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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智能环保厕所用的污物分离

干燥处理系统，包括：一与智能环保厕所连接的

真空排污系统连接用以收集智能环保厕所所排

出的粪便的收集箱、一离心分离干燥器、一热交

换器、一水汽分离器、一射流混合器、一光触媒装

置、一加热装置。加热装置产生高温气体送入离

心分离干燥器中一方面对离心分离干燥器200内

的粪便污水进行高温杀菌，另一方面又对离心分

离干燥器200内的固体进行烘干，形成干粉排出。

本发明的智能环保厕所用的污物分离干燥处理

系统处理量大，且在固液分离时，对污物进行高

温杀菌，使得污水能够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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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环保厕所用的污物分离干燥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与智能环保厕所连接的真空排污系统连接用以收集智能环保厕所所排出的粪便的

收集箱；所述收集箱还具有一污物排出口、排气口、第一污物循环接口和第二污物循环接

口；

一离心分离干燥器，所述离心分离干燥器上设置有一污物入口、一高温气体入口、一干

粉出口和一废液出口，所述离心分离干燥器上的污物入口通过管道、排污阀组、污水泵与所

述收集箱上的污物排出口连接；所述干粉出口通过管道连接一干粉收集器；

一热交换器，所述热交换器上具有第一介质入口、第一介质出口、第二介质入口、第二

介质出口，所述热交换器上的第一介质入口通过管道与所述离心分离干燥器的废液出口连

接，所述热交换器上的第二介质入口与所述收集箱的第一污物循环接口连接，所述热交换

器上的第二介质出口与所述收集箱的第二污物循环接口连接；

一水汽分离器，所述水汽分离器上具有一污水入口、一气体出口和一污水出口，所述水

汽分离器上的污水入口通过管道与所述热交换器上的第一介质出口连接，所述水汽分离器

上的污水出口通过排污阀和管道连接水处理装置；

一射流混合器，所述射流混合器上具有一气体入口、气体出口和一空气入口，所述射流

混合器上的气体入口通过管道与所述水汽分离器上的气体出口连接，所述射流混合器上的

空气入口通过空气控制阀组与一空气过滤器连接；所述空气过滤器上具有一空气入口，所

述空气入口通过管道连接一空压机；

一光触媒装置，所述光触媒装置上设有一气体入口和一气体出口，所述光触媒装置上

的气体入口通过管道与所述射流混合器上的气体出口连接；

一加热装置，所述加热装置具有一高温气体出口和一冷风进口，所述加热装置上的冷

风进口通过管道和一风机与所述光触媒装置上的气体出口连接；所述加热装置上的高温气

体出口通过管道与所述离心分离干燥器上的高温气体入口连接；

所述排污阀组包括并联的压力控制排污阀和手动排污阀，其中压力控制排污阀受离心

分离干燥器内的压力控制；

所述空气控制阀组包括并联的电磁阀和手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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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环保厕所用的污物分离干燥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智能环保厕所用的污物分离干燥

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防止粪便污水对环境的污染，粪便污水一般被集中后采用物理法进行预处

理，即采用机械设备将粪便污水中的固形物和水分离，分离出的固形物可以直接填埋，或者

经无害化处理后用作园林绿化有机肥料，分离出来的污水则排入市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

理。

[0003] 目前，粪便污水的预处理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0004] 第一种处理方式是使用粗格栅或者类似的简单设备对粪便污水进行固液分离，然

后排入城市市政污水中。这种方法简单，但该处理方式只能将粪便污水中少量的杂物分离

出来，且分离出来的杂物上会附着大量的粪便，后续处理仍然存在污染物浓度高，固形物浓

度也高的问题。

[0005] 第二种处理方式是先对粪便污水中的固体杂质进行粉碎处理，然后通过螺旋输送

器进行固液分离。由于经过了粉碎，分离出来的杂质经压榨后含水率可以降低，有机物成分

也可以减少，可以直接进行填埋处理。但该处理方式需要的设备组成复杂、体积较大，不适

合配套小型污水处理设备应用。

[0006] 第三种处理方式是对粪便污水进行固液分离、除砂、脱水后排入污水处理厂。该处

理方式未对粪便污水中的杂质进行粉碎，系统的格栅设备容易发生堵塞，而且整套处理系

统结构更为复杂、体积更大、造价高且运行费用昂贵。

[0007] 目前，飞机、高铁和动车等交通工具普遍采用真空集便技术收集粪便污水。这类粪

便污水具有污染物浓度高、固形物浓度高的特点，直接采用小型污水处理设备处理此类污

水的处理难度比较大。不仅污水处理效果不理想，难以实现达标排放，而且经常发生污泥堵

塞造成设备停机。

[0008] 申请公开号为CN103526825A(申请号为201310464983.X)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新

