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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残疾人用环保公厕及其

实现方法，包括公厕本体、设置于所述公厕本体

内的坐便马桶和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所述四轴

鲁德联动升降机设置于所述公厕本体的内底面，

所述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上架设有通过所述四

轴鲁德联动升降机带动上下升降的底板，所述底

板上开设有与所述坐便马桶相配合的开口，所述

公厕本体内设置有便于支撑残疾人的支撑扶手

机构；所述公厕本体上表面设置有供电机构，所

述公厕本体上表面四周开设有环形流道槽，所述

环形流道槽设置于所述供电机构的外周侧；本发

明实现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避免了水资源的浪

费，对公厕内部进行消毒，且能够使残疾人能够

更好使用公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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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残疾人用环保公厕，包括公厕本体、设置于所述公厕本体内的坐便马桶和四轴

鲁德联动升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设置于所述公厕本体的内底面，所

述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上架设有通过所述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带动上下升降的底板，所述

底板上开设有与所述坐便马桶相配合的开口，所述公厕本体内设置有便于支撑残疾人的支

撑扶手机构；所述公厕本体上表面设置有供电机构，所述公厕本体上表面四周开设有环形

流道槽，所述环形流道槽设置于所述供电机构的外周侧；所述公厕本体内上端设置有第一

隔板，所述第一隔板与所述公厕本体顶面形成一气体循环腔体；所述公厕本体下方开设有

排泄物处理腔，所述排泄物处理腔内中部设置有用于处理排泄物的排泄物过滤处理装置，

所述坐便马桶下方均设置有排污管，所述排污管的出污口均与所述排泄物过滤处理装置连

接，所述排泄物处理腔左端设置有蓄粪池，所述排泄物处理腔的右端设置有蓄水池，所述排

泄物过滤处理装置与所述蓄水池连接，所述蓄水池与所述坐便马桶的水箱连接，所述环形

流道槽内开设有一出水口，所述出水口连接设置有第一出水管，所述第一出水管的出水口

从上至下依次穿过所述公厕本体顶面、第一隔板和所述公厕本体底面延伸至所述蓄水池

内；所述气体循环腔体内设置有用于存放清洁液的第一储液箱，所述第一储液箱经第二出

水管连接有雾化泵，所述第一隔板下表面设置有旋转喷淋管，所述旋转喷淋管与所述雾化

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残疾人用环保公厕，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泄物过滤处理装

置右侧面下端设置有第三出水管，所述第三出水管的出水口处设置有第一抽水泵，所述第

一抽水泵经第四出水管与所述蓄水池连接，所述蓄水池内设置有第二抽水泵，所述第二抽

水泵经第五出水管与所述坐便马桶的水箱连接，所述蓄水池右侧面设置有便于外部的水进

入蓄水池的进水口，所述进水口内设置有第一电磁阀，所述蓄水池内侧面上端设置有第一

液位传感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残疾人用环保公厕，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机构包括蓄电

池，所述公厕本体上表面中部开设有放置槽，所述放置槽内设置有蓄电池，所述放置槽上设

置有防水密封盖，所述环形流道槽设置于所述放置槽的外周侧，所述防水密封盖上左右两

侧均设置有为所述蓄电池供电的太阳能板，所述防水密封盖上表面中部设置有用于支撑所

述太阳能板的支撑柱，所述太阳能板与所述蓄电池电性连接；所述太阳能板与所述防水密

封盖相配合形成截面为三角形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残疾人用环保公厕，其特征在于：所述气体循环腔体内设

置有倒U形出气管，所述倒U形出气管的竖管穿过所述第一隔板延伸至所述公厕本体内部，

所述倒U形出气管上连接有第一出气管，所述第一出气管右侧连接有第二出气管，所述第二

出气管内设置有防臭板，所述公厕本体右侧面上端嵌设有排气扇，所述第二出气管的出气

口与所述排气扇连接；所述第一储液箱和雾化泵均设置于所述倒U形出气管的下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残疾人用环保公厕，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泄物过滤处理装

置包括储液箱，所述储液箱内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过滤板、光触媒层和活性炭层，所述储液

箱上表面右端设置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端设置有螺杆，所述过滤板上右端中

部开设有一开口，所述过滤板上方设置有移动块，所述移动块前后表面上均嵌设有第一轴

承，所述开口内前后表面均嵌设有第二轴承，所述移动块和所述过滤板通过Z形转动轴铰接

设置，所述Z形转动轴的上横杆与所述第一轴承的内轴承连接，所述Z形转动轴的下横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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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二轴承的内轴承连接，所述储液箱内右侧面右端设置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设置于

所述光触媒层上方，所述螺杆末端从上至下依次穿过所述储液箱上表面和移动块与所述固

定块螺旋连接固定，所述过滤板左端面开设有凹槽，所述储液箱左侧面开设有与所述过滤

板相配合的条形出料口，所述储液箱内左侧面设置有与所述凹槽相配合的固定板，且所述

固定板设置于所述条形出料口的下方，所述过滤板左端面与所述固定板铰接设置，以便于

经条形出料口能够将固体粪便输送至蓄粪池内，所述储液箱内侧面上设置有第二液位传感

器，所述第二液位传感器设置于所述活性炭层下方；所述第二储液箱后侧设置有用于放置

化学制剂的储料箱，所述储料箱上开设有将化学制剂输送至储液箱内的出料口，所述出料

口上设置有第二电磁阀。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残疾人用环保公厕，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扶手机构包括

