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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鸡舍水循环利用系

统，包括鸡舍喷淋冲洗单元、固液分离单元、沉淀

过滤单元和沼气发酵单元，所述喷淋冲洗单元的

出水管与固液分离单元入口连接，固液分离单元

具有过滤出水管和压榨出水管，过滤出水管与沉

淀过滤单元的注水口连接，压榨出水管通过三通

后分别与过滤出水管和沼气发酵单元的进水管

连接，沉淀罐的净化水出口与喷淋冲洗单元缓存

塔相连接。实现通过将鸡粪进行固液分离，固体

物回收用作肥料等，回收的水可以用于鸡粪的再

次冲洗循环利用，实现节约用水，节能减排，变废

为宝，既节约了水资源利用，又减少了环境污染，

还增加了企业收入，也减少了储粪池等场地的占

用，实现降本增收。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6页

CN 208692038 U

2019.04.05

CN
 2
08
69
20
38
 U



1.一种鸡舍水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鸡舍喷淋冲洗单元、固液分离单元、沉

淀过滤单元和沼气发酵单元，所述喷淋冲洗单元的出水管与固液分离单元入口连接，固液

分离单元具有过滤出水管和压榨出水管，过滤出水管与沉淀过滤单元的注水口连接，压榨

出水管通过第一三通后分别与过滤出水管和沼气发酵单元的进水管连接，沉淀过滤单元的

净化水出口与喷淋冲洗单元的缓存塔相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过滤单元包括沉淀池和沉淀罐，所

述沉淀池通过隔板或竖墙分为三段，第一沉淀段通过上水管与沉淀罐的注水口连接，沉淀

罐的排污口与第二沉淀段连接，第二沉淀段与第三沉淀段间的隔板或竖墙中部通过设置过

滤竖网连通，第三沉淀段再通过第二三通与压榨出水管和沼气发酵单元的进水管连接，第

二三通与沼气发酵单元间设置有增压泵，沉淀罐的净化水出口与喷淋冲洗单元缓存塔相连

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固液分离单元包括振动筛分机构和螺旋

压榨机构，振动筛分机构具有一斜置的振动筛，振动筛一侧设置有与其筛面垂直的驱动杆，

驱动杆下端与一驱动辊连接，驱动辊上设有首尾连通的振动滑槽，驱动杆在振动滑槽内滑

动，所述驱动杆下端采用球头结构，在振动滑槽内滑动。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压榨机构包括网状筒体和内部的螺

旋压榨铰龙，铰龙的转轴与外部的减速器输出轴联动，减速器通过电机驱动，网状筒体外罩

设壳体，并于筒体下方设置集液槽，所述压榨出水管连接在集液槽上，振动筛下方具有斜板

结构的水槽，水槽连接所述过滤出水管。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减速器为双输出结构，一侧输出轴驱动

螺旋压榨铰龙，另一侧输出轴通过万向节与驱动辊连接。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罐包括罐体，罐体顶部周侧设置有

溢水槽，溢水槽内壁为布设有锯齿缺口的环形结构，溢水槽外壁设置有第一出水管，罐体内

通过支架于中心处设置一中心筒，沉淀池通过上水管与中心筒顶部连接，中心筒下端为扩

口结构，罐体下部为漏斗结构，底端具有与沉淀池连接的第二出水管，所述中心筒与罐体内

壁间设置一环形过滤网。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心筒内设置有叶轮，叶轮上方斜置有

导流板，导流板所在面与叶轮的转轴所在面平行，叶轮的转轴贯穿所述中心筒的筒壁，中心

筒上套设一截面为U形的滑套，滑套外侧与所述环形过滤网连接，转轴两端延伸至滑套的U

形凹槽内，转轴均具有偏心轴，偏心轴上套设轴承套。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沼气发酵单元包括至少一个沼气发酵

罐，沼气发酵罐的罐体内设置有多个交错层叠的多孔板,  多孔板上的孔自左至右呈由小到

大分布，并且多孔板上的孔自左至右呈由稀到稠分布,相邻两板间依次错位60-90度。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沼气发酵单元的进水管与罐体连接处于

其内部插置有锥体堵块，锥体堵块的尖端通过拉紧弹簧与设置在泵管内的固定柱连接，锥

体堵块的后端连接有推拉杆，推拉杆上设置搅拌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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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鸡舍水循环利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养鸡辅助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鸡舍水循环利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规模的养鸡场都有成百上千只鸡，每天会在鸡笼的下方产生大量的粪便，需

