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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畜牧养殖专用的污水处理装置，它涉及

一种养殖专用的污水处理装置。本实用新型的目

的是要解决现有处理畜牧养殖的污水装置存在

不能将粪便与水充分分离和处理低温粪水效果

差的问题。一种畜牧养殖专用的污水处理装置包

括污水分离箱、干燥箱、好氧罐、接触氧化池、生

物滤池和消毒箱。经过本实用新型处理后的畜牧

养殖污水可以达到循环利用，固体粪便和粪水充

分分离，分离后的固体粪便可作为有机肥使用，

处理后的粪水可以用来灌溉果林或农田，或者可

以冲洗养殖场，保持养殖场内环境干净整洁，防

止动物疫情的发生。本实用新型适用于处理畜牧

养殖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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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畜牧养殖专用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污水分离箱(1)、干燥箱

(2)、好氧罐(3)、接触氧化池(4)、生物滤池(5)和消毒箱(6)；

所述的污水分离箱(1)的顶端与进料斗(14)相连通，污水分离箱(1)的内部设有锥形分

离罐(16)，锥形分离罐(16)由固定圈(15)和锥形网筒构成；

所述的污水分离箱(1)的一侧设有干燥箱(2)，干燥箱(2)两侧壁为中空夹层结构，且夹

层内安装有多个加热管(10)；干燥箱(2)通过抽吸管(17)与锥形分离罐(16)的底端相连通，

且抽吸管(17)上设有污泥泵(18)；污水分离箱(1)的另一侧设有好氧罐(3)，且污水分离箱

(1)通过第一进水管(19)与好氧罐(3)相连通；好氧罐(3)的上端通过第二进水管(23)与接

触氧化池(4)的下端相连通；所述的好氧罐(3)的外部顶端中间位置设有第一气泵(20)，第

一气泵(20)的输出端与第一输气管(21)的一端相连通，第一输气管(21)的另一端与多个第

一曝气头(22)相连通；

所述的接触氧化池(4)的底部设有排泥管，排泥管上设有阀门，接触氧化池(4)外部设

有第二气泵(28)，第二气泵(28)的输出端与第二输气管(24)的一端相连通，第二输气管

(24)的另一端与接触氧化池(4)内部的多个第二曝气头(26)相连通，多个第二曝气头(26)

的上方设有填料层(25)；

所述的接触氧化池(4)的上端通过第三进水管(29)与生物滤池(5)的底端相连通，生物

滤池(5)内自下而上依次设有承托层(5-2)和滤料层(5-1)；

所述的生物滤池(5)的上端通过第四进水管(30)与消毒箱(6)的下端相连通，消毒箱

(6)的内部还设有紫外线消毒杀菌灯(31)，且固定设置在消毒箱(6)的顶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养殖专用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定

圈(15)固定焊接在污水分离箱(1)的内壁上，且固定圈(15)和锥形网筒为一体式结构，固定

圈(15)和锥形网筒的材质均为不锈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养殖专用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滤料

层(5-1)中的填料为活性炭，厚度为0.5m～2m；所述的承托层(5-2)的材质为鹅卵石，高度为

0.2m～0.4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养殖专用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填料

层(25)中的填料为塑料蜂窝。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养殖专用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

输气管(24)上还设有流量计(27)。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养殖专用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干燥

箱(2)内设有第一搅拌杆(8)，干燥箱(2)的外部顶端通过支架固定设有第一电机(7)，第一

搅拌杆(8)顶端穿过干燥箱(2)与第一电机(7)的输出端相连接，且第一搅拌杆(8)两侧从上

到下交错设有多个第一搅拌刀片(9)。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养殖专用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干燥

箱(2)的底部中央处设有与其连通的排料管(32)，排料管(32)上设有阀门，干燥箱(2)的外

壁上还设有用于控制多个加热管(10)工作的控制开关。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养殖专用的污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锥形

