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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公共卫生设施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村落生态旱厕系统，该系统包括旱厕、过

水层和渗水坑，旱厕包括厕室、收集室、储藏室和

通风烟囱，收集室和储藏室并排设置在厕室下

方，收集室和储藏室设置有活动门，通风烟囱管

内设置有风扇，过水层一端连接旱厕并与旱厕中

收集室连通，一端连接渗水坑并与渗水坑中细鹅

卵石层连通，一端与第一检查井连通，第一检查

井顶面与地面相平，渗水坑上方的土壤层种植有

植物。该系统设计简单合理，无臭味并且没有苍

蝇，处理后的粪便、尿液无菌无味，可以作为有机

肥料直接利用，且将生活污水充分利用的同时，

解决农村排水困难的问题的村落生态旱厕。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208640575 U

2019.03.26

CN
 2
08
64
05
75
 U



1.一种村落生态旱厕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包括旱厕、过水层（18）和渗水坑（12），

所述旱厕包括厕室（1）、收集室（2）、储藏室（3）和通风烟囱（4），所述收集室（2）和储藏室（3）

并排设置在厕室（1）下方，所述通风烟囱（4）一端贯穿厕室（1）地板与储藏室（3）相通，另一

端高出厕室（1）屋顶30-50cm；所述厕室（1）地板上设置有蹲位（6）和容器（8），所述蹲位（6）

与收集室（2）连通，蹲位（6）上设置有盖板（7），所述收集室（2）和储藏室（3）设置有活动门

（9）；所述通风烟囱（4）管内设置有风扇（5）；所述过水层（18）为“T”字形结构，过水层（18）一

端连接旱厕并与旱厕中收集室（2）连通，一端连接渗水坑（12）并与渗水坑（12）中细鹅卵石

层（14）连通，一端与第一检查井（20）连通，所述第一检查井（20）顶面与地面相平；所述渗水

坑（12）自下而上依次铺设有粗鹅卵石层（13）、细鹅卵石层（14）、沙子层（15）和土壤层（16），

土壤层（16）种植有植物（1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村落生态旱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室（2）和储藏

室（3）的中间隔板与厕室（1）地板底面之间有10-20cm间隙，收集室（2）和储藏室（3）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村落生态旱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室（2）与储藏

室（3）用混凝土浇筑。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村落生态旱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容器（8）内放置干

燥的碳化合物以及树林植被下方土壤中枯枝落叶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村落生态旱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门（9）为胶合

板，活动门（9）上设置有通风口（10），所述通风口（10）上设置有20目金刚网纱。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村落生态旱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室（2）与活动

门（9）之间设置有网状活动框架（11），网状活动框架（11）一侧与收集室（2）墙壁合页连接，

另一侧与收集室（2）墙壁通过插销固定连接；储藏室（3）与活动门（9）之间设置有网状活动

框架（11），网状活动框架（11）一侧与储藏室（3）墙壁合页连接，另一侧与储藏室（3）墙壁通

过插销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村落生态旱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通风烟囱（4）露天

部分管顶端设置有防雨帽（2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村落生态旱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T”形过水层（18）

在交叉处还设置有第二检查井（21）和挡水板（19），所述挡水板（19）底面与过水层（18）底面

相平，所述第二检查井（21）顶面与地面相平。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村落生态旱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水层（18）位于冻

土层以下，设置为0.8m宽，0.2m高。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村落生态旱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水层（18）以粗

鹅卵石为主体。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8640575 U

2



一种村落生态旱厕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公共卫生设施领域，更具体而言，涉及一种村落生态旱厕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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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农民便视粪便为宝,有用排泄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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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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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和循环水冲洗

厕所两类。

[0003] 专利CN201220494150.9提供了一种生态旱厕结构，该结构中没有涉及到阻挡苍蝇

进入收集室的屏障；而且该结构中处理室设置在地面以下，清掏外运可能会有不便。此外，

该结构还需要购买排液管、透水砖及储液槽，需要一定的材料费用。专利CN201710360562.0

提供了一种生态旱厕及利用其处理垃圾污水的方法，该发明的曝气增温装置耗电过多；该

发明中需要安装发泡材料层、石棉纤维层、丝圈垫、除味装饰板等一系列材料，农村购买困

难，且耗费过高；该发明需要投放多种益生菌剂，费用也较高；该发明中益生菌需要进行配

比后投放，对于村民来说，可操作性较低；该发明进行定期进行日常维护：向填充有益生菌

粉剂的装饰材料中用益生菌原浆200倍液喷施养护，使装饰材料中的益生菌粉含水量保持

在60-70%，维护较为麻烦。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村落生态旱厕营造技

术。解决现有技术中农村旱厕造价高、结构复杂、维护繁琐、后期投资高等问题。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村落生态旱厕系统，该系统包括旱厕、过水层和渗水坑，所述旱厕包括厕室、

