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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养猪场废水处理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养猪场废水处理方法，按

以下步骤进行：(1)预处理：养猪场废水经管道收

集，进入格栅池，去除粪类物料后的废水进入水

质调节装置，除磷、均匀水质、初步水解酸化；(2)

厌氧处理：经过所述水质调节装置处理后的废水

进入沼气池进行厌氧处理，再进入水解酸化池，

将不溶性有机物水解成可溶性有机物；(3)好氧

处理：所述水解酸化池处理后的废水进行好氧处

理；(4)深度处理：好氧处理后的废水进入深度降

解设备，采用好氧颗粒污泥进行深度处理。本发

明处理方法，易于实施，污水处理效果好，最终能

达标排放能有效解决养殖场的污染问题，处理后

的出水水质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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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养猪场废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按以下步骤进行：

(1)预处理

养猪场废水经管道收集，进入格栅池，去除粪类物料后的废水进入废水收集池后再进

入水质调节装置，除磷、均匀水质、初步水解酸化；所述格栅池包括格栅池体及设于所述格

栅池体内的人工格栅，所述人工格栅包括漏缝板、下砖层、砂石层及上砖层，所述漏缝板、下

砖层、砂石层及上砖层自下而上依次叠置；所述水质调节装置设有竖流式填料沉淀层及水

解酸化调节池，所述竖流式填料沉淀层的填料为除磷填料；所述水解酸化调节池内悬挂有

立体弹性填料，底部设有微孔曝气管；所述废水收集池的废水进入所述竖流式填料沉淀层

进行除磷沉淀处理，再进入所述水解酸化调节池调节水量、均匀水质、初步水解酸化；

(2)厌氧处理

所述水解酸化调节池与沼气池相连，经过所述水质调节装置处理后的废水进入所述沼

气池进行厌氧处理，再进入水解酸化池，将不溶性有机物水解成可溶性有机物；

(3)好氧处理

所述水解酸化池处理后的废水进行好氧处理；所述好氧处理为：所述水解酸化池处理

后的废水依次经过SBR曝气池处理，第一竖流式沉淀池沉淀处理，氧化沟曝气池进行间歇曝

气处理，第二竖流式沉淀池沉淀处理；

(4)深度处理

好氧处理后的废水进入深度降解设备，采用好氧颗粒污泥进行深度处理，所述深度降

解设备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一侧设有配药室，另一侧设有风机室、电控室及两个好氧颗粒

污泥生化池，所述配药室内设有配药罐，所述配药罐通过输药管与所述好氧颗粒污泥生化

池连通；所述风机室内设有风机，所述风机通过输气管与所述好氧颗粒污泥生化池连通；所

述电控室内设有电控箱；

所述深度降解设备处理后的废水进入氧化塘，所述氧化塘内具有净化功能的水生植物

和水生动物。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养猪场废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漏缝板采用混凝土

材料制成；所述下砖层和上砖层分别采用红砖铺设而成；所述砂石层采用石英砂铺设而成。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养猪场废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竖流式沉淀池

沉淀处理得到的部分污泥回流至所述SBR曝气池处理，所述第二竖流式沉淀池沉淀处理得

到的部分污泥回流至所述氧化沟曝气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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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养猪场废水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涉及一种养猪场废水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世界第一养猪大国，现在国内迅速发展的养猪业向着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在壮大的同时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规模化养猪场粪便、污水量大且集中，养猪场废水主要

来自猪圈冲洗污水，这些废水如不妥善处理将破坏周边的水源、农田生态环境，污染水体和

空气，传播疾病，严重影响周围居民的身心健康。因此，合理处理和综合利用畜禽养殖污水，

彻底解决规模化畜禽养殖废水的污染问题，已成为畜禽养殖企业规模化发展的重中之重。

[0003] 目前国内养猪场废水处理多是采用兼氧塘+好氧塘+湿地的工艺来进行处理，该方

法处理效果尚可，但由于主要靠自然环境中的生物降解，所以其降解负荷很低，降解时间也

很长，这导致所需占地面积很大，而多数养猪场周边并无条件建设这些池体。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养猪场废水处理方法，该方法易于实施，污水处理效

果好。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养猪场废水处理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07] (1)预处理

