙体根部，通过地漏管与排水管连接。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地漏管采用50mmPVC管。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地漏为侧排地漏。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大便器为挂壁式马桶，所述挂壁式马桶的水箱置于右侧墙体外侧，

所述水箱位于排水管上方，也藏于前侧墙体凸出段内侧。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卫生间主体包括由钢龙骨连接而成的主体框架，所述主体框架底

部为SMC材料整体底座，所述主体框架顶部设有顶板，所述主体框架侧面铺设墙板。

[0013] 进一步地，所述钢龙骨上设有“工”字钢条，墙板与“工”字钢条之间为企口连接。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底座由若干均匀布置的底座支撑支撑，所述底座支撑包括U型顶撑

和调节螺栓，U型顶撑通过螺钉与底座固定连接，所述U型顶撑的下方固定设有调节螺母，所

述调节螺栓与调节螺母匹配连接。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解决卫生间施工周期长、

卫生间排水管难以维修及占用层高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施工方便、快捷，且采用同层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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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占用层高，同时维修方便。本实用新型使用时采用吊装设备将整体式卫生间吊至卫生间

区域，通过底座支撑调平即可。本实用新型施工方便、快捷，释放层高且方便水管维修。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实施例中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设计的俯视图。

[0017] 图2是实施例中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设计的侧面透视示意图一。

[0018] 图3是实施例中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设计的侧面透视示意图二。

[0019] 图4是实施例中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设计的侧面透视示意图三。

[0020] 图5是实施例中卫生间主体的示意图。

[0021] 图6是实施例中“工”字钢条的示意图。

[0022] 图7是实施例中底座支撑的示意图。

[0023] 图中：1‑卫生间主体、1.1‑底座支撑、1.2‑底座、1.3‑钢龙骨、1.4‑墙板、1.5‑顶板、

1.6‑“工”字钢条、1.7‑调节螺栓、1.8‑U型顶撑、1.9‑调节螺母；2‑地漏管；3‑废水支管；4‑排

水管；5‑大便器；6‑面盆；7‑地漏；8‑楼栋排污总管；9‑水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

进一步的说明。

[0025] 如图1、2、3、4、5、6和7所示，一种新型同层排水整体式卫生间，包括卫生间主体1，

整体长方体结构，所述卫生间主体1前侧开门，内部设有面盆6和大便器5；所述面盆6和大便

器5并排靠右侧墙体布置，所述右侧墙体连接前侧墙体的一段向外凸出，内部形成一个向外

的凹槽，所述面盆6位于该凹槽内；所述右侧墙体外侧设有一根与楼栋排污总管8连接的排

水管4，所述排水管4藏于前侧墙体凸出段内侧，所述排水管4采用PVC水管，排水坡度为1%；

所述排水管4穿过墙体与大便器5连接，所述面盆6通过废水支管3与排水管4连接（废水支管

3还设有集成水封，采用50mmPVC管）。所述卫生间主体1内设有地漏7，所述地漏7位于面盆6

和大便器5之间，所述地漏7位于所述右侧墙体根部，通过地漏管2与排水管4连接，所述地漏

管2采用50mmPVC管。

[0026] 所述卫生间主体1内部通过滑门分割成前后两个区域，所述面盆6和大便器5位于

前侧部分内；所述后侧部分为洗澡区，所述洗澡区内也设有地漏7，所述地漏7位于所述右侧

墙体根部，通过地漏管2与排水管4连接（地漏管2还设有集成水封）。

[0027] 所述地漏7为侧排地漏。

[0028] 如图嗄所示，所述大便器5为挂壁式马桶，所述挂壁式马桶的水箱9置于右侧墙体

外侧，所述水箱9位于排水管4上方，也藏于前侧墙体凸出段内侧。

[0029] 所述卫生间主体1包括由钢龙骨1.3连接而成的主体框架，所述主体框架底部为

SMC材料整体底座1.2，所述主体框架顶部设有顶板1.5，顶板1.5与钢龙骨1.3通过螺丝连

接；所述主体框架侧面铺设墙板1.4；所述底座1.2与底座支撑1.1通过螺丝固定。

[0030] 如图5所示，所述钢龙骨1.3上设有“工”字钢条1.6，所述“工”字钢条1.6与钢龙骨

1.3通过钢钉连接，墙板1.4与“工”字钢条1.6之间为企口连接。所述钢龙骨1.3采用方钢，所

述钢龙骨1.3由主龙骨和次龙骨组成，所述主龙骨通过焊接连接，所述主龙骨上开方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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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次龙骨通过方孔搁置在主龙骨上，次龙骨与主龙骨通过螺栓固定，所述次龙骨间距不大

于50cm。

[0031] 所述底座1.2由若干均匀布置的底座支撑1.1支撑，所述底座支撑1.1包括U型顶撑

1.8和调节螺栓1.7，U型顶撑1.8通过螺钉与底座1.2固定连接，所述U型顶撑1.8的下方固定

设有调节螺母1.9，所述调节螺栓1.7与调节螺母1.9匹配连接。面盆6与面板1.4通过粘胶连

接。

[0032]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术语“横向”、“纵向”、“上”、“下”、“前”、

“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

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并不是指示或暗

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

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

示相对重要性。

[0033] 以上说明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应用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型之

权利范围，因此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作的等效变化，仍属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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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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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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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8

CN 213087537 U

8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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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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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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