围挡板，所述公厕本体内四周均设置有所述围挡板，且所述围挡板设置于所述底板上方，所

述围挡板下表面开设有条形凹槽，所述底板上四周均设置有用于遮挡所述四轴鲁德联动升

降机螺杆的遮挡板，所述遮挡板上端嵌入所述条形凹槽内；左侧围挡板正面开设有一条形

开口，所述条形开口内从上至下等距离设置有多个卡槽，所述多个卡槽的尾部相连接，所述

卡槽内设置有滑动杆，所述滑动杆上设置有避免滑动杆脱离卡槽的第一限位板和第二限位

板，所述第一限位板设置于所述第二限位板的前方，所述滑动杆前表面上下两端均设置有

连接块，所述连接块上铰接设置有扶手，以利于所述扶手在多个卡槽内进行高低调节，左侧

围挡板正面设置有与所述扶手相配合的第一挂钩和第二挂钩，且所述第一挂钩和所述第二

挂钩均设置于所述条形开口的后方，所述第一挂钩设置于所述第二挂钩上方，后侧围挡板

正面设置有显示屏和紧急按钮，且所述紧急按钮和所述显示屏均设置于所述坐便马桶上

方，左侧围挡板正面上端设置有紫外线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残疾人用环保公厕，其特征在于：所述扶手包括杆体，所

述杆体材料为柔性材料，所述杆体外周侧壁上设置于复位弹簧，所述杆体上套设有软性套

管，所述软性套管的上表面设置有第一凸部，所述软性套管的下表面设置有第二凸部，所述

第二凸部嵌入所述连接块之间铰接设置，所述第一凸部上设置有用于挂设在所述第一挂钩

上的拉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残疾人用环保公厕，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喷淋管包括一

中空管与套在所述中空管外部的套筒，所述中空管的两端设置有轴承，所述中空管与所述

轴承的内轴承连接，所述套筒与所述轴承的外轴承连接，所述套筒上螺旋设置有若干向下

倾斜的孔洞，所述雾化泵与所述中空管经一进液管相连接，所述进液管与所述套筒相连通；

所述旋转喷淋管的底部设置有一照明灯，所述旋转喷淋管的底部设置有照明灯保护罩，所

述照明灯保护罩固定于所述中空管上。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残疾人用环保公厕，其特征在于：所述公厕

本体上设置有控制盒，所述控制盒内设置有电路板，所述电路板上设置有MCU，所述MCU连接

有排气扇驱动电路、照明灯驱动电路、紫外线灯驱动电路、第一电磁阀驱动电路、第一抽水

泵驱动电路、第二抽水泵驱动电路、驱动电机驱动电路、雾化泵驱动电路、显示屏驱动电路、

无线通信模块、第一液位传感器驱动电路、第二液位传感器驱动电路和紧急按钮驱动电路，

所述MCU经无线通信模块作用与手持终端连接；所述排气扇、照明灯、显示屏、紫外线灯、雾

化泵、第一电磁阀、第一抽水泵、第二抽水泵、驱动电机、第一液位传感器、第二液位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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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紧急按钮均由所述蓄电池供电。

10.一种如权利要求1至9所述残疾人用环保公厕的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S1、使用时，用户进入公厕本体后，用户通过显示屏上的显示观看该公厕的使用说

明；

步骤S2、用户可通过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调节底板高低，调整至适合用户使用，用户通

过扶住扶手进行如厕；

步骤S3、如厕结束后，用户通过扶手站起，通过滑动杆的作用，能够将扶手在多个卡槽

内进行上下滑动，进行高低位置的调整；

步骤S4、用户如厕结束后，排泄物会通过排污管落到排泄物过滤处理装置内，经过滤板

将液体排泄物和固体排泄物进行分离，开启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带动螺杆转动，螺杆转动将

过滤板右端面向上提升，过滤板向左倾斜，将固体排泄物经条形出料口排出至蓄粪箱内进

行储存；

步骤S4、液体排泄物经光触媒层和活性炭层的处理后，储存在第二储液箱内，当第二储

液箱内的液体水位达到第二液位传感器高度时，第二液位传感器发送信号给MCU，MCU开启

第二电磁阀，通过出料口将化学制剂投放至第二储液箱内，从而对储液箱内的液体进行处

理，处理后，第一抽水泵将处理后的液体抽送至蓄水池内，用于公厕的水利用；

步骤S5、当蓄水池内的水位高度达到第一液位传感器高度时，第一液位传感器发送信

号给控制盒，控制盒将第二电磁阀关闭；

步骤S6、工作人员开启排气扇，对公厕内部进行空气流通循环，排气扇可通过第一出气

管和第二出气管将公厕内部气体抽出，经防臭板的作用，对气体的异味进行处理，排气扇还

可将外部气体输送至公厕内部，加快公厕本体内部的空气流通，抽取外部的气体进入公厕

本体内；

步骤S7、夜晚无人进行使用公厕时，工作人员通过控制盒的无线通信模块将手持终端

与控制盒连接，工作人员通过手持终端开启紫外线灯和雾化泵，紫外线灯对公厕内部进行

杀菌作用，雾化泵将第一储液箱内的消毒液雾化，并经由进液管将雾化后的消毒液粒子输

送至套筒内，源源不断的消毒液粒子冲击套筒上的孔洞，并由孔洞向外溢出，消毒液粒子带

来的冲击力会使套筒自动旋转，并加快消毒液粒子的扩散速度，并将消毒液粒子均匀的喷

洒公厕内部空间，完成公厕本体内部消毒，等待下一次公厕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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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残疾人用环保公厕及其实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公共卫生设施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残疾人用环保公厕及其实现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公共厕所是常见的市政设施，极大的方便了我们出行在外的生活，公厕一般是建