型吸粪车》，以及申请公开号为CN104829013A(申请号201510288094.1)的中国发明专利申

请《移动式化粪池污物智能化处理系统》，其中公开的方案均采用离心滚筒对吸入的污物进

行固液分离，经过该处理过程，固体污物留在离心滚筒，则离心滚筒的后续处理非常麻烦，

处理后通常还需要喷淋装置进行喷淋清洗。一方面固体污物的处理过程较为复杂，另一方

面不适合在采用真空集便技术的智能环保厕所中使用。

[0009] 为此,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号CN105174631A公开的一种粪便污水固液分离器，

其包括固液分离装置，与固液分离相连接的进料管、出渣装置和抽水装置，以及用于控制固

液分离装置、进料管、出渣装置和抽水装置工作的控制装置。固液分离装置包括一箱体、设

置在所述箱体内且能够转动的筛网转鼓，筛网转鼓内承载有具有微生物菌群的生物填料，

箱体内具有用于收集粪便污水的存液区，该存液区位于筛网转鼓的下方。该粪便污水固液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7417065 B

3



分离器能够有效截留并降解粪便固形物，方便粪便固形物的后续处理，该粪便污水固液分

离器适用于小型化设备上。

[0010] 上述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号CN105174631A公开的一种粪便污水固液分离器，为

了防止物料粘附在筛网转鼓上的过滤网网上，所述箱体内还设置有一喷气装置，所述喷气

装置位于所述筛网转鼓的上方以方便疏通筛网转鼓上的筛网孔。

[0011] 为了实现箱体内气体的清洁排放，所述箱体的顶部开设有一出气孔，所述出气孔

处设置有一气体滤清器。筛网转鼓上开设有一供检修筛网转鼓和向筛网转鼓内填充生物填

料的检修孔，所述检修孔上覆盖设置有一盖板。固液分离装置还包括一用于驱动所述筛网

转鼓转动的驱动装置，所述驱动装置包括设置在所述箱体外的驱动电机、连接在所述驱动

电机驱动轴上的驱动齿轮、以及连接在所述筛网转鼓一侧的从动齿轮，所述驱动电机驱动

轴伸至箱体内，所述驱动齿轮和所述从动齿轮位于所述箱体内且能啮合传动。为了方便将

粪便污水分洒在生物填料上，所述进料管的出口端伸至所述筛网转鼓内，所述进料管的出

口连接一向上弯曲的弯管，所述弯管出口的上方设置有一挡流板。所述出渣装置包括螺旋

出渣器以及与所述螺旋出渣器相连通的收渣槽，所述螺旋出渣器的主体设置在所述箱体

外，所述螺旋出渣器的进渣管通至所述筛网转鼓内，所述螺旋出渣器的出渣管通至所述收

渣槽内。所述抽水装置包括抽水泵以及与所述抽水泵相连接的抽水管和出水管，所述抽水

泵设置在所述箱体外，所述抽水管通至所述存液区内。所述存液区内设置有液位检测装置，

所述液位检测装置和所述抽水泵均与所述控制装置相连接，所述控制装置能够根据所述液

位检测装置检测的液位数据控制所述抽水泵的启停。所述液位检测装置包括至少两个液位

传感器，不同的液位传感器设置在所述存液区不同的高度位置上。

[0012] 上述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号CN105174631A公开的一种粪便污水固液分离器分

离效率低下，不适合粪便量大的智能环保厕所使用，同时上述技术在对粪便污水进行固液

分离时，均没有对粪便污水进行杀菌消毒处理，造成污水无法回用。

发明内容

[001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粪便无害化处理过程中所使用的固液

分离装置所存在的诸多技术问题而提供一种粪便处理量大且能够在分离过程对粪便进行

高温杀菌消毒，使得分离的污水经过处理后能够及时回用的智能环保厕所用的污物分离干

燥处理系统。

[001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可以通过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15] 智能环保厕所用的污物分离干燥处理系统，包括：

[0016] 一与智能环保厕所连接的真空排污系统连接用以收集智能环保厕所所排出的粪

便的收集箱；所述收集箱还具有一污物排出口、排气口、第一污物循环接口和第二污物循环

接口；

[0017] 一离心分离干燥器，所述离心分离干燥器上设置有一污物入口、一高温气体入口、

一干粉出口和一废液出口，所述离心分离干燥器上的污物入口通过管道、排污阀组、污水泵

与所述收集箱上的污物排出口连接；所述干粉出口通过管道连接一干粉收集器；

[0018] 一热交换器，所述热交换器上具有第一介质入口、第一介质出口、第二介质入口、

第二介质出口，所述热交换器上的第一介质入口通过管道与所述离心分离干燥器的废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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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连接，所述热交换器上的第二介质入口与所述收集箱的第一污物循环接口连接，所述热

