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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蹲便式生态旱厕。它主要

包括：蹲便器设于厕屋内，蹲便器上设有踏板，底

部设有出粪口，出粪口的上设有活动挡板；踏板

控制活动挡板启闭；堆肥室设于蹲便器的下部；

堆肥室上设有进粪口与蹲便器的出粪口相连通；

储料箱设于堆肥室的一侧，其上设有加料口和螺

旋喂料口，螺旋喂料口与堆肥室的覆盖料进料口

相连接；自动喂料与搅拌系统包括设于储料箱内

的自动喂料器、设置于堆肥室内的搅拌器；自动

喂料器通过带有从动齿轮、驱动齿轮的链条与搅

拌器的一端相连以同时连动；出料系统包括设于

堆肥室下部的带孔链板、搅拌电机、送物料到料

箱内出料导板；尿液净化室设置在堆肥室的底

部，通过带孔链板上的孔与堆肥室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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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蹲便式生态旱厕，其特征在于：该蹲便式生态旱厕包括厕屋、蹲便器、堆肥室、储

料箱、自动喂料与搅拌系统、出料系统和尿液净化室；

所述蹲便器设于所述厕屋内，所述蹲便器上设有踏板，底部设有出粪口，所述出粪口的

上设有活动挡板；所述踏板与所述活动挡板相连，当在脚踏所述踏板时，所述活动挡板打

开；离开所述踏板时，所述活动挡板关闭；

所述堆肥室设于所述蹲便器的下部，部分位于所述蹲便器的后部并设于所述厕屋外；

所述堆肥室上设有进粪口、覆盖料进料口、气体出口、堆肥室出粪口；所述进粪口与所述蹲

便器的出粪口相连通；

所述储料箱设于所述堆肥室的一侧，其上设有加料口和螺旋喂料口，所述加料口上设

置盖板，所述螺旋喂料口与所述堆肥室的覆盖料进料口相连接；

所述自动喂料与搅拌系统包括自动喂料器、搅拌器；所述自动喂料器设于所述储料箱

内，所述搅拌器设置于所述堆肥室内；所述自动喂料器通过带有从动齿轮、驱动齿轮的链条

与所述搅拌器的一端相连以同时连动；

所述出料系统包括带孔链板、出料导板、链轮和料箱；所述带孔链板设于所述堆肥室下

部，经搅拌电机驱动通过所述链轮转动带动，将发酵腐熟的物料通过出料导板送到所述料

箱内；

所述尿液净化室设置在所述堆肥室的底部，通过所述带孔链板上的孔与所述堆肥室相

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蹲便式生态旱厕，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遮板与所述出粪口连

接处设置密封圈；

所述踏板与所述活动挡板经钢丝绳、弹簧a和滑轮进行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蹲便式生态旱厕，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挡板下部设有重

力板，所述重力板经弹簧b与所述蹲便器的壁连接；当所述活动挡板打开时，有物体冲击所

述重力板时，所述重力板打开，冲击后关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蹲便式生态旱厕，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器通过与之相连的电

机驱动；

所述电机设于所述堆肥室外部的操作室内；

所述料箱设于所述操作室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蹲便式生态旱厕，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水生态旱厕还包括加热

系统；

所述加热系统包括太阳能吸热板，所述太阳能吸热板设于所述厕屋外部的所述堆肥室

上部，与所述堆肥室出粪口相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蹲便式生态旱厕，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水生态旱厕还包括

排气系统，其设于所述堆肥室的上部；

所述排气系统包括排气管；所述排气管的两端分别为进气口、出气口，所述进气口与所

述堆肥室的气体出口相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蹲便式生态旱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排气管的所述进气口处

设有排风扇。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蹲便式生态旱厕，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管的高度高于所述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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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30～50cm；

所述排气管的所述出气口上设置防雨帽。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蹲便式生态旱厕，其特征在于：所述尿液净化室内铺设生物质

吸附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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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蹲便式生态旱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蹲便式生态旱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农村厕所改造现有形式包括：干封式厕所、三格化粪池、三联式沼气池、双瓮

漏斗式或双坑交替式厕所。但是这些形式的厕所，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旱厕存在的问题。没有

灭菌措施；没有除臭措施；用水冲洗增加了粪便体积，增加了腐熟难度；更为严重的是，厌氧

发酵过程中事故频发，经常有沼气爆发伤人和人员中毒的消息。冲水马桶耗水量大，并且需

要与之配套的下水管网以及污水处理设施，当前适宜于农村的小型排水及污水处理设施相

比城市的大型设施又要贵的多，导致水冲式厕所的建设成本和运行费用较高。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生态厕所被广泛推广应用，目前生态厕所主要有免水冲洗的生

态旱厕和循环水冲洗的两类。现亟需一种简单方便、良性循环就地消化的蹲便式具有生态

化的厕所。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蹲便式生态旱厕。

[000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蹲便式生态旱厕，该蹲便式生态旱厕包括厕屋、蹲便器、堆肥