立在一些人口较为密集的公共场合，传统技术是通过砖瓦盖一个厕所，随着时间的不断流

失，公厕会逐渐损坏，从而影响其正常使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研究更为牢固

的公厕，并且通过工厂将其制作出来；腿脚不便的残疾人在日常生活中总会面临很多问题，

即使是上卫生间这样简单的动作也可能是很大的挑战；很多时候，有些腿脚不便的残疾人

在上厕所时不能够实现腿脚弯曲，但是现有的公厕马桶，在上厕所时需要用户进行弯曲坐

下进行如厕，给腿脚不便的残疾人造成了不便。

[0003] 现有技术中的公厕功能较为单一，在使用过程中不能很好的满足人们的需求，另

外，我国是世界上缺水国家之一，节约用水是每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公厕在清除

排泄物的同时会浪费掉很多水资源，这些水资源会随着排泄物进入到排泄池中，无法再进

行利用，存在浪费水资源的问题，而且传统公厕在残疾人的马桶工位旁都会设置有扶手，传

统的扶手位置都是固定不变的，由于每个人的胖瘦高矮不同，可能会出现瘦小的人够不到

扶手的情况，因此现在的扶手就出现了适用性差，不能够起到真正的作用，根据国家对残疾

人保护法规的不断完善，为了帮助残疾人群解决上厕所难的问题，在公共场合要求安装符

合残疾人使用的卫生间；且现在的公厕主要时候通过管理人员进行人工喷洒消毒液对公厕

内部环境进行消毒，这种方式易造成消毒液的喷洒不均，消毒不充分。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为克服背景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残疾人用环

保公厕，实现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避免了水资源的浪费，对公厕内部进行消毒，且能够使

残疾人能够更好使用公厕。

[0005] 本发明采用以下方法来实现：一种残疾人用环保公厕，包括公厕本体、设置于所述

公厕本体内的坐便马桶和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设

置于所述公厕本体的内底面，所述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上架设有通过所述四轴鲁德联动升

降机带动上下升降的底板，所述底板上开设有与所述坐便马桶相配合的开口，所述公厕本

体内设置有便于支撑残疾人的支撑扶手机构；所述公厕本体上表面设置有供电机构，所述

公厕本体上表面四周开设有环形流道槽，所述环形流道槽设置于所述供电机构的外周侧；

所述公厕本体内上端设置有第一隔板，所述第一隔板与所述公厕本体顶面形成一气体循环

腔体；所述公厕本体下方开设有排泄物处理腔，所述排泄物处理腔内中部设置有用于处理

排泄物的排泄物过滤处理装置，所述坐便马桶下方均设置有排污管，所述排污管的出污口

均与所述排泄物过滤处理装置连接，所述排泄物处理腔左端设置有蓄粪池，所述排泄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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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腔的右端设置有蓄水池，所述排泄物过滤处理装置与所述蓄水池连接，所述蓄水池与所

述坐便马桶的水箱连接，所述环形流道槽内开设有一出水口，所述出水口连接设置有第一

出水管，所述第一出水管的出水口从上至下依次穿过所述公厕本体顶面、第一隔板和所述

公厕本体底面延伸至所述蓄水池内；所述气体循环腔体内设置有用于存放清洁液的第一储

液箱，所述第一储液箱经第二出水管连接有雾化泵，所述第一隔板下表面设置有旋转喷淋

管，所述旋转喷淋管与所述雾化泵连接。

[0006] 进一步的，所述排泄物过滤处理装置右侧面下端设置有第三出水管，所述第三出

水管的出水口处设置有第一抽水泵，所述第一抽水泵经第四出水管与所述蓄水池连接，所

述蓄水池内设置有第二抽水泵，所述第二抽水泵经第五出水管与所述坐便马桶的水箱连

接，所述蓄水池右侧面设置有便于外部的水进入蓄水池的进水口，所述进水口内设置有第

一电磁阀，所述蓄水池内侧面上端设置有第一液位传感器。

[0007] 进一步的，所述供电机构包括蓄电池，所述公厕本体上表面中部开设有放置槽，所

述放置槽内设置有蓄电池，所述放置槽上设置有防水密封盖，所述环形流道槽设置于所述

放置槽的外周侧，所述防水密封盖上左右两侧均设置有为所述蓄电池供电的太阳能板，所

述防水密封盖上表面中部设置有用于支撑所述太阳能板的支撑柱，所述太阳能板与所述蓄

电池电性连接；所述太阳能板与所述防水密封盖相配合形成截面为三角形状。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气体循环腔体内设置有倒U形出气管，所述倒U形出气管的竖管穿

过所述第一隔板延伸至所述公厕本体内部，所述倒U形出气管上连接有第一出气管，所述第

一出气管右侧连接有第二出气管，所述第二出气管内设置有防臭板，所述公厕本体右侧面

上端嵌设有排气扇，所述第二出气管的出气口与所述排气扇连接；所述第一储液箱和雾化

泵均设置于所述倒U形出气管的下方。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排泄物过滤处理装置包括储液箱，所述储液箱内从上至下依次设

