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419450.9

(22)申请日 2018.11.26

(71)申请人 福建建中建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350015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兆锵路

33号金澜大厦2002(自贸试验区内)

(72)发明人 倪行泰　辛正勇　张聚坤　邱亦云　

李洪强　李昌盛　温炳钦　陈晓晗　

黄晖　

(74)专利代理机构 福州科扬专利事务所 35001

代理人 林朝熙

(51)Int.Cl.

E03C 1/12(2006.01)

E03C 1/122(2006.01)

E03F 5/04(2006.01)

 

(54)发明名称

由立管预埋件装置组成的卫生间结构及其

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由立管预埋件装置组成的卫生

间结构及其施工方法，所述卫生间结构包括积水

排出器、上立管、下立管以及由下至上依次设置

的现浇楼板、下找平层、下防水层、填充层、上找

平层、上防水层和装饰面层；所述积水排出器的

下部预埋在现浇楼板内；所述上立管与积水排出

器上端插接；所述下立管与积水排出器下端插

接；所述积水排出器包括从上到下套接的偏心调

节件和过水主体；该卫生间结构具有良好的防水

性能和防积水性能，管道内置，简洁美观，噪音

小，能够与积水排出器一次成形，不用额外密封，

不用第二次支模板，安装方便，其中积水排出器

能够根据水流大小自动调节流道口径，从而减少

流水与空气产生的振鸣，减少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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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立管预埋件装置组成的卫生间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积水排出器(8)、上立管

(9)、下立管(10)以及由下至上依次设置的现浇楼板(1)、下找平层(2)、下防水层(3)、填充

层(4)、上找平层(5)、上防水层(6)和装饰面层(7)；所述积水排出器(8)的下部预埋在现浇

楼板(1)内；所述上立管(9)与积水排出器(8)上端插接；所述下立管(10)与积水排出器(8)

下端插接；所述积水排出器(8)包括从上到下套接的偏心调节件(81)和过水主体(82)；所述

上立管(9)插接在偏心调节件(81)上；所述过水主体(82)下部外套设有定位脚(83)；所述过

水主体(82)通过所述定位脚(83)固定在现浇楼板(1)上；所述过水主体(82)包括由上至下

开口内径依次减小的第一段(821)、第二段(822)、第三段(823)以及第四段(824)；所述第三

段(823)和第四段(824)预埋在现浇楼板(1)内；所述偏心调节件(81)套接在第一段(821)

上；所述第二段(822)侧壁上开设有若干进水孔(8221)；所述下找平层(2)和下防水层(3)由

四周倾斜向下至进水孔(8221)处使进水孔(8221)位于下防水层(3)最低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由立管预埋件装置组成的卫生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段

(822)内套设有弹性橡胶筒(84)；所述弹性橡胶筒(84)由上至下直径逐渐减小；所述弹性橡

胶筒(84)上端固定在第二段(822)上端内壁，下端延伸至第三段(823)；所述弹性橡胶筒

(84)静力状态下端的直径小于第三段(823)的内径。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由立管预埋件装置组成的卫生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橡

胶筒(84)底部向外延伸环形的弹性橡胶片(85)；所述弹性橡胶片(85)粘接在第二段(822)

与第三段(823)之间的台阶上；所述弹性橡胶片(85)与弹性橡胶筒(84)之间的夹角α为锐

角，使弹性橡胶筒(84)、弹性橡胶片(85)以及第二段(822)之间围合出环形的漏水腔(86)；

所述弹性橡胶片(85)靠近弹性橡胶筒(84)的位置设置有若干连通漏水腔(86)和第三段

(823)的漏水孔(851)。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由立管预埋件装置组成的卫生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段

(823)顶部设置有倒角(8231)；所述倒角(8231)对应所述漏水孔(851)，使得所述弹性橡胶

筒(84)与弹性橡胶片(85)在水流冲击下向漏水腔(86)一侧弯折使漏水孔(851)贴附倒角

(8231)而封堵所述漏水孔(851)。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由立管预埋件装置组成的卫生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橡

胶筒(84)与第二段(822)内壁之间连接有若干弹簧(87)。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由立管预埋件装置组成的卫生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段

(823)内套设有一上下端均开放的环形激流道(88)；所述环形激流道(88)的内径由上至下

逐渐减小；所述环形激流道(88)上端封有漏网(881)；所述漏网(881)向第三段(823)中部倾

斜向下。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由立管预埋件装置组成的卫生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形激

流道(88)下部外固定套设有一承托环(882)；所述承托环(882)可拆卸下压在第三段(823)