收集室、储藏室和通风烟囱，所述收集室和储藏室并排设置在厕室下方，所述通风烟囱一端

贯穿厕室地板与储藏室相通，另一端高出厕室屋顶30-50cm；所述厕室地板上设置有蹲位和

容器，所述蹲位与收集室连通，蹲位上设置有盖板，所述收集室和储藏室设置有活动门；所

述通风烟囱管内设置有风扇；所述过水层为“T”字形结构，过水层一端连接旱厕并与旱厕中

收集室连通，一端连接渗水坑并与渗水坑中细鹅卵石层连通，一端与第一检查井连通，所述

第一检查井顶面与地面相平；所述渗水坑自下而上依次铺设有粗鹅卵石层、细鹅卵石层、沙

子层和土壤层，土壤层种植有植物。

[0007] 优选地，所述收集室和储藏室的中间隔板与厕室地板底面之间有10-20cm间隙，便

于收集室和储藏室连通，增加收集室的空间。

[0008] 优选地，所述收集室与储藏室用混凝土浇筑，将室内与外界隔绝，为室内粪便生物

处理提供稳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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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容器内用来放置收集到的干燥的碳化合物（包括烂树叶、锯末、木头灰烬、秸

秆、草木灰等）以及树林植被下方土壤中枯枝落叶层，作为生物处理的生物填料，且为生物

废弃物，易于获得。

[0010] 优选地，所述活动门为胶合板，胶合板质轻、耐用且不易被腐蚀，活动门上设置有

通风口，所述通风口上设置有20目金刚网纱，使反应物充分与氧气接触,获得生长代谢所需

要氧气，并可防止蚊蝇的进入。

[0011] 优选地，所述收集室与活动门之间设置有网状活动框架，网状活动框架一侧与收

集室墙壁合页连接，另一侧与收集室墙壁通过插销固定连接；储藏室与活动门之间设置有

网状活动框架，网状活动框架一侧与储藏室墙壁合页连接，另一侧与储藏室墙壁通过插销

固定连接。网状活动框架支撑排泄物堆肥体，防止外泄，同时将堆肥体与活动门阻隔开，避

免活动门因有氧降解反应造成使用寿命缩短。

[0012] 优选地，所述通风烟囱露天部分管顶端设置有防雨帽。

[0013] 优选地，所述“T”形过水层在交叉处还设置有第二检查井和挡水板，所述挡水板底

面与过水层底面相平，所述第二检查井顶面与地面相平。当肥料堆干燥时，通过过水层将其

它生活污水引入生态厕所，促进微生物的降解的同时，也解决了污水的排放问题；当肥料堆

潮湿时，将污水引入渗水坑，在黄土的杀菌过滤作用下，变为无害，同时也灌溉了菜地，实现

了循环利用。

[0014] 优选地，所述过水层位于冻土层以下，冬天不会结冰，设置为0.8m宽，0.2m高。

[0015] 优选地，所述过水层以粗鹅卵石为主体，渗水效果好。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所具有的有益效果为：

[0017]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型村落生态旱厕系统，通过厕室下方的收集室与储藏室收

集储藏人体排泄物，并通过干燥的碳化合物以及树林植被下方土壤中枯枝落叶层在收集室

中与人体排泄物混合反应，将其氧化降解转化为有机肥料；通过网状活动框架、活动门上的

通风口与通风烟囱实现收集室和储藏室内部的空气流通；通过过水层实现生活灰水的收

集、引流与净化，缓解了村落的缺水排水问题。该生态旱厕系统避免了干净的河水、江水和

湖水被排泄物污染，同时该旱厕不需要水，没有异味，造价低廉，维护简单，每年只产生无环

境毒害无臭的干燥腐殖的泥土，能够作为有机肥料实施用于土壤中。该方法操作简单且设

计合理，建成的厕所无臭味并且没有苍蝇，处理后的粪便、尿液无菌无味，可以作为有机肥

料直接利用。并且生态厕所和渗水坑的结合，将生活污水充分利用的同时，解决了农村排水

困难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村落生态旱厕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过水层水流向渗水坑挡板示意图；

