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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排泄物的处理装置以及使用

该处理装置的一种尿便分离的环保型旱厕；所述

旱厕壳体顶板设有尿便蹲便器，该尿便分离蹲便

器上面设置有密封盖板，防止旱厕内的臭气溢

出；在排泄物处理装置中，设置一发酵槽，用于容

纳原料和排泄物质，该发酵槽中设有混合排泄物

和原料的搅拌装置，设置一温度控制装置和电加

热装置，用于调节发酵槽内温度，设置一湿度监

控装置对发酵物料水分进行监控；设置一风机工

作的感应器和计时控制元件，设置一混合搅拌机

工作的感应器和计时控制元件，设置一气体净化

罐对臭气进行处理；应用本发明的环保型旱厕，

不用水冲，节省水资源，无臭气排放到环境，不存

在排放污水和污泥的二次公害问题。

权利要求书3页  说明书10页  附图7页

CN 110664293 B

2021.05.11

CN
 1
10
66
42
93
 B



1.一种尿便分离的环保型旱厕，由旱厕壳体，该旱厕壳体内配置的排泄物处理装置，尿

便分离蹲便器，密封盖板，尿液收集桶和控制箱组成，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旱厕壳体，其材质是金属、木、玻璃钢、塑料、有机复合材料，该壳体顶板设置尿

便分离蹲便器，该尿便分离蹲便器上面设置密封盖板，该密封盖板可将尿便分离蹲便器封

闭，防止旱厕内的臭气向外溢出；所述的尿便分离蹲便器，该蹲便器由前端的尿液导流器和

后端的设有脚踏防滑板的大便入口框二部分组成，属于市场上销售的常规尿液和大便分离

的蹲便器；所述的尿液收集桶属于常规的圆柱体或方体的容器，所述的尿液导流器用于排

便时的小便收集，该尿液导流器底部设有排尿孔，该排尿孔通过排尿管与尿液收集桶顶部

进口联通；

所述的控制箱，配置在旱厕壳体外面，其内部配置有带控制功能的电路板；控制箱外壁

配置有控制风机运转或停止的感应器二，以及配置有控制混合搅拌机一运转或停止的感应

器一，混合搅拌机一转动时，混合搅拌机二同步跟着转动，混合搅拌机一停止转动时，混合

搅拌机二同步停止转动；

所述电路板中设置有如下功能的控制装置：

a.混合搅拌机一运转、停止的控制装置，其中包括：控制混合搅拌机一运转、停止的计

时控制元件；控制混合搅拌机一运转或停止的感应器一与电路板上的控制混合搅拌机一运

转、停止元件的电路接通；

b.风机运转、停止的控制装置，其中包括预定风机转动、或停止的计时控制元件；控制

风机运转或停止的感应器二与电路板上的控制风机运转、停止元件的电路接通；

c.温度控制装置，维持发酵槽内温度在一个预定的范围内；

d.湿度控制装置，监测发酵槽内发酵物料的含水率；

f.远程监控装置，将控制箱电路板上的控制装置运行情况通过互联网方式传送到监控

中心；

所述电路板上的外接电源线与该电路板上各个控制装置的电路联通；

所述的控制箱，用于排泄物生化降解变成有机肥料的操作控制，以及旱厕使用人进入

旱厕时的监控，所述的电路板中的各个控制装置，属于公知的工业自动化电路板；

所述的排泄物处理装置，该装置配置在旱厕壳体中，该排泄物处理装置由发酵槽，风机

和气体净化罐组成；所述的风机固定在发酵槽外壁或是固定在所述旱厕壳体内壁上，风机

进口管设置于发酵槽壳体外面与旱厕壳体内壁之间的区域中，风机的出口管经过管道与气

体净化罐的气体进口联通，气体净化罐的气体出口经过管道与旱厕壳体上的达标气体出口

联通，风机的电源线通过导线与控制箱内电路板上的风机控制装置的接线端子连接相通，

风机和气体净化罐固定在发酵槽壳体外壁上或旱厕壳体内壁上；风机运行时，将旱厕的密

封盖板盖好，对尿便入口封闭，旱厕壳体内或发酵槽内的有害气体被抽出，被输送到气体净

化罐内进行净化处理，气体净化罐内的气体净化材料能对发酵产生的有害气体进行吸附的

净化处理，净化后无臭味的达标气体被排出该旱厕壳体，风机运行时，旱厕壳体内或发酵槽

内气体被抽出，发酵槽内形成负压，旱厕壳体外面的新鲜空气通过旱厕壳体上的空气进口

管一和发酵槽上的空气进口管二被负压吸入到发酵槽内，风机的转动能够给发酵槽内输送

足量的排泄物好氧生化降解所需的氧气；

所述的发酵槽，该发酵槽不设置顶盖，其底部是平底，截面是矩形，或是其底部是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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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陷部，截面为弧面；设置一温度控制装置，用于保持发酵槽内部的温度在一个预定的范围

内，用保温材料把发酵槽壳体外壁包围起来，用于给发酵槽保温；发酵槽内部配置混合搅拌

机一和混合搅拌机二，该混合搅拌机一和混合搅拌机二的搅拌轴上分别配置“T”形叶片，该

混合搅拌机一和混合搅拌机二的旋转轴的二端轴头分别固定在发酵槽内壁的支架上，该混

合搅拌机一上的电动减速机固定在发酵槽壳体外壁上，所述混合搅拌机一的电动减速机配

置在发酵槽壳体外壁支架上，混合搅拌机一的搅拌轴端上配置齿轮盘一和混合搅拌机二的

搅拌轴端上配置齿轮盘二，所述的齿轮盘一和齿轮盘二对齿相合，当混合搅拌机一受电动

减速机驱动旋转时，混合搅拌机一上的齿轮盘对齿相合跟着旋转，并驱动对齿相合的混合

搅拌机二搅拌轴上的齿轮盘同步旋转，从而带动混合搅拌机二旋转，所述的电动减速机的

电源接线端子用导线与控制箱电路板上的混合搅拌机控制装置的接线端子连接相通；所述

的发酵槽内部配置温度探测仪，该温度探测仪的信号输出线与控制箱电路板上的温度控制

装置的接线端子之间用导线连接相通，该温度探测仪用于对发酵槽内排泄物生化降解反应

温度进行监控；发酵槽内配置湿度探测仪，该湿度探测仪的信号输出线与控制箱电路板上

的湿度控制装置的接线端子之间用导线连接相通，该湿度探测仪用于对发酵槽内物料的水

分含量、湿度进行监控。

2.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旱厕对排泄物进行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列步

