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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自建房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农村自建房家庭

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包括与污水产生单元连通的

一级污水回收管、二级污水回收管、污水直排管，

与污水再利用单元连通的一级污水再利用管和

二级污水再利用管、以及循环用水存储罐。本实

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利用循环用水存储罐组

成污水收集、分级、过滤、储存和再利用的新农村

自建房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能够有效节约用

水，符合目前的节能环保大形势，构造出家庭废

水收集、过滤、运输、分级储存、再利用的节水系

统；适用于自建房屋，可复制能力强、使用寿命长

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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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农村自建房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与污水产生单元连通

的一级污水回收管、二级污水回收管、污水直排管，与污水再利用单元连通的一级污水再利

用管和二级污水再利用管、以及循环用水存储罐，所述循环用水存储罐内设置一级污水存

储罐(1)、以及与一级污水存储罐(1)连通的二级污水存储罐(2)，所述一级污水存储罐(1)

位于二级污水存储罐(2)上方，所述循环用水存储罐上设置与一级污水存储罐(1)连通的一

级污水进水口(3)、一级污水出水口(4)，以及与二级污水存储罐(2)连通的二级污水进水口

(5)、二级污水出水口(6)，所述一级污水回收管和二级污水回收管分别与一级污水进水口

(3)和二级污水进水口(5)连通，所述一级污水再利用管和二级污水再利用管分别与二级污

水进水口(5)、二级污水出水口(6)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农村自建房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污水

产生单元包括产生一级污水的厨房洗菜池排污管和厨房净水器排水管、产生二级污水的淋

浴间排污管和卫生间洗手池排污管以及洗衣房排污管。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新农村自建房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污水再利用单元包括利用一级污水花圃供水管和车库洗车间供水管、利用二级污水

的卫生间马桶供水箱。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农村自建房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厨房

洗菜池排水口处设置双出水开关(10)，双出水开关(10)一端连接污水直排管，另一端与一

级污水回收管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农村自建房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一级污水存储罐(1)和二级污水存储罐(2)内部均设置沉降槽(8)。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新农村自建房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沉降槽(8)由高至低倾斜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农村自建房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一级污水存储罐(1)通过上端的出水口(9)与二级污水存储罐(2)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农村自建房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一级污水进水口(3)和二级污水进水口(5)前端均设置过滤网。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新农村自建房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一级污水回收管、二级污水回收管、一级污水再利用管和二级污水再利用管上均设置增压

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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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自建房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能源节能技术领域，特别是新农村自建房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一个中度缺少的国家，目前很多地区都处于不同程度的缺水状态，水资源

的保护、勤俭节约用水是现代社会最关注最关切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责任爱护和节约使用

珍贵的水资源。

[0003] 根据网上大数据显示，一户四口之家日均用水至少500升。其中，一日三餐所需用

水总共约60升，包括了洗菜用水和清洗餐具用水。早晚洗漱用水，涵盖刷牙洗脸用水，每人

刷一次牙用水约350毫升，共计350*4*2＝2800毫升，即  2.8升。人均洗脸依次用水约1.5升，

共计1.5*4*2＝12升。还有洗澡用水，由于冬夏两季用水量不同，平均约80升。加上洗衣服用

水，以迷你全自动洗衣机为例，一次用水约40升。还有马桶冲洗用水量，一次冲洗用水约6

升，四口之家每天要冲洗总计20次，共计20*6＝120升。拖一次地用水约50升，外加洗车，清

洁其他设备等用水约60升，一户四口之家日用水量大概在500升左右，这些用水中，废水可

重新利用的有洗衣机产生的废水约40升，三餐用水约60升，洗漱用水约14升，洗澡废水80

升，总共可重新利用的废水产生量约为194升。

[0004] 在城市，污水有完善的收集、处理技术和设施，然而占全国总面积近90％的广大农

村，污水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一是污水污染环境，二是浪费水资源；另外农村建房较为

分散，建立集中的污水处理厂成本高。因此，农村用水问题急需解决。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农村自建房家庭生活用水节能

系统，利用循环用水存储罐组成污水收集、分级、过滤、储存和再利用的新农村自建房家庭

生活用水节能系统，能够有效节约用水，符合目前的节能环保大形势，

[0006] 本实用新型为实现上述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新农村自建房家庭生

活用水节能系统，包括与污水产生单元连通的一级污水回收管、二级污水回收管、污水直排

管，与污水再利用单元连通的一级污水再利用管和二级污水再利用管、以及循环用水存储

罐，所述循环用水存储罐内设置一级污水存储罐、以及与一级污水存储罐连通的二级污水

存储罐，所述一级污水存储罐位于二级污水存储罐上方，所述循环用水存储罐上设置与一

级污水存储罐连通的一级污水进水口、一级污水出水口，以及与二级污水存储罐连通的二

级污水进水口、二级污水出水口，所述一级污水回收管和二级污水回收管分别与一级污水

进水口和二级污水进水口连通，所述一级污水再利用管和二级污水再利用管分别与二级污

水进水口、二级污水出水口连通。

[0007] 污水产生单元包括产生一级污水的厨房洗菜池排污管和厨房净水器排水管、产生

二级污水的淋浴间排污管和卫生间洗手池排污管以及洗衣房排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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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的污水再利用单元包括利用一级污水花圃供水管和车库洗车间供水管、利用