置有过滤板、光触媒层和活性炭层，所述储液箱上表面右端设置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

的输出端设置有螺杆，所述过滤板上右端中部开设有一开口，所述过滤板上方设置有移动

块，所述移动块前后表面上均嵌设有第一轴承，所述开口内前后表面均嵌设有第二轴承，所

述移动块和所述过滤板通过Z形转动轴铰接设置，所述Z形转动轴的上横杆与所述第一轴承

的内轴承连接，所述Z形转动轴的下横杆与所述第二轴承的内轴承连接，所述储液箱内右侧

面右端设置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设置于所述光触媒层上方，所述螺杆末端从上至下依次

穿过所述储液箱上表面和移动块与所述固定块螺旋连接固定，所述过滤板左端面开设有凹

槽，所述储液箱左侧面开设有与所述过滤板相配合的条形出料口，所述储液箱内左侧面设

置有与所述凹槽相配合的固定板，且所述固定板设置于所述条形出料口的下方，所述过滤

板左端面与所述固定板铰接设置，以便于经条形出料口能够将固体粪便输送至蓄粪池内，

所述储液箱内侧面上设置有第二液位传感器，所述第二液位传感器设置于所述活性炭层下

方；所述第二储液箱后侧设置有用于放置化学制剂的储料箱，所述储料箱上开设有将化学

制剂输送至储液箱内的出料口，所述出料口上设置有第二电磁阀。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支撑扶手机构包括围挡板，所述公厕本体内四周均设置有所述围

挡板，且所述围挡板设置于所述底板上方，所述围挡板下表面开设有条形凹槽，所述底板上

四周均设置有用于遮挡所述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螺杆的遮挡板，所述遮挡板上端嵌入所述

条形凹槽内；左侧围挡板正面开设有一条形开口，所述条形开口内从上至下等距离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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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卡槽，所述多个卡槽的尾部相连接，所述卡槽内设置有滑动杆，所述滑动杆上设置有避

免滑动杆脱离卡槽的第一限位板和第二限位板，所述第一限位板设置于所述第二限位板的

前方，所述滑动杆前表面上下两端均设置有连接块，所述连接块上铰接设置有扶手，以利于

所述扶手在多个卡槽内进行高低调节，左侧围挡板正面设置有与所述扶手相配合的第一挂

钩和第二挂钩，且所述第一挂钩和所述第二挂钩均设置于所述条形开口的后方，所述第一

挂钩设置于所述第二挂钩上方，后侧围挡板正面设置有显示屏和紧急按钮，且所述紧急按

钮和所述显示屏均设置于所述坐便马桶上方，左侧围挡板正面上端设置有紫外线灯。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扶手包括杆体，所述杆体材料为柔性材料，所述杆体外周侧壁上设

置于复位弹簧，所述杆体上套设有软性套管，所述软性套管的上表面设置有第一凸部，所述

软性套管的下表面设置有第二凸部，所述第二凸部嵌入所述连接块之间铰接设置，所述第

一凸部上设置有用于挂设在所述第一挂钩上的拉环。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旋转喷淋管包括一中空管与套在所述中空管外部的套筒，所述中

空管的两端设置有轴承，所述中空管与所述轴承的内轴承连接，所述套筒与所述轴承的外

轴承连接，所述套筒上螺旋设置有若干向下倾斜的孔洞，所述雾化泵与所述中空管经一进

液管相连接，所述进液管与所述套筒相连通；所述旋转喷淋管的底部设置有一照明灯，所述

旋转喷淋管的底部设置有照明灯保护罩，所述照明灯保护罩固定于所述中空管上。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公厕本体上设置有控制盒，所述控制盒内设置有电路板，所述电路

板上设置有MCU，所述MCU连接有排气扇驱动电路、照明灯驱动电路、紫外线灯驱动电路、第

一电磁阀驱动电路、第一抽水泵驱动电路、第二抽水泵驱动电路、驱动电机驱动电路、雾化

泵驱动电路、显示屏驱动电路、无线通信模块、第一液位传感器驱动电路、第二液位传感器

驱动电路和紧急按钮驱动电路，所述MCU经无线通信模块作用与手持终端连接；所述排气

扇、照明灯、显示屏、紫外线灯、雾化泵、第一电磁阀、第一抽水泵、第二抽水泵、驱动电机、第

一液位传感器、第二液位传感器和紧急按钮均由所述蓄电池供电。

[0014]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残疾人用环保公厕及其实现方法，能够使用户对残

疾人用环保公厕进行更好的操作和使用。

[0015] 所述残疾人用环保公厕的实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使用时，用户进入公厕本体后，用户通过显示屏上的显示观看该公厕的使用说

明；

步骤S2、用户可通过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调节底板高低，调整至适合用户使用，用户通

过扶住扶手进行如厕；

步骤S3、如厕结束后，用户通过扶手站起，通过滑动杆的作用，能够将扶手在多个卡槽

内进行上下滑动，进行高低位置的调整；

步骤S4、用户如厕结束后，排泄物会通过排污管落到排泄物过滤处理装置内，经过滤板

将液体排泄物和固体排泄物进行分离，开启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带动螺杆转动，螺杆转动将

