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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动去除有毒有害气体

的化粪池装置，包括第一空腔和第二空腔，并通

过隔墙相连接，隔墙上设有通水孔和导气管；在

第一空腔内靠近隔墙处设有集气罐；第一空腔的

侧壁设有进水管和进气管，第二空腔的侧壁设有

出水管和排气管；进气管和排气管之间间隔设有

第一隔板和第二隔板，第一隔板的一端与化粪池

顶部相连接，另一端与水面之间形成第一通气

口；第二隔板的一端与水面相接触，另一端与化

粪池顶部间接连接并形成第二通气口。本发明进

水管携带的气体推动化粪池内的有毒有害气体

流动,使得有毒有害气体全部进入集气罐内得以

去除,避免未处理的气体泄漏出去对环境和居民

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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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去除有毒有害气体的化粪池装置，包括化粪池，其特征在于，所述化粪池包

括第一空腔(25)和第二空腔(26)，所述第一空腔(25)和第二空腔(26)之间通过一隔墙(6)

相连接，所述隔墙(6)上设有通水孔(5)和导气管(10)；

所述第一空腔(25)的侧壁设有进水管(1)，所述进水管(1)处设有进气管(2)，第二空腔

(26)的侧壁设有出水管(8)，所述出水管(8)处设有排气管(7)；

所述第一空腔(25)顶部间隔设有多个第一隔板(19)和第二隔板(27)，所述第一隔板

(19)的一端与化粪池顶部相连接，第一隔板(19)另一端与水面之间形成第一通气口；所述

第二隔板(27)的一端与水面相接触，第二隔板(27)的另一端与化粪池顶部通过一带通孔的

连接件连接并形成第二通气口；

所述第二空腔(26)顶部间隔设有多个第一隔板(19)和第二隔板(27)，所述第一隔板

(19)的一端与化粪池顶部相连接，第一隔板(19)另一端与水面之间形成第一通气口；所述

第二隔板(27)的一端与水面相接触，第二隔板(27)的另一端与化粪池顶部通过一带通孔的

连接件连接并形成第二通气口；

在第一空腔的隔墙(6)和第一隔板(19)之间设有一集气罐(12)，集气罐(12)的侧壁上

分布有多个集气罐进气孔(14)，集气罐(12)内设有有毒有害气体吸附层，所述集气罐(12)

与导气管(10)相连通；

所述进气管(2)、第一通气口、第二通气口、集气罐(12)和排气管(7)之间相连通；

所述集气罐从外到内依次设有活性炭吸附层(15)、碱石灰过滤层(16)和集气室(20)，

所述集气室(20)内设有排气立管(9)，所述排气立管(9)与化粪池外部相连通；

所述集气室(20)的侧壁上连接有导气管(10)，所述导气管(10)通过隔墙(6)与第二空

腔(26)相连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粪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隔板(27)与化粪池顶部通过

一固定链(11)相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粪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隔板(19)和第二隔板(27)为

橡胶折叠卷帘。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粪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气管(10)设置在进水管(1)轴

线上方400-650mm处。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粪池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一空腔(25)中靠近进气管(2)处的

为第一隔板(19)，进气管(2)的上端口高于第一隔板(19)的下端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粪池装置，其特征在于，集气罐(12)的底部高于第一隔板(19)

的下端部。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粪池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二空腔(26)中靠近排气管(7)处的

为第一隔板(19)，且排气管(7)上端口高于第一隔板(19)的下端部。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粪池装置，其特征在于，第二空腔(26)中靠近导气管(10)处的

为第一隔板(19)，且导气管(10)的位置高于第一隔板(19)的下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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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去除有毒有害气体的化粪池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化粪池装置，具体涉及一种自动去除有毒有害气体的化粪池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化粪池是一种对生活污水进行局部处理的小型单元设施,属于初级的过渡性生活

污水处理构筑物,主要用于存在室内污水处理需求但无相应的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的情况之

下,对污水进行局部处理,由于化粪池的设计和管理的运行不善,导致化粪池内的有害气体

泄露而造成环境污染以及伤亡事故的发生,对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威胁。

[0003] 化粪池是一种利用沉淀和厌氧发酵的原理去除污水中大量的粪便，纸屑，病原虫

等悬浮性有机物，污水进入化粪池经过12h～24h的沉淀，悬浮物的去除率可达到50％～

60％，沉淀污泥可以经过三个月以上的厌氧发酵和硝化，使污泥中的有机物得以去除，不稳

定的生污泥转化为稳定的熟污泥同时也降低了污泥的含水率，定期的清掏污泥，并将其作

为肥料或者填埋，可以减轻对环境的污染。

[0004] 化粪池具有对生活污水的接纳和简单处理的功能,但其处于一个相对密闭的环

境,污水中的有机物则在厌氧条件下会分解释放出多种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的气体,如硫化