骤：

设置一发酵槽，其底部是平底，截面是矩形，或是其底部是二个凹陷部，截面为弧面，用

于添加锯末、排泄物；在发酵槽中，设置混合搅拌机一和混合搅拌机二，二者并列配置，用于

对发酵槽内的原料进行搅拌，所述的混合搅拌机一的搅拌轴上和混合搅拌机二的搅拌轴上

分别配置“T”形叶片，配置了“T”型叶片的搅拌轴转动时，能使物料上下翻滚的混匀搅拌；所

述混合搅拌机一和混合搅拌机二的搅拌轴二端的轴头分别固定在发酵槽内壁的支架上，所

述混合搅拌机一的电动减速机配置在发酵槽外壁支架上，混合搅拌机一的搅拌轴上和混合

搅拌机二的搅拌轴上分别配置齿轮盘，所述的二个齿轮盘对齿相合，当混合搅拌机一受电

动减速机驱动旋转时，混合搅拌机一上的齿轮盘跟着旋转，并驱动对齿相合的混合搅拌机

二搅拌轴上的齿轮盘同步转动，从而带动混合搅拌机二转动，混合搅拌机一转动时，混合搅

拌机二同步跟着转动，混合搅拌机一停止转动时，混合搅拌机二同步停止转动；

设置一温度控制装置，用于将发酵槽内部温度控制在一个预定的范围内，用保温材料

把所述发酵槽外表面包围起来，用于给发酵槽保温；

设置一湿度监控装置，用于将发酵槽内的物料含水率进行监控；

设置一控制风机运行、停止的红外线感应器二，该感应器二与风机运行控制装置相连

接，用于人在排便时，风机开始转动抽风，将旱厕内的有害臭气抽走至气体净化罐内进行净

化处理后再排放；

设置一预定风机转动、或停止的计时控制元件，该计时控制元件可以控制风机运行的

时间或停歇的时间，旱厕使用完后，驱动该风机的计时控制元件工作；

设置一控制混合搅拌机一转动、停止的红外线感应器一，该感应器一与混合搅拌机一

转动、停止的控制装置相连接，用于人在排便时让混合搅拌机一停止转动，以防止因搅拌机

的搅动而加速发酵物料中的有害臭气从尿便入口溢出到环境；

设置一混合搅拌机一运行的一计时装置，用于检测该混合搅拌机一处于静止状态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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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间隔，以及如果混合搅拌机一处于静止状态下的时间间隔达到一定预定时间，驱动该

混合搅拌机一搅拌原料，旱厕使用完后，启动该计时装置工作；混合搅拌机一转动时，混合

搅拌机二同步跟着转动；混合搅拌机一停止转动时，混合搅拌机二同步停止转动；

设置一气体净化罐，对发酵槽排出的甲硫醇、硫化氢、氨气有害臭气进行净化处理；

设置一空气进口管，该空气进口管与发酵槽内部相通，利用风机运行时，旱厕壳体内和

发酵槽内的气体被抽出形成负压，旱厕壳体外面的新鲜空气通过旱厕壳体上的空气进口管

被负压吸入到发酵槽内，风机的运行能够给发酵槽内输送足量的排泄物好氧生化降解所需

要的空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发酵槽内温度预定的范围约为40℃‑70℃，

发酵物料含水率在50‑60％(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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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尿便分离的环保型旱厕及排泄物的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尿便分离的环保型旱厕，具体的说涉及一种厕所排泄物生物降解

转化成有机肥料的处理装置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农村厕所革命和振兴乡村计划的实施，要求对农村家庭厕所粪便进行无

