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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态旱厕。它包括座便

器、液体储存桶、压力冲水设备、堆肥室、尿液净

化室、储料箱和自动喂料与搅拌系统；其中，座便

器的便坑开口上设有盖板a，底部出粪口的下部

设置活动挡板，盖板a与活动挡板通过钢丝绳相

连接以同时启闭；堆肥室用于粪便的堆肥；尿液

净化室设置在堆肥室的底部，与带孔堆肥板上的

孔相连接；储料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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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能

将粪尿分离，净化尿液，提高粪便腐熟效率，阻隔

并减少臭味；回收尿液中的水分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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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态旱厕，其特征在于：该生态旱厕包括座便器、液体储存桶、压力冲水设备、堆

肥室、尿液净化室、储料箱和自动喂料与搅拌系统；

所述座便器的便坑开口上设有盖板a，上部设有入水口，底部设有出粪口；所述出粪口

的下部设置活动挡板，所述盖板a与所述活动挡板通过钢丝绳相连接以同时启闭；

所述液体储存桶上设有液体进口、液体出口和桶盖；

所述压力冲水设备设于所述座便器的一侧，其上设有进水口、出水口和加压按钮，所述

压力冲水设备的进水口与所述液体储存桶上的液体出口通过进水管相连接，所述压力冲水

设备的出水口与所述座便器的入水口通过管道相连接；

所述堆肥室设于所述座便器的下部，且部分位于所述座便器的后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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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设有带孔堆肥板；所述进粪口与所

述座便器的出粪口相连通；

所述尿液净化室设置在所述堆肥室的底部，设有尿液进口和尿液出口，所述尿液进口

与所述带孔堆肥板上的孔相连接；

所述储料箱设于堆肥室的一侧，其上设有加料口和螺旋喂料口，所述加料口上设有盖

板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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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旱厕，其特征在于：所述液体储存桶的液体进口与所述尿

液净化室的尿液出口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生态旱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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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述盖板a与所述钢丝绳之间设置转轴；

当所述盖板a打开时，所述转轴转动带动所述钢丝绳，所述活动挡板被打开；当所述盖

板a关闭，所述转轴反向转动，所述活动挡板在重力作用下返回原位堵住所述出粪口。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生态旱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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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述液体储存桶也设于所述操作室内。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生态旱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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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屋外部的所述堆肥室上

部。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生态旱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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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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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排气管的高度高于所述厕屋30～50cm；

所述排气管的所述出气口上设置防雨帽。

8.根据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生态旱厕，其特征在于：所述尿液净化室内铺设生

物质吸附砖；

所述液体储存桶内设置多个微生物球。

9.根据权利要8所述的生态旱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质吸附砖由生物炭、秸秆粉和/

或稻壳以及微生物除臭剂混合后压制而成；

其中，所述生物碳、秸秆粉和/或稻壳、微生物除臭剂质量比具体为3：5～7.5：0.1～1；

所述秸秆粉或所述稻壳的粒径均具体为7.5～15mm；

所述生物质吸附砖的堆密度具体为75～125kg/m3。

10.一种生物质吸附砖，其特征在于：由生物炭、秸秆粉和/或稻壳以及微生物除臭剂混

合后压制而成；

其中，所述生物碳、秸秆粉和/或稻壳、微生物除臭剂质量比具体为3：5～7.5：0.1～1；

所述秸秆粉或所述稻壳的粒径均具体为7.5～15mm；

所述生物质吸附砖的堆密度具体为75～125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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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态旱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生态旱厕。

背景技术

[0002] 农村地区厕所类型多样化、厕所建设水平差异明显，绝大部分的农村地区以使用

旱厕为主。通常农民有直接将粪便进行堆肥的方法制取农肥的传统。不仅如此，农村还有将

旱厕和养殖相结合的传统，即将人类排泄物作为猪羊的饲料。将猪圈养在地下，同时在地上

建造旱厕。导致农村旱厕普遍有恶臭、蚊蝇众多等一系列的问题。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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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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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亟需一种新式农村厕所，一要简单方便，二要良性循环就地

消化。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生态旱厕。

[0006]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生态旱厕，该生态旱厕包括座便器、液体储存桶、压力冲水设

备、堆肥室、尿液净化室、储料箱和自动喂料与搅拌系统；

[0007] 所述座便器的便坑开口上设有盖板a，上部设有入水口，底部设有出粪口；所述出

粪口的下部设置活动挡板，所述盖板a与所述活动挡板通过钢丝绳相连接以同时启闭；

[0008] 所述液体储存桶上设有液体进口、液体出口和桶盖；

[0009] 所述压力冲水设备设于所述座便器的一侧，其上设有进水口、出水口和加压按钮，

所述压力冲水设备的进水口与所述液体储存桶上的液体出口通过进水管相连接，所述压力

冲水设备的出水口与所述座便器的入水口通过管道相连接；

[0010] 所述堆肥室设于所述座便器的下部，且部分位于所述座便器的后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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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设有带孔堆肥板；所述进粪口

