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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本发明涉及一种无源机械式预

付费定量售水水表，包括水表壳体，所述水表壳

体内靠进水端处设有计量装置，该水表壳体内靠

出水端处设有定量装置，所述计量装置与定量装

置之间通过过渡齿轮啮合联动，本发明无需设置

电路板即可完成水量统计和预付费水量计量工

作，提高水表的安全性能吗，同时，本发明采用具

有第一预警卡口、第二预警卡口的阀体与具有阶

梯状卡块的阀座组成的定位阀结构，并与定量轴

连接，既能都付费买水时自动开阀的同时，又能

够达到当水接近用完时先通过第一预警卡口与

卡块配合减少阀座与通水座之间的通水量，从而

通过减少出水量的方式提醒用户该买水了。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109060059 A

2018.12.21

CN
 1
09
06
00
59
 A



1.一种无源机械式预付费定量售水水表，包括水表壳体，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表壳体内

靠进水端处设有计量装置，该水表壳体内靠出水端处设有定量装置，所述计量装置与定量

装置之间经过渡齿轮啮合联动，所述定量装置包括定量安装座，可显示买水量的定量数显

表，定量齿轮组，可设置买水量的定量主轮、定量轴，可将定量数显表清零的归零组件，可挂

壁水表出水端出水的定量阀，其中，所述定量数显表、定量齿轮组、定量主轮均设在定量安

装座内，且该定量数显表与定量齿轮组啮合联动，所述定量轴转动穿设并贯穿定量安装座，

所述定量主轮穿设固定在定量轴上，该定量主轮与定量齿轮组啮合联动，所述归零组件弹

性卡设在定量安装座上，且该归零组件啮合联动在过渡齿轮与定量齿轮组之间，同时，所述

定量阀通过定量轴转动设置在定量安装座底部，该定量阀包括阀体和阀座，所述阀体呈阶

梯圆台形状，该阀体外壁由上至下依次开设有预警卡口和关阀卡口，所述阀座弹性设在水

表壳体出水端处，且该阀座外壁对应阀体的一面一体突出有呈阶梯状的卡块，该卡块卡设

在阀体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源机械式预付费定量售水水表，其特征在于，所述预警

卡口一侧内壁底部一体突出有预警卡块，所述关阀卡口对应预警卡块同侧呈斜坡状。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无源机械式预付费定量售水水表，其特征在于，所述

计量装置包括由至少2个计量齿轮组成的计量齿轮组、计量数显表、叶轮盒、叶轮，所述叶轮

盒设在水表壳体对应进水端处，所述叶轮设在叶轮盒内，且该叶轮通过轮轴与计量齿轮组

啮合联动，该计量齿轮组与计量数显表啮合联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无源机械式预付费定量售水水表，其特征在于，所述定量

齿轮组由至少2两个定量轮啮合联动组成，且每个定量轮两侧面均一体延伸形成有辊轴，且

该定量轮通过辊轴转动连接在定量安装座内；所述归零组件包括归零轴件、以及穿设连接

在归零轴件上的第一归零齿轮和第二归零齿轮，所述归零轴件通过弹簧弹性设置在定量安

装座上，所述第二归零齿轮直径小于第一归零齿轮，当归零轴件处于正常状态时，第一归零

齿轮与过渡齿轮啮合，所述第二归零齿轮与定量齿轮组的定量轮啮合；当按下归零轴件后，

第一归零齿轮与过渡齿轮啮合，第二归零齿轮与定量齿轮组的定量轮脱离。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无源机械式预付费定量售水水表，其特征在于，所述定量

安装座底部对应阀座的位置一体突设有定位杆，所述阀座上开有与定位杆相应的定位槽。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一种无源机械式预付费定量售水水表，其特征在于，所述

水表壳体内对应阀座处固定有通水座，该通水座固定在水表壳体内出水端处，所述阀座通

过弹簧弹性卡设在通水座上；另外，所述阀体呈两层阶梯状圆台形状，且直径由上之下递

减。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无源机械式预付费定量售水水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表

壳体上接设有表盖，该表盖上对应计量数显表、定量数显表处开有显示窗，所述定量轴上一

体套设有螺纹定量套，所述表盖对应定量轴、归零轴件上一体开有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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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源机械式预付费定量售水水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仪表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无源机械式预付费定量售水水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城市人口及高层建筑的增加，传统需要人工抄表方式的机