害化处理，对于北方缺水的农户家庭大多采用了旱厕，传统的旱厕粪污暴露在空中，滋生苍

蝇蚊虫，臭气熏天，污染环境；目前，新改进的旱厕采用尿液与大便干湿分离对粪污进行分

别处理，但是，分离出的大便采用自然堆肥发酵方法，每使用一次厕所要添加一次木屑，秸

秆粉，...等发酵介质遮盖大便，发酵周期长，发酵中臭气向外冒出严重污染环境；关于旱厕

的新技术已有相关报道，在CN204813659U《一种堆肥式农村卫生旱厕便箱》中，公开了粪便

先进行尿便分离，收集尿液，再将微生物的干粉或液体洒在大便上进行自然堆肥，存在发酵

中臭气向外挥发污染环境，自然堆肥属于原料的表面与空气接触，原料内部无氧供应，自然

堆肥存在发酵速度慢，需要发酵箱的体积大，占地面积也大，特别是发酵箱内没有搅拌机械

导致粪便发酵不彻底，发酵产物容易堆积和填满发酵箱，需要经常用人工清除发酵箱内的

发酵产物；在CN108433622A《一种无需水电的环保旱厕》中，公开了尿便干湿分离，尿液流入

小便收集器，大便进入大便收集桶，将粉碎的秸秆及木屑等垫料洒在大便桶内的大便上进

行自然堆肥发酵，存在发酵中臭气向外挥发污染环境，发酵速度慢，发酵箱桶体积大，特别

是发酵桶内没有搅拌机械导致粪便发酵不彻底，发酵产物容易堆积和填满发酵桶；在

CN100387174C《排泄物处理装置，使用其的环保马桶及排泄物的处理方法》中，公开了尿便

进入马桶发酵槽进行生物降解的方法，尿便发酵中产生的有害臭气没有进行无害化处理，

严重的污染农家居住环境，发酵桶内没有配置好氧降解所需要的空气进口管，仅靠发酵槽

物料表面的空气接触，发酵物料不能与足量的空气接触，属于一种供氧量不足的自然堆肥

发酵方式，导致粪便、尿液的降解速度慢，发酵时间长，一般要花几天时间才能将人体的排

泄物转化成有机肥料，增大了发酵槽的单位处理容积和占地面积；特别地，采用螺旋状叶片

的搅拌装置，螺旋状叶片旋转时具备物料输送和移动的客观功能，因此，当混合装置上的螺

旋状叶片旋转时，处理槽内的发酵物料从处理槽的一端移向另一端，发酵的物料(排泄物，

锯末和微生物)易被压紧成块和结板，发酵物料不松散，极大的影响了排泄物的生化降解效

果；特别的，依照生化发酵原理，排泄物的好氧发酵水分应该控制在50‑60％(Wt％)，尿液进

入发酵桶使发酵物料含水率高于60％(Wt％)，降低了好氧微生物的生物活性，降低了排泄

物的生化分解效率，需要增加电热蒸发过量的水分至50‑60％(Wt％)，这增大了排泄物分解

的处理成本；在日本专利号3160859中，公开了一种环保马桶，如图1A‑1B所示，人体排泄

物——粪便以及尿液，是直接落入到处理装置10中，采用单螺旋杆搅拌器搅拌物料，轴的扭

矩大，易损坏搅拌器，处理装置10内没有配置好氧降解所需要的空气进口管，仅靠处理装置

10表面的空气接触，发酵物料不能与足量的空气接触，属于一种自然堆肥发酵方式，导致人

体排泄物——粪便以及尿液的降解速度慢，发酵时间长；这，就是现行农村环保型旱厕或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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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存在的缺陷；

[0003] 本发明就是要克服和弥补现有旱厕、马桶的缺陷，从而提供一种没有臭气排放，厕

所排泄物快速生化降解转化成有机肥料的《一种尿便分离的环保型旱厕及排泄物的处理方

法》，以适应我国乡村厕所粪便的净化达标处理，满足振兴乡村计划快速实施和改善农村生

态环境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尿便分离的环保型旱厕，所述的一种尿便分离的

环保型旱厕，由旱厕壳体，该旱厕壳体内配置的排泄物处理装置，尿便分离蹲便器，密封盖

板，尿液收集桶和控制箱组成；

[0005] 所述的旱厕壳体，其材质是金属、木、玻璃钢、塑料、有机复合材料，该壳体顶板设

置尿便分离蹲便器，该尿便分离蹲便器上面设置密封盖板，该密封盖板可将尿便分离蹲便

器封闭，防止旱厕内的臭气向外溢出；所述的尿便分离蹲便器，该蹲便器由前端的尿液导流

器和后端的设有脚踏防滑板的大便入口框二部分组成(见图3和图9)，属于市场上销售的常

规尿液和大便分离的蹲便器；所述的尿液收集桶属于常规的圆柱体或方体的容器，所述的

尿液导流器用于排便时的小便收集，该尿液导流器底部设有排尿孔，该排尿孔通过排尿管

与尿液收集桶顶部进口联通；人蹲着排便时，小便排入尿液导流器内，经过排尿管进入尿液

收集桶中缓存和作施肥之用，大便经过大便入口框进入发酵槽内进行生化分解处理；排便

时，先揭开所述的密封盖板，当人排便完后，盖上该密封盖板，使密封盖板至水平线，对尿液

分离蹲便器的大便入口框和尿液导流器进行密封，以防旱厕内的排泄物散发的臭气向外溢

出。

[0006] 所述的控制箱，配置在旱厕壳体外面，其内部配置有带控制功能的电路板；控制箱

外壁配置有控制风机运转或停止的感应器二，以及配置有控制混合搅拌机一运转或停止的

感应器一，混合搅拌机一转动时，混合搅拌机二同步跟着转动，混合搅拌机一停止转动时，

混合搅拌机二同步停止转动。

[0007] 所述电路板中设置有如下功能的控制装置：

[0008] a .混合搅拌机一运转、停止的控制装置，其中包括：控制混合搅拌机一运转、停止

的计时控制元件；控制混合搅拌机一运转或停止的感应器一与电路板上的控制混合搅拌机

一运转、停止元件的电路接通；

[0009] b.风机运转、停止的控制装置，其中包括预定风机转动、或停止的的计时控制元

件；控制风机运转或停止的感应器二与电路板上的控制风机运转、停止元件的电路接通；

[0010] c.温度控制装置，维持发酵槽内温度在一个预定的范围内；

[0011] d.湿度控制装置，监测发酵槽内发酵物料的含水率；

[0012] f.远程监控装置，将控制箱电路板上的控制装置运行情况通过互联网方式传送到

监控中心；

[0013] 所述电路板上的外接电源线与该电路板上各个控制装置的电路联通；

[0014] 所述的控制箱，用于排泄物生化降解变成有机肥料的操作控制，以及旱厕使用人

进入旱厕时的监控，所述的电路板中的各个控制装置，属于公知的工业自动化电路板；

[0015] 所述的排泄物处理装置，该装置配置在旱厕壳体中，该排泄物处理装置由发酵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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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和气体净化罐组成；所述的风机固定在发酵槽外壁或是固定在所述旱厕壳体内壁上，