氢气体,甲烷等，如若不能及时的处理，有毒有害气体的泄漏会对环境造成危害。近年来，由

于化粪池的改造设计中只考虑了排除有毒有害气体的设施,但是未考虑到有毒有害气体排

出化粪池后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当排出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过高时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甚至

遇到明火后极易发生爆炸对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了威胁。由于化粪池内产生的有毒

有害气体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已引起了全社会公众的强烈关注和担忧。因此改善化粪池

的构造，增加去除有毒有害气体的设施，并且使得这些有毒有害气体及时的处理后排出池

外已变得迫不及待了。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或缺陷,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自动去除

有毒有害气体的化粪池装置,防止化粪池内气体泄漏对环境和居民带来威胁。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自动去除有毒有害气体的化粪池装置，所述化粪池包括第一空腔和第二空

腔，所述第一空腔和第二空腔之间通过一隔墙相连接，所述隔墙上设有通水孔和导气管；

[0008] 所述第一空腔的侧壁设有进水管，所述进水管处设有进气管，第二空腔的侧壁设

有出水管，所述出水管处设有排气管；

[0009] 所述第一空腔和第二空腔内间隔设有多个第一隔板和第二隔板，所述第一隔板的

一端与化粪池顶部相连接，第一隔板另一端与水面之间形成第一通气口；所述第二隔板的

一端与水面相接触，第二隔板的另一端与化粪池顶部通过一带通孔的连接件连接并形成第

二通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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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在第一空腔的隔墙和第一隔板之间设有一集气罐，集气罐的侧壁上分布有多个集

气罐进气孔，集气罐内设有有毒有害气体吸附层，所述集气罐与导气管相连通；

[0011] 所述进气管、第一通气口、第二通气口、集气罐和排气管之间相连通。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隔板与化粪池顶部通过一固定链相连接。

[0013] 进一步地，所述集气罐从外到内依次设有活性炭吸附层、碱石灰过滤层和集气室，

所述集气室内设有排气立管，所述排气立管与化粪池外部相连通。

[0014] 进一步地，所述集气室的侧壁上连接有导气管，所述导气管通过隔墙与第二空腔

相连通。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隔板和第二隔板为橡胶折叠卷帘。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导气管设置在进水管轴线上方400-650mm处。

[0017] 进一步地，第一空腔中靠近进气管处的为第一隔板，进气管的上端口高于第一隔

板的下端部。

[0018] 进一步地，集气罐的底部高于第一隔板的下端部。

[0019] 进一步地，第二空腔中靠近排气管处的为第一隔板，且排气管上端口高于第一隔

板的下端部。

[0020] 进一步地，第二空腔中靠近导气管处的为第一隔板，且导气管的位置高于第一隔

板的下端部。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技术效果：

[0022] 1.本发明的化粪池内竖直均匀分布有多个隔板，水流由进水管进入化粪池的同时

会带入大量的气体，气体推动化粪池内堆积的硫化氢等有害气体，以及甲烷等爆炸性气体，

沿着隔板间隙上下流动，使气体通过集气罐进气孔进入集气罐内，在集气罐内甲烷气体和

硫化氢气体依次通过活性炭的吸附和碱石灰的过滤得以去除，部分无害化气体通过排气立

管的抽吸作用排出化粪池，部分无害化气体通过导气管进入化粪池第二空腔内，通过排气

管的抽吸作用排出气体，实现将有毒有害气体处理后排出化粪池的目的。

[0023] 2.本发明中排气立管和进水管分别位于化粪池第一空腔的两端，使得进水管携带

的气体推动化粪池内的有毒有害气体流动，使得有毒有害气体全部进入集气罐内得以去

除，避免未处理的气体泄漏出去对环境和居民造成危害。

[0024] 3.本发明中与化粪池顶部直接相连的第一隔板和水面形成了第一通气口，与化粪

池顶部间接相连的第二隔板和水面接触，与化粪池顶部形成了第二通气口，由进气管进入

的气体可推动化粪池内相对密度较重的硫化氢气体流动，最终集气罐将有毒有害气体处理

后通过排气立管和排气管排出，从而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和公民的伤害。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化粪池的俯视图；

[0026] 图2为化粪池1一1剖面图；

[0027] 图3为化粪池2一2剖面图；

[0028] 图4为化粪池3一3剖面图；

[0029] 图5为集气罐示意图；

[0030] 图6为集气罐内部组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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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7为隔板结构示意图；