要及时清理，人工清理，效率十分低下，前些年，流行的鸡粪清除装置，通过铲刮将鸡粪收集

起来，其不足之处会有鸡粪粘附在刮板或鸡粪通道上，并且铲刮后的鸡粪臭味更大，空气污

染十分严重。鸡粪铲刮集中后，还必须通过人工进行收集转运，很不方便。后来改为设置专

门的鸡粪通道，用水冲洗，虽然避免了鸡粪臭味污染和人工收集转动的不便，但是每天大量

的用水冲洗鸡粪造成了垃圾处理的难题，储粪池内很快就被充满，部分养鸡场还存在随意

排放，造成河流等极大的污染。

[0003] 申请人通过对鸡粪进行固液分离，固体物回收用作肥料等，水流循环利用，实现节

能减排，变废为宝，既节约了水资源利用，又减少了环境污染，还增加了企业收入。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目的是提供一种鸡舍水循环利用系统，通

过将鸡粪进行固液分离，固体粪便方便运输和用于加工生产有机肥，液体粪便进行过滤沉

淀后，回收的水可以用于鸡粪的再次冲洗利用，实现节约用水，避免水资源的大量利用和浪

费，也减少了储粪池等场地的占用。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鸡舍水循环

利用系统，包括鸡舍喷淋冲洗单元、固液分离单元、沉淀过滤单元和沼气发酵单元，所述喷

淋冲洗单元的出水管与固液分离单元入口连接，固液分离单元具有过滤出水管和压榨出水

管，过滤出水管与沉淀过滤单元的注水口连接，压榨出水管通过第一三通后分别与过滤出

水管和沼气发酵单元的进水管连接，沉淀过滤单元包括沉淀池和沉淀罐，所述沉淀池通过

隔板或竖墙分为三段，第一沉淀段通过上水管与沉淀罐的注水口连接，沉淀罐的排污口与

第二沉淀段连接，第二沉淀段与第三沉淀段间的隔板或竖墙中部通过设置过滤竖网连通，

第三沉淀段再通过第二三通与压榨出水管和沼气发酵单元的进水管连接，第二三通与沼气

发酵单元间设置有增压泵，沉淀罐的净化水出口与喷淋冲洗单元的缓存塔相连接。

[0006] 所述固液分离单元包括振动筛分机构和螺旋压榨机构，振动筛分机构具有一斜置

的振动筛，振动筛一侧设置有与其筛面垂直的驱动杆，驱动杆下端与一驱动辊连接，驱动辊

上设有首尾连通的振动滑槽，驱动杆在振动滑槽内滑动，所述驱动杆下端采用球头结构，在

振动滑槽内滑动。

[0007] 所述螺旋压榨机构包括网状筒体和内部的螺旋压榨铰龙，铰龙的转轴与外部的减

速器输出轴联动，减速器通过电机驱动，网状筒体外罩设壳体，并于筒体下方设置集液槽，

所述压榨出水管连接在集液槽上，螺旋压榨机构的出粪口处设置调节压盘和集粪槽，振动

筛下方具有斜板结构的水槽，水槽连接所述过滤出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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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减速器为双输出结构，一侧输出轴驱动螺旋压榨铰龙，另一侧输出轴通过万