风机进口管设置于发酵槽壳体外面与旱厕壳体内壁之间的区域中，风机的出口管经过管道

与气体净化罐的气体进口联通，气体净化罐的气体出口经过管道与旱厕壳体上的达标气体

出口联通，风机的电源线通过导线与控制箱内电路板上的风机控制装置的接线端子连接相

通，风机和气体净化罐固定在发酵槽壳体外壁上或旱厕壳体内壁上；风机运行时，将旱厕的

密封盖板盖好，对尿便入口封闭，旱厕壳体内或发酵槽内的有害气体被抽出，被输送到气体

净化罐内进行净化处理，气体净化罐内的气体净化材料能对发酵产生的有害气体进行吸附

的净化处理，净化后无臭味的达标气体被排出该旱厕壳体，风机运行时，旱厕壳体内或发酵

槽内气体被抽出，发酵槽内形成负压，旱厕壳体外面的新鲜空气通过旱厕壳体上的空气进

口管一和发酵槽上的空气进口管二被负压吸入到发酵槽内，风机的转动能够给发酵槽内输

送足量的排泄物好氧生化降解所需的氧气；

[0016] 所述的发酵槽，该发酵槽不设置顶盖，其底部是平底，截面是矩形，或是其底部是

二个凹陷部，截面为弧面；设置一温度控制装置，用于保持发酵槽内部的温度在一个预定的

范围内，用保温材料把发酵槽壳体外壁包围起来，用于给发酵槽保温；发酵槽内部配置混合

搅拌机一和混合搅拌机二，该混合搅拌机一和混合搅拌机二的搅拌轴上分别配置“T”形叶

片，该混合搅拌机一和混合搅拌机二的旋转轴的二端轴头分别固定在发酵槽内壁的支架

上，该混合搅拌机一上的电动减速机固定在发酵槽壳体外壁上，所述混合搅拌机一的电动

减速机配置在发酵槽壳体外壁支架上，混合搅拌机一的搅拌轴端上配置齿轮盘一和混合搅

拌机二的搅拌轴端上配置齿轮盘二，所述的齿轮盘一和齿轮盘二对齿相合，当混合搅拌机

一受电动减速机驱动旋转时，混合搅拌机一上的齿轮盘对齿相合跟着旋转，并驱动对齿相

合的混合搅拌机二搅拌轴上的齿轮盘同步旋转，从而带动混合搅拌机二旋转，所述的电动

减速机的电源接线端子用导线与控制箱电路板上的混合搅拌机控制装置的接线端子连接

相通；所述的发酵槽内部配置温度探测仪，该温度探测仪的信号输出线与控制箱电路板上

的温度控制装置的接线端子之间用导线连接相通，该温度探测仪用于对发酵槽内排泄物生

化降解反应温度进行监控；发酵槽内配置湿度探测仪，该湿度探测仪的信号输出线与控制

箱电路板上的湿度控制装置的接线端子之间用导线连接相通，该湿度探测仪用于对发酵槽

内物料的水分含量、湿度进行监控；

[0017] 本发明能将适量的空气输送到发酵槽内，极大地加快了排泄物的好氧生化降解反

应速度，提高了旱厕的使用性能，缩短了排泄物的处理周期；

[0018] 本发明对发酵后的有害臭气进行净化处理后再排放，保护了旱厕周围的环境不被

有害气体污染；

[0019]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分解处理有机排泄物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下列

步骤：设置一发酵槽，其底部是平底，截面是矩形，或是其底部是二个凹陷部，截面为弧面，

用于添加锯末、排泄物；在发酵槽中，设置混合搅拌机一和混合搅拌机二，二者并列配置，用

于对发酵槽内的原料进行搅拌，所述的混合搅拌机一的搅拌轴上和混合搅拌机二的搅拌轴

上分别配置“T”形叶片，配置了“T”型叶片的搅拌轴转动时，能使物料上下翻滚的混匀搅拌，

物料变得松散，不会使物料向一端移动而导致物料被压紧成块，克服了螺旋状叶片旋转时，

物料在上下翻滚的同时向一端移动，导致物料被压紧成块；所述混合搅拌机一和混合搅拌

机二的搅拌轴二端的轴头分别固定在发酵槽内壁的支架上，所述混合搅拌机一的电动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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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配置在发酵槽外壁支架上，混合搅拌机一的搅拌轴上和混合搅拌机二的搅拌轴上分别配