过滤板右端面向上提升，过滤板向左倾斜，将固体排泄物经条形出料口排出至蓄粪箱内进

行储存；

步骤S4、液体排泄物经光触媒层和活性炭层的处理后，储存在第二储液箱内，当第二储

液箱内的液体水位达到第二液位传感器高度时，第二液位传感器发送信号给MCU，MCU开启

第二电磁阀，通过出料口将化学制剂投放至第二储液箱内，从而对储液箱内的液体进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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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处理后，第一抽水泵将处理后的液体抽送至蓄水池内，用于公厕的水利用；

步骤S5、当蓄水池内的水位高度达到第一液位传感器高度时，第一液位传感器发送信

号给控制盒，控制盒将第二电磁阀关闭；

步骤S6、工作人员开启排气扇，对公厕内部进行空气流通循环，排气扇可通过第一出气

管和第二出气管将公厕内部气体抽出，经防臭板的作用，对气体的异味进行处理，排气扇还

可将外部气体输送至公厕内部，加快公厕本体内部的空气流通，抽取外部的气体进入公厕

本体内；

步骤S7、夜晚无人进行使用公厕时，工作人员通过控制盒的无线通信模块将手持终端

与控制盒连接，工作人员通过手持终端开启紫外线灯和雾化泵，紫外线灯对公厕内部进行

杀菌作用，雾化泵将第一储液箱内的消毒液雾化，并经由进液管将雾化后的消毒液粒子输

送至套筒内，源源不断的消毒液粒子冲击套筒上的孔洞，并由孔洞向外溢出，消毒液粒子带

来的冲击力会使套筒自动旋转，并加快消毒液粒子的扩散速度，并将消毒液粒子均匀的喷

洒公厕内部空间，完成公厕本体内部消毒，等待下一次公厕的使用。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中加入了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和底板，使得通过

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能够带动底板上下升降，以利于腿脚不便的残疾人能够在上厕所时不

需腿脚弯曲，方便了腿脚不便的残疾人能够更好的如厕；加入了扶手、第一限位板、第二限

位板、固定块和多个卡槽，能够根据残疾人体型的不同，随时调整扶手的高低位置，通过扶

手作用防止残疾人滑倒，能够便于如厕之后的残疾人站立；本发明中加入了旋转喷淋管、雾

化泵和第一储液箱，通过套筒上螺旋设置有若干向下倾斜的孔洞，当雾化后的消毒液粒子

不断冲击孔洞，从孔洞溢出时，消毒液粒子带来的冲击力会使套筒自动旋转，并加快消毒液

粒子的扩散速度，有利于消毒液均匀的喷洒至公厕内部，并对公厕本体进行内部消毒；本发

明加入了环形流道槽、排泄物过滤处理装置和进水口，可通过收集雨水来冲洗厕所或对液

体排泄物进行处理过滤进行处理后冲洗厕所，还可直接通过外部的水来进行冲洗厕所，液

体经过处理后，用于移动厕所的水利用，提高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节省了大量的水资

源，实现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装置中加入了太阳能板对蓄电池进行供电，合理的利用了自

然资源；加入了第一隔板，使得能够提高公厕内部空间的利用率；通过排气扇和气体循环腔

体的作用，加快空气流通，再通过除臭板作用，可有效降低公厕本体内部的异味；本发明适

用性强，操作便捷，能够为残疾人带来便利。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所述排泄物过滤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所述公厕本体内第一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所述公厕本体内第二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所述扶手使用时第一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所述扶手使用时第二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所述扶手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为所述旋转喷淋管与雾化泵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9为所述旋转喷淋管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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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10为A-A方向的剖视图。

[0027] 图11为本发明的电路原理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9] 请参阅图1至图10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实施例：一种残疾人用环保公厕，包括公

厕本体1、设置于所述公厕本体1内的坐便马桶2和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3，所述四轴鲁德联

动升降机3设置于所述公厕本体1的内底面，所述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3上架设有通过所述

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3带动上下升降的底板31，所述底板31上开设有与所述坐便马桶2相配

合的开口（未图示），所述公厕本体1内设置有便于支撑残疾人的支撑扶手机构4；所述公厕

本体1上表面设置有供电机构5，所述公厕本体1上表面四周开设有环形流道槽11，所述环形

流道槽11设置于所述供电机构5的外周侧；所述公厕本体1内上端设置有第一隔板12，所述

第一隔板12与所述公厕本体1顶面形成一气体循环腔体6，用于实现公厕本体1内部的气体

流通；所述公厕本体1下方开设有排泄物处理腔7，所述排泄物处理腔7内中部设置有用于处

理排泄物的排泄物过滤处理装置8，所述坐便马桶2下方均设置有排污管21，所述排污管21

的出污口均与所述排泄物过滤处理装置8连接，所述排泄物处理腔7左端设置有蓄粪池71，

所述排泄物处理腔7的右端设置有蓄水池72，所述排泄物过滤处理装置8与所述蓄水池72连

接，所述蓄水池72与所述坐便马桶2的水箱连接，所述环形流道槽11内开设有一出水口（未

图示），所述出水口连接设置有第一出水管13，所述第一出水管13的出水口从上至下依次穿

过所述公厕本体1顶面、第一隔板12和所述公厕本体1底面延伸至所述蓄水池72内；所述气

体循环腔体6内设置有用于存放清洁液的第一储液箱61，所述第一储液箱61经第二出水管

62连接有雾化泵63，所述第一隔板12下表面设置有旋转喷淋管9，所述旋转喷淋管9与所述

雾化泵63连接，使得通过雾化泵63将第一储液箱61内的清洁液进行雾化，再将雾化后的清

洁液输送至旋转喷淋管9内，对公厕本体1内部进行消毒冲洗。

[0030] 本发明中环形流道槽11上设置有一盖板，所述盖板上矩形阵列设置有进水孔，使

得雨水能够通过进水孔进入环形流道槽11内，避免树叶等脏物掉入环形流道槽11内。

[0031] 请继续参阅图1所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排泄物过滤处理装置8右侧面下端

