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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农村卫生厕所用罐

式化粪池，包括卧式的柱形罐体，罐体的上部两

端分别设有进粪口和流出口，进粪口沿罐体的径

向竖直向上开设，进粪口通过进粪管与便器连

接，流出口沿罐体的轴向水平开设，用于流出粪

污或通过联通管连接下一级化粪池。通过将进粪

口由侧位改为竖直向上开设，杜绝了罐体与管道

连接处存在严重渗漏的问题，大大消除了管道承

受的竖向土压力；同时能够避免管道连接处形成

下弯角，从而避免因沉积粪污而堵塞管道。罐体

上设置环形筋，提高了化粪池的抗压能力与环刚

度；罐体采用滚塑一体成型工艺制作，无压成型，

边缘强度好，抗压强度高，耐酸碱、耐腐蚀、可深

埋，适用于西北寒旱地区湿陷性黄土地质的农村

改厕用化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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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村卫生厕所用罐式化粪池，包括卧式的柱形罐体，所述罐体的上部两端分别

设有进粪口和流出口，其特征在于：所述进粪口（2）沿罐体的径向竖直向上开设，进粪口（2）

通过进粪管（4）与便器连接；流出口（3）沿罐体的轴向水平开设，流出口（3）用于流出粪污或

通过联通管（5）连接下一级化粪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村卫生厕所用罐式化粪池，其特征在于：所述进粪管（4）和

进粪口（2）采用内塞直插式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村卫生厕所用罐式化粪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罐体（1）的内

壁均匀分布有若干环形凹槽（8），环形凹槽（8）向外凸出，并在罐体（1）外壁形成均匀的环形

筋（1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农村卫生厕所用罐式化粪池，所述环形筋（10）的凸面壁厚的

最厚点≥7.0mm，与环形筋（10）相邻的凹面壁厚的最薄点≥2.0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村卫生厕所用罐式化粪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罐体（1）内腔

通过设置的纵向隔板（11）分隔为两格或三格，隔板（11）上连接有联通各格的连接管（1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村卫生厕所用罐式化粪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罐体（1）的顶

部设有清掏口（13），清掏口（13）上连接有保温管（6），保温管（6）向下与罐体（1）竖直联通，

保温管（6）顶部密封，其侧位连接有排气管（7）。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农村卫生厕所用罐式化粪池，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管（6）的

垂直长度大于等于化粪池埋设的冻土层厚度。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村卫生厕所用罐式化粪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罐体（1）采用

滚塑一体成型工艺制作。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村卫生厕所用罐式化粪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罐体（1）通过

联通管（5）可组装成罐瓮多级化粪池。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村卫生厕所用罐式化粪池，其特征在于：所述罐体（1）两端

设有若干加强筋（14），罐体（1）的底部两侧设有底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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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村卫生厕所用罐式化粪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生活污水处理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化粪池，具体指一种适用于农

村厕改计划的罐式化粪池。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增长，农村生活条件日渐提高，农村传统厕所多为露天蹲坑

式的旱厕，脏、臭，蚊虫多、易传播疾病；不能冲洗，尤其是下雨时，易被雨水冲流而进入河沟

水泊污染地下水，严重影响环境卫生，且存在很大的不安全因素。据统计，我国农村地区80%

的传染病是由厕所粪便污染和饮水不卫生所引起，其中与粪便有关的传染病高达30多种。

广泛实施农村改厕计划能有效降低农村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发病率，提高农村居民的

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然而，农村改厕的核心是“改”什么呢，改的是将原来旱厕的土坑换为

不渗不漏的化粪池，从而杜绝粪污跑、渗、漏，解决传统旱厕脏、臭，蚊虫多、易传播疾病，严

重污染环境卫生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化粪池适合各地农村改厕之需，特别是我国北方寒