与第四段(824)之间的台阶上以使环形激流道(88)支撑在第三段(823)内。

8.由立管预埋件装置组成的卫生间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权利要求7所述

的由立管预埋件装置组成的卫生间结构，包括以下依序进行的步骤：

①安装环形激流道(88)：将环形激流道(88)套设在第三段(823)内，使承托环(882)下

压在第三段(823)与第四段(824)之间的台阶上；

②安装弹性橡胶筒(84)和弹性橡胶片(85)：将弹簧(87)一端连接在弹性橡胶筒(84)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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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上，另一端连接在第二段(822)内壁上；将弹性橡胶筒(84)的上端粘接在第二段(822)上

部内壁上，将弹性橡胶片(85)粘接在第二段(822)与第三段(823)之间的台阶上；

③浇注现浇楼板(1)时预埋积水排出器(8)，将积水排出器(8)的第三段(823)和第四段

(825)预埋在现浇楼板(1)中；

④将定位脚(83)通过螺栓固定在现浇楼板(1)上，定位脚(83)固定套设在第二段(822)

外，且位于进水孔(8221)下方；

⑤在现浇楼板(1)上铺设下找平层(2)，下找平层(2)由四周倾斜向下至进水孔(8221)

处，确保进水孔(8221)处最低；

⑥在下找平层(2)上铺设下防水层(3)；

⑦将上立管(9)插接在偏心调节件(81)上；将下立管(10)插接在第四段(824)上；

⑧盛水验收：做24小时蓄水试验，蓄水验收符合相关规范；

⑨按建筑施工要求在下防水层(3)上回填填充层(4)；

⑩在填充层(4)上铺设上找平层(5)；

⑪在上找平层(5)上铺设上防水层(6)；

⑫在上防水层(6)上铺设装饰面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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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立管预埋件装置组成的卫生间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由立管预埋件装置组成的卫生间结构及其施工方法，属于排水管件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建筑行业的排水系统，尤其结构板与立管结合处密封工艺，如卫生间排水立

管，厨房排水立管等穿过结构板结合处的密封工艺问题。现有做法是：①先预留孔，房屋主

体完成后（一年左右时间）才开始，排水、上水管道安装，立管安装完第二次支模板浇注、密

封、防水，其结构不理想，往往立管四周很容易漏水；②主体工程完工后，结构板没有预留

孔，用水钻打孔来安装立管，密封、防水其结果也不理想，立管四周也很容易漏水，上述方法

存在很多缺点：①第二次支架模板费工、费料；②容易漏水，为什么呢，因为水泥结构早在一

年前浇注，水泥结构板干的透透，一年后才安装上水管道、排水管道，浇注水泥、密封、防水，

原来水泥结构板不会收缩，现安装的管道，浇注水泥、密封，防水一定要干的，一定会收缩

的，形成干裂缝，破坏了密封、破坏了防水层，所以很容易漏水。

[0003] 此外，现有的积水排出器只能简单的起到排积水的作用，且由于偏心调节件的设

置，积水排出器的口径为上大下小，流水在积水排出器空腔中产生振鸣，噪音大；同时流水

容易从积水排出器的积水排水孔处倒流，造成反复积水。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由立管预埋件装置组成的卫生间结构及其施

工方法。该卫生间结构具有良好的防水性能和防积水性能，管道内置，简洁美观，噪音小，能

够与积水排出器一次成形，不用额外密封，不用第二次支模板，安装方便，其中积水排出器

能够根据水流大小自动调节流道口径，从而减少流水与空气产生的振鸣，减少噪音，并且还

能避免排水过程中流水由积水排水孔处倒流。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由立管预埋件装置组成的卫生间结构，包括积水排出器、上立管、下立管以及由下至上

依次设置的现浇楼板、下找平层、下防水层、填充层、上找平层、上防水层和装饰面层；所述

积水排出器的下部预埋在现浇楼板内；所述上立管与积水排出器上端插接；所述下立管与

积水排出器下端插接；所述积水排出器包括从上到下套接的偏心调节件和过水主体；所述

上立管插接在偏心调节件上；所述过水主体下部外套设有定位脚；所述过水主体通过所述

定位脚固定在现浇楼板上；所述过水主体包括由上至下开口内径依次减小的第一段、第二

段、第三段以及第四段；所述第三段和第四段预埋在现浇楼板内；所述偏心调节件套接在第

一段上；所述第二段侧壁上开设有若干进水孔；所述下找平层和下防水层由四周倾斜向下

至进水孔处使进水孔位于下防水层最低处。

[0006] 其中，所述第二段内套设有弹性橡胶筒；所述弹性橡胶筒由上至下直径逐渐减小；

所述弹性橡胶筒上端固定在第二段上端内壁，下端延伸至第三段；所述弹性橡胶筒静力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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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下端的直径小于第三段的内径。