二级污水的卫生间马桶供水箱。

[0009] 厨房洗菜池排水口处设置双出水开关，双出水开关一端连接污水直排管，另一端

与一级污水回收管连通。

[0010] 所述一级污水存储罐和二级污水存储罐内部均设置沉降槽。

[0011] 所述沉降槽由高至低倾斜设置。

[0012] 所述一级污水存储罐通过上端的出水口与二级污水存储罐连通。

[0013] 所述一级污水进水口和二级污水进水口前端均设置过滤网。

[0014] 所述一级污水回收管、二级污水回收管、一级污水再利用管和二级污水再利用管

上均设置增压水泵。

[0015] 对比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6] 1、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的循环用水存储罐，将不同类型的污水收集至同一个罐体

中不同的污水存储罐中，并通过沉降槽处理之后用于不同用水需求的回收利用，结构简单，

占地空间小，使用方便。

[0017] 2、利用循环用水存储罐组成污水收集、分级、过滤、储存和再利用的新农村自建房

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能够有效节约用水，符合目前的节能环保大形势，构造出家庭废水

收集、过滤、运输、分级储存、再利用的节水系统；适用于自建房屋，可复制能力强、使用寿命

长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8]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新农村自建房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原理框图；

[0019]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管路布局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3是本实用新型循环用水存储罐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4是本实用新型厨房槽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中所示标号：1、一级污水存储罐；2、二级污水存储罐；3、一级污水进水口；4、

一级污水出水口；5、二级污水进水口；6、二级污水出水口；7、防溢直排出水口；8、沉降槽；9、

出水口；10、双出水开关；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

实用新型而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实用新型讲授的内容

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

请所限定的范围。

[0024] 在本系统中将污水分为两级，第一级为一些没有达到饮用标准的水(主要是指家

用净水器产生的过滤废水和清洗青菜后的水)，第一级的水相对较干净，只是不能达到饮用

标准，但是我们可以用其拖地、洗车等。第二级的水为一些有较小异味、含细小杂质较少的

污水(主要包括洗衣机产生的洗衣废水、洗手池与浴缸产生的废水)，我们将其过滤除杂后，

可用于冲马桶。

[0025] 如图1、图2公开了一种新农村自建房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包括与污水产生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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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连通的一级污水回收管、二级污水回收管、污水直排管，与污水再利用单元连通的一级污

水再利用管和二级污水再利用管、以及循环用水存储罐。其中，污水产生单元包括产生一级

污水的厨房洗菜池排污管和厨房净水器排水管、产生二级污水的淋浴间排污管和卫生间洗

手池排污管以及洗衣房排污管，污水再利用单元包括利用一级污水花圃供水管和车库洗车

间供水管、利用二级污水的卫生间马桶供水箱。本系统利用水泵将厨房净水器的排水通过

一级废水进水口抽入到一级污水存储罐1中，厨房净水器中的水一般含杂质少、无异味，过

滤后通过一级废水出水口9流出，利用增压水泵将水抽出，用于花圃浇花、洗车、拖地等；利

用水泵将卫浴室、洗衣房中的二级污水通过二级污水进水口抽入到二级污水存储罐中，卫

浴室、洗衣房中的水含有各种洗浴产品，化学成分多，过滤后通过二级污水出水口流出，利

用增压水泵将水抽出，然后连接到马桶储水箱，用于冲洗马桶；通过利用循环用水存储罐组

成污水收集、分级、过滤、储存和再利用的新农村自建房家庭生活用水节能系统，符合目前

的节能环保大形势，构造出家庭废水收集、过滤、运输、分级储存、再利用的节水系统；适用

于自建房屋，可复制能力强、使用寿命长的优点。

[0026] 如图3所示，循环用水存储罐内设置一级污水存储罐1、以及与一级污水存储罐1连

通的二级污水存储罐2，所述一级污水存储罐1位于二级污水存储罐2  上方，所述一级污水

存储罐1通过上端的出水口9与二级污水存储罐2连通，一级污水存储罐中的水溢出之后可

以流入到二级污水存储罐中，所述循环用水存储罐上设置与一级污水存储罐1连通的一级

污水进水口3、一级污水出水口4，以及与二级污水存储罐2连通的二级污水进水口5、二级污

水出水口6，所述一级污水回收管和二级污水回收管分别与一级污水进水口3和二级污水进

水口5  连通，所述一级污水再利用管和二级污水再利用管分别与二级污水进水口5、二级污

水出水口6连通，将不同类型的污水收集至同一个罐体中不同的污水存储罐中，并通过沉降

槽处理之后用于不同用水需求的回收利用，结构简单，占地空间小，使用方便。

[0027] 其中，所述罐体上设置与二级污水存储罐2连通的防溢直排出水口7，当罐体内水

过多时，通过防溢直排出水口排出，避免罐体内水压过大。

[0028] 另外，所述一级污水存储罐1和二级污水存储罐2内部均设置沉降槽8，通过设置的

沉降槽，用于将污水进行澄清，以便回收利用，所述沉降槽8从进水口到出水口9由高至低倾

斜设置，提高澄清效果。

[0029] 为了避免杂质直接进入到罐体内，所述一级污水进水口3和二级污水进水口5前端

均设置过滤网。

[0030] 如图4所示，厨房洗菜池排水口处设置双出水开关10，双出水开关一端连接污水直

排管，另一端与一级污水回收管连通，当厨房槽内污水杂质多、异味大时旋转双出水开关直

接通过污水直排管排出，当清洗蔬菜、水果时，污水相对来说较干净，旋转双出水开关，将厨

房污水通过一级废水进水口抽入到一级污水存储罐1中，过滤后通过一级废水出水口9流出

用于花圃浇花、洗车、拖地等，将厨房净水器的排水通过三通连接头与污水回收管连通，节

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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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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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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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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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9

CN 212417106 U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