室、储料箱、自动喂料与搅拌系统、出料系统和尿液净化室；

[0006] 所述蹲便器设于所述厕屋内，所述蹲便器上设有踏板，底部设有出粪口，所述出粪

口的上设有活动挡板；所述踏板与所述活动挡板相连，当在脚踏所述踏板时，所述活动挡板

打开；离开所述踏板时，所述活动挡板关闭；

[0007] 所述堆肥室设于所述蹲便器的下部，部分位于所述蹲便器的后部并设于所述厕屋

外；所述堆肥室上设有进粪口、覆盖料进料口、气体出口、堆肥室出粪口；所述进粪口与所述

蹲便器的出粪口相连通；

[0008] 所述储料箱设于所述堆肥室的一侧，其上设有加料口和螺旋喂料口，所述加料口

上设有盖板，所述螺旋喂料口与所述堆肥室的覆盖料进料口相连接；

[0009] 所述自动喂料与搅拌系统包括自动喂料器、搅拌器；所述自动喂料器设于所述储

料箱内，所述搅拌器设置于所述堆肥室内；所述自动喂料器通过带有从动齿轮、驱动齿轮的

链条与所述搅拌器的一端相连以同时连动；

[0010] 所述出料系统包括带孔链板、出料导板、链轮和料箱；所述带孔链板设于所述堆肥

室下部，经搅拌电机驱动通过所述链轮转动带动，将发酵腐熟的物料通过出料导板送到所

述料箱内；

[0011] 所述尿液净化室设置在所述堆肥室的底部，通过所述带孔链板上的孔与所述堆肥

室相连通。

[0012] 上述的蹲便式生态旱厕中，所述活动遮板与所述出粪口连接处设置密封圈；

[0013] 所述踏板与所述活动挡板经钢丝绳、弹簧a和滑轮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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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上述的蹲便式生态旱厕中，所述活动挡板下部设有重力板，所述重力板经弹簧b与

所述蹲便器的壁连接；当所述活动挡板打开时，有物体冲击所述重力板时，所述重力板打

开，冲击后关闭。

[0015] 上述的蹲便式生态旱厕中，所述搅拌器通过与之相连的电机驱动；

[0016] 所述电机设于所述堆肥室外部的操作室内；

[0017] 所述料箱设于所述操作室内。

[0018] 本发明中，所述搅拌器用于所述堆肥室中覆盖料与粪便的搅拌曝气，提高粪便的

发酵效率，缩短腐熟时间。

[0019] 本发明中，所述储料箱设有内存储覆盖粪污用的物料。

[0020] 本发明中，所述堆肥室的长、宽、高具体可分别为1m、1m、0.6m，具体的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堆肥室1/3位于所述座便器下方，其2/3位于所述厕屋的外部。

[0021] 上述的蹲便式生态旱厕中，所述无水生态旱厕还包括加热系统；

[0022] 所述加热系统包括太阳能吸热板，所述太阳能吸热板设于所述厕屋外部的所述堆

肥室上部，与所述堆肥室出粪口相连接；所述太阳能吸热板用于吸收太阳热量，给所述堆肥

室内粪便的发酵提供热源。

[0023] 上述的蹲便式生态旱厕中，所述无水生态旱厕还包括排气系统，其设于所述堆肥

室的上部；

[0024] 所述排气系统包括排气管；所述排气管的两端分别为进气口、出气口，所述进气口

与所述堆肥室的气体出口相连通。

[0025] 上述的蹲便式生态旱厕中，在所述排气管的所述进气口处设有排风扇，用加速所

述堆肥室内气体排出。

[0026] 上述的蹲便式生态旱厕中，所述排气管的高度高于所述厕屋30～50cm；

[0027] 所述排气管的所述出气口上设置防雨帽。

[0028] 上述的蹲便式生态旱厕中，所述尿液净化室内铺设生物质吸附砖。所述生物质吸

附砖的具体设置厚度为30cm，可采用现有的生物质吸附砖。

[0029] 本发明中，所述生物质吸附砖具体可按照如下制备：由生物炭、秸秆粉/稻壳以及

微生物除臭剂通过一定比例和机械强度压制而成；具体可通过生物碳、秸秆粉/稻壳、微生

物除臭剂按3：5.8：0.2的质量比例混合制成。其中，所述秸秆粉或稻壳的粒径均可为10mm，

所述生物质吸附砖的堆密度可为100kg/m3，用于净化尿液和除臭。

[0030]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31] (1)使用者所使用的生态旱厕与现有的冲水马桶或是蹲便器外观上一致，同时将