向节与驱动辊连接。

[0009] 所述沉淀罐包括罐体，罐体顶部周侧设置有溢水槽，溢水槽内壁为布设有锯齿缺

口的环形结构，溢水槽外壁设置有第一出水管，罐体内通过支架于中心处设置一中心筒，沉

淀池通过上水管与中心筒顶部连接，中心筒下端为扩口结构，罐体下部为漏斗结构，底端具

有与沉淀池连接的第二出水管，所述中心筒与罐体内壁间设置一环形过滤网。

[0010] 所述中心筒内设置有叶轮，叶轮上方斜置有导流板，导流板所在面与叶轮的转轴

所在面平行，叶轮的转轴贯穿所述中心筒的筒壁，中心筒上套设一截面为U形的滑套，滑套

外侧与所述环形过滤网连接，转轴两端延伸至滑套的U形凹槽内，转轴均具有偏心轴，偏心

轴上套设轴承套。

[0011] 所述沼气发酵单元包括至少一个沼气发酵罐，沼气发酵罐的罐体内设置有多个交

错层叠的多孔板,  多孔板上的孔自左至右呈由小到大分布，并且多孔板上的孔自左至右呈

由稀到稠分布,相邻两板间依次错位60-90度。

[0012] 所述沼气发酵单元的进水管与罐体连接处于其内部插置有锥体堵块，锥体堵块的

尖端通过拉紧弹簧与设置在泵管内的固定柱连接，锥体堵块的后端连接有推拉杆，推拉杆

上设置搅拌叶片。

[0013] 本实用新型的鸡舍水循环利用系统通过对鸡舍内冲洗粪便产生的携带粪便的水

流进行筛分分流，大量的水可以直接进入沉淀池，沉淀过滤净化后，回流至难舍内循环利

用，鸡粪中的水分通过压榨，固体粪便方便运输和用于加工生产有机肥，液体粪便通过三通

可以根据需要进入沉淀池进行沉淀过滤净化或进入沼气发酵单元进行沼气生产。分段的沉

淀池，便于收集过滤沉淀物，并且通过第二、三沉淀段的配合，使砂子等物质沉淀于第二沉

淀段，富含营养物质的粪液通过过滤竖网，在连通器原理下进行第三段，进而泵送至沼气发

酵罐进行沼气生产，有效减少固体沼渣和沼气发酵罐的清理频率，便于长时间稳定生产沼

气。

[0014] 通过将鸡粪进行固液分离，固体物回收用作肥料等，回收的水可以用于鸡粪的再

次冲洗循环利用，实现节约用水，节能减排，变废为宝，既节约了水资源利用，又减少了环境

污染，还增加了企业收入，也减少了储粪池等场地的占用，实现降本增收。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地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固液分离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沉淀过滤单元和沼气发酵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沉淀罐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图4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是中心筒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是多孔板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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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

