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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的排污构造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蹲式大小便陶

瓷器的排污构造，属于建筑设计技术领域；包括

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粪立管、尿立管、大便盖板、

小便盖板、尿液贮存罐,种植物箱；蹲式大小便陶

瓷器构造可以大便,亦可以小便,蹲位置不同,排

污物出口不同,大便蹲位排出粪便污物流入排污

粪立管,小便蹲位排出小便尿液可排入尿立管,

也可以排入尿液贮存罐,亦可以排入种植物箱,

是采用闸阀及PVC管控制尿污水排放方向；大便

盖板、小便盖板可防止其它污水溢入,蹲式大小

便陶瓷器美观大方；本实用新型一种具有蹲式大

小便陶瓷器的排污构造，可以节约水资源,污水

变为有机肥,可美化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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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的排污构造,包括蹲式大小便陶瓷器(4) ,粪立管(1) ,尿

立管(2) ,大便盖板(7) ,小便盖板(8) ,尿液贮存罐(28) ,种植物箱(27) ,其特征在于：所述蹲

式大小便陶瓷器(4)构造可以大便,亦可以小便,蹲位置不同,排污物出口不同,所述蹲式大

小便陶瓷器(4)排出粪便污物流入排污粪立管(1) ,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4)排出小便尿

液可排入尿立管(2) ,也可以排入尿液贮存罐(28) ,亦可以排入种植物箱(27) ,是采用闸阀

及PVC管控制尿污水排放方向,可节约用水,尿液可作为植物有机肥,所述大便盖板(7)、小

便盖板(8)是防人淋浴时,产生污水流入大便蹲位(5)及小便蹲位(6) ,放空闸阀(26)  是定

时清理尿液贮存罐(28)内杂物及污垢,  备用闸阀(25)用管驳接尿液贮存罐(28)及种植物

箱(27)必要时而启用,  有利阳台植物生长,  排气孔(34)是排除尿液贮存罐(28)的臭气及

加快尿液流入,  检查口(36)定时清理尿液贮存罐(28)及移动尿液罐(29)的污物,阳台下沉

板面(20)放置的尿液贮存罐(28) ,尿液贮存罐(28)用管驳接备用闸阀(25)是供尿液流入种

植物箱(27)的植物作有机肥,所述尿液贮存罐(28)用管驳接移动尿池闸阀(24)是供尿液流

入移动尿液罐(29)外用作种菜用有机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的排污构造,其特征在于：所述蹲

式大小便陶瓷器(4)排出大便与小便分开蹲位设置,可以节约水资源,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

器(4)包括大便蹲位(5) ,小便蹲位(6) ,陶瓷有孔空心球(30) ,所述大便蹲位(5)排出污物用

PVC塑料管驳接排污粪立管(1) ,所述小便蹲位(6)排出尿液流进陶瓷有孔空心球(30)过滤

后,  尿液从蹲式小便出水口孔(31)流入PVC水平管(13) ,  所述PVC水平管(13)穿过预埋梁

上套管(14)的尿液流出生活阳台下沉板面(20)驳接PVC四通配件(10) ,所述PVC四通配件

(10)用PVC管驳接尿管闸阀(21) ,所述尿管闸阀(21)用PVC管驳接尿立管(2) ,  所述PVC四通

配件(10)用PVC管驳接尿池闸阀(23) ,所述尿池闸阀(23)用PVC管驳接尿液贮存罐(28) ,所

述尿液贮存罐(28)用PVC管驳接移动尿池闸阀(24) ,  所述移动尿池闸阀(24)用PVC管驳接

移动尿液罐(29) ,所述PVC四通配件(10)用PVC管驳接花池闸阀(22) ,所述花池闸阀(22)用

PVC管驳接种植物箱(27)内放置开孔塑料管,  关闭花池闸阀(22)、关闭尿池闸阀(23) ,打开

尿管闸阀(21) ,蹲式大小便陶瓷器(4) 的小便蹲位(6)排出尿液沿着PVC水平管(13)流入尿

立管(2) ,关闭尿管闸阀(21)、关闭尿池闸阀(23) ,打开花池闸阀(22) ,  蹲式大小便陶瓷器

(4)的小便蹲位(6)排出尿液沿着PVC水平管(13)流入种植物箱(27) ,作为植物有机肥,关闭

尿管闸阀(21)、关闭花池闸阀(22) ,打开尿池闸阀(23) ,蹲式大小便陶瓷器(4)的小便蹲位

(6)排出尿液沿着PVC水平管(13)流入尿液贮存罐(28) ,作为贮存有机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的排污构造,  其特征在于：所述