粪便与尿液有效分离，尿液不易溅出。

[0032] (2)便器出粪口与化粪池同步联动，有效阻隔化粪池中的异味。

[0033] (3)利用特殊的生物质吸附砖处理净化尿液，减少臭味产生。

[0034] (4)覆盖料进料与搅拌同时进行，提高粪便腐熟效率，同时减少异味产生。

[0035] (5)利用太阳能吸热板和生物质吸附砖的保温功能，增加和保持化粪池内的温度，

提高粪便腐熟效率。

[0036] (6)化粪池设有自动出料装置，减少劳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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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7] 图1为本发明蹲便式生态旱厕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2为本发明蹲便式生态旱厕中蹲便器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3为本发明蹲便式生态旱厕中活动挡板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中各个标记如下：

[0041] 1厕屋、2蹲便器、3遮雨帽、4太阳能吸热板、5排气管、6堆肥室、7搅拌器、8电机、9带

孔链板、10出料导板、11尿液净化室、12生物质吸附砖、13料箱、14操作室、15储料箱、16自动

喂料器、17从动齿轮、18链条、19驱动齿轮、20排气扇、21链轮、22活动挡板、23弹簧a、24踏

板、25垂直轴、26滑轮、27钢丝绳、28水平轴、29重力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43]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提供的蹲便式生态旱厕的结构示意图，包括厕屋1、蹲便器2、

堆肥室6、储料箱15、尿液净化室11、自动喂料(自动喂料器16)与搅拌系统(搅拌器7)、出料

系统、加热系统(为太阳能吸热板4)和排气系统(排气管5)。其中，蹲便器放置于厕屋内；如

图2所示，蹲便器2由踏板24、活动挡板22、滑轮26、钢丝绳27、弹簧a23，重力板29组成，蹲便

器2前后设有滑槽，当踏下踏板24时，踏板24下垂直轴27下压水平轴28，水平轴28拉动钢丝

绳27，钢丝绳27拉动活动挡板22沿滑槽向两侧滑动，此时活动挡板22处的弹簧a23受张力作

用，当松开踏板24，弹簧a23回归初始状态，拉动活动挡板22闭合。活动挡板22打开后，重力

板29漏出，重力板29与弹簧b(图中未示)连接保持闭合状态，当受物体冲击时打开，冲击后

闭合，可及时遮挡化粪池内的粪便与臭味；堆肥室6位于蹲便器2下后方，长、宽、高分别为

1m、1m、0.6m，堆肥室1/3位于蹲便器下方，2/3位于厕屋的外部，堆肥室内安装搅拌器7，用于

覆盖料与粪便的搅拌曝气，提高粪便的发酵效率，缩短腐熟时间；储料箱15位于厕屋外，长

宽高分别为0.5m、0.5m、0.4m，喂料器16放置于储料箱的内部；喂料器16与搅拌器7通过带有

从动齿轮17和驱动齿轮19的皮带18相连，由电机8带动；出料的带孔链板9位于化粪池下方，

带孔链板9带有缝隙，可供尿液漏入液体净化箱11，带孔链板9由链轮21带动，链轮21经链条

与电机轴连接，电机轴与电机8连接，一键控制同时联动；链板9的尾端设有出料导板10，物

料经出料导板10落入操作室14的料箱13内；尿液净化室11放置于堆肥室6的下方，长宽高分

别为1m、1m、0.4m，尿液净化室11内铺设30cm厚的生物质吸附砖13；生物质吸附砖是由生物

质碳、秸秆粉/稻壳、微生物除臭剂等按3：5.8：0.2的质量比例组成，其中，秸秆粉或所述稻

壳的粒径均具体可为10mm，生物质吸附砖的堆密度为100kg/m3，用于净化尿液和除臭；堆肥

室6一侧设有操作室14；太阳能吸光板4安装于厕屋1外部的堆肥室6上部，用于吸收太阳热

量，给堆肥室6内粪便的发酵提供热源；排气管5位于堆肥室6的上部，高度大于厕屋1高度

30-50cm，直径为10cm，排气管的下端安装排气扇20，用加速堆肥室6内气体排出，排气管5的

上端安装防雨帽3。

[0044] 本发明无水生态旱厕的使用过程如下：

[0045] 使用前，先将秸秆和灰粉加入储料箱15内。入厕结束时，在脚踏蹲便器2的踏板24

时，活动挡板22打开，离开踏板时活动挡板22关闭，当有物体冲击时重力板29打开，冲击后

关闭。便或尿液通过蹲便器2的出粪口落入堆肥室6，如果有尿液通过带孔链板9上的孔漏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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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净化室11。启动操作室14内的电机8，搅拌器7通过带有从动齿轮17和驱动齿轮19的链

条18带动自动喂料器17将秸秆和灰粉运输至堆肥室6，并与粪便通过搅拌混合。期间，堆肥

室6内粪便通过太阳能吸热板4进行堆肥，堆肥过程中开启排气扇20进行排气。堆肥结束后

通过开启搅拌电机驱动通过链轮21转动带动带孔链板9，将发酵腐熟的物料通过出料导板

10送到料箱13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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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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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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