分离罐(16)的上方设有第二搅拌杆(12)，第二搅拌杆(12)的顶端穿过污水分离箱(1)与污

水分离箱(1)外部顶端通过支架固定的第二电机(11)的输出端相连接，且第二搅拌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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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从上到下交错设有多个第二搅拌刀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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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畜牧养殖专用的污水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养殖专用的污水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养殖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已经为必然趋势，大量

集中的粪便污水排放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养殖污水不同于生活污水或工业

污水，养殖污水主要是牲畜的粪尿排泄物和水的混合体，养殖污水中含有大量有机物、氮、

磷与悬浮物等，这些污水流进河道会产生恶臭，对环境质量造成极大影响，急需治理，同时

养殖场的粪便如果清理不干净将使牲畜感染细菌，造成重大损失，但是清理残留粪便需用

大量水冲洗养殖场地，冲洗后的污水不仅恶臭难闻，而且如果不及时处理，将再次导致细菌

滋生，影响牲畜的生长发育，甚至引发动物疫情，且污水不能再次利用也使水资源被大大浪

费。

[0003] 现有处理畜牧养殖的污水装置存在不能将粪便与水充分分离，不能充分利用牲畜

的粪便和处理低温粪水效果差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要解决现有处理畜牧养殖的污水装置存在不能将粪便与水

充分分离和处理低温粪水效果差的问题，而提供一种畜牧养殖专用的污水处理装置。

[0005] 一种畜牧养殖专用的污水处理装置包括污水分离箱、干燥箱、好氧罐、接触氧化

池、生物滤池和消毒箱；

[0006] 所述的污水分离箱的顶端与进料斗相连通，污水分离箱的内部设有锥形分离罐，

锥形分离罐由固定圈和锥形网筒构成；

[0007] 所述的污水分离箱的一侧设有干燥箱，干燥箱两侧壁为中空夹层结构，且夹层内

安装有多个加热管；干燥箱通过抽吸管与锥形分离罐的底端相连通，且抽吸管上设有污泥

泵；污水分离箱的另一侧设有好氧罐，且污水分离箱通过第一进水管与好氧罐相连通；好氧

罐的上端通过第二进水管与接触氧化池的下端相连通；所述的好氧罐的外部顶端中间位置

设有第一气泵，第一气泵的输出端与第一输气管的一端相连通，第一输气管的另一端与多

个第一曝气头相连通；

[0008] 所述的接触氧化池的底部设有排泥管，排泥管上设有阀门，接触氧化池外部设有

第二气泵，第二气泵的输出端与第二输气管的一端相连通，第二输气管的另一端与接触氧

化池内部的多个第二曝气头相连通，多个第二曝气头的上方设有填料层；

[0009] 所述的接触氧化池的上端通过第三进水管与生物滤池的底端相连通，生物滤池内

自下而上依次设有承托层和滤料层；

[0010] 所述的生物滤池的上端通过第四进水管与消毒箱的下端相连通，消毒箱的内部还

设有紫外线消毒杀菌灯，且固定设置在消毒箱的顶部。

[0011] 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及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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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一、畜牧养殖污水从进料斗进入到污水分离箱中，由于污水分离箱内设有锥形分