与所述座便器的出粪口相连通；

[0011] 所述尿液净化室设置在所述堆肥室的底部，设有尿液进口和尿液出口，可以移动

更换，所述尿液进口与所述带孔堆肥板上的孔相连接；

[0012] 所述储料箱设于堆肥室的一侧，其上设有加料口和螺旋喂料口，所述加料口上设

有盖板b，所述螺旋喂料口与所述堆肥室的覆盖料进料口相连接；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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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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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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4] 本发明中，所述的无水生态旱厕包括厕屋；所述座便器可设于所述厕屋内。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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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厕屋的外部；

[0016] 所述储料箱用于储存覆盖料，即覆盖粪污用的物料，覆盖料包括粉碎的秸秆、树

叶、稻壳、谷糠和草木灰中的至少一种。

[0017] 上述的生态旱厕中，所述液体储存桶的液体进口与所述尿液净化室的尿液出口相

连。

[0018] 上述的生态旱厕中，所述活动遮板与所述出粪口连接处设置密封圈；

[0019] 所述盖板a与所述钢丝绳之间设置转轴；

[0020] 当所述盖板a打开时，所述转轴转动带动所述钢丝绳，所述活动挡板被打开；当所

述盖板a关闭，所述转轴反向转动，所述活动挡板在重力作用下返回原位堵住所述出粪口。

[0021] 上述的生态旱厕中，所述搅拌器通过与之相连的电机驱动；

[0022] 所述电机设于所述堆肥室外部的操作室内；

[0023] 所述液体储存桶也设于所述操作室内。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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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 上述的生态旱厕中，所述无水生态旱厕还包括加热系统；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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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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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 上述的生态旱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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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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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9] 上述的生态旱厕中，在所述排气管的所述进气口处设有排风扇。

[0030] 上述的生态旱厕中，所述排气管的高度高于所述厕屋30～50cm；

[0031] 所述排气管的所述出气口上设置防雨帽。

[0032] 上述的生态旱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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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净化尿液和除臭；

[0033] 所述液体储存桶内设置多个微生物球，具体可为5～8个，用于液体的净化和二次

除臭。

[0034] 上述的生态旱厕中，所述生物质吸附砖由生物炭、秸秆粉和/或稻壳以及微生物除

臭剂混合后压制而成；

[0035] 上述的生态旱厕中，所述生物碳、所述秸秆粉和/或稻壳、所述微生物除臭剂质量

比具体可为3：5～7.5：0.1～1；

[0036] 所述秸秆粉或所述稻壳的粒径均可为7.5～15mm；

[0037] 所述生物质吸附砖的堆密度具体可为75～125kg/m3。

[0038] 上述的生态旱厕中，所述生物碳、所述秸秆粉和/或稻壳、所述微生物除臭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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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具体可为3：5.8：0.2；

[0039] 所述秸秆粉或所述稻壳的粒径均具体可为10mm；

[0040] 所述生物质吸附砖的堆密度具体可为100kg/m3。

[0041] 本发明中，所述生物碳为本领域公知的常用的生物炭；

[0042] 所述微生物球为本领域公知的常用液体的净化和二次除臭试剂球。

[0043]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生物质吸附砖，由生物炭、秸秆粉和/或稻壳以及微生物除臭

剂混合后压制而成。

[0044] 上述生物质吸附砖中，所述生物碳、秸秆粉和/或稻壳、微生物除臭剂质量比具体

为3：5～7.5：0.1～1；

[0045] 所述秸秆粉或所述稻壳的粒径均具体为7.5～15mm；

[0046] 所述生物质吸附砖的堆密度具体为75～125kg/m3。

[0047] 上述生物质吸附砖中，所述生物碳、所述秸秆粉和/或稻壳、所述微生物除臭剂质

量比具体可为3：5.8：0.2；

[0048] 所述秸秆粉或所述稻壳的粒径均具体可为10mm；

[0049] 所述生物质吸附砖的堆密度具体可为100kg/m3。

[0050]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51] (1)本发明生态旱厕与现有的冲水马桶或是蹲便器外观上可一致，但同时将粪便

与尿液有效分离，尿液不易溅出。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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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3] (3)利用特殊的生物质吸附砖和微生物净化球，处理净化尿液，减少臭味产生。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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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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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6] (6)回收尿液中的水分，作为马桶的冲洗水循环利用。