交换器上的第二介质出口与所述收集箱的第二污物循环接口连接；

[0019] 一水汽分离器，所述水汽分离器上具有一污水入口、一气体出口和一污水出口，所

述水汽分离器上的污水入口通过管道与所述热交换器上的第一介质出口连接，所述水汽分

离器上的污水出口通过排污阀和管道连接水处理装置；

[0020] 一射流混合器，所述射流混合器上具有一气体入口、气体出口和一空气入口，所述

射流混合器上的气体入口通过管道与所述水汽分离器上的气体出口连接，所述射流混合器

上的空气入口通过空气控制阀组与一空气过滤器连接；所述空气过滤器上具有一空气入

口，所述空气入口通过管道连接一空压机；

[0021] 一光触媒装置，所述光触媒装置上设有一气体入口和一气体出口，所述所述光触

媒装置上的气体入口通过管道与所述射流混合器上的气体出口连接；

[0022] 一加热装置，所述加热装置具有一高温气体出口和一冷风进口，所述加热装置上

的冷风进口通过管道和一风机与所述光触媒装置上的气体出口连接；所述加热装置上的高

温气体出口通过管道与所述离心分离干燥器上的高温气体入口连接。

[0023]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排污阀组包括并联的压力控制排污阀和手动

排污阀，其中压力控制排污阀受离心分离干燥器内的压力控制。

[0024]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空气控制阀组包括并联的电磁阀和手动阀。

[0025] 由于采用了如上的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智能环保厕所用的污物分离干燥处理系统

处理量大，且在固液分离时，对污物进行高温杀菌，使得污水能够回用。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智能环保厕所用的污物分离干燥处理系统的原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参见图1，图中给出的智能环保厕所用的污物分离干燥处理系统，包括一与智能环

保厕所连接的真空排污系统连接用以收集智能环保厕所所排出的粪便的收集箱100；该收

集箱100还具有一污物排出口110、排气口120、第一污物循环接口130和第二污物循环接口

140。

[0028] 该智能环保厕所用的污物分离干燥处理系统还包括离心分离干燥器200、热交换

器300、水汽分离器400、射流混合器500、光触媒装置600、加热装置700。

[0029] 该离心分离干燥器200上设置有污物入口210、高温气体入口220、干粉出口230和

废液出口240，离心分离干燥器200上的污物入口210通过管道、排污阀组、污水泵P2与收集

箱100上的污物排出口110连接；干粉出口230通过管道连接一干粉收集器(图中未示出)；排

污阀组包括并联的压力控制排污阀250和手动排污阀260，其中压力控制排污阀250受离心

分离干燥器200内的压力控制。

[0030] 热交换器300上具有第一介质入口310、第一介质出口320、第二介质入口330、第二

介质出口340，热交换器300上的第一介质入口310通过管道与离心分离干燥器200的废液出

口240连接，热交换器300上的第二介质入口330与收集箱的第一污物循环接口130连接，热

交换器300上的第二介质出口340与收集箱100的第二污物循环接口140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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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水汽分离器400上具有一水入口410、一气体出口420和一水出口430，水汽分离器

400上的水入口410通过管道与热交换器300上的第一介质出口320连接，水汽分离器400上

的水出口410通过排水阀440和管道连接水处理装置(图中未示出)；

[0032] 射流混合器500上具有一气体入口510、气体出口520和一空气入口530，射流混合

器500上的气体入口510通过管道与水汽分离器400上的气体出口420连

[0033] 接，射流混合器500上的空气入口510通过空气控制阀组与一空气过滤器800连接；

空气过滤器800上具有一空气入口810，空气入口810通过管道连接一空压机(图中未示出)。

空气控制阀组包括并联的电磁阀540和手动阀550。

[0034] 光触媒装置600上设有一气体入口610和一气体出口620，光触媒装置600上的气体

入口610通过管道与射流混合器500上的气体出口520连接。

[0035] 加热装置700具有一高温气体出口710和一冷风进口720，加热装置700上的冷风进

口720通过管道和一风机900与光触媒装置600上的气体出口620连接；加热装置700上的高

温气体出口710通过管道与离心分离干燥器200上的高温气体入口220连接。

[003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如下：

[0037] 收集箱100内的粪便污水通过污水泵及排污阀组排入离心分离干燥器200内进行

固液分离，离心分离干燥器200在离心分离过程中，由高温气体入口220吹入的高温气体例

如蒸汽一方面对离心分离干燥器200内的粪便污水进行高温杀菌，另一方面又对离心分离

干燥器200内的固体进行烘干，形成干粉排出。离心分离干燥器200分离出的水进入热交换

器300中，与由收集箱100送过来的粪便污水进行热交换降温，降温后的送入水汽分离器400

中进行水汽分离，分离后的水通过排水阀440排入水处理装置中进一步处理。分离出的气体

通过射流混合器500与空气混合后，送入光触媒装置600中进行杀菌，杀菌后的气体通过风

机900送入加热装置700中加热成高温气体，加热的高温气体送入离心分离干燥器内。

[0038] 本发明的智能环保厕所用的污物分离干燥处理系统处理量大，且在固液分离时，

对污物进行高温杀菌，使得污水能够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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