[0008] 养猪场废水经管道收集，进入格栅池，去除粪类物料后的废水进入水质调节装置，

除磷、均匀水质、初步水解酸化；

[0009] (2)厌氧处理

[0010] 经过所述水质调节装置处理后的废水进入沼气池进行厌氧处理，再进入水解酸化

池，将不溶性有机物水解成可溶性有机物；

[0011] (3)好氧处理

[0012] 所述水解酸化池处理后的废水进行好氧处理；

[0013] (4)深度处理

[0014] 好氧处理后的废水进入深度降解设备，采用好氧颗粒污泥进行深度处理。

[0015] 所述格栅池包括格栅池体及设于所述格栅池体内的人工格栅，所述人工格栅包括

漏缝板、下砖层、砂石层及上砖层，所述漏缝板、下砖层、砂石层及上砖层自下而上依次叠

置。

[0016] 所述漏缝板采用混凝土材料制成；所述下砖层和上砖层分别采用红砖铺设而成；

所述砂石层采用石英砂铺设而成。

[0017] 所述预处理中，去除粪类物料后的废水进入废水收集池，再进入所述水质调节装

置。

[0018] 所述水质调节装置设有竖流式填料沉淀层及水解酸化调节池，所述竖流式填料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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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层的填料为除磷填料；所述水解酸化调节池内悬挂有立体弹性填料，底部设有微孔曝气

管，所述水解酸化调节池与所述沼气池相连；所述废水收集池的废水进入所述竖流式填料

沉淀层进行除磷沉淀处理，再进入所述水解酸化调节池调节水量、均匀水质、初步水解酸

化。

[0019] 所述好氧处理为：所述水解酸化池处理后的废水依次经过SBR曝气池处理，第一竖

流式沉淀池沉淀处理，氧化沟曝气池进行间歇曝气处理，第二竖流式沉淀池沉淀处理。

[0020] 所述第一竖流式沉淀池沉淀处理得到的部分污泥回流至所述SBR曝气池处理，所

述第二竖流式沉淀池沉淀处理得到的部分污泥回流至所述氧化沟曝气池处理。

[0021] 所述深度降解设备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一侧设有配药室，另一侧设有风机室、电

控室及两个好氧颗粒污泥生化池。

[0022] 所述配药室内设有配药罐，所述配药罐通过输药管与所述好氧颗粒污泥生化池连

通；所述风机室内设有风机，所述风机通过输气管与所述好氧颗粒污泥生化池连通；所述电

控室内设有电控箱。

[0023] 进一步地，所述深度降解设备处理后的废水进入氧化塘，所述氧化塘内具有净化

功能的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

[0024]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25] 1、人工格栅的设置有效去除废水中的粪类物料，避免进入后续工艺而造成设备的

堵塞，确保了养猪场废水处理质量和效率。

[0026] 2、深度降解设备采用好氧颗粒污泥对养殖污水进行处理，具有良好的沉降性能，

可节省生化反应时间，降低污泥上浮机率，出水水质优良、纯净度好且水质稳定，同时具有

同步硝化反硝化的能力，在保证设备对氨氮高效去除的同时，还可有效去除污水中总氮成

分及难降解有机物。

[0027] 3、本发明处理方法，易于实施，污水处理效果好，最终能达标排放能有效解决养殖

场的污染问题，处理后的出水水质符合国家《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

排放标准。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废水处理方法的流程图；

[0029] 图2为人工格栅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为格栅池的平面示意图；

[0031] 图4为图3的A-A剖视图；

[0032] 图5为图3的B-B剖视图；

[0033] 图6为深度降解设备的平面示意图；

[0034] 附图符号说明:

[0035] 人工格栅1、漏缝板11、下砖层12、砂石层13、上砖层14、格栅池体2、隔板21、走道板

33、深度降解设备4、配药室41、风机室42、电控室43、好氧颗粒污泥生化池44、投料口441。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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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7] 参考图1，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养猪场废水处理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38] (1)预处理