[0007] 其中，所述弹性橡胶筒底部向外延伸环形的弹性橡胶片；所述弹性橡胶片粘接在

第二段与第三段之间的台阶上；所述弹性橡胶片与弹性橡胶筒之间的夹角α为锐角，使弹性

橡胶筒、弹性橡胶片以及第二段之间围合出环形的漏水腔；所述弹性橡胶片靠近弹性橡胶

筒的位置设置有若干连通漏水腔和第三段的漏水孔。

[0008] 其中，所述第三段顶部设置有倒角；所述倒角对应所述漏水孔，使得所述弹性橡胶

筒与弹性橡胶片在水流冲击下向漏水腔一侧弯折使漏水孔贴附倒角而封堵所述漏水孔。

[0009] 其中，所述弹性橡胶筒与第二段内壁之间连接有若干弹簧。

[0010] 其中，所述第三段内套设有一上下端均开放的环形激流道；所述环形激流道的内

径由上至下逐渐减小；所述环形激流道上端封有漏网；所述漏网向第三段中部倾斜向下。

[0011] 其中，所述环形激流道下部外固定套设有一承托环；所述承托环可拆卸下压在第

三段与第四段之间的台阶上以使环形激流道支撑在第三段内。

[0012] 所述由立管预埋件装置组成的卫生间结构的安装施工方法为：

①安装环形激流道：将环形激流道套设在第三段内，使承托环下压在第三段与第四段

之间的台阶上；

②安装弹性橡胶筒和弹性橡胶片：将弹簧一端连接在弹性橡胶筒外壁上，另一端连接

在第二段内壁上；将弹性橡胶筒的上端粘接在第二段上部内壁上，将弹性橡胶片粘接在第

二段与第三段之间的台阶上；

③浇注现浇楼板时预埋积水排出器，将积水排出器的第三段和第四段预埋在现浇楼板

中；

④将定位脚通过螺栓固定在现浇楼板上，定位脚固定套设在第二段外，且位于进水孔

下方；

⑤在现浇楼板上铺设下找平层，下找平层由四周倾斜向下至进水孔处，，确保进水孔处

最低；

⑥在下找平层上铺设下防水层；

⑦将上立管插接在偏心调节件上；将下立管插接在第四段上；

⑧盛水验收：做小时蓄水试验，蓄水验收符合相关规范；

⑨按建筑施工要求在下防水层上回填填充层；

⑩在填充层上铺设上找平层；

⑪在上找平层上铺设上防水层；

⑫在上防水层上铺设装饰面层。

[0013]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具有良好的防水性能和防积水性能，管道内置，简洁美观，噪音小，能够与积

水排出器一次成形，不用额外密封，不用第二次支模板，安装方便，其中积水排出器能够根

据水流大小自动调节流道口径，从而减少流水与空气产生的振鸣，减少噪音，并且还能避免

排水过程中流水由积水排水孔处倒流。

[0014] 2、本发明能够根据水流大小自动调节流道口径，从而减少流水与空气产生的振

鸣，减少噪音，并且还能避免排水过程中流水由积水排水孔处倒流。

[0015] 3、本发明设置有弹性橡胶筒，利用弹性橡胶筒的变形和伸缩能力，随着水流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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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调整流道口径，调整方式简便。

[0016] 4、本发明设置有弹性橡胶片，与弹性橡胶筒配合，形成三角形的底部结构，增加了

弹性橡胶筒的稳定性，同时保证弹性橡胶筒的变形能力。

[0017] 5、本发明设置的弹性橡胶片上设置有漏水孔，第三段顶部设置有倒角，倒角对应

漏水孔，一方面保证了正常情况下积水排出器的积水排除功能，在冲水时又能自动封闭漏

水孔，防止水流由漏水孔和进水孔反流溢出。

[0018] 6、本发明设置有环形激流道，能够提高积水排出器底部的水流速度，从而提高积

水排出器上下部分流水的负压，提高积水排出器的抗堵塞能力。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积水排出器的整体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过水主体的竖直剖视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过水主体水流通过时的示意图。

[0020] 图中附图标记表示为：

1-现浇楼板、2-下找平层、3-下防水层、4-填充层、5-上找平层、6-上防水层、7-装饰面

层、8-积水排出器、81-偏心调节件、82-过水主体、821-第一段、822-第二段、8221-进水孔、

823-第三段、8231-倒角、824-第四段、83-定位脚、84-弹性橡胶筒、85-弹性橡胶片、851-漏

水孔、86-漏水腔、87-弹簧、88-环形激流道、881-漏网、882-承托环、9-上立管、10-下立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说明。