置齿轮盘，所述的二个齿轮盘对齿相合，当混合搅拌机一受电动减速机驱动旋转时，混合搅

拌机一上的齿轮盘跟着旋转，并驱动对齿相合的混合搅拌机二搅拌轴上的齿轮盘同步转

动，从而带动混合搅拌机二转动，混合搅拌机一转动时，混合搅拌机二同步跟着转动，混合

搅拌机一停止转动时，混合搅拌机二同步停止转动；

[0020] 设置一温度控制装置，用于将发酵槽内部温度控制在一个预定的范围内，用保温

材料把所述发酵槽外表面包围起来，用于给发酵槽保温；

[0021] 设置一湿度监控装置，用于将发酵槽内的物料含水率进行监控；

[0022] 设置一控制风机运行、停止的红外线感应器二，该感应器二与风机运行控制装置

相连接，用于人在排便时，风机开始转动抽风，将旱厕内的有害臭气抽走至气体净化罐内进

行净化处理后再排放，遏制有害气体从尿便入口向外溢出污染旱厕周围环境；

[0023] 设置一预定风机转动、或停止的计时控制元件，该计时控制元件可以控制风机运

行的时间或停歇的时间，旱厕使用完后，驱动该风机的计时控制元件工作；

[0024] 设置一控制混合搅拌机一转动、停止的红外线感应器一，该感应器一与混合搅拌

机一转动、停止的控制装置相连接，用于人在排便时让混合搅拌机一停止转动，以防止因搅

拌机的搅动而加速发酵物料中的有害臭气从尿便入口溢出到环境，造成有害气体对排便人

的健康影响；

[0025] 设置一混合搅拌机一运行的一计时装置，用于检测该混合搅拌机一处于静止状态

下的时间间隔，以及如果混合搅拌机一处于静止状态下的时间间隔达到一定预定时间，驱

动该混合搅拌机一搅拌原料(锯末，排泄物)，旱厕使用完后，启动该计时装置工作；混合搅

拌机一转动时，混合搅拌机二同步跟着转动；混合搅拌机一停止转动时，混合搅拌机二同步

停止转动；

[0026] 设置一气体净化罐，对发酵槽排出的甲硫醇、硫化氢、氨气有害臭气进行净化处

理；

[0027] 设置一空气进口管，该空气进口管与发酵槽内部相通，利用风机运行时，旱厕壳体

内和发酵槽内的气体被抽出形成负压，旱厕壳体外面的新鲜空气通过旱厕壳体上的空气进

口管被负压吸入到发酵槽内，风机的运行能够给发酵槽内输送足量的排泄物好氧生化降解

所需要的空气；

[0028] 利用配置有混合搅拌机一和混合搅拌机二的发酵槽，在高温，合适的水分和适量

的氧气条件下让好氧微生物在锯末、秸秆粉的特有环境下快速繁殖，以加快排泄物的分解，

从而提高了处理效率；

[0029] 本发明通过发酵槽中的混合搅拌机一和混合搅拌机二，使排泄物与锯末、秸秆粉

充分混合和搅拌，用风机引入适量的空气到发酵槽中，在预设的温度下，让好氧性微生物在

特定的环境下快速繁殖，加速排泄物生化降解的处理周期，而有效地提高了排泄物分解的

效果，这种生物降解过程在预定的合适温度下进行，既可以杀死灭活一般致病菌，也可以起

到除臭效果；

[0030] 本发明对排泄物发酵后产生的甲硫醇、硫化氢、氨气等恶臭有害气体通过气体净

化罐除去，从而减少了旱厕周围的环境污染；

[0031] 采用控制箱对排泄物生化降解变成有机肥料操作进行自动控制，确保了旱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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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方便与安全；

[0032] 本发明的一种尿便分离的环保型旱厕，无需水冲，节省了水资源，而且没有污水和

污泥二次公害排放，对于缺水地区的生态环保厕所的推广应用有着积极的社会效益；经过

本发明方法对厕所排泄物的快速生化降解处理，粪便排泄物转变成了农家所需要的优质腐

殖质有机肥料，变肥为宝，改善环境，造福子孙万代；

附图说明

[0033] 在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图8，图9和图10中，1‑旱厕壳体，2‑密封盖板，

3‑控制箱，4‑控制箱的电路板，5‑控制风机运转或停止的感应器二，6‑控制箱外接电源线插

孔，7‑风机与控制箱之间的导线，8‑电加热板与控制箱之间的导线，9‑温度探测仪与控制箱

之间的导线，10‑混合搅拌机一与控制箱之间的导线，11‑风机，12‑控制混合搅拌机一运转

或停止的感应器一，13‑气体净化罐，14‑气体出口管，15‑混合搅拌机一上的电动调速机，

161‑混合搅拌机一，162‑混合搅拌机二，17‑温度探测仪，181‑固定套一，182‑固定套二，

183‑固定套三，184‑固定套四，19‑发酵槽壳体，20‑电加热板，21‑保温层，22‑空气进口管

二，23‑气体净化材料，24‑风机与气体净化罐之间的管道，25‑湿度探测仪与控制箱之间的

导线，26‑湿度探测仪，27‑远程监控系统接口，28‑空气进口管一，29‑齿轮盘一，30‑齿轮盘

二，31‑大便入口框，32‑单向阀，33‑尿液导流器，34‑尿便分离蹲便器，35‑发酵槽，36‑排尿

管，37‑尿液收集桶。

[0034] 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对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描述，将使本发明的上述技术方案以及

其他优点显而易见。

[0035] 图1是本发明一种尿便分离的环保型旱厕结构示意图；显示了控制箱(3)配置在旱

厕壳体(1)外面，旱厕壳体(1)中配置由发酵槽(35)，风机(11)和气体净化罐(13)组成的排

泄物处理装置；

[0036] 所述的旱厕壳体(1)，其材质是金属、木、玻璃钢、塑料、有机复合材料，该壳体(1)

顶板设置尿便分离蹲便器(34)，该尿便分离蹲便器(34)上面设置密封盖板(2)，该密封盖板

(2)可将尿便分离蹲便器(34)封闭，防止旱厕内的臭气向外溢出；所述的尿便分离蹲便器

(34)，该蹲便器(34)由前端的尿液导流器(33)和后端的设有防滑脚踏板的大便入口框(31)

二部分组成，属于市场上销售的常规尿液和大便分离的蹲便器；所述的尿液收集桶(37)属

于常规的圆柱体或方体的容器，所述的尿液导流器(33)用于排便时的小便收集，该尿液导

流器(33)底部设有排尿孔，该排尿孔通过排尿管(36)与尿液收集桶(36)顶部进口联通；人

蹲着排便时，小便排入尿液导流器(33)内，经过排尿管(36)进入尿液收集桶(37)中缓存，另

作液体肥料之用，大便经过大便入口框(31)进入发酵槽(35)内进行生化分解处理；排便时，

先揭开所述的密封盖板(2)，当人排便完后，盖上密封盖板(2)，使密封盖板(2)处于水平线

方向，对尿便分离蹲便器(34)的大便入口框(31)和尿液导流器(33)进行密封，以防旱厕内

的排泄物散发的臭气向外溢出；

[0037] 图2是排便人使用本发明一种尿便分离的环保型旱厕的示意图；

[0038] 图3是本发明一种尿便分离的环保型旱厕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9] 图4是本发明一种尿便分离的环保型旱厕中发酵槽结构示意图；

[0040] 图5是本发明一种尿便分离的环保型旱厕中发酵槽(35)A‑A剖面俯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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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槽(35)内部配置混合搅拌机一(161)，混合搅拌机二(162)；混合搅拌机一(161)的搅拌