蹲式大小便陶瓷器(4)的大便蹲位(5)、小便蹲位(6) ,均设有大便盖板(7)、小便盖板(8)防

止污水流入及美观大方,  大便升降盖板由大便开关按钮(11)、不锈钢条(32)  、螺丝(33)、

盖板开合电机(9)、大便盖板(7)组成,  小便升降盖板由小便开关按钮(12)、不锈钢条(32)、

螺丝(33)、盖板开合电机(9)、小便盖板(8)组成,  欲大便时,按下大便开关按钮(11) ,大便

盖板(7)升起,进行大便,  大便完毕后,按下大便水箱(15)冲洗粪便污物干净后,再按大便

开关按钮(11) ,大便盖板(7)慢慢下落至大便蹲位(5) ,  欲小便时,按下小便开关按钮(12) ,

小便盖板(8)升起,进行小便,  小便完毕后,按下小便水箱(16)冲洗小便污垢干净后,  再按

小便开关按钮(12) ,小便盖板(8)慢慢下落至小便蹲位(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的排污构造,其特征在于：所述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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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大小便陶瓷器(4)大便出口与小便出口不同,收集污水方式不同,  尿污液可作有机肥,所

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4)的大便蹲位(5)、小便蹲位(6)一体烧注成型,所占卫生间面积小,

美观大方,卫生间完成楼面(18)污水主要是洗手盆、淋浴污水或洗衣机污水流入淋浴污水

地漏(17) ,用PVC塑料管驳接污水立管(3)向下排入市政管道,阳台下沉板面(20)的板底与

阳台封口梁底持平,有利于增大尿液贮存罐(28)、移动尿液罐(29)容积,很好利用尿液污水

作有机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的排污构造,其特征在于：所述蹲

式大小便陶瓷器(4)构造把大便污物与小便尿液分开排污,设计有大便蹲位(5)、小便蹲位

(6)的不同蹲位设置,制成模后煅烧一起成型,在卫生间占面积少,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

(4)小便蹲位(6)排出污水出口,可以有不同方向,前后左右均可,小便蹲位(6)设置存水弯,

防止尿液臭气散发在卫生间内, 设有陶瓷有孔空心球(30) ,严禁在此位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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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的排污构造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生活中住宅及办公楼卫生间建筑设计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具有

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的排污构造。

背景技术

[0002] 现城市和农村居民生活产生污水，有些是我们建筑设计标准层卫生间粪、尿合一，

没有分开设置造成，浪费水资源，大便与小便没分开设计，合管排污，大便器与小便器排出

污物污水混合排入市政管道，再到污水处理厂，大便有机物没有很好利用作植物有机肥，小

便器排出尿液也可没作植物有机肥。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的排污构造，有效减少污

水污染环境的优点，改善城市形象，可美化城市环境。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具有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的

排污构造,包括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粪立管,尿立管,大便盖板,小便盖板,尿液贮存罐,种植

物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构造可以大便,亦可以小便,蹲位置不同,排污物

出口不同,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排出粪便污物流入排污粪立管,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

排出小便尿液可排入尿立管,也可以排入尿液贮存罐,亦可以排入种植物箱,是采用闸阀及

PVC管控制尿污水排放方向,  可节约用水,尿液可作为植物有机肥,所述大便盖板、小便盖

板是防人淋浴时,产生污水流入大便蹲位及小便蹲位,  蹲便器完成面比卫生间完成楼面高

几厘米,  放空闸阀是定时清理尿液贮存罐内杂物及污垢,  备用闸阀用管驳接尿液贮存罐

及种植物箱必要时而启用,  有利阳台植物生长,  排气孔是排除尿液贮存罐的臭气及加快

尿液流入,  检查口定时清理尿液贮存罐及移动尿液罐的污物,  阳台下沉板面放置的尿液

贮存罐,尿液贮存罐用管驳接备用闸阀是供尿液流入种植物箱的植物作有机肥,所述尿液

贮存罐用管驳接移动尿池闸阀是供尿液流入移动尿液罐外用作种菜用有机肥。

[0005] 进一步的,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排出大便与小便分开蹲位设置,可以节约水资