旱地区的湿陷性黄土地质呢。

[0003] 目前，用于农村厕所的化粪池存在结构设计不合理的问题。首先，现行采用注塑两

半拼接工艺制作，池体为上下分体，在连接缝处垫一层胶条或胶水涂抹后，用螺丝螺帽连接

固定，存在安装不到位、地形下陷、螺丝生锈等情况，易造成池体渗漏。其次，化粪池池体与

管道连接口均为侧位横向设置，池体与管道连接处不但存在严重的渗漏隐患，脏、臭，污染

环境卫生，且存在污染地下水的风险；而且管道与池体连接处承受较大的竖向土压力，会大

大影响管道的使用寿命。再次，管道侧位连接会形成下弯角，易沉积粪污、堵塞管道、冬季易

冻结，还会影响正常清掏、增加施工量等问题。而且，现有化粪池的强度不够，承载抗压性能

差，当掩埋在冻土层以下时易出现凹陷、变形、开裂等问题。并且，池体的外形占地面积大，

使开挖、填埋土方量大，存在内部容积利用率不高等问题。最后，我国北方地区冬季时间长、

气候寒冷，环境温度低。当厕所室内温度在零度以下时，易使便器以及管道内滞留的粪水冻

结；甚至可能使化粪池、进粪管冻结，不但影响厕所的正常使用，而且会影响粪便的分层、发

酵效果。因此，亟需对现有化粪池的结构进行创新，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农村卫生厕所用罐式化粪池，能够有

效解决现有化粪池易渗漏，脏、臭，污染环境卫生，易沉积、堵塞，以及低温易冻结等因结构

不合理而存在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农村卫生厕所用罐式化粪池，包括卧式的柱形罐体，所述罐体的上部两端分

别设有进粪口和流出口，所述进粪口沿罐体的径向竖直向上开设，进粪口通过进粪管与便

器连接；流出口沿罐体的轴向水平开设，流出口用于流出粪污或通过联通管连接下一级化

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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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地，所述进粪管和进粪口采用内塞直插式连接。

[0008] 优选地，所述罐体的内壁均匀分布有若干环形凹槽，环形凹槽向外凸出并在罐体

外壁形成均匀的环形筋。

[0009] 优选地，所述环形筋的凸面壁厚的最厚点≥7.0mm，与环形筋相邻的凹面壁厚的最

薄点≥2.0mm。

[0010] 优选地，所述罐体内腔通过设置的纵向隔板分隔为两格或三格，隔板上连接有联

通各格的连接管。

[0011] 优选地，所述罐体的顶部设有清掏口，清掏口上连接有保温管，保温管向下与罐体

竖直联通，保温管顶部密封，其侧位连接有排气管。

[0012] 优选地，所述保温管的垂直长度大于等于化粪池埋设的冻土层厚度。

[0013] 优选地，所述罐体采用滚塑一体成型工艺制作。

[0014] 优选地，所述罐体通过联通管可组装成罐瓮多级化粪池。

[0015] 优选地，所述罐体两端设有若干加强筋，罐体的底部两侧设有底座。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通过将化粪池的进粪口竖直向上设置，一方面能够杜绝罐体与管道连接处存在

严重渗漏的问题，大大消除管道承受的竖向土压力，保证了管道的使用寿命；另一方面能够

避免管道连接处形成下弯角，从而因沉积粪污导致管道堵塞的问题，并且开口向上设置便

于清掏粪污，大大降低了作业难度。

[0018] 2、通过罐体外壁均匀分布的环形筋（即内壁环形凹槽），针对化粪池承受较大的侧

向和轴向应力，能够提高化粪池的抗压能力与环刚度，不易凹陷、变形、开裂；并且环形筋的

凸面为承压面，其壁厚最厚点≥7.0mm，而与环形筋相邻的凹面为非承压面，其壁厚最薄点

≥2.0mm，这种结构使得罐体边缘强度好，抗压强度高，整体突显了结构应力；此外，池内粪

污易沉积在凹槽内，从而提高了微生物发酵效果，使得本实用新型的污水处理能力明显高

于同等容积的传统化粪池。

[0019] 3、通过设置保温管，其长度适应不同地区的冻土层，不但能够能解决化粪池及管

道内的粪液冻结；而且当其掩埋在地下时，能够起到定位的作用，防止化粪池随地形发生侧

方位移；并且还能够调节化粪池的内部气压和起到增容的目的

[0020] 4、化粪池罐体采用滚塑一体成型工艺制作，产品无压成型，边缘强度好，抗压强度

高，耐酸碱、耐腐蚀；能够克服现有化粪池采用注塑两半拼接工艺制作，易开裂、渗漏，不适

用于易塌陷的湿陷性黄土质地区的问题。

[0021] 5、结构合理，效果显著，具有较好的市场效益和经济前景，适于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农村卫生厕所用罐式化粪池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罐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罐体的局部剖视图；

[0025]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罐体的侧视图；

[0026] 图中：1-罐体，2-进粪口，3-流出口，4-进粪管，5-联通管，6-保温管，7-排气管，8-

环形凹槽，9-底座，10-环形筋，11-纵向隔板，12-连接管，13-清掏口，14-加强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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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及其效果作进一步阐述。