轴上和混合搅拌机二(162)的搅拌轴上分别配置“T”形叶片，混合搅拌机一(161)的搅拌轴

的轴头一端固定在发酵槽壳体(19)内壁的固定套一(181)上，其轴头另一端固定在发酵槽

壳体(19)内壁的固定套二(182)上；混合搅拌机二(162)的搅拌轴的轴头一端固定在发酵槽

壳体(19)内壁的固定套三(183)上，其轴头另一端固定在发酵槽壳体(19)内壁的固定套四

(184)上；混合搅拌机一(161)的电动减速机(15)配置在发酵槽(35)外壁支架上，混合搅拌

机一(161)的搅拌轴上配置齿轮盘一(29)，混合搅拌机二(162)的搅拌轴上配置齿轮盘二

(30)，齿轮盘一(29)和齿轮盘二(30)对齿相合；当混合搅拌机一(161)受电动减速机(15)驱

动旋转时，混合搅拌机一(161)上的齿轮盘一(29)跟着旋转，并驱动对齿相合的混合搅拌机

二(162)搅拌轴上的齿轮盘二(30)同步旋转，从而带动混合搅拌机二(162)旋转；发酵槽

(35)侧面配置温度探测仪(17)，湿度探测仪(26)和空气进口管(28)；

[0041] 图6是本发明对排泄物分解处理的流程示意图；

[0042] 图7是本发明感应器二(5)连接风机(11)，感应器一(12)连接混合搅拌机一(161)

的工作示意图；

[0043] 图8是本发明风机(11)的工作示意图；

[0044] 图9是本发明旱厕壳体(1)，尿便分离蹲便器(34)，密封盖板(2)，尿液导流器(33)，

排尿管(36)和尿液收集桶(37)的配置结构示意图；

[0045] 图10是本发明发酵有害气体的净化处理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本发明采用的是好氧发酵工艺，用好氧微生物将排泄物分解转化成二氧化碳，水

和有机肥料；

[0047] 参阅图1和图5，所述的一种尿便分离的环保型旱厕，由旱厕壳体(1)，该旱厕壳体

内配置的排泄物处理装置，尿便分离蹲便器(34)，密封盖板(2)，尿液收集桶(37)和控制箱

(3)组成；

[0048] 所述的旱厕壳体(1)，其材质是金属、木、玻璃钢、塑料、有机复合材料，该壳体(1)

顶板设置尿便分离蹲便器(34)，该尿便分离蹲便器(34)上面设置密封盖板(2)，揭开密封盖

板(2)，用于往发酵槽(35)内排泄大小便、添加原料或取出被转化的有机肥料，所述的尿便

分离蹲便器(34)，该蹲便器由前端的尿液导流器(33)和后端的设有脚踏防滑板的大便入口

框(34)二部分组成(见图9和图3)，属于市场上销售的常规尿液和大便分离的蹲便器；所述

的尿液收集桶(37)属于常规的圆柱体或方体的容器，所述的尿液导流器(33)用于排便时的

小便收集，该尿液导流器(33)底部设有排尿孔，该排尿孔通过排尿管(36)与尿液收集桶

(37)顶部进口联通；人蹲着排便时，小便排入尿液导流器(33)内，经过排尿管(36)进入尿液

收集桶(38)中缓存和作施肥之用，大便经过大便入口框(34)进入发酵槽(35)内进行生化分

解处理；排便时，先揭开所述的密封盖板(2)，当人排便完后，盖上该密封盖板(2)，使密封盖

板(2)至水平线方向，对尿液分离蹲便器(34)的大便入口框(31)和尿液导流器(33)进行密

封，以防旱厕内的排泄物散发的臭气溢出和污染环境；

[0049] 设置一控制箱(3)，用于排泄物生化降解变成有机肥料的操作控制，以及旱厕使用

人进入旱厕时的监控；所述的控制箱(3)中的电路板(4)属于公知的工业上使用的控制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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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控制箱(3)配置在旱厕壳体(1)外面，排泄物处理装置配置在旱厕壳体(1)中；

