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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应用于冲洗水箱的

排水装置，包括：箱体；连杆，所述连杆另一端连

接有封水件；进水腔，所述进水腔中安装有活塞

件，所述活塞件的一端活动连接有可与所述连杆

相卡接的活动扣件；固定设置于所述容纳腔的内

壁上的抵推部，该抵推部能够推动该活动扣件转

动以解除所述活动扣件与所述连杆之间的卡接。

通过采用上述的结构，可以利用水压驱动活塞件

带动连杆、封水件同步升起以开启冲洗水箱的排

水口进行排水，摒弃了传统的直接按压式驱动排

水结构，因此使得冲洗水箱的驱动操作装置可以

设置于冲洗水箱的不同位置上，解决传统的排水

结构只能将驱动操作装置设置于冲洗水箱的上

方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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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于冲洗水箱的排水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箱体(10)，所述箱体(10)的内部设置有一容纳腔(11)，同时该箱体(10)的底部开设有

一连通外界与所述容纳腔(11)内部的进出孔(110)；

连杆(20)，所述连杆(20)穿装于所述进出孔(110)中，该连杆(20)的一端延伸进所述容

纳腔(11)中，另一端连接有封水件(21)，所述封水件(21)可封堵或开启冲洗水箱的排水口；

进水腔(30)，所述进水腔(30)设置于所述容纳腔(11)中，该进水腔(30)上设置有能够

与外界水路相连通的进水管道(31)，所述进水腔(30)中活动安装有一可相对箱体(10)升降

的活塞件(32)，所述活塞件(32)的一端延伸出进水腔(30)的外部且活动连接有一可相对该

活塞件(32)转动的活动扣件(33)，所述活动扣件(33)可与所述连杆(20)相卡接；

抵推部(40)，所述抵推部(40)固定设置于所述容纳腔(11)的内壁上，该抵推部(40)能

够与所述活动扣件(33)相抵接并推动该活动扣件(33)转动以解除所述活动扣件(33)与所

述连杆(20)之间的卡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冲洗水箱的排水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活塞件(32)的外周壁上还套接有一能够推动该活塞件(32)相对进水腔(30)移动

下降的压缩弹簧(320)，所述压缩弹簧(320)一端与所述进水腔(30)内壁相抵接，同时该压

缩弹簧(320)的另一端与所述活塞件(32)相抵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冲洗水箱的排水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进水管道(31)上设置有第一泄压阀(31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冲洗水箱的排水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活动扣件(33)通过一转动轴活动安装于所述活塞件(32)延伸至所述进水腔(30)

外部的一端上；

所述连杆(20)远离所述封水件(21)的一端上设置有能够与所述活动扣件(33)相卡接

的卡钩(20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冲洗水箱的排水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活动扣件(33)上设置有一用于与所述抵推部(40)相抵接的拨片(33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冲洗水箱的排水装置，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浮桶(50)，所述浮桶(50)转动安装于所述容纳腔(11)中且该浮桶(50)套接于所

述连杆(20)的外周壁上，同时所述浮桶(50)与连杆(20)之间设置有可相互卡接或相互分离

的卡接结构；

其中，当浮桶(50)转动升起时，所述浮桶(50)与连杆(20)相卡接；

当浮桶(50)转动下降时，所述浮桶(50)与连杆(20)之间解除卡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冲洗水箱的排水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卡接结构包括第一卡块(61)和第二卡块(62)，所述第一卡块(61)和第二卡块(62)

其中一设置于所述连杆(20)的外周壁上，另一则设置于所述浮桶(5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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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于冲洗水箱的排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冲洗水箱领域，特别是一种应用于冲洗水箱的排水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无论是坐式的马桶，还是蹲厕，一般都会配备冲水的冲洗水箱，冲洗水

箱中储存有水，然后通过排水装置开启冲洗水箱以使得水箱中的水可以冲厕。

[0003] 现有的市面上常见冲洗水箱的排水装置采用的是机械开启结构，即直接按压式排

水结构，这种结构的按压驱动装置受限于排水装置的正上方，从而使驱动操作装置的安装

受到局限。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既能够应用于冲

洗水箱，同时可采用水压开启的排水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为解决其技术问题而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应用于冲洗水箱的排水装置，包括：