附图说明

[0057] 图1为本发明生态旱厕的结构示意图。

[0058] 图2为本发明生态旱厕中坐便器的结构示意图。

[0059] 图中各个标记如下：

[0060] 1厕屋；2.坐便器；3盖板；4转轴；5防雨帽；6活动挡板；7钢丝绳；8压力按压器；9压

力水箱；10搅拌器；11排气管；12太阳能吸热板；13进水管；14堆肥室；15电机；16带孔堆肥

板；17尿液净化室；18生物质吸附砖；19操作室；20液体储存桶；21出液管；22储料箱；23自动

喂料器；24从动齿轮；25链条；26驱动齿轮；27排风扇。

具体实施方式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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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2]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提供的无水生态旱厕的结构示意图，包括厕屋1、座便器2、液

体储存桶20、压力冲水设备、堆肥室14、尿液净化室17、储料箱22、自动喂料与搅拌系统、加

热系统(为太阳能吸热板12)和排气系统(包括排气管11和排风扇27)。其中，如图2所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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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器2放置于厕屋内；坐便器2的便坑开口上设有盖板3，上部设有入水口，底部设有出粪口，

出粪口的下部设置活动挡板6，盖板3与活动挡板6通过钢丝绳5相连接，盖板a  3与钢丝绳5

之间设置转轴4；当盖板3打开时，转轴4转动带动钢丝绳7，出便口处的活动挡板6被打开，当

盖板3关闭，转轴4反向转动，活动挡板6在重力作用下返回原位堵住出便口。液体储存桶20

上设有液体进口、液体出口和桶盖；压力冲水设备9放置于座便器2一侧，其上设有进水口、

出水口和加压按钮，压力冲水设备9的进水口通过进水管13与液体储存桶20的液体出口相

连，压力冲水设备9的出水口与座便器2的入水口通过管道相连接；依靠加压按钮8，将液体

储存桶20内液体压入座便器2内进行冲洗；堆肥室14位于座便器2下后方，长、宽、高分别为

1m、1m、0.6m，堆肥室14的1/3位于座便器2下方，2/3位于厕屋的外部，堆肥室14内安装搅拌

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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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位于

厕屋1外，长宽高分别为0.5m、0.5m、0.4m，喂料器23放置于储料箱22的内部；喂料器23与搅

拌器10通过带有从动齿轮24和驱动齿轮26的链条25相连，由电机15带动，一键控制同时联

动；尿液净化室17放置于堆肥室14的下方，长宽高分别为1m、1m、0.4m，尿液净化室17内铺设

30cm厚的生物质吸附砖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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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吸附砖的堆密度为100kg/m3，用于净化尿液和除臭；液

体储存桶20与尿液净化室17通过出液管道21相连，容积为50L，在安装时将微生物球5～8个

放入液体储存桶20内，用于液体的净化和二次除臭，液体储存桶20和电机15安装在操作室

19内；尿液净化室17和堆肥室13中间设有带孔隔板16，尿液可通过16隔板上的孔漏入尿液

储存室；太阳能吸光板12安装于厕屋外部的堆肥室上部，用于吸收太阳热量，给堆肥室14内

粪便的发酵提供热源；排气管11位于堆肥室的上部，高度大于厕屋高度30-50cm，直径为

10cm，排气管的下端安装排气扇27，用加速堆肥室14内气体排出，排气管11的上端安装防雨

帽5。

[0063] 本发明生态旱厕的使用过程如下：

[0064] 使用前，先将粉碎的秸秆、树叶、稻壳、谷糠和草木灰中的至少一种加入储料箱16

内。入厕时，打开盖板3，转轴4转动带动钢丝绳7，出粪口处的活动挡板6被打开，粪便和/或

尿液通过坐便器2的出粪口落入堆肥室14，尿液通过带孔堆肥板16上的孔与其连接的尿液

进口流入尿液净化室17，尿液经净化然后流入液体储存桶20中。入厕结束后，按压压力冲水

设备的加压按钮(又称压力按压器8)，将液体储存桶20中净化后的尿液压入压力水箱9中，

然后压力水箱9中水流入座便器2内进行冲洗；关闭盖板3，转轴反向转动，活动挡板6在重力

作用下返回原位堵住出粪口；启动操作室19内的电机15，搅拌器10通过带有从动齿轮24和

驱动齿轮26的链条25带动自动喂料器23将秸秆和灰粉运输至堆肥室，并与粪便通过搅拌混

合。期间，堆肥室内粪便通过太阳能吸吸热板12进行堆肥，堆肥过程中开启排气扇27进行排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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