[0020] 图3为过水层水流向旱厕挡板示意图；

[0021] 图4为渗水坑的侧面剖视图；

[0022] 图5为过水层的侧面剖视图；

[0023] 图6为旱厕的立体图；

[0024] 图中：1为厕室、2为收集室、3为储藏室、4为通风烟囱、5为电扇、6为蹲位、7为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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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容器、9为活动门、10为通风口、11为活动框架、12为渗水坑、13为粗鹅卵石、14为细鹅卵

石、15为沙子、16为土壤、17为植物、18为过水层、19为挡板、20为第一检查井、21为第二检查

井、22为防雨帽。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6] 如图1所示，一种堆肥旱厕，包括厕室1、收集室2、储藏室3，还有通风烟囱4。烟囱一

端位于地下，另一端比厕室屋顶高出30-50厘米，以利于收集室2、储藏室3和外界之间的空

气交换。烟囱顶部安装有电扇5，用于加速空气流通；最高处安有防雨帽22。厕室中有容器8，

用来储存碳化合物（包括烂树叶、锯末、木头灰烬、秸秆、草木灰等村落随处可取的东西）以

及树林下方土壤中的的枯枝落叶层。每次使用完成后，要向收集室中添加这些物质。在旱厕

附近挖了一个深度约1.5m，最大半径为1m倒锥形的渗水坑12，渗水坑12与旱厕之间设置有

“T”形过水层18，过水层18上设置有挡水板19和检查井。

[0027] 如图2-3所示，厕室1中设有蹲位6，蹲位上设有盖板7，过水层18为“T”字形，在“T”

字形的节点处设有挡板19和第二检查井21，在灰水入口处设有检查井20，且两个检查井与

地面相平。挡板19为活动挡板，插接在过水层中用来控制灰水流向，当好氧肥料堆处于干燥

条件下时，移动挡板19遮挡渗水坑侧的过水道口，使灰水流向旱厕，促进微生物的降解的同

时，也解决了污水的排放问题；当好氧肥料堆处于潮湿条件下，移动挡板19遮挡旱厕侧的过

水道口，使灰水流向渗水坑，在黄土的杀菌过滤作用下，变为无害，同时也灌溉了菜地，实现

了循环利用。灰水得到充分利用的同时，也缓解了村落的缺水排水问题。

[0028] 如图4所示，渗水坑12坑中由下向上依次分层添加0.5m的粗鹅卵石层13、0.4m细鹅

卵石层14、0.3m沙子层15及0.3m土壤层16，土壤层应略低于地面，在该区域种植当地的应季

蔬菜、瓜果17，旱厕与菜地下方的渗水坑中的细鹅卵石层14通过过水层18相连通。

[0029] 如图5所示，过水层18位于冻土层以下，设置为0.8m宽，0.2m高，且以粗鹅卵石层13

为主体防止冬季灰水结冰。

[0030] 如图6所示地下部分装有活动门9，该活动门下方有防蚊蝇进入的通风口10，活动

门9与收集室和储藏室中间部位还装有带有网洞的活动框架11，活动门9为可移动的胶合

板，带有可以让空气流通的屏障。当入口面板打开时，可移动的屏蔽入口能防止其他物质进

入。收集室储藏室位于厕室下方，用混凝土砌成，且相通。

[0031] 所述收集室2与活动门9之间设置有网状活动框架11，网状活动框架11一侧与收集

室2墙壁合页连接，另一侧与收集室2墙壁通过插销固定连接；储藏室3与活动门9之间设置

有网状活动框架11，网状活动框架11一侧与储藏室3墙壁合页连接，另一侧与储藏室3墙壁

通过插销固定连接。使用时，打开活动门9，打开活动框架11与墙壁上插销，像开门一样转动

活动框架11，可以对收集室2与储藏室3进行清理。网状活动框架支撑排泄物堆肥体，防止外

泄，同时将堆肥体与活动门阻隔开，避免活动门因有氧降解反应造成使用寿命缩短。

[0032] 上面仅对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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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宗旨的

前提下作出各种变化，各种变化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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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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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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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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