设置有第三出水管73，所述第三出水管73的出水口处设置有第一抽水泵74，所述第一抽水

泵74经第四出水管75与所述蓄水池72连接，所述蓄水池72内设置有第二抽水泵76，所述第

二抽水泵76经第五出水管77与所述坐便马桶2的水箱连接，所述蓄水池72右侧面设置有便

于外部的水进入蓄水池72的进水口78，所述进水口78内设置有第一电磁阀（未图示），所述

蓄水池72内侧面上端设置有第一液位传感器79。使得通过第一抽水泵74，能够将排泄物过

滤处理装置8中处理过的液体抽送至蓄水池72内，蓄水池72内的水再通过第二抽水泵76抽

送至公厕本体1内的坐便马桶2进行冲洗作用，当蓄水池72内的水位到达第一液位传感器79

的高度时，就可以进行冲厕所，并且可以停止继续填充蓄水池72，水位低于第一液位传感器

79的高度时，可通过开启第一电磁阀，经进水口78的作用将外部的水输送至蓄水池72内，以

便于下次冲厕所时使用。

[0032] 请继续参阅图1所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供电机构5包括蓄电池（未图示），所

述公厕本体1上表面中部开设有放置槽51，所述放置槽51内设置有蓄电池，所述放置槽5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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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防水密封盖52，用于防水密封，避免水进入蓄电池内，所述环形流道槽11设置于所述

放置槽51的外周侧，所述防水密封盖52上左右两侧均设置有为所述蓄电池供电的太阳能板

53，所述防水密封盖52上表面中部设置有用于支撑所述太阳能板53的支撑柱54，所述太阳

能板53与所述蓄电池电性连接；所述太阳能板53与所述防水密封盖52相配合形成截面为三

角形状，使得雨水落下时，太阳能板53能够起到屋檐作用，使得雨水能够更好的落入环形流

道槽11内。

[0033] 请继续参阅图1所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气体循环腔体6内设置有倒U形出气

管64，所述倒U形出气管64的竖管穿过所述第一隔板12延伸至所述公厕本体1内部，所述倒U

形出气管64上连接有第一出气管65，所述第一出气管65右侧连接有第二出气管66，所述第

二出气管66内设置有防臭板67，所述公厕本体1右侧面上端嵌设有排气扇68，所述第二出气

管66的出气口与所述排气扇68连接；所述第一储液箱61和雾化泵63均设置于所述倒U形出

气管64的下方。开启排气扇68，排气扇68可通过第一出气管65和第二出气管66将公厕内部

气体抽出，经防臭板67的作用，对气体的异味进行处理，排气扇68还可将外部气体输送至公

厕内部，加快公厕本体1内部的空气流通，抽取外部的气体来对公厕本体1内进行降温和排

热效果。

[0034] 请继续参阅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排泄物过滤处理装置8包括第

二储液箱81，所述第二储液箱81内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过滤板82、光触媒层83和活性炭层

84，所述第二储液箱81上表面右端设置有驱动电机85，所述驱动电机85的输出端设置有螺

杆86，所述过滤板82上右端中部开设有一开口821，所述过滤板82上方设置有移动块87，所

述移动块87前后表面上均嵌设有第一轴承（未图示），所述开口821内前后表面均嵌设有第

二轴承（未图示），所述移动块87和所述过滤板82通过Z形转动轴871铰接设置，所述Z形转动

轴871的上横杆与所述第一轴承的内轴承连接，所述Z形转动轴871的下横杆与所述第二轴

承的内轴承连接（第一轴承的外轴承固定，内轴承转动，第二轴承的外轴承固定，内轴承转

动），所述第二储液箱81内右侧面右端设置有固定块88，所述固定块88设置于所述光触媒层

83上方，所述螺杆86末端从上至下依次穿过所述储液箱81上表面和移动块87与所述固定块

88螺旋连接固定，所述过滤板82左端面开设有凹槽（未图示），所述第二储液箱81左侧面开

设有与所述过滤板82相配合的条形出料口89，所述第二储液箱81内左侧面设置有与所述凹

槽相配合的固定板891，且所述固定板891设置于所述条形出料口89的下方，所述过滤板82

左端面与所述固定板891铰接设置，以便于经条形出料口89能够将固体粪便输送至蓄粪池

71内，所述第二储液箱81内侧面上设置有第二液位传感器811，所述第二液位传感器811设

置于所述活性炭层84下方；所述第二储液箱81后侧设置有用于放置化学制剂的储料箱812，

所述储料箱812上开设有将化学制剂输送至储液箱812内的出料口（未图示），所述储料箱

812内设置有与所述出料口相配合的倾斜出料板，以利于开启第二电磁阀时能够将化学制

剂输送至第二储液箱81内，对第二储液箱81内的的液体进行过滤净化处理，处理后可用于

冲洗厕所，所述出料口上设置有第二电磁阀（未图示）。使得排污管21将排泄物输送至第二

储液箱81时，通过过滤板82的作用，将固体排泄物留在过滤板82上，液体排泄物向下排放，

经光触媒层83和活性炭层84的作用，将液体排泄物进行过滤作用，过滤后储存在第二储液

箱81内，开启驱动电机85，驱动电机85带动螺杆86转动，螺杆86转动带动过滤板82右端向上

提升，以利于将固体排泄物经条形出料口89输送至蓄粪池71内进行储存，当第二储液箱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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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液体高度达到第二液位传感器811的高度时，第二液位传感器811发送信号给MCU，在第