离罐，能将畜牧养殖污水中固体粪便和液体的粪水分离出来，分离出来的固体粪便通过抽

吸管进入到干燥箱中，液体的粪水通过锥形网筒后再通过第一进水管进入到好氧罐中；加

热管对干燥箱进行加热，干燥箱中的固体粪便烘干后进行搅碎，粪便颗粒可作为有机肥使

用；第一气泵通过多个第一曝气头向好氧罐中输送氧气，好氧罐中的活性污泥进行有氧呼

吸，把有机物分解成无机物，去除液体粪水中的污染物；经过好氧罐处理后的液体粪水进入

到接触氧化池中进行接触氧化，再进入到生物滤池中，生物滤池吸附液体粪水中的氨氮，氨

氮逐步被生物降解，转化为亚硝酸盐和硝酸盐，经过生物滤池处理后的液体粪水进入到消

毒箱中进行消毒，杀死水中残留的病菌，得到处理后的粪水；

[0013] 二、本实用新型污水分离箱中设有第二电机、第二搅拌杆和多个第二搅拌刀片，防

止畜牧养殖污水中含有大块的固体粪便导致锥形网筒堵塞；

[0014] 三、本实用新型可以对低温(4℃以下)的高氨氮畜牧养殖污水进行有效的处理；

[0015] 四、本实用新型可以向好氧罐中输送氧气，保证好氧菌的活性与降解效率；

[0016] 五、经过本实用新型处理后的畜牧养殖污水可以达到循环利用，固体粪便和粪水

分充分分离，分离后的固体粪便可作为有机肥使用，处理后的粪水可以用来灌溉果林或农

田，或者可以冲洗养殖场，保持养殖场内环境干净整洁，防止动物疫情的发生。

[0017] 本实用新型适用于处理畜牧养殖污水。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实施例一所述的一种畜牧养殖专用的污水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具体实施方式一：结合图1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一种畜牧养殖专用的污水

处理装置包括污水分离箱1、干燥箱2、好氧罐3、接触氧化池4、生物滤池5和消毒箱6；

[0020] 所述的污水分离箱1的顶端与进料斗14相连通，污水分离箱1的内部设有锥形分离

罐16，锥形分离罐16由固定圈15和锥形网筒构成；

[0021] 所述的污水分离箱1的一侧设有干燥箱2，干燥箱2两侧壁为中空夹层结构，且夹层

内安装有多个加热管10；干燥箱2通过抽吸管17与锥形分离罐16的底端相连通，且抽吸管17

上设有污泥泵18；污水分离箱1的另一侧设有好氧罐3，且污水分离箱1通过第一进水管19与

好氧罐3相连通；好氧罐3的上端通过第二进水管23与接触氧化池4的下端相连通；所述的好

氧罐3的外部顶端中间位置设有第一气泵20，第一气泵20的输出端与第一输气管21的一端

相连通，第一输气管21的另一端与多个第一曝气头22相连通；

[0022] 所述的接触氧化池4的底部设有排泥管，排泥管上设有阀门，接触氧化池4外部设

有第二气泵28，第二气泵28的输出端与第二输气管24的一端相连通，第二输气管24的另一

端与接触氧化池4内部的多个第二曝气头26相连通，多个第二曝气头26的上方设有填料层

25；

[0023] 所述的接触氧化池4的上端通过第三进水管29与生物滤池5的底端相连通，生物滤

池5内自下而上依次设有承托层5-2和滤料层5-1；

[0024] 所述的生物滤池5的上端通过第四进水管30与消毒箱6的下端相连通，消毒箱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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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还设有紫外线消毒杀菌灯31，且固定设置在消毒箱6的顶部。

[0025]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点是：所述的固定圈15固定

焊接在污水分离箱1的内壁上，且固定圈15和锥形网筒为一体式结构，固定圈15和锥形网筒

的材质均为不锈钢。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26]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之一不同点是：所述的滤料

层5-1中的填料为活性炭，厚度为0.5m～2m；所述的承托层5-2的材质为鹅卵石，高度为0.2m

～0.4m。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27]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不同点是：所述的填料

层25中的填料为塑料蜂窝。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相同。

[0028]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点是：所述的第二

输气管24上还设有流量计27。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相同。

[0029]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不同点是：所述的干燥

箱2内设有第一搅拌杆8，干燥箱2的外部顶端通过支架固定设有第一电机7，第一搅拌杆8顶

端穿过干燥箱2与第一电机7的输出端相连接，且第一搅拌杆8两侧从上到下交错设有多个

第一搅拌刀片9。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相同。

[0030]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之一不同点是：所述的干燥

箱2的底部中央处设有与其连通的排料管32，排料管32上设有阀门，干燥箱2的外壁上还设

有用于控制多个加热管10工作的控制开关。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相同。

[0031] 具体实施方式八：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之一不同点是：所述的锥形

分离罐16的上方设有第二搅拌杆12，第二搅拌杆12的顶端穿过污水分离箱1与污水分离箱1

外部顶端通过支架固定的第二电机11的输出端相连接，且第二搅拌杆12两侧从上到下交错

设有多个第二搅拌刀片13。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相同。

[0032] 采用以下实施例验证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33] 实施例一：结合图1说明本实施例，本实施例一种畜牧养殖专用的污水处理装置包