[0022] 如图1至4所示，由立管预埋件装置组成的卫生间结构，包括积水排出器8、上立管

9、下立管10以及由下至上依次设置的现浇楼板1、下找平层2、下防水层3、填充层4、上找平

层5、上防水层6和装饰面层7；所述积水排出器8的下部预埋在现浇楼板1内；所述上立管9与

积水排出器8上端插接；所述下立管10与积水排出器8下端插接；所述积水排出器8包括从上

到下套接的偏心调节件81和过水主体82；所述上立管9插接在偏心调节件81上；所述过水主

体82下部外套设有定位脚83；所述过水主体82通过所述定位脚83固定在现浇楼板1上；所述

过水主体82包括由上至下开口内径依次减小的第一段821、第二段822、第三段823以及第四

段824；所述第三段823和第四段824预埋在现浇楼板1内；所述偏心调节件81套接在第一段

821上；所述第二段822侧壁上开设有若干进水孔8221；所述下找平层2和下防水层3由四周

倾斜向下至进水孔8221处使进水孔8221位于下防水层3最低处。

[0023]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段822内套设有弹性橡胶筒84；所述弹性橡胶筒84由上至下直

径逐渐减小；所述弹性橡胶筒84上端固定在第二段822上端内壁，下端延伸至第三段823；所

述弹性橡胶筒84静力状态下端的直径小于第三段823的内径。

[0024] 进一步的，所述弹性橡胶筒84底部向外延伸环形的弹性橡胶片85；所述弹性橡胶

片85粘接在第二段822与第三段823之间的台阶上；所述弹性橡胶片85与弹性橡胶筒84之间

的夹角α为锐角，使弹性橡胶筒84、弹性橡胶片85以及第二段822之间围合出环形的漏水腔

86；所述弹性橡胶片85靠近弹性橡胶筒84的位置设置有若干连通漏水腔86和第三段82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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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水孔851。

[0025] 进一步的，所述第三段823顶部设置有倒角8231；所述倒角8231对应所述漏水孔

851，使得所述弹性橡胶筒84与弹性橡胶片85在水流冲击下向漏水腔86一侧弯折使漏水孔

851贴附倒角8231而封堵所述漏水孔851。

[0026] 进一步的，所述弹性橡胶筒84与第二段822内壁之间连接有若干弹簧87。

[0027] 进一步的，所述第三段823内套设有一上下端均开放的环形激流道88；所述环形激

流道88的内径由上至下逐渐减小；所述环形激流道88上端封有漏网881；所述漏网881向第

三段823中部倾斜向下。

[0028] 进一步的，所述环形激流道88下部外固定套设有一承托环882；所述承托环882可

拆卸下压在第三段823与第四段824之间的台阶上以使环形激流道88支撑在第三段823内。

[0029] 所述由立管预埋件装置组成的卫生间结构的安装施工方法为：

①安装环形激流道88：将环形激流道88套设在第三段823内，使承托环882下压在第三

段823与第四段824之间的台阶上；

②安装弹性橡胶筒84和弹性橡胶片85：将弹簧87一端连接在弹性橡胶筒84外壁上，另

一端连接在第二段822内壁上；将弹性橡胶筒84的上端粘接在第二段822上部内壁上，将弹

性橡胶片85粘接在第二段822与第三段823之间的台阶上；

③浇注现浇楼板1时预埋积水排出器8，将积水排出器8的第三段823和第四段825预埋

在现浇楼板1中；

④将定位脚83通过螺栓固定在现浇楼板1上，定位脚83固定套设在第二段822外，且位

于进水孔8221下方；

⑤在现浇楼板1上铺设下找平层2，下找平层2由四周倾斜向下至进水孔8221处，，确保

进水孔8221处最低；

⑥在下找平层2上铺设下防水层3；

⑦将上立管9插接在偏心调节件81上；将下立管10插接在第四段824上；

⑧盛水验收：做24小时蓄水试验，蓄水验收符合相关规范；

⑨按建筑施工要求在下防水层3上回填填充层4；

⑩在填充层4上铺设上找平层5；

⑪在上找平层5上铺设上防水层6；

⑫在上防水层6上铺设装饰面层7。

[0030] 本发明的积水排出器工作原理为：

未冲水时，沉箱或降板内的积水经进水孔8221流入漏水腔86，再由漏水孔851流入第三

段823排除。

[0031] 参见图4，冲水时，水流经第一段821流入第二段822，在第二段822时，向外挤压弹

性橡胶筒84，弹性橡胶筒84的口径随水流的大小变化，减少了水流与空气的振鸣，减少了冲

水噪音；同时，弹性橡胶片85被弯折，使漏水孔851贴附在倒角8231上从而封闭，避免水流反

流溢出。

[0032] 水流进入第三段823时，部分水流流入环形激流道88，并在环形激流道88内加速，

使水流在第三段823下部形成贴附和靠近内壁且流速更大的水圈，从而带动中部水流的流

速加大，同时降低第三段823下部的气压和水压，从而提高了第三段823水流上下的负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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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积水排出器的抗堵塞能力。

[003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

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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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2

CN 109537685 A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