械式计量水表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使用量统计以及现代化管理需求，且传统的水表数

据采集方案依靠人工到各用户家的表盘前读取记录，工作人员劳动量大，出错率高、统计数

据周期长，极大的阻碍了抄表管理系统的发展。

[0003] 目前，预付费水表虽然能够实现“先付费，后用水”，但是还是存在许多不足，例如：

1.现有的预付费水表需要控制电路的控制电路板装设在水表内，而水表通常安装在厨

房、厕所等相对潮湿的环境，水汽容易浸入水表内，导致电路板烧坏，即现有的预付费水表

类似于IC卡水表，虽然能够实现预付费控制，但是需要依赖电源，且价格昂贵，还存在防水

漏电等技术问题；

2.现有的预付费水表在水量小于设定水量参数后，水表的阀门立即关闭，虽然现有技

术中在预付费水表中加设水量报警器，发出的预警不足以引起家中老人或小孩的注意，达

不到好的预警效果，若遇到急需用水的情况，用户需要先去用水管理部门充值，才能再次用

水，这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3.现有技术中的预付费水表在阀门关闭后，需要先充值然后再由专业的技术人员利用

特定的工具，或拆开水表内部手动打开阀门后才能恢复用水供给，整个操作复杂；

4.现有的预付费水表都无防偷水结构，主要原因是因为现有的预付费水表阀门的设计

结构，如果要加防偷水结构会导致整体体积庞大，需要占用空间，不美观也不方便；

现有的预付费水表在定量售水时需要技术人员设置水量定量数据，技术人员需要娴熟

的技术才能保证设定水量的准确度，一旦超过数量便不可恢复，给技术人员和用户都造成

了不便。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现状，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无需依赖电

源就能实现按需、定量供水，且具备自动开阀和具备为大众接受的预警效果，同时还具备归

零操作的无源机械式预付费定量售水水表。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无源机械式预付费定量售水

水表，包括水表壳体，所述水表壳体内靠进水端处设有计量装置，该水表壳体内靠出水端处

设有定量装置，所述计量装置与定量装置之间经过渡齿轮啮合联动，所述定量装置包括定

量安装座，可显示买水量的定量数显表，定量齿轮组，可设置买水量的定量主轮、定量轴，可

将定量数显表清零的归零组件，可挂壁水表出水端出水的定量阀，其中，所述定量数显表、

定量齿轮组、定量主轮均设在定量安装座内，且该定量数显表与定量齿轮组啮合联动，所述

定量轴转动穿设并贯穿定量安装座，所述定量主轮穿设固定在定量轴上，该定量主轮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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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齿轮组啮合联动，所述归零组件弹性卡设在定量安装座上，且该归零组件啮合联动在过

渡齿轮与定量齿轮组之间，同时，所述定量阀通过定量轴转动设置在定量安装座底部，该定

量阀包括阀体和阀座，所述阀体呈阶梯圆台形状，该阀体外壁由上至下依次开设有预警卡

口和关阀卡口，所述阀座弹性设在水表壳体出水端处，且该阀座外壁对应阀体的一面一体

突出有呈阶梯状的卡块，该卡块卡设在阀体上。

[0006] 进一步地，所述预警卡口一侧内壁底部一体突出有预警卡块，所述关阀卡口对应

预警卡块同侧呈斜坡状，从而达到卡块到预警卡块时，水量骤然减少，达到预警效果，接着

卡块脱离预警卡块后通过斜坡状的关阀卡口开始逐渐关闭，水流量越来越少；同时也达到

购买用水时设定水量时同步打开水阀。

[0007] 进一步地，所述计量装置包括由至少2个计量齿轮组成的计量齿轮组、计量数显

表、叶轮盒、叶轮，所述叶轮盒设在水表壳体对应进水端处，所述叶轮设在叶轮盒内，且该叶

轮通过轮轴与计量齿轮组啮合联动，该计量齿轮组与计量数显表啮合联动，从而达到水表

用水计量的效果。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定量齿轮组由至少2两个定量轮啮合联动组成，且每个定量轮两侧