二储液箱81中投放化学制剂，对第二储液箱81内的液体进行处理，处理过后开启第一抽水

泵74，将处理过后的液体输送至蓄水池72内进行公厕的水利用。

[0035] 本发明中第二储液箱81内侧面上端等距离设置有多个喷淋头，所述喷淋头为倾斜

向下设置的喷淋头，使得通过喷淋头能够对过滤板82进行定时定点的清洗，避免粘稠的粪

便将过滤板82堵塞。

[0036] 请继续参阅图1、图3至图7所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支撑扶手机构4包括围挡

板41，所述公厕本体1内四周均设置有所述围挡板41，且所述围挡板41设置于所述底板31上

方，所述围挡板41下表面开设有条形凹槽42，所述底板31上四周均设置有用于遮挡所述四

轴鲁德联动升降机3螺杆的遮挡板43，所述遮挡板43上端嵌入所述条形凹槽42内，使得遮挡

板43能够在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3未进行升降时对其进行遮挡，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3向上

升降时，遮挡板43随之升降，遮挡板43可嵌入在条形凹槽42内，使得条形凹槽42为所述遮挡

板43提供了一升降空间；左侧围挡板41正面开设有一条形开口44，所述条形开口44内从上

至下等距离设置有多个卡槽45，所述多个卡槽45的尾部相连接，所述卡槽45内设置有滑动

杆46，所述滑动杆46上设置有避免滑动杆脱离卡槽45的第一限位板47和第二限位板48，所

述第一限位板47设置于所述第二限位板48的前方，所述滑动杆46前表面上下两端均设置有

连接块49，所述连接块49上铰接设置有扶手10，以利于所述扶手10在多个卡槽45内进行高

低调节，使得滑动杆46能够在卡槽45内进行滑动，由于扶手10与连接块49通过一转轴铰接，

使得滑动杆46能够通过在卡槽45内上下滑动实现扶手10的高度调节，从而适应不同体型用

户的要求；左侧围挡板41正面设置有与所述扶手10相配合的第一挂钩20和第二挂钩30，且

所述第一挂钩20和所述第二挂钩30均设置于所述条形开口44的后方，所述第一挂钩20设置

于所述第二挂钩30上方，使得当用户进行如厕时，用户可将扶手10挂设在第二挂钩30上，便

于用户取用，如厕结束后，用户通过扶手10站起，将扶手10挂设在第一挂钩20上，便于下一

位用户的取用；后侧围挡板41正面设置有显示屏411和紧急按钮412，且所述紧急按钮412和

所述显示屏411均设置于所述坐便马桶2上方，使得显示屏411可进行显示该公厕的使用说

明，便于用户能够更好的理解使用该公厕，当用户遇紧急状况时，可按下紧急按钮412，以便

于工作人员及时赶到，左侧围挡板41正面上端设置有紫外线灯413，便于公厕未使用时，为

公厕本体1内部进行消毒作用。

[0037] 请继续参阅图7所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扶手10包括杆体101，所述杆体101

材料为柔性材料，所述杆体101外周侧壁上设置于复位弹簧102，所述杆体101上套设有软性

套管103，所述软性套管103的上表面设置有第一凸部104，所述软性套管103的下表面设置

有第二凸部105，所述第二凸部105嵌入所述连接块49之间铰接设置，所述第一凸部104上设

置有用于挂设在所述第一挂钩20上的拉环106。使得残疾人进行如厕能够可以通过拉扯拉

环106，使得杆体101处于绷直的状态，使残疾人进行如厕，在上厕所时，用户可将拉环106挂

设在第二挂钩30上，上完厕所后，用户可将拉环106从第二挂钩30上取下，拉扯拉环106，使

得杆体101处于绷直的状态，将残疾人拉起来，起来后，由于复位弹簧102的作用，杆体101可

回复至起始状态，使用结束后，用户可通过将拉环106挂设在第一挂钩20上进行固定，以便

下一个用户的使用。

[0038] 本发明中的柔性材料可以是拉绳，但不仅限于此；本发明中所述杆体101也可是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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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杆体。

[0039] 请继续参阅图8至图10所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旋转喷淋管9包括一中空管

91与套在所述中空管91外部的套筒92，所述中空管91的两端设置有轴承93（轴承93内圈固

定，外圈转动），所述中空管91与所述轴承93的内轴承连接，所述套筒92与所述轴承93的外

轴承连接，所述套筒92上螺旋设置有若干向下倾斜的孔洞94，所述雾化泵63与所述中空管

91经一进液管95相连接，所述进液管95与所述套筒92相连通；所述旋转喷淋管9的底部设置

有一照明灯96，所述旋转喷淋管9的底部设置有照明灯保护罩97，所述照明灯保护罩97固定

于所述中空管91上。启动雾化泵63，雾化泵63将第一储液箱61内的消毒液雾化，并经由进液

管95将雾化后的消毒液粒子输送至套筒92内，源源不断的消毒液粒子冲击套筒92上的孔洞

94，并由孔洞94向外溢出，因为套筒92上的孔洞94向下倾斜，且孔洞94在套筒92上呈螺纹分

布，因此消毒液粒子带来的冲击力会使套筒92自动旋转，并加快消毒液粒子的扩散速度，有

利于消毒液均匀的喷洒至公厕本体1内部，完成消毒，本发明可通过旋转将消毒液均匀的喷

洒至公厕本体1内部，对公厕本体1内部进行消毒。

[0040] 请参阅图11所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公厕本体1上设置有控制盒（未图示），