[0024] 参看图1：一种鸡舍水循环利用系统，包括鸡舍喷淋冲洗单元1、固液分离单元2、沉

淀过滤单元3和沼气发酵单元4，所述喷淋冲洗单元1的出水管12与固液分离单元2入口连

接，固液分离单元2具有过滤出水管21和压榨出水管22，过滤出水管21与沉淀过滤单元3的

注水口311连接，压榨出水管22通过第一三通5后分别与过滤出水管21和沼气发酵单元4的

进水管41连接，沉淀过滤单元3包括沉淀池31和沉淀罐32，所述沉淀池31通过隔板或竖墙

312分为三段，第一沉淀段313通过上水管317与沉淀罐32的注水口连接，沉淀罐32的排污口

328与第二沉淀段314连接，第二沉淀段314与第三沉淀段315间的隔板或竖墙312中部通过

设置过滤竖网316连通，第三沉淀段316再通过第二三通5与压榨出水管22和沼气发酵单元4

的进水管41连接，第二三通5与沼气发酵单元4间设置有增压泵7，沉淀罐32的净化水出口

3211与喷淋冲洗单元1缓存塔11相连接。

[0025] 所述沉淀池31内还设置有柱塞泵6，柱塞泵6连接有压滤机(图中未示)，通过压滤

机将具有较多沉淀的鸡粪水进一步进行压滤，压滤的滤饼与固液分离后的压榨鸡粪一同用

于有机肥生产，滤液回流至第一沉淀段313再净化循环利用。

[0026] 所述固液分离单元包括振动筛分机构和螺旋压榨机构，振动筛分机构具有一斜置

的振动筛23，振动筛23一侧设置有与其筛面垂直的驱动杆24，驱动杆24下端与一驱动辊29

连接，驱动辊29与振动筛23倾斜度一致，驱动辊29两端通过旋转轴承25固定在架体，驱动辊

29上设有首尾连通的振动滑槽210，驱动杆24下端采用球头结构在振动滑槽210内滑动。振

动筛23下方具有斜板结构的水槽211，水槽211连接所述过滤出水管21。所述螺旋压榨机构

包括网状筒体26和内部的螺旋压榨铰龙，铰龙的转轴27与外部的减速器214的输出轴联动，

减速器214通过电机215驱动，网状筒体26外罩设壳体28，并于筒体26下方设置集液槽217，

所述压榨出水管22连接在集液槽217上，螺旋压榨机构的出粪口处设置调节压盘212和集粪

槽216，  调节压榨程度和收集压榨后的鸡粪。所述减速器214优选采用双输出结构，一侧输

出轴驱动螺旋压榨铰龙，另一侧输出轴通过万向节213与驱动辊29连接，驱动其旋转，进而

驱动振动筛23筛动。

[0027] 所述沉淀罐包括罐体327，罐体327顶部周侧设置有溢水槽321，溢水槽321内壁为

布设有锯齿缺口3210的环形结构，溢水槽321外壁设置有第一出水管3211作为净化水出口，

罐体327内通过支架325于中心处设置一中心筒329，第一沉淀段313远离注水口311的一端

通过上水管317与中心筒329顶部连接，中心筒329下端为扩口结构326，罐体327下部为漏斗

结构，底端具有与第二沉淀段314连接的第二出水管328作为排污口，所述中心筒329与罐体

327内壁间设置一环形过滤网324，所述中心筒329内设置有叶轮323，叶轮323上方斜置有导

流板322，导流板322所在面与叶轮323的转轴3214所在面平行，导流板322使中心筒329内的

水流偏向一侧，叶轮323的转轴3214贯穿所述中心筒329的筒壁，中心筒329上套设一截面为

U形的滑套3212，滑套3212外侧与所述环形过滤网324连接，转轴3214两端延伸至滑套3212

的U形凹槽内，转轴3214两端均具有偏心轴，偏心轴上套设轴承套3213，通过水流冲击叶轮

323，带动转轴3214转动，进而通过偏心轴和轴承套3213带动滑套3212和环形过滤网324上

下浮动振荡，避免过滤网324堵塞。

[0028] 所述沼气发酵单元4包括至少一个沼气发酵罐，沼气发酵罐的罐体43内设置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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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交错层叠的多孔板45,  多孔板45上的孔451自左至右呈由小到大分布，并且多孔板45上

的孔451自左至右呈由稀到稠分布,相邻两板间依次错位60-90度,高浓度粪液原料在多层

板下部的产酸相菌群进行充分发酵，提供大量营养液，通过孔451进入到上部，泵送原料的

过程中，不会对上层液相形成波动，有效保障营养液在产甲烷共生相菌群高效生产沼气。罐

体43内于多孔板45上方设置有伞形自动搅拌装置，该自动搅拌装置由一个或多个相互层叠

的顶端具有开口的伞形罩48构成，伞形罩48通过支撑杆46与罐体43的内侧壁连接。伞形自

动搅拌装置利用产生沼气气泡的作用，带动产气相发酵液不停上下翻动，使罐体43内产气

相的营养液发酵更充分、持久，产气快又多。进水管41与罐体43连接处于其内部插置有锥体

堵块410，锥体堵块410的尖端通过拉紧弹簧411与设置在进水管41内的固定柱连接，锥体堵

块410的后端连接有推拉杆，推拉杆上设置搅拌叶片49，泵入粪液时，在压力作用下推动推

拉杆向前运动，泵送压力减小或停止泵送时，在拉紧弹簧411的作用下，将推拉杆拉回，实现

对罐体43下部产酸液相的有效搅拌，使罐内菌群活跃，密度增大，产酸量增加，进而为产气

相提供充足的营养液，提高产气量，故泵送时，可以采用间歇方式泵送。罐体43内侧壁设置

有稳液槽47，稳液槽47的上部设置具有控制阀的出料管44，用于实现控制沼液的排放，稳液

槽47延伸至罐体43的下部，由于下部的发酵原料有机物分解充分，排出的沼液稳定，可有效

作为绿色肥料使用。罐体43顶部设置具有控制阀的出气管42。

[0029] 系统运转工作时，鸡舍内喷淋冲洗单元1冲洗粪便产生的携带粪便的水流首先进

行固液分离单元2，在固液分离单元2内，首先进行振动筛分机构，水液透过振动筛，由水槽

211和过滤出水管21、直接进入沉淀池31的第一沉淀段313，鸡粪进入螺旋压榨机构，鸡粪中

的水分通过压榨，固体粪便排出至集粪槽216，方便运输和用于加工生产有机肥，液体粪便

落入集液槽217后，再由压榨出水管22通过三通5根据需要进入沉淀池31的第一沉淀段313

进行沉淀过滤净化或进入沼气发酵单元4进行沼气生产，沼气发酵优选采用压榨出水管22

供液。进入第一沉淀段313的粪液再由上水管317进入沉淀罐32进行再次沉淀和过滤净化，

净化后的水液通过净化水出口3211回流至难舍内于喷淋冲洗单元1的缓存塔11内暂存，从

而实现水循环利用。沉淀罐32内富含营养的沉淀物由排污口328排入第二沉淀段314，第二

沉淀段314内砂石沉底，液体经过滤竖网316进入第三沉淀段315，通过增压泵7泵送至沼气

发酵单元4，进行沼气生产。

[0030] 沉淀池31内的沉淀物可定期通过柱塞泵6送入压滤机进行压滤，压滤的滤饼与固

液分离后的压榨鸡粪一同用于有机肥生产，滤液回流至第一沉淀段313内再净化循环利用。

[0031]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并不限制于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实施例的范围内。本实用新

型未详尽描述的技术内容均为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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