[0050] 参阅图1，图2，图4，图5，图6，图7和图8，所述的控制箱(3)，其内部配置有带控制功

能的电路板(4)，控制箱(3)外壁配置有控制风机(11)运转或停止的感应器二(5)，以及配置

有控制混合搅拌机一(161)上的电动减速机(15)运转或停止的感应器一(12)。电路板(4)中

设置有如下功能的控制装置：

[0051] a .设置混合搅拌机一(161)运转、停止的控制装置，其中包括：有控制混合搅拌机

一(161)运转、停止的计时控制元件，该计时控制元件可以控制混合搅拌机一(161)运行的

时间或停歇的时间；将控制混合搅拌机一(161)运转或停止的感应器一(12)与电路板(4)上

的控制混合搅拌机一(161)运转、停止的控制元件的电路接通；混合搅拌机一(161)转动时，

混合搅拌机二(162)被带动同步转动，混合搅拌机一停止转动时，混合搅拌机二同步停止转

动；

[0052] b.设置风机(11)运转、停止的控制装置，其中包括：设置一预定风机(11)转动、或

停止的计时控制元件，该计时控制元件可以控制风机(11)运行的时间或停歇的时间；将控

制风机(11)运转或停止的感应器二(5)与电路板(4)上的控制风机(11)运转、停止的控制元

件的电路接通；

[0053] c.设置有温度控制装置，维持发酵槽(35)内温度在一个预定的范围内一般控制温

度范围是30‑80℃，最佳控制温度在40‑70℃；

[0054] d .设置有湿度控制装置，监测发酵槽(35)内发酵物料的含水率，维持发酵物料的

含水率在50‑60％(Wt％)；

[0055] f.设置有远程监控装置，将控制箱(3)电路板(4)上的控制装置运行情况通过互联

网方式传送到监控中心；

[0056] 所述电路板(4)上的外接电源线(6)与电路板(4)上各单元控制装置的电路联通；

[0057] 所述的感应器工作原理：

[0058] 控制混合搅拌机运转或停止的感应器一(12)和控制风机(11)运转或停止的感应

器二(5)的工作原理是：通过红外线的反射原理，当旱厕使用人或密封盖板(2)被垂直的揭

开处在感应器的红外线发射管发射的红外线区域内时，红外线发射管发出的红外线由于旱

厕使用人或密封盖板(2)垂直揭开时，遮挡反射到红外线接收管，通过集成线路内的微电脑

处理后的信号发送给电磁感应开关，当旱厕使用人或密封盖板(2)离开红外线范围，电磁感

应开关不能接受信号；电磁感应开关属于无触点开关，信号放大，是一个单稳态触发器，通

过中央处理单元的程序进行操作，电磁感应开关接受到信号指令后，可以对风机(11)或电

动减速机(15)的电源线开关执行事先设置好的关闭或打开的自动操作；

[0059] 参阅图1，图6，图7和图8，所述的排泄物处理装置，由发酵槽(35)，风机(11)和气体

净化罐(13)组成；发酵槽(35)，它用于容纳锯末以及排泄物；风机(11)固定在发酵槽(35)外

壁或是固定在所述旱厕壳体(1)内壁上，风机(11)进口管设置于发酵槽(35)外面与旱厕壳

体(1)内壁之间的区域中，风机(11)的出口管经过连接的管道与气体净化罐(13)的气体进

口联通；启动风机(11)，可以将一种环保型旱厕外面的空气吸进到发酵槽(35)内，供给排泄

物生化降解反应所需要的氧气，同时的，风机(11)进口管可以吸走发酵槽(35)内产生的甲

硫醇、硫化氢、氨气等恶臭有害气体，风机(11)出口管将吸进的有害气体送入气体净化罐

(13)内进行净化处理，然后排入环境中，从而减少了马桶周围的环境污染；气体净化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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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体出口经过连接的管道与旱厕壳体(1)上的气体出口管(14)联通，风机(11)的电源线

通过导线(10)与控制箱(36)内电路板(4)上的风机控制装置的接线端子连接相通，风机

(11)和气体净化罐(13)固定在发酵槽(35)外壁上或旱厕壳体(1)内壁上；风机(11)运行时，

旱厕壳体(1)内或发酵槽(35)内的有害气体被抽出，被输送到气体净化罐(13)内进行净化

处理，气体净化罐(13)内的活性炭、树脂、硅胶或分子筛的气体净化材料(23)能对发酵产生

的有害气体进行吸附、清除的净化处理，净化后的达标气体被排出旱厕壳体(1)，风机(11)

运行时，旱厕壳体(1)内或发酵槽(35)内气体被抽出形成负压，旱厕壳体(1)外面的新鲜空

气通过旱厕壳体(1)上的空气进口管一(28)和发酵槽(35)上的空气进口管二(22)被负压吸

入到发酵槽(35)内，风机(11)的运行能够给发酵槽(35)内输送足量的排泄物好氧生化降解

所需的空气；

[0060] 所述的发酵槽(35)不设置顶盖，其底部是平底，截面是矩形，或是其底部是二个凹

陷部，截面为弧面；在控制箱(3)的电路板(4)上设置一温度控制装置，用于保持发酵槽(35)

内部的温度在一个预定的范围内，电加热板(20)设置在发酵槽(35)壳体(19)底部外壁，或

是设置在发酵槽(35)壳体(19)侧面外壁，用保温材料(21)把电加热板(20)和发酵槽(35)壳

体(19)包围起来，用于给发酵槽(35)保温；发酵槽(35)内部配置混合搅拌机一(161)，混合

搅拌机二(162)；混合搅拌机一(161)的搅拌轴上配置“T”形叶片和混合搅拌机二(162)的搅

拌轴上配置“T”形叶片，该“T”形叶片旋转时，可以将发酵物料上下翻动的混合均匀，不会使

物料向一端移动将物料压紧成块；混合搅拌机一(161)的搅拌轴的轴头一端固定在发酵槽

壳体(19)内壁的固定套一(181)上，其轴头另一端固定在发酵槽壳体(19)内壁的固定套二

(182)上；混合搅拌机二(162)的搅拌轴的轴头一端固定在发酵槽壳体(19)内壁的固定套三

(183)上，其轴头另一端固定在发酵槽壳体(19)内壁的固定套四(184)上；混合搅拌机一

(161)的电动减速机(15)配置在发酵槽(35)外壁支架上，混合搅拌机一(161)的搅拌轴上配

置齿轮盘一(29)，混合搅拌机二(162)的搅拌轴上配置齿轮盘二(30)，齿轮盘一(29)和齿轮

盘二(30)对齿相合；当混合搅拌机一(161)受电动减速机(15)驱动旋转时，混合搅拌机一

(161)上的齿轮盘一(29)跟着旋转，并驱动对齿相合的混合搅拌机二(162)搅拌轴上的齿轮

盘二(30)同步旋转，从而带动混合搅拌机二(162)旋转；电动减速机(15)上的电源线与控制

箱电路板(4)上的混合搅拌机控制装置的接线端子用导线连接相通；

[0061] 所述的发酵槽(35)内部配置温度探测仪(17)，该温度探测仪(17)的信号输出线与

控制箱电路板(4)上的温度控制装置的接线端子之间用导线(8)连接相通，该温度探测仪

(17)用于对发酵槽(35)内排泄物生化降解的反应温度进行监控；适宜的温度是满足排泄物

分解的重要条件，因此，本发明还在发酵槽(35)的外侧表面设置了电加热板(20)，以及配置

了控制电加热板(20)工作的温度控制装置，用于保持发酵槽(35)内部处于一预订的温度范

围，合适的温度可以使微生物保持好的生物活性，加速排泄物的生化分解；

[0062] 发酵槽(35)内配置湿度探测仪(26)，该湿度探测仪(26)的信号输出线与控制箱电

路板(4)上的湿度控制装置的接线端子之间用导线(25)连接相通，该湿度探测仪(26)用于

对发酵槽(35)内物料的水分含量、湿度进行监控，发酵中的发酵物料水分控制在50‑60％

(Wt％)，堆肥菌剂的生物活性好，有利于排泄物的快速发酵分解，因此，当发酵物料水分大

于60％(Wt％)时，通过调节温度控制装置以及电加热装置给发酵槽加热，将发酵槽内发酵

物料中的水分加热蒸发除去，使发酵物料含水率维持在50‑60％(Wt％)，当发酵物料水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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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50％(Wt％)时，将适量的水分到发酵槽中，使发酵物料水维持在50‑60％(Wt％)；

