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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发 明名称 ：一种基于雷达感应的宠物饮水机

图 1

(57) Abstract: A radar sensing-based pet water dispenser, a center of a bottom part of a water dispenser housing (9) being provided with
a water pump (7), an outlet of the water pump (7) going up to an integrally formed water outlet channel (4), a bottom part of the water
dispenser being provided with a radar sensing apparatus (6), a top part of the water dispenser housing (9) having attached sequentially
i n an outward direction a seepage trough (5) and a water trough (3), a top part of the water outlet channel (4) having provided therein
a shower head apparatus (2) used t o sprinkle water from the water outlet channel into the water trough (3). After the water dispenser 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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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ed on, a radar microwave module (12) emits a signal, and when a pet approaches within a preset microwave sensing range of the
water dispenser, the radar microwave module (12) receives the signal, and transfers the signal via a signal conversion module (13) to
a master controller module (14) for processing; the water pump (7) i s driven to operate by the master controller module (14), pumping
water up to allow the pet to drink, and when the pet approaches within a radar sensing range, the pet water dispenser automatically
operates. When the pet leaves the radar sensing range, the pet water dispenser can stop operating, thus saving power resources, and
extending service life of the device.

(57) 摘要 ：一种基 于雷达感应 的宠物饮水机 ，饮水机外 壳 （9 ) 底 部 中央 设置有水泵 （7 ) ，水泵 （7) 出 口向
上 一体成 型有 出水道 （4 ) ，饮 水机底 部设置有雷达感应装置 （6 ) ，饮 水机外壳 （9 ) 顶 部 向外依次卡扣连接
有渗水槽 （5) 和积水槽 （3 ) ， 出水道 （4 ) 顶 部 开设有用于将 出水道 （4 ) 的水洒 向积水槽 （3 ) 的花洒装置
( 2 ) 。饮水机通 电后 ，雷达微波模块 （12 ) 发 出信 号，当有宠物走 近饮水机达 到设定好 的微波感应 范 围时，

雷达微波模块 （12) 接 收到信 号 ，经信 号转换模块 （13 ) 传 导给主控制器模块 （14 ) 处 理 ， 由主控制器模块
( 14) 驱动 水泵 （7 ) 工 作 ，将水抽上来让宠物 喝水 ，当宠物靠近雷达感应 的范 围 内时，宠物饮水机会 自动工

作 ；当宠物离开雷达感应范围外 ，宠物饮水机会停止工作 ，这样既能节省 电资源 ，又能延长机器 的使用寿命 。



技术领域

[0001] 本 发明涉及宠物用 品智能化配件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基于雷达感应 的宠物饮水

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 ，养宠物越来越普遍 ，猫狗等宠物 已成

为人们生活中最好 的伙伴 ，在饲养宠物过程 中，宠物饮食卫生方面的问题也越

来越得到人们 的关注 ，宠物喝水不当会诱发很多疾病 ，甚至导致死亡。宠物长

期饮用硬水 ，容易患上碱性尿结石 ；饮水不足 ，尿液浓缩会导致结晶析 出形成

结石。

[0003] 因而需要设计一种能将水过滤干净 的饮水器 ，同吋能给宠物喝水增加乐趣。为

了宠物喝到干净 的水 ，需要将水循环过滤 ，市面上没有一款能让宠物 自行控制

幵关的智能饮水机 ，大多数都是设定好程序 的供水方式 ，要 么不停循环过滤供

水 ，要 么间歇循环过滤供水 ，宠物不喝水吋也在工作 ，这样大大浪费电资源及

减短机器寿命。

技术问题

[0004] 本 发明的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型基于雷达感应 的宠物饮水机 ，以解决上述背景

技术 中提 出的问题。

问题 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0005] 为 了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明采用 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基于雷达感应 的宠物饮水

机 ，包括饮水机外壳 ，所述饮水机外壳底部 向上凹有 电源槽和 电源线槽 ，其特

征在于：所述饮水机外壳底部 中央设置有水泵 ，所述水泵 出口向上一体成型有

出水道 ，所述饮水机底部设置有雷达感应装置 ，所述饮水机外壳顶部 向外依次

卡扣连接有渗水槽和积水槽 ，所述 出水道顶部幵设有用于将 出水道 的水洒 向积



水槽 的花洒装置 ，然后经过滤棉过滤后 ，去除水 中杂质 、细菌 ，再 回落到饮水

机 内。

[0006] 优选 的，所述渗水槽 以及积水槽 中心均幵设有一用于将 出水道穿过 的圆孔。

[0007] 优选 的，所述渗水槽 中心幵设有若干个相 同形状大小 的落水 口，所述积水槽边

沿均匀幵设有若干溢水 口。

[0008]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 ，未喝完 的水会通过溢水 口落下经过滤棉过滤后 由落水 口滴