源,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包括大便蹲位,小便蹲位,陶瓷有孔空心球,所述大便蹲位排出

污物用PVC塑料管驳接排污粪立管,所述小便蹲位排出尿液流进陶瓷有孔空心球过滤后,尿

液从蹲式小便出水口孔流入PVC水平管,所述PVC水平管穿过预埋梁上套管的尿液流出生活

阳台下沉板面驳接PVC四通配件,所述PVC四通配件用PVC管驳接尿管闸阀,所述尿管闸阀用

PVC管驳接尿立管,所述PVC四通配件用PVC管驳接尿池闸阀,所述尿池闸阀用PVC管驳接尿

液贮存罐,所述尿液贮存罐用PVC管驳接移动尿池闸阀,所述移动尿池闸阀用PVC管驳接移

动尿液罐,所述PVC四通配件用PVC管驳接花池闸阀,所述花池闸阀用PVC管驳接种植物箱内

放置开孔塑料管,  关闭花池闸阀、关闭尿池闸阀,打开尿管闸阀,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的小便

蹲位排出尿液沿着PVC水平管流入尿立管,  关闭尿管闸阀、关闭尿池闸阀,打开花池闸阀,

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的小便蹲位排出尿液沿着PVC水平管流入种植物箱,作为植物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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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尿管闸阀、关闭花池闸阀,打开尿池闸阀,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的小便蹲位排出尿液沿着

PVC水平管流入尿液贮存罐,作为贮存有机肥。

[0006] 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的大便蹲位、小便蹲位,均设有大便盖板、小便盖板防止其

它污水流入及美观大方,  大便升降盖板由大便开关按钮、不锈钢条、螺丝、盖板开合电机、

大便盖板组成,  小便升降盖板由小便开关按钮、不锈钢条、螺丝、盖板开合电机、小便盖板

组成,  欲大便时,按下大便开关按钮,大便盖板升起,进行大便,  大便完毕后,按下大便水

箱冲洗粪便污物干净后,再按大便开关按钮,大便盖板慢慢下落至大便蹲位,  欲小便时,按

下小便开关按钮,小便盖板升起,  进行小便,  小便完毕后,  按下小便水箱冲洗小便污垢干

净后, 再按小便开关按钮,小便盖板慢慢下落至小便蹲位。

[0007] 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大便出口与小便出口不同,收集污水方式不同,  尿污液可

作有机肥,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的大便蹲位、小便蹲位一体烧注成型,所占卫生间面积

小,美观大方,所述卫生间完成楼面污水主要是洗手盆、淋浴污水或洗衣机污水流入淋浴污

水地漏,用PVC塑料管驳接污水立管向下排入市政管道,阳台下沉板面的板底与阳台封口梁

底持平,  有利于增大尿液贮存罐、移动尿液罐容积,很好利用尿液污水作有机肥,所述排气

孔驳接排气管向天面层排放。

[0008] 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构造把大便污物与小便尿液分开排污,设计有大便蹲位、

小便蹲位的不同蹲位设置,制成模后煅烧一起成型,在卫生间占面积少,所述蹲式大小便陶

瓷器小便蹲位排出污水出口,可以有不同方向,前后左右均可,小便蹲位设置存水弯,防止

尿液臭气散发在卫生间内,设有陶瓷有孔空心球,严禁在此位大便。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0] 1、本实用新型一种具有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的排污构造，人大便拉出粪便、小便排

出的尿液,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利用为有机肥,不作为污水处理,减少污水处理费用,美