所述控制盒内设置有电路板，所述电路板上设置有MCU，所述MCU连接有排气扇驱动电路、照

明灯驱动电路、紫外线灯驱动电路、第一电磁阀驱动电路、第一抽水泵驱动电路、第二抽水

泵驱动电路、驱动电机驱动电路、雾化泵驱动电路、显示屏驱动电路、无线通信模块、第一液

位传感器驱动电路、第二液位传感器驱动电路和紧急按钮驱动电路，所述MCU经无线通信模

块作用与手持终端连接；所述排气扇68、照明灯96、显示屏411、紫外线灯413、雾化泵63、第

一电磁阀、第一抽水泵74、第二抽水泵76、驱动电机85、第一液位传感器79、第二液位传感器

811和紧急按钮412均由所述蓄电池供电。

[0041] 本发明中，当蓄电池没电时，通过市电为排气扇68、照明灯96、显示屏411、紫外线

灯413、雾化泵63、第一电磁阀、第一抽水泵74、第二抽水泵76、驱动电机85、第一液位传感器

79、第二液位传感器811和紧急按钮412进行供电，避免没电的情况发生。

[0042] 本发明中控制盒、蓄电池、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3、无线通信模块、排气扇68、照明

灯96、显示屏411、紫外线灯413、雾化泵63、第一电磁阀、第一抽水泵74、第二抽水泵76、驱动

电机85、第一液位传感器79、第二液位传感器811和紧急按钮412的电路原理和结构均为现

有技术，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经能够清楚了解，在此不进行详细说明，本发明中的无线通信模

块可以是SIM7100C，MCU型号可以是STM32F103，但不仅限于此。

[0043] 所述残疾人用环保公厕的实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使用时，用户进入公厕本体后，用户通过显示屏上的显示观看该公厕的使用说

明；该用户为腿脚不便的残疾人用户，用户可通过显示屏来了解该公厕的使用说明。

[0044] 步骤S2、用户可通过四轴鲁德联动升降机调节底板高低，调整至适合用户使用，用

户通过扶住扶手进行如厕；避免腿脚不便的用户再上厕所时需实现腿脚弯曲，不能够便利

安全的如厕。

[0045] 步骤S3、如厕结束后，用户通过扶手站起，通过滑动杆的作用，能够将扶手在多个

卡槽内进行上下滑动，进行高低位置的调整；便于根据残疾人体型的不同，随时调整扶手的

位置，适用性更强。

[0046] 步骤S4、用户如厕结束后，排泄物会通过排污管落到排泄物过滤处理装置内，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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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板将液体排泄物和固体排泄物进行分离，开启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带动螺杆转动，螺杆转

动将过滤板右端面向上提升，过滤板向左倾斜，将固体排泄物经条形出料口排出至蓄粪箱

内进行储存；

步骤S4、液体排泄物经光触媒层和活性炭层的处理后，储存在第二储液箱内，当第二储

液箱内的液体水位达到第二液位传感器高度时，第二液位传感器发送信号给MCU，MCU开启

第二电磁阀，通过出料口将化学制剂投放至第二储液箱内，从而对储液箱内的液体进行处

理，处理后，第一抽水泵将处理后的液体抽送至蓄水池内，用于公厕的水利用；下雨天时，雨

水落入环形流道槽内，经第四出水管将雨水输送至蓄水池内进行储存，用于公厕的水利用，

还可通过进水口将外部水通入蓄水池内进行公厕的水利用，以免发生公厕无水冲厕所的情

况。

[0047] 步骤S5、当蓄水池内的水位高度达到第一液位传感器高度时，第一液位传感器发

送信号给控制盒，控制盒将第二电磁阀关闭；

步骤S6、工作人员开启排气扇，对公厕内部进行空气流通循环，排气扇可通过第一出气

管和第二出气管将公厕内部气体抽出，经防臭板的作用，对气体的异味进行处理，排气扇还

可将外部气体输送至公厕内部，加快公厕本体内部的空气流通，抽取外部的气体进入公厕

本体内；可对公厕内部进行空气流通循环，避免公厕内部异味过重，还可对公厕内部实现降

温散热；如遇公厕发生损坏或紧急状况时，使用者可按下紧急按钮，通知工作人员及时赶

来，方便了人们的使用。

[0048] 步骤S7、夜晚无人进行使用公厕时，工作人员通过控制盒的无线通信模块将手持

终端与控制盒连接，工作人员通过手持终端开启紫外线灯和雾化泵，紫外线灯对公厕内部

进行杀菌作用，雾化泵将第一储液箱内的消毒液雾化，并经由进液管将雾化后的消毒液粒

子输送至套筒内，源源不断的消毒液粒子冲击套筒上的孔洞，并由孔洞向外溢出，消毒液粒

子带来的冲击力会使套筒自动旋转，并加快消毒液粒子的扩散速度，并将消毒液粒子均匀

的喷洒公厕内部空间，完成公厕本体内部消毒，等待下一次公厕的使用。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

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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