[0007] 箱体，所述箱体的内部设置有一容纳腔，同时该箱体的底部开设有一连通外界与

所述容纳腔内部的进出孔；

[0008] 连杆，所述连杆穿装于所述进出孔中，该连杆的一端延伸进所述容纳腔中，另一端

连接有封水件，所述封水件可封堵或开启冲洗水箱的排水口；

[0009] 进水腔，所述进水腔设置于所述容纳腔中，该进水腔上设置有能够与外界水路相

连通的进水管道，所述进水腔中活动安装有一可相对箱体升降的活塞件，所述活塞件的一

端延伸出进水腔的外部且活动连接有一可相对该活塞件转动的活动扣件，所述活动扣件可

与所述连杆相卡接；

[0010] 抵推部，所述抵推部固定设置于所述容纳腔的内壁上，该抵推部能够与所述活动

扣件相抵接并推动该活动扣件转动以解除所述活动扣件与所述连杆之间的卡接。

[001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活塞件的外周壁上还套接有一能够推动该活塞件

相对进水腔移动下降的压缩弹簧，所述压缩弹簧一端与所述进水腔内壁相抵接，同时该压

缩弹簧的另一端与所述活塞件相抵接。

[0012] 在这里，所述进水管道上设置有第一泄压阀。

[0013] 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活动扣件通过一转动轴活动安装于所述活塞件延伸至所述

进水腔外部的一端上；所述连杆的一端上设置有能够与所述活动扣件相卡接的卡钩。

[0014] 优选地，所述活动扣件上设置有一用于与所述抵推部相抵接的拨片。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优选实施例，还包括一浮桶，所述浮桶转动安装于所述容纳

腔中且该浮桶套接于所述连杆的外周壁上，同时所述浮桶与连杆之间设置有可相互卡接或

相互分离的卡接结构；其中，当浮桶转动升起时，所述浮桶与连杆相卡接；当浮桶转动下降

时，所述浮桶与连杆之间解除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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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进一步，所述卡接结构包括第一卡块和第二卡块，所述第一卡块和第二卡块其中

一设置于所述连杆的外周壁上，另一则设置于所述浮桶上。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由于本实用新型的排水装置通过在箱体的容纳腔中活

动安装有一能够带动封水件升降的连杆，同时所述容纳腔中设置有一进水腔，进水腔中活

动设置可由水压驱动升起的活塞件，活塞件延伸出进水腔的外部的一端活动连接有一可相

对该活塞件转动的活动扣件，所述活动扣件可与所述连杆相卡接，同时容纳腔的内壁上设

置有能够与所述活动扣件相抵接并推动该活动扣件转动以解除所述活动扣件与所述连杆

之间的卡接的抵推部，通过采用上述的结构，可以利用水压驱动活塞件带动连杆、封水件同

步升起以开启冲洗水箱的排水口进行排水，摒弃了传统的直接按压式驱动排水结构，因此

使得冲洗水箱的驱动操作装置可以设置于冲洗水箱的不同位置上，解决传统的排水结构只

能将驱动操作装置设置于冲洗水箱的上方的技术问题。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优选实施例的正视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优选实施例处于未工作状态时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优选实施例处于工作状态以开启冲水水箱进行排水时的内部

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优选实施例处于工作状态以开启冲水水箱进行排水后的内部

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参照图1至图4，一种应用于冲洗水箱的排水装置，包括一箱体10，所述箱体10的内

部设置有一容纳腔11，同时该箱体  10的底部开设有一连通外界与所述容纳腔11内部的进

出孔  110；所述进出孔110中活动穿装有一连杆20，该连杆20的一端延伸进所述容纳腔11

中，另一端连接有封水件21，所述封水件21可封堵或开启冲洗水箱的排水口70；所述容纳腔

11中设置有一进水腔30，所述进水腔30可与所述容纳腔11连通或不连通，具体可根据实际

需要而定，该进水腔30上设置有能够与外界水路相连通的进水管道31，所述进水腔30中活

动安装有一可相对箱体10升降的活塞件32，所述活塞件32的一端延伸出进水腔30的外部且

活动连接有一可相对该活塞件32转动的活动扣件33，所述活动扣件33可与所述连杆20相卡

接；同时容纳腔11的内壁上固定设置有抵推部40，该抵推部40能够与所述活动扣件33相抵

接并推动该活动扣件33转动以解除所述活动扣件33与所述连杆20之间的卡接。

[0024] 本实用新型的排水装置的工作过程如下：用户通过将进水管道31与外界水路相连

接，当用户想开启冲洗水箱进行排水冲洗时，用户可开启外界的水路以往所述进水腔30中

充水，进水推动活塞件32向上升起，活塞件32向上升起的过程中，该活塞件32通过活动扣件

33与连杆20卡接，此时活动扣件33可带动连杆20、封水件21同步升起，因此所述封水件21开

启冲洗水箱的排水口70，此时冲洗水箱进行排水冲洗。而活塞件32  在带动活动扣件33向上

升起的过程中，活动扣件33会与设置于容纳腔11的内壁上的抵推部40相抵接，该抵推部40

推动该活动扣件33转动以解除所述活动扣件33与所述连杆20之间的卡接，因此连杆20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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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件21可在重力的作用下自动下降，以使得封水件21再次封堵冲洗水箱的排水口70。若用