落至饮水机 内，其中溢水 口的孔要远小于落水 口的大小。

[0009] 优选 的，所述渗水槽卡接在饮水机外壳顶部 ，所述积水槽卡接在渗水槽 内壁上

[0010] 优选 的，所述雷达感应装置包括雷达微波模块 、信号转换模块 、主控制器模块

、电源适配器。

[0011]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 ，当宠物在设定好 的雷达微波感应范围内非停止状态 ，水泵

会一直工作 ，直至宠物离幵设定好 的雷达微波感应范围外一定吋间后水泵才会

停止工作 ；当宠物在设定好 的雷达微波感应范围内相对停止状态 （如睡觉 ，肢

体动作幅度较小等） ，水泵也会停止工作。

[0012] 优选 的，所述雷达微波模块为信号转换模块提供微波信号 ，所述信号转换模块

将微波信号转换为电信号并将 电信号发送至主控制器模块 ，所述主控制器模块

根据 电信号进行对于水泵 的启闭。

[0013]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 ，饮水机通 电后 ，雷达微波模块发出微波信号 ，当有宠物走

近饮水机达到设定好 的微波感应范围吋 ，雷达微波模块接收到信号 ，经信号转

换模块传导给主控制器模块处理 ，由主控制器模块驱动水泵工作 ，将水抽上来

让宠物喝水。

[0014] 优选 的，所述 电源适配器为雷达微波模块 、信号转换模块 、主控制器模块 、水

泵进行供 电。

[0015]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 ，能更好 的保证装置 的正常运行 ，方便人们 的使用 以及对装

置 的维护。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0016] 本 发明具有 以下效益：本发明结构简单 ，针对市面上大多的宠物饮水机都是通

电后不 间断工作 ，稍高端 的智能型会间歇性工作 ，即工作几分钟后会停止几分

钟 ，如此循环下去。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水泵一直在工作 ，会缩短水泵 的使用寿

命 ，浪费电资源 ，作 出优选改进 ，本发明重点是通过雷达监测宠物控制饮水机

工作 ，当宠物靠近雷达感应 的范围内吋 ，宠物饮水机会 自动工作 ；当宠物离幵

雷达感应范围外 ，宠物饮水机会停止工作 ，这样既能节省 电资源 ，又能延长机

器 的使用寿命 ；饮水机通 电后 ，雷达微波模块发出微波信号 ，当有宠物走近饮

水机达到设定好 的微波感应范围吋 ，雷达微波模块接收到信号 ，经信号转换模

块传导给主控制器模块处理 ，由主控制器模块驱动水泵工作 ，将水抽上来让宠

物喝水 ；当宠物在设定好 的雷达微波感应范围内非停止状态 ，水泵会一直工作

，直至宠物离幵设定好 的雷达微波感应范围外一定吋间后水泵才会停止工作 ；

当宠物在设定好 的雷达微波感应范围内相对停止状态 （如睡觉 ，肢体动作幅度

较小等） ，水泵也会停止工作。

对附图的简要说明

附 图说 明

[0017] 图 1为本发明剖视示意 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立体 图1;

[0019] 图3为本发明除去积水槽 的立体 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立体 图2 ;

[0021] 图5为本发明雷达感应原理示意 图。

[0022] 图中： 1-溢水 口；2-花洒装置 ；3-积水槽 ；4-出水道 ；5-渗水槽 ；6-雷达感应装

置 ；7 _水泵 ；8-电源线槽 ；9-饮水机外壳 ； 10-电源槽 ； 11-电源适配器 ； 12-雷达

微波模块 ； 13-信号转换模块 ； 14-主控制器模块 ； 15-落水 口。

实施该发明的最佳实施例

本 发 明 的最 佳 实施 方 式

[0023] 本 发明采用 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基于雷达感应 的宠物饮水机 ，包括饮水机外壳

9，所述饮水机外壳9底部 向上凹有 电源槽 10和 电源线槽 8，其特征在于：所述饮

水机外壳9底部 中央设置有水泵7，所述水泵7出口向上一体成型有 出水道4，所



述饮水机底部设置有雷达感应装置6，所述饮水机外壳9顶部 向外依次卡扣连接

有渗水槽5和积水槽6，所述 出水道4顶部幵设有用于将 出水道4的水洒 向积水槽3

的花洒装置2。

[0024] 进一步 的，所述渗水槽5以及积水槽3中心均幵设有一用于将 出水道4穿过 的圆

孔。

[0025] 配合过滤装置壳保证 出水道流通到积水槽 内的水吋干净 的，减少宠物 因为饮用

了不干净 的水而生病 的几率。外壳下端设置有脚垫 ，壳牢牢 固定于地面上 ，避

免饮水机过轻或宠物玩耍造成饮水机 的倾倒 ，保证了饮水机 的稳 固。

[0026] 进一步 的，所述渗水槽5中心幵设有若干个相 同形状大小 的落水 口15，所述积

水槽3边沿均匀幵设有若干溢水 口1。

[0027] 进一步 的，所述渗水槽5卡接在饮水机外壳9顶部 ，所述积水槽3卡接在渗水槽5

内壁上。

[0028] 进一步 的，所述雷达感应装置6包括雷达微波模块 12、信号转换模块 13、主控

制器模块 14、电源适配器 11。

[0029]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 ，当宠物在设定好 的雷达微波感应范围内非停止状态 ，水泵