[0039] 养猪场废水经管道收集，进入格栅池。

[0040] 结合图2-5，格栅池包括格栅池体2及设于格栅池体2内的人工格栅1，人工格栅1与

格栅池体2的底部之间具有一定的间隙。人工格栅1包括漏缝板11、下砖层12、砂石层13及上

砖层14，漏缝板11、下砖层12、砂石层13及上砖层14自下而上依次叠置。漏缝板11采用混凝

土材料制成；下砖层12和上砖层14分别采用红砖铺设而成；砂石层13采用石英砂铺设而成。

[0041] 格栅池体2内竖向设置有多个隔板21，将池体分隔成多个区域；为方便对格栅池进

行人工维护或清理，池体的顶部设有走道板3。

[0042] 废水通过人工格栅1时，粪便被阻挡在人工格栅1的上方，而废水渗入到人工格栅1

与格栅池体2底部的间隙中。去除粪类物料后的废水进入废水收集池，再进入水质调节装

置。

[0043] 水质调节装置设有竖流式填料沉淀层及水解酸化调节池，竖流式填料沉淀层的填

料为除磷填料；水解酸化调节池内悬挂有立体弹性填料，底部设有微孔曝气管，水解酸化调

节池与沼气池相连；废水收集池的废水进入竖流式填料沉淀层进行除磷处理，并进一步去

除固体悬浮物。废水再进入水解酸化调节池调节水量、均匀水质、初步水解酸化。

[0044] (2)厌氧处理

[0045] 经过水质调节装置处理后的废水进入沼气池进行厌氧处理，废水中可生物降解的

有机物被厌氧微生物分解利用，产生沼气，可以有效分解废水中30-40％的污染有机物；

[0046] 沼气池处理后的废水进入水解酸化池，水解酸化池利用水解和产酸微生物的反

应，将不溶性有机物水解成可溶性有机物，减轻后续深度处理的负荷，在整个水解酸化过程

中，80％以上的进水悬浮物水解成可溶性物质，将大分子降解为小分子，不仅使难降解的大

分子物质得到降解，而且出水BOD5/COD比值提高，降低了后续生物处理的需氧量和曝气时

间，增加了废水的可生化性，为后续的好氧生化处理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0047] (3)好氧处理

[0048] 水解酸化池处理后的废水进行好氧处理。好氧处理具体为：水解酸化池处理后的

废水进入SBR曝气池处理，去除污水中的有机物，脱氮除磷；废水再进入第一竖流式沉淀池

沉淀处理，再进入氧化沟曝气池进行间歇曝气处理，进一步去除污水中的有机物，脱氮除

磷；废水再进入第二竖流式沉淀池沉淀处理。

[0049] 经过上述好氧处理步骤，好氧微生物对进水中的有机物进行好氧分解，使之无机

化，达到去除废水中大部分有机物的目的。

[0050] (4)深度处理

[0051] 好氧处理后的废水进入深度降解设备4，采用好氧颗粒污泥进行深度处理。

[0052] 结合图6，深度降解设备4包括箱体，箱体的一侧设有配药室41，另一侧设有风机室

42、电控室43及两个好氧颗粒污泥生化池44。

[0053] 配药室41内设有配药罐，配药罐通过输药管与好氧颗粒污泥生化池44连通；配药

罐输送好氧颗粒污泥处理污水时所需要的养料及其它需要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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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风机室42内设有风机，风机通过输气管与好氧颗粒污泥生化池44连通；电控室43

内设有电控箱。

[0055] 好氧颗粒污泥生化池44上设有用于投入好氧颗粒污泥的投料口441、进水口、排水

口及排泥口。

[0056] 好氧处理后的废水进入好氧颗粒污泥生化池44，好氧颗粒污泥生化池44投入好氧

颗粒污泥，好氧颗粒污泥对废水进行处理，具有良好的沉降性能，可节省生化反应时间，降

低污泥上浮机率，出水水质优良、纯净度好且水质稳定，同时具有同步硝化反硝化的能力，

在保证设备对氨氮高效去除的同时，还可有效去除污水中总氮成分及难降解有机物。

[0057] 两个好氧颗粒污泥生化池44，可切换使用，保证了污水处理的连续性。好氧颗粒污

泥生化池44在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比重高，可节省生化池的污泥槽设计空间，并具有较

强的抗负荷冲击能力，可在高容积负荷、低污泥负荷下运行，剩余污泥产量低，降低了污泥

处理费用。

[0058] 深度降解设备4处理后的废水进入氧化塘，氧化塘内具有净化功能的水生植物和

水生动物。具体可采用如下方式：

[0059] 氧化塘中放养罗非鱼、鲶鱼等耐污鱼种。塘浅层中布置特制微曝增氧软管，塘面种

植水芹、空心菜等浮水植物，通过浮水植物吸附污水中的悬浮物，同时吸收污水中的氮、磷

污染物，进一步净化水体。通过净化后的清水，用于农、林浇灌，而浮水植物(水芹、空心菜

等)可做为养猪饲料，资源回收利用。

[0060] 上述格栅池得到的粪渣、水质调节装置得到的污泥、沼气池得到的沼渣、水解酸化

池得到的污泥及深度降解设备4得到的污泥，均可集中堆肥后农业利用。

[0061] 第一竖流式沉淀池沉淀处理得到的部分污泥(上层污泥，占总污泥重量30-40％)

回流至SBR曝气池处理，剩余污泥，堆肥后农业利用。

[0062] 第二竖流式沉淀池沉淀处理得到的部分污泥(上层污泥，占总污泥重量30-40％)

回流至氧化沟曝气池处理，剩余污泥，堆肥后农业利用。

[006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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