[0032] 图中标号代表:1-进水管；2-进气管；3-井盖；4-皮垫层；5-通水孔；6-隔墙；7-排气

管；8-出水管；9-排气立管；10-导气管；11-固定链；12-集气罐；13-管道支架；14-集气罐进

气孔；15-活性炭吸附层；16-碱石灰过滤层；17-过滤网固定支架；18-挡气板；19-第一隔板；

20-集气室；21-法兰；22-通气帽；23-挡气板支墩；24-过滤铁网；25-第一空腔；26-第二空

腔；27-第二隔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通过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4] 实施例1

[0035]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自动去除有毒有害气体的化粪池装置，包括化粪池，化粪池

包括第一空腔25和第二空腔26，所述第一空腔25和第二空腔26之间通过一隔墙6相连接，所

述隔墙6上设有通水孔5和导气管10；在第一空腔的隔墙6处设有一集气罐12；其中集气罐12

与导气管10相连通。

[0036] 其中，第一空腔25的侧壁设有进水管1，进水管1处设有进气管2，第二空腔26的侧

壁设有出水管8，所述出水管8处设有排气管7；进水管1通过管道支架13固定在化粪池内,所

述出水管8通过管道支架13固定在化粪池内。

[0037] 进气管2和排气管7之间均匀并间隔设有多个第一隔板19和第二隔板27，所述第一

隔板19的一端与化粪池顶部相连接，第一隔板19另一端与水面之间形成第一通气口；所述

第二隔板27的一端与水面相接触，第二隔板27的另一端与化粪池顶部通过一固定链11相连

接并形成第二通气口；所述进气管2、第一通气口、第二通气口、集气罐12、和排气管7之间相

连通。

[0038] 因化粪池内的甲烷和硫化氢气体的密度不同,甲烷气体的相对密度较轻,堆积在

化粪池的上方通过第一通气口进行导流，硫化氢的相对密度较重分布在靠近水面的位置通

过第二通气口进行导流。

[0039] 第一隔板19和第二隔板27位于化粪池内水面的上方,保证化粪池内的水流正常流

动。

[0040] 具体工作过程为：水流由进水管1进入化粪池的同时会带入大量含有甲烷和硫化

氢的有毒有害气体,通过气体推动化粪池内产生的含有甲烷和硫化氢的有毒有害气体，沿

着第一通气口、第二通气口构成的气体通道上下流动,第一隔板19和第二隔板27起到了导

流的作用,引导含有甲烷和硫化氢的毒有害气体进入集气罐12进行清除甲烷和硫化氢，并

通过排气立管9将一部分不含甲烷和硫化氢的气体排出化粪池，另一部分不含甲烷和硫化

氢的气体通过第二空腔的排气管7排掉。

[0041] 实施例2

[0042]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在集气罐的侧壁上分布设有多个集气罐进气孔14，

有毒有害气体通过该集气罐进气孔14进入集气罐12。

[0043] 实施例3

[0044]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或2的基础上，集气罐12从外到内依次设有活性炭吸附层15、

碱石灰过滤层16和集气室20，气体先后通过活性炭吸附层15和碱石灰过滤层16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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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入集气室20内；

[0045] 集气室20内设有排气立管9，所述排气立管9与化粪池外部相连通，集气室20内的

无害化气体部分通过排气立管9的抽吸作用排出化粪池。

[0046] 另一部分无害化气体则通过集气室20的侧壁上设的导气管10导入化粪池第二空

腔26，该导气管10通过隔墙6与第二空腔26相连通，第二空腔26内的气体通过排气管7的抽

吸作用将气体排出，实现将有毒有害气体处理后自动排出化粪池的目的。

[0047] 其中，过滤铁网24通过过滤铁网固定支架17和皮垫层4支撑，并且通过过滤网固定

支架17和皮垫层4将过滤铁网24固定在集气罐12内。排气立管9和导气管10通过法兰23跟集

气罐12链接在一起。

[0048] 实施例4

[0049]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将导气管10设置在进水管1轴线上方400-650mm，因

化粪池内的甲烷和硫化氢气体的密度不同,甲烷气体的相对密度较轻,堆积在化粪池的上

方，硫化氢的相对密度较重分布在靠近水面的位置，由于进气管2的高度较高,由进气管2进

入的气体可推动化粪池上方的甲烷气体向下绕着第一通气口和第二通气口上下流动，同时

也推动在水面的附近的硫化氢气体流动，避免发生流动死角，最后气体进入集气罐12处理

过后部分通过排气立管9排出，部分则由导气管10导入第二空腔，然后由排气管7排出。

[0050] 实施例5

[0051] 本实施例将实施例1中的第一隔板19和第二隔板27采用橡胶折叠卷帘，气密性良

好,保证气体不会穿越第一隔板19和第二隔板27流动,且避免了木质隔板的腐烂等不利情

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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