化城市环境,小便后减少水冲洗,  可以节约水资源,蹲式大小便陶瓷器排出小便尿液可排

入尿立管,也可以排入阳台尿液贮存罐,亦可以排入阳台种植物箱,采用闸阀及PVC管控制

尿污水排走方向,尿液可作为植物有机肥,大便盖板、小便盖板是防人淋浴时,产生污水流

入大便蹲位及小便蹲位,  尿液贮存罐用管驳接移动尿池闸阀,是供尿液流入移动尿液罐外

用作种菜用有机肥。

附图说明

[0011] 图1卫生间蹲式大小便陶瓷器、阳台尿液收集罐及种植物箱平面图

[0012] 图2卫生间蹲式大小便陶瓷器、阳台尿液收集罐及种植物箱A‑A剖面图

[0013] 图3卫生间蹲式大小便陶瓷器B‑B剖面图

[0014] 图4卫生间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的小便蹲位F‑F剖面图

[0015] 图5卫生间下放盖板蹲式大小便陶瓷器、阳台尿液收集罐及种植物箱平面图

[0016] 图6卫生间下放盖板蹲式大小便陶瓷器C‑C剖面图

[0017] 图7卫生间小便位有盖板、大便位无盖板蹲便器、阳台尿液收集罐及种植物箱平面

图

[0018] 图8卫生间小便位有盖板、大便位无盖板蹲便器D‑D剖面图

[0019] 图9卫生间大便位有盖板、小便位无盖板蹲便器、阳台尿液收集罐及种植物箱平面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216810149 U

5



图

[0020] 图10卫生间大便位有盖板、小便位无盖板蹲便器E‑E剖面图

[0021] 图11蹲式大小便陶瓷器平面大样

[0022] 图12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立面大样

[0023] 图13蹲式大小便陶瓷器1‑1剖面大样

[0024] 图14蹲式大小便陶瓷器2‑2剖面大样

[0025] 图中：1、粪立管；2、尿立管；3、污水立管；4、蹲式大小便陶瓷器；5、大便器；6、小便

器；7、大便盖板；8、小便盖板；9、盖板开合电机；10、PVC四通配件；11、大便开关按钮；12、小

便开关按钮；13、PVC水平管；14、预埋梁上套管；15、大便水箱；16、小便水箱；17、污水地漏；

18、卫生间完成楼面；19、蹲便器完成面；20、阳台下沉板面；21、尿管闸阀；22、花池闸阀；23、

尿池闸阀；24、移动尿池闸阀；25、备用闸阀；26、放空闸阀；27、种植物箱；28、尿液贮存罐；

29、移动尿液罐；30、陶瓷有孔空心球；31、蹲式小便出水口孔；32、不锈钢条；33、螺丝；34、排

气孔；35、排气管；36、检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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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 请参阅图1‑14，一种具有蹲式大小便陶瓷器的排污构造,  包括蹲式大小便陶瓷器

4,  粪立管1,  尿立管2,  大便盖板7,小便盖板8,尿液贮存罐28,种植物箱27,其特征在于：

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4构造可以大便,亦可以小便,蹲位置不同,排污物出口不同,所述蹲

式大小便陶瓷器4排出粪便污物流入排污粪立管1,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4排出小便尿液

可排入尿立管2,也可以排入尿液贮存罐28,亦可以排入种植物箱27,是采用闸阀及PVC管控

制尿污水排放方向,可节约用水,尿液可作为植物有机肥,所述大便盖板7、小便盖板8是防

人淋浴时,产生污水流入大便蹲位5及小便蹲位6,  蹲便器完成面19比卫生间完成楼面18高

几厘米,  放空闸阀26是定时清理尿液贮存罐28内杂物及污垢,  备用闸阀25用管驳接尿液

贮存罐28及种植物箱27必要时而启用,  有利阳台植物生长,  排气孔34是排除尿液贮存罐

28的臭气及加快尿液流入,  检查口36定时清理尿液贮存罐28及移动尿液罐29的污物,阳台

下沉板面20放置的尿液贮存罐28,尿液贮存罐28用管驳接备用闸阀25是供尿液流入种植物

箱27的植物作有机肥,  所述尿液贮存罐28用管驳接移动尿池闸阀24是供尿液流入移动尿

液罐29外用作种菜用有机肥。

[0028] 进一步的,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4排出大便与小便分开蹲位设置,可以节约水资

源,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4包括大便蹲位5,小便蹲位6,陶瓷有孔空心球30,所述大便蹲位