面均一体延伸形成有辊轴，且该定量轮通过辊轴转动连接在定量安装座内；所述归零组件

包括归零轴件、以及穿设连接在归零轴件上的第一归零齿轮和第二归零齿轮，所述归零轴

件通过弹簧弹性设置在定量安装座上，所述第二归零齿轮直径小于第一归零齿轮，当归零

轴件处于正常状态时，第一归零齿轮与过渡齿轮啮合，所述第二归零齿轮与定量齿轮组的

定量轮啮合；当按下归零轴件后，第一归零齿轮与过渡齿轮啮合，第二归零齿轮与定量齿轮

组的定量轮脱离，从而达到水表一键清零的效果。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定量安装座底部对应阀座的位置一体突设有定位杆，所述阀座上

开有与定位杆相应的定位槽，从而便于定量装置的安装定位，便于水表内计量装置、定量装

置的组合装配。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水表壳体内对应阀座处固定有通水座，该通水座固定在水表壳体

内出水端处，所述阀座通过弹簧弹性卡设在通水座上；另外，所述阀体呈两层阶梯状圆台形

状，且直径由上之下递减。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水表壳体上接设有表盖，该表盖上对应计量数显表、定量数显表处

开有显示窗，所述定量轴上一体套设有螺纹定量套，所述表盖对应定量轴、归零轴件上一体

开有端口。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1.本发明无需设置电路板即可完成水量统计和预付费水量计量工作，提高水表的安全

性能；

2.本发明采用具有第一预警卡口、第二预警卡口的阀体与具有阶梯状卡块的阀座组成

的定位阀结构，并与定量轴连接，既能都付费买水时自动开阀的同时，又能够达到当水接近

用完时先通过第一预警卡口与卡块配合减少阀座与通水座之间的通水量，从而通过减少出

水量的方式提醒用户该买水了，进而达到自动关阀的效果；同时，购买水量时，在设定水量

值的同时也方便同步开阀；

3.本发明采用阀座与通水座弹性连接的结构还能够达到防水倒流的效果，继而达到防

止偷水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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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发明采用计量数显表和定量数显表给用户以最精确的水量数字显示。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定量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计量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其中包括：水表壳体1、计量装置2、计量齿轮组2-1、计量齿轮2-1-1、计量数显表2-

2、叶轮盒2-3、叶轮2-4、定量装置3、定量安装座3-1、定量数显表3-2，定量齿轮组3-3、定量

轮3-3-1、辊轴3-3-2、定量主轮3-4、定量轴3-5、、归零组件3-6、归零轴件3-6-1、第一归零齿

轮3-6-2、第二归零齿轮3-6-3、定量阀3-7、阀体3-7-1、阀座3-7-2、预警卡口3-7-3、关阀卡

口3-7-4、卡块3-7-5、预警卡3-7-6、定位杆3-8、定位槽3-9、过渡齿轮4、通水座5、表盖6、显

示窗6-1。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如图1-3所示，一种无源机械式预付费定量售水水表，包括水表壳体1，所述水表壳