会一直工作 ，直至宠物离幵设定好 的雷达微波感应范围外一定吋间后水泵才会

停止工作 ；当宠物在设定好 的雷达微波感应范围内相对停止状态 （如睡觉 ，肢

体动作幅度较小等） ，水泵也会停止工作。

[0030] 进一步 的，所述雷达微波模块 12为信号转换模块 13提供微波信号 ，所述信号转

换模块 13将微波信号转换为电信号并将 电信号发送至主控制器模块 14，所述主

控制器模块 14根据 电信号进行对于水泵7的启闭。

[0031]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 ，饮水机通 电后 ，雷达微波模块发出微波信号 ，当有宠物走

近饮水机达到设定好 的微波感应范围吋 ，雷达微波模块接收到信号 ，经信号转

换模块传导给主控制器模块处理 ，由主控制器模块驱动水泵工作 ，将水抽上来

让宠物喝水。

[0032] 进一步 的，所述 电源适配器 11为雷达微波模块 12、信号转换模块 13、主控制器

模块 14、水泵7进行供 电。

[0033]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 ，能更好 的保证装置 的正常运行 ，方便人们 的使用 以及对装



置的维护。

[0034] 本发明具有以下效益：本发明结构简单，针对市面上大多的宠物饮水机都是通

电后不间断工作，稍高端的智能型会间歇性工作，即工作几分钟后会停止几分

钟，如此循环下去。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水泵一直在工作，会缩短水泵的使用寿

命 ，浪费电资源，作出优选改进，本发明重点是通过雷达监测宠物控制饮水机

工作，当宠物靠近雷达感应的范围内吋，宠物饮水机会 自动工作；当宠物离幵

雷达感应范围外，宠物饮水机会停止工作，这样既能节省电资源，又能延长机

器的使用寿命；饮水机通电后，雷达微波模块发出微波信号，当有宠物走近饮

水机达到设定好的微波感应范围吋，雷达微波模块接收到信号，经信号转换模

块传导给主控制器模块处理，由主控制器模块驱动水泵工作，将水抽上来让宠

物喝水；当宠物在设定好的雷达微波感应范围内非停止状态，水泵会一直工作

，直至宠物离幵设定好的雷达微波感应范围外一定吋间后水泵才会停止工作；

当宠物在设定好的雷达微波感应范围内相对停止状态 （如睡觉，肢体动作幅度

较小等），水泵也会停止工作。

[0035]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

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

、修改、替换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基于雷达感应 的宠物饮水机 ，包括饮水机外壳 （9) ，所述饮水

机外壳 （9) 底部 向上凹有 电源槽 （10) 和 电源线槽 （8) ，其特征在

于：所述饮水机外壳 （9) 底部 中央设置有水泵 （7) ，所述水泵 （7

) 出 口向上一体成型有 出水道 （4) ，所述饮水机底部设置有雷达感

应装置 （6) ，所述饮水机外壳 （9) 顶部 向外依次卡扣连接有渗水槽

(5) 和积水槽 （6) ，所述 出水道 （4) 顶部幵设有用于将 出水道 （4

) 的水洒 向积水槽 （3) 的花洒装置 （2) 。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基于雷达感应 的宠物饮水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渗水槽 （5) 以及积水槽 （3) 中心均幵设有一用于将 出水道 (

4) 穿过 的圆孔。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基于雷达感应 的宠物饮水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渗水槽 （5) 中心幵设有若干个相 同形状大小 的落水 口 （15)

，所述积水槽 （3) 边沿均匀幵设有若干溢水 口 （1) 。

[权利要求 4]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基于雷达感应 的宠物饮水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渗水槽 （5) 卡接在饮水机外壳 （9) 顶部 ，所述积水槽 （3)

卡接在渗水槽 （5) 内壁上。

[权利要求 5]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基于雷达感应 的宠物饮水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雷达感应装置 （6) 包括雷达微波模块 （12) 、信号转换模块

(13) 、主控制器模块 （14) 、电源适配器 (11) 。

[权利要求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 的一种基于雷达感应 的宠物饮水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雷达微波模块 (12) 为信号转换模块 (13) 提供微波信号 ，所述信

号转换模块 (13) 将微波信号转换为电信号并将 电信号发送至主控制器

模块 (14) ，所述主控制器模块 (14) 根据 电信号进行对于水泵 (7) 的启 闭

[权利要求 7] 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 的一种基于雷达感应 的宠物饮水机 ，其特征在

于：所述 电源适配器 (11) 为雷达微波模块 (12) 、信号转换模块 (13) 、主

控制器模块 (14) 、水泵 (7)进行供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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