5排出污物用PVC塑料管驳接排污粪立管1,所述小便蹲位6排出尿液流进陶瓷有孔空心球30

过滤后,尿液从蹲式小便出水口孔31流入PVC水平管13,所述PVC水平管13穿过预埋梁上套

管14的尿液流出生活阳台下沉板面20驳接PVC四通配件10,所述PVC四通配件10用PVC管驳

接尿管闸阀21,所述尿管闸阀21用PVC管驳接尿立管2,所述PVC四通配件10用PVC管驳接尿

池闸阀23,所述尿池闸阀23用PVC管驳接尿液贮存罐28,所述尿液贮存罐28用PVC管驳接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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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尿池闸阀24,所述移动尿池闸阀24用PVC管驳接移动尿液罐29,所述PVC四通配件10用PVC

管驳接花池闸阀22,所述花池闸阀22用PVC管驳接种植物箱27内放置开孔塑料管,  关闭花

池闸阀22、关闭尿池闸阀23,打开尿管闸阀21,蹲式大小便陶瓷器4的小便蹲位6排出尿液沿

着PVC水平管13流入尿立管2,  关闭尿管闸阀21、关闭尿池闸阀23,打开花池闸阀22,蹲式大

小便陶瓷器4的小便蹲位6排出尿液沿着PVC水平管13流入种植物箱27,作为植物有机肥, 

关闭尿管闸阀21、关闭花池闸阀22,打开尿池闸阀23,蹲式大小便陶瓷器4的小便蹲位6排出

尿液沿着PVC水平管13流入尿液贮存罐28,作为贮存有机肥。

[0029] 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4的大便蹲位5、小便蹲位6,均设有大便盖板7、小便盖板8

防止其它污水流入及美观大方,  大便升降盖板由大便开关按钮11、不锈钢条32、螺丝(33)、

盖板开合电机9、大便盖板7组成,  小便升降盖板由小便开关按钮12、不锈钢条32、螺丝33、

盖板开合电机9、小便盖板8组成,  欲大便时,按下大便开关按钮11,大便盖板7升起,进行大

便,  大便完毕后,按下大便水箱15冲洗粪便污物干净后,再按大便开关按钮11,大便盖板7

慢慢下落至大便蹲位5,  欲小便时,按下小便开关按钮12,小便盖板8升起,进行小便,  小便

完毕后,按下小便水箱16冲洗小便污垢干净后,再按小便开关按钮12,小便盖板8慢慢下落

至小便蹲位6。

[0030] 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4大便出口与小便出口不同,收集污水方式不同,  尿污液

可作有机肥,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4的大便蹲位5、小便蹲位6一体烧注成型,所占卫生间

面积小,美观大方,所述卫生间完成楼面18污水主要是洗手盆、淋浴污水或洗衣机污水流入

淋浴污水地漏17,用PVC塑料管驳接污水立管3向下排入市政管道,阳台下沉板面20 的板底

与阳台封口梁底持平,有利于增大尿液贮存罐28、移动尿液罐29容积,很好利用尿液污水作

有机肥,所述排气孔34驳接排气管35向天面层排放。

[0031] 所述蹲式大小便陶瓷器4构造把大便污物与小便尿液分开排污,设计有大便蹲位

5、小便蹲位6的不同蹲位设置,制成模后煅烧一起成型,在卫生间占面积少,所述蹲式大小

便陶瓷器4小便蹲位6排出污水出口,可以有不同方向,前后左右均可,小便蹲位6设置存水

弯,防止尿液臭气散发在卫生间内, 设有陶瓷有孔空心球30,严禁在此位大便。

[0032] 具体流程如下：若欲大便时,则按下大便开关按钮11,大便盖板7升起,进行大便,

若欲小便时,则按下小便开关按钮12,小便盖板8升起,进行小便,若欲选择尿污水进入尿立

管2,  供市政绿化或流入玻璃钢污水池，则关闭花池闸阀22、关闭尿池闸阀23,打开尿管闸

阀21,小便蹲位6排出尿液沿着PVC水平管13流入尿立管2,  若欲选择尿污水进入种植物箱

27,则关闭尿管闸阀21、关闭尿池闸阀23,打开花池闸阀22,小便蹲位6排出尿液沿着PVC水

平管13流入种植物箱27,  若欲选择尿污水进入尿液贮存罐28,则关闭尿管闸阀21、关闭花

池闸阀22,打开尿池闸阀23,小便蹲位6排出尿液沿着PVC水平管13流入尿液贮存罐28,作为

贮存有机肥。

[0033]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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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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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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