户停止往进水腔30中充水时，所述活塞件32和活动扣件33在重力的作用下，可自动下降至

原位。

[0025] 这里，为了使得活动扣件33转动以解除所述活动扣件33  与所述连杆20之间的卡

接时，所述连杆20和封水件21不会立刻移动下降，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优选实施例，本实用

新型的排水装置还包括一浮桶50，所述浮桶50转动安装于所述容纳腔  11中且该浮桶50套

接于所述连杆20的外周壁上，同时所述浮桶50与连杆20之间设置有可相互卡接或相互分离

的卡接结构；其中，当浮桶50转动升起时，所述浮桶50与连杆20相卡接；当浮桶50转动下降

时，所述浮桶50与连杆20之间解除卡接。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所述进水腔30与所述容纳腔11

连通。因此进水管道31不断往进水腔30、所述容纳腔11中充水时，所述容纳腔11中的水位不

断上升，因而，浮桶50也随着水位上升而自然上浮，待水位上升至设置位置时，浮桶50与连

杆20  相卡接，因此，即使活动扣件33转动以解除所述活动扣件33  与所述连杆20之间的卡

接时，由于浮桶50与连杆20相卡接，仍可使得连杆20和封水件21保持在升起位置，待容纳腔

11中的进水不断排出后，浮桶50随水位的下降而同步下降，此时所述浮桶50与连杆20之间

解除卡接，因此连杆20可带动封水件  21缓缓下降以封堵冲洗水箱的排水口70，有助于延长

冲洗水箱的冲水时间。

[0026] 为了使得本实用新型的排水装置的结构更加简单，优选地，所述卡接结构包括第

一卡块61和第二卡块62，所述第一卡块  61和第二卡块62其中一设置于所述连杆20的外周

壁上，另一则设置于所述浮桶50上。即所述第一卡块61设置于所述连杆  20的外周壁上，第

二卡块62则设置于所述浮桶50上；若所述第一卡块61设置于所述浮桶50上，所述第二卡块

62设置于所述连杆20的外周壁上。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第二卡块62设置于所述连杆20的

外周壁上，而第一卡块61则设置于所述所述浮桶50的内壁上，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浮桶50

通过一转轴活动安装于所述容纳腔11的内壁上，该浮桶50能够绕着该转轴转动升起或下

降，当浮桶50绕着该转轴转动升起时，所述第一卡块61能够移动靠近并与所述第二卡块62

相卡接，若浮桶50绕着该转轴转动下降时，所述第一卡块61能够移动远离并与所述第二卡

块62解除卡接。

[0027] 其中，为了使得活塞件32能够在停止进水时，可以快速下降，优选地，所述活塞件

32的外周壁上还套接有一能够推动该活塞件32相对进水腔30移动下降的压缩弹簧320，所

述压缩弹簧320一端与所述进水腔30内壁相抵接，同时该压缩弹簧320 的另一端与所述活

塞件32相抵接。其中，为了使得压缩弹簧320  可以更好地推动活塞件32下降，在这里，优选

地，所述进水腔  30的侧壁上设置有第二泄压阀300，因此压缩弹簧320推动活塞件32下降

时，所述进水腔30中的水可通过第二泄压阀300  排出所述进水腔30外部，以便于活塞件32

向下移动。

[0028] 进一步，为了防止进水腔30中的水压过大，同时有助于进水腔30中的水排出，进一

步优选，所述进水管道31上设置有第一泄压阀310。

[0029] 再进一步，为了使得活动扣件33可以更好地与连杆20相卡接或解除卡接，在这里，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优选实施例，所述活动扣件33通过一转动轴活动安装于所述活塞件32

延伸至所述进水腔30外部的一端上；所述连杆20远离所述封水件  21的一端上设置有能够

与所述活动扣件33相卡接的卡钩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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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同时，为了便于抵推部40推动所述活动扣件33转动，在这里，优选地，所述活动扣

件33上设置有一用于与所述抵推部  40相抵接的拨片330。

[003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先实施方式，只要以基本相同手段实现本实用新型

目的的技术方案都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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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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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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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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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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