[0063] 参阅图10，所述的气体净化罐(13)，属于常规的气体净化装置，其内部配置活性

炭、分子筛、吸附树脂或碱性吸附材料，能对有害臭气进行吸附除去，这是本发明的特征之

一；

[0064] 所述的风机(11)，属于常规的污水处理中采用的抽风机；

[0065] 本发明能将适量的空气输送到发酵槽(35)内，极大地加快了排泄物的好氧生化降

解反应速度，提高了旱厕的使用性能，缩短了排泄物的处理周期；

[0066] 本发明对发酵后的有害臭气进行净化处理后再排放，保护了旱厕周围的环境不被

有害气体污染；

[0067] 通常地，发酵槽(35)内排泄物转化成有机肥料的堆肥工艺经过四个阶段：嗜温阶

段、嗜热阶段、降温阶段和腐熟阶段；1是发热阶段：堆肥中的微生物以中温性种类为主，主

要是芽孢杆菌和霉菌等嗜温菌微生物，它们启动堆肥的发酵过程，迅速分解可溶性及可降

解的混合物，并产生大量的热，不断提高堆肥温度，从20左右上升至40℃，称为中温阶段；2

是高温阶段：随着温度的提高，好热性的嗜热菌微生物逐渐取代中温性的嗜温菌种类而起

主导作用，温度持续上升，在高温阶段，好热放射线菌和好热真菌成为主要种类，它们对排

泄物进行强烈分解，热量积累，堆肥温度上升至60℃‑80℃，进入高温阶段，对人体治病的微

生物被高温灭活和杀死，风机(11)吸入的室温空气通入到发酵槽(35)中，将发酵槽(35)内

的高温降低到预先设置的发酵所需的限值温度，高温阶段时，嗜热菌微生物将蛋白质、脂

肪、淀粉、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混合物进行分解；3是降温阶段：当高温阶段持续一定时间

后，排泄物的大部分有机物被嗜热菌微生物分解，随着嗜热菌微生物碳源能量的耗尽，堆肥

温度逐渐降低，剩下了很难分解的复杂成分(如木质素)和腐殖质，当温度逐步下降至40℃

以下，中温性的嗜温菌微生物又成为优势种类，控制堆肥的后期阶段‑‑‑‑腐熟阶段，堆温下

降至稍高于气温，使有机质矿化作用减弱，以利于保肥；排泄物的堆肥发酵过程是嗜温菌‑‑

嗜热菌‑‑嗜温菌交替的新陈代谢、繁殖的过程，有机物的分解产生热量；本发明通过设置温

度控制装置、通风装置，以及通过设定搅拌的周期等，可以是本发明配置的排泄物处理装置

满足上述微生物的分解条件。

[0068] 参考图6所示的流程图，本发明的处理方法包括下列步骤：首先，在步骤A31，设置

一发酵槽(35)，用于添加原料。然后，在步骤A32，在发酵槽(35)内并列设置混合搅拌机一

(161)和混合搅拌机二(162)，每个混合搅拌机包括一搅拌轴和固定在搅拌轴上的“T”形叶

片；在步骤A34，设置一温度控制装置，用于将发酵槽(35)的温度控制在一预定的范围内，以

分解排泄物；接下来，在步骤A35，设置一计时装置，用于检测该装置处于静止状态下的时间

间隔，在步骤A37，检测该时间间隔是否等于一值？如果是，执行步骤A39，利用一控制单元驱

动该混合搅拌机搅动原料和排泄物，如果否，执行步骤A35，继续检测该时间间隔。

[0069] 参考图7所示，本发明的处理方法还包括设置传感器的步骤，在步骤A21，首先设置

一感应器二(5)，用于检测是否有使用者进入旱厕？感应器二(5)与风机(11)控制装置连接，

如果是，则执行步骤A22，启动风机控制装置，风机(11)开始运行和旋转抽风，人排便时产生

的臭气被风机(11)抽走；如果否或排便人离开，执行步骤A24，风机控制装置处于感应器二

(5)无红外线反射时的操作状态，并重新步骤A21；在步骤A11，设置一感应器一(12)，用于检

测是否有使用者进入旱厕？感应器一(12)与混合搅拌机一(161)控制装置连接，如果是，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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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步骤A12，混合搅拌机一(161)控制装置给出指令，停止混合搅拌机一(161)转动，以防

止人排便时搅拌装置伤人，遏制发酵槽(35)内的臭气从尿便入口(31)向外溢出污染环境；

如果否，执行步骤A13，维持混合搅拌机一(161)控制装置处于感应器一(12)无红外线反射

时的操作状况，并重复A11步骤；

[0070] 参照图8所示的本发明风机(11)运行的控制装置示意图，本发明的处理方法还包

括设置风机(11)运行的计时步骤，在步骤A41，设置一时间控制装置，用于控制风机(11)处

于静止状态下的时间间隔，在步骤A42，检测该时间间隔是否等于一值？如果是，执行步骤

A42，利用风机控制装置驱动风机(11)运行，风机(11)运行时，发酵槽(35)内的有害气体被

抽出，被输送到气体净化罐(13)内进行净化处理，如果否，执行步骤A41，继续检测该时间间

隔，并重复步骤A41；

[0071] 根据本发明的上述处理方法，利用温度控制装置可以使排泄物处理装置处于可调

节温度的范围为30℃‑80℃，最佳控制温度在40‑70℃，；通过本发明的上述处理装置以及处

理方法，本发明的旱厕对排泄物生化降解时间约为6‑8小时，在高温下可以在一小时内将细

菌杀死，最后发酵形成的有机肥料的时间约为1天左右，发酵产生的有害臭气被风机(11)抽

走，并经过气体净化罐(13)处理后，达标气体被排到环境；因此，本发明的一种尿便分离的

环保型旱厕，可以被广泛的应用到农户家庭、旅游景点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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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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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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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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