体1内靠进水端处设有计量装置2，该水表壳体1内靠出水端处设有定量装置3，所述计量装

置2与定量装置3之间经过渡齿轮4啮合联动，所述定量装置3包括定量安装座3-1，可显示买

水量的定量数显表3-2，定量齿轮组3-3，可设置买水量的定量主轮3-4、定量轴3-5，可将定

量数显表清零的归零组件3-6，可挂壁水表出水端出水的定量阀3-7，其中，所述定量数显表

3-2、定量齿轮组3-3、定量主轮3-4均设在定量安装座3-1内，且该定量数显表3-2与定量齿

轮组3-3啮合联动，所述定量轴3-5转动穿设并贯穿定量安装座3-1，所述定量主轮3-4穿设

固定在定量轴3-5上，该定量主轮3-4与定量齿轮组3-3啮合联动，所述归零组件3-6弹性卡

设在定量安装座3-1上，且该归零组件3-6啮合联动在过渡齿轮4与定量齿轮组3-3之间，同

时，所述定量阀3-7通过定量轴3-5转动设置在定量安装座3-1底部，该定量阀3-7包括阀体

3-7-1和阀座3-7-2，所述阀体3-7-1呈阶梯圆台形状，该阀体3-7-1外壁由上至下依次开设

有预警卡口3-7-3和关阀卡口3-7-4，所述阀座3-7-2弹性设在水表壳体1出水端处，且该阀

座3-7-2外壁对应阀体3-7-1的一面一体突出有呈阶梯状的卡块3-7-5，该卡块3-7-5卡设在

阀体3-7-1上。

[0016] 进一步地，所述预警卡口3-7-3一侧内壁底部一体突出有预警卡块3-7-6，所述关

阀卡口3-7-4对应预警卡3-7-6块同侧呈斜坡状，从而达到卡块3-7-5到预警卡块3-7-6时，

水量骤然减少，达到预警效果，接着卡块3-7-5脱离预警卡块3-7-6后通过斜坡状的关阀卡

口3-7-4开始逐渐关闭，水流量越来越少。

[0017] 进一步地，所述计量装置2包括由至少2个计量齿轮2-1-1组成的计量齿轮组2-1、

计量数显表2-2、叶轮盒2-3、叶轮2-4，所述叶轮盒2-3设在水表壳体1对应进水端处，所述叶

轮2-4设在叶轮盒2-3内，且该叶轮2-4通过轮轴与计量齿轮组2-1啮合联动，该计量齿轮组

2-1与计量数显表2-2啮合联动，从而达到水表用水计量的效果。

[0018] 进一步地，所述定量齿轮组3-3由至少2两个定量轮3-3-1啮合联动组成，且每个定

量轮3-3-1两侧面均一体延伸形成有辊轴3-3-2，且该定量轮3-3-1通过辊轴3-3-2转动连接

在定量安装座3-1内；所述归零组件3-6包括归零轴件3-6-1、以及穿设连接在归零轴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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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的第一归零齿轮3-6-2和第二归零齿轮3-6-3，所述归零轴件3-6-1通过弹簧弹性设置在

定量安装座3-1上，所述第二归零齿轮3-6-3直径小于第一归零齿轮3-6-2，当归零轴件3-6-

1处于正常状态时，第一归零齿轮3-6-2与过渡齿轮4啮合，所述第二归零齿轮3-6-3与定量

齿轮组3-3的定量轮3-3-1啮合；当按下归零轴件3-6-1后，第一归零齿轮3-6-2与过渡齿轮4

啮合，第二归零齿轮3-6-3与定量齿轮组3-3的定量轮3-3-1脱离，从而达到水表一键清零的

效果。

[0019] 进一步地，所述定量安装座3-1底部对应阀座3-7-2的位置一体突设有定位杆3-8，

所述阀座3-7-2上开有与定位杆3-8相应的定位槽3-9，从而便于定量装置3的安装定位，便

于水表内计量装置2、定量装置3的组合装配。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水表壳体1内对应阀座3-7-2处固定有通水座5，该通水座5固定在

水表壳体1内出水端处，所述阀座3-7-2通过弹簧弹性卡设在通水座5上；另外，所述阀体3-

7-1呈两层阶梯状圆台形状，且直径由上之下递减。

[0021] 进一步地，所述水表壳体1上接设有表盖6，该表盖上对应计量数显表2-2、定量数

显表3-2处开有显示窗6-1，所述定量轴3-5上一体套设有螺纹定量套，所述表盖6对应定量

轴3-5、归零轴件3-6-1上一体开有端口。

[0022] 本发明无需设置电路板即可完成水量统计和预付费水量计量工作，提高水表的安

全性能吗，同时，本发明采用具有第一预警卡口、第二预警卡口的阀体与具有阶梯状卡块的

阀座组成的定位阀结构，并与定量轴连接，既能都付费买水时自动开阀的同时，又能够达到

当水接近用完时先通过第一预警卡口与卡块配合减少阀座与通水座之间的通水量，从而通

过减少出水量的方式提醒用户该买水了，进而达到自动关阀的效果；同时，购买水量时，在

设定水量值的同时也方便同步开阀；另外，本发明采用阀座与通水座弹性连接的结构还能

够达到防水倒流的效果，继而达到防止偷水现象发生；本发明采用计量数显表和定量数显

表给用户以最精确的水量数字显示，本发明设计合理，符合市场需求，适合推广。

[0023]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

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同等替换；而这

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与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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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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