[0028] 如图1-4所示，一种农村卫生厕所用罐式化粪池，包括卧式的柱形罐体，所述罐体

的上部两端分别设有进粪口2和流出口3，所述进粪口2沿罐体的径向竖直向上开设，进粪口

2通过进粪管4与便器连接；流出口3沿罐体的轴向水平开设，流出口3用于流出粪污或通过

联通管5连接下一级化粪池。本实用新型将化粪池上的进粪口由侧位改为竖直向上开设，一

方面能够杜绝罐体与管道连接处存在严重渗漏的问题，大大消除管道承受的竖向土压力，

保证了管道的使用寿命；另一方面能够避免管道连接处形成下弯角，从而因沉积粪污导致

管道堵塞的问题。并且，进粪管4和进粪口2采用内塞直插式连接，可以按需自由组装成罐瓮

等形式的多级化粪池，大大提高了安装速度，满足大规模施工的需要，同时避免了其它化粪

池管道容易倒置、堵塞的问题，本实用新型可根据实况灵活布设化粪池的安装位置和角度。

[0029] 进一步地，沿罐体1内壁圆周设有1至2圈小型卡槽，用于卡装纵向隔板11。纵向隔

板11同样为具有一定弹性的塑料材质制作，在罐体通过滚塑一体成型工艺完成后，通过挤

压将纵向隔板11卡装在小型卡槽内。罐体1内腔通过纵向隔板11分隔为两格至三格，隔板11

上连接有联通各格的连接管12。通过此种结构能够有效扩大罐式化粪池的使用范围，其中

分隔为一格或两格时，可适用于农村旱厕；分隔为两格或者三格时，可适用于农村水厕，解

决了现有化粪池使用局限性大的问题。

[0030] 进一步地，罐体1的内壁均匀分布有若干环形凹槽8，环形凹槽8向外凸出并在罐体

1外壁形成均匀的环形筋10，环形筋12的圆弧半径为10-100mm，环形筋12的高度为20-

200mm。一方面能够提高化粪池的抗压能力与环刚度，不易凹陷、变形、开裂；环形筋的凸面

为承压面，其壁厚最厚点≥7.0mm，而与环形筋相邻的凹面为非承压面，其壁厚最薄点≥

2.0mm，这种结构使得瓮体边缘强度好，抗压强度高，整体突显了结构应力。并且池内粪污易

沉积在凹槽内，从而提高了微生物发酵效果，使得本实用新型的污水处理能力明显高于同

等容积的传统化粪池。此外，罐体1两端设有若干加强筋14，罐体1的底部两侧设有底座9，进

一步确保罐体整体的承压强度以及安装稳定性。罐体1采用滚塑一体成型工艺制作，原材料

采用聚乙烯高分子材料树脂。产品无压成型，边缘强度好，抗压强度高，耐酸碱、耐腐蚀，不

易凹陷、变形、开裂；能够克服现有化粪池采用注塑两半拼接工艺制作，易开裂、渗漏，不能

适用于易塌陷的湿陷性黄土质地区的问题。

[0031] 更进一步地，罐体1的顶部设有清掏口13，用于清掏粪污或者检查罐内情况，清掏

口13上连接有保温管6，保温管6向下与罐体1竖直联通，保温管6顶部密封其侧位连接有排

气管7。通过设置保温管6，保温管6垂直长度大于等于化粪池埋设的冻土层厚度，使罐体1位

于冻土层下方，不但能够能解决化粪池及管道内的粪液冻结，省去了地面增加保温层的工

序及成本；而且当保温管6埋设在地下时，能够起到定位的作用，能够有效减缓化粪池随地

形发生侧方位移；并且还能够调节化粪池的内部气压和起到增容的目的。化粪池内的臭气

向上聚集在保温管6内，由排气管7排出，排气管7外径采用  110mm  管材，高度应超出厕所屋

面至少50cm 以上，且要避免直角拐弯。

[0032] 罐式化粪池的有效容积可根据家庭人口数总和粪便排泄量、冲洗便器用水量按

2L/（人、日）、总容积1/3  用前加水量之和来计算，要求粪便必须在前一级化粪池内贮存30 

天以上。规格主要分为0.2  m³、0.5m³、0.75m³、1.0m³、1.5m³、2.0m³、3.0m³、5.0m³、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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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500  m³等，可一个罐体单独使用，也可组合成不同规格的多级化粪池。克服了其它

化粪池产品容量小、选择性单一的问题。

[0033] 以上实施例仅是示例性的，并不会局限本实用新型，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来说，在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技术启示下，所做出的其它等同变型和改进，均应视为本

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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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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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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