括污水分离箱1、干燥箱2、好氧罐3、接触氧化池4、生物滤池5和消毒箱6；

[0034] 所述的污水分离箱1的顶端与进料斗14相连通，污水分离箱1的内部设有锥形分离

罐16，锥形分离罐16由固定圈15和锥形网筒构成；

[0035] 所述的污水分离箱1的一侧设有干燥箱2，干燥箱2两侧壁为中空夹层结构，且夹层

内安装有多个加热管10；干燥箱2通过抽吸管17与锥形分离罐16的底端相连通，且抽吸管17

上设有污泥泵18；污水分离箱1的另一侧设有好氧罐3，且污水分离箱1通过第一进水管19与

好氧罐3相连通；好氧罐3的上端通过第二进水管23与接触氧化池4的下端相连通；所述的好

氧罐3的外部顶端中间位置设有第一气泵20，第一气泵20的输出端与第一输气管21的一端

相连通，第一输气管21的另一端与多个第一曝气头22相连通；

[0036] 所述的接触氧化池4的底部设有排泥管，排泥管上设有阀门，接触氧化池4外部设

有第二气泵28，第二气泵28的输出端与第二输气管24的一端相连通，第二输气管24的另一

端与接触氧化池4内部的多个第二曝气头26相连通，多个第二曝气头26的上方设有填料层

25；

[0037] 所述的接触氧化池4的上端通过第三进水管29与生物滤池5的底端相连通，生物滤

池5内自下而上依次设有承托层5-2和滤料层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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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所述的生物滤池5的上端通过第四进水管30与消毒箱6的下端相连通，消毒箱6的

内部还设有紫外线消毒杀菌灯31，且固定设置在消毒箱6的顶部；

[0039] 所述的固定圈15固定焊接在污水分离箱1的内壁上，且固定圈15和锥形网筒为一

体式结构，固定圈15和锥形网筒的材质均为不锈钢；

[0040] 所述的滤料层5-1中的填料为活性炭，厚度为0.5m～2m；所述的承托层5-2的材质

为鹅卵石，高度为0.2m～0.4m；

[0041] 所述的填料层25中的填料为塑料蜂窝；

[0042] 所述的第二输气管24上还设有流量计27；

[0043] 所述的干燥箱2内设有第一搅拌杆8，干燥箱2的外部顶端通过支架固定设有第一

电机7，第一搅拌杆8顶端穿过干燥箱2与第一电机7的输出端相连接，且第一搅拌杆8两侧从

上到下交错设有多个第一搅拌刀片9；

[0044] 所述的干燥箱2的底部中央处设有与其连通的排料管32，排料管32上设有阀门，干

燥箱2的外壁上还设有用于控制多个加热管10工作的控制开关；

[0045] 所述的锥形分离罐16的上方设有第二搅拌杆12，第二搅拌杆12的顶端穿过污水分

离箱1与污水分离箱1外部顶端通过支架固定的第二电机11的输出端相连接，且第二搅拌杆

12两侧从上到下交错设有多个第二搅拌刀片13。

[0046] 经过本实施例处理后的畜牧养殖污水可以达到循环利用，固体粪便和粪水分充分

分离，分离后的固体粪便可作为有机肥使用，处理后的粪水可以用来灌溉果林或农田，或者

可以冲洗养殖场，保持养殖场内环境干净整洁，防止动物疫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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