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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

处理装置及处理工艺。包括秸秆预处理池、入料

口与秸秆预处理池相连通的初级厌氧发酵池，与

初级厌氧发酵池的出料口相连通且用于对初级

厌氧后的污水进一步厌氧发酵的多级厌氧发酵

池，与多级厌氧发酵池的出料通道相连通的水解

滤清池，以及通过管路将沼气作净化处理的沼气

净化系统，沼气发电设备和加菌曝气池。本发明

的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装置，结合了秸

秆预处理池、初级厌氧发酵池和多级厌氧发酵

池、二次水解池和多级滤清池、后端莲藕种植塘

等，结构设计科学合理，各部分之间衔接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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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秸秆预处理池：用于容置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并通过向其内部喷淋或浇注人粪尿等生活

污水，完成对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充分浸润及分解腐化的过程；其底部设置有排水通道；

初级厌氧发酵池：其入料口与秸秆预处理池的排水通道相连通，用于接收来自秸秆预

处理池的污水，其内部布设有推流布料墙，四周及底部布设有温控装置；

多级厌氧发酵池：用于对初级厌氧后的污水进一步厌氧发酵，其入料口与初级厌氧发

酵池的出料口相连通，发酵池内部布设有推流布料墙；多级厌氧发酵池产生的料液经由管

路排放至水解滤清池中，多级厌氧发酵池产生的沼气经由管路汇集后输送至沼气净化系

统；

水解滤清池：与多级厌氧发酵池的出料通道相连通，用于对来自于多级厌氧发酵池的

料液进行二次好氧及水解过滤；

沼气净化系统：初级厌氧发酵池及多级厌氧发酵池产生的沼气通过管路汇集输送至沼

气净化系统中，所述沼气净化系统采用现有的脱硫脱水净化系统，通过沼气净化系统对沼

气作脱硫脱水净化处理；

沼气发电设备：包括沼气发电机组、发电机和热回收装置，经脱硫净化后的沼气经管路

进入沼气发电机组，沼气发电机组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热量通过换热器换热后，经管路回送

至秸秆预处理池和初级厌氧发酵池中循环利用；

加菌曝气池：与水解滤清池的出料通道相连通，经生物灭活后的料液进入曝气池，在此

添加不同的生物菌群并曝气；

液体肥存储池：经加菌曝气后的液体肥料进入液体肥存储池备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解滤清池的出料通道内壁加装有管式紫外消毒器，料液流经出料通道的同时被

紫外线消毒以达到生物灭活的目的。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秸秆预处理池包括处理池本体，所述处理池本体具有用于放置秸秆等农业废弃物

的承托坡台，所述承托坡台的坡底安装有过滤网，所述过滤网的下部连接有集液管道；所述

集液管道排放口置于所述初级厌氧发酵池的入料口。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初级厌氧发酵池包括入料口、出料口及收集沼气的气体管路，在其发酵池的四周

及底部布设有加热盘管构成的温控装置；通过温控装置对所述初级厌氧发酵池内的料液进

行升温加热；在所述发酵池入料口与出料口之间的内部空间布设有推流布料墙，所述推流

布料墙采用的是在相对的两个长度方向的内壁相向延伸且具有一定间隔距离的若干竖向

挡壁，相邻的两个竖向挡壁之间的间隔距离构成了S状的料液通道。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解滤清池沿料液走向在池内依次布设有三级过滤装置，所述三级过滤装置包括

定位筐体以及置于定位筐体内部的过滤介质；所述三级过滤装置的定位筐体结构相同，不

同的是，一级过滤装置中的过滤介质采用的是网袋包裹的整秸秆，二级过滤装置中的过滤

介质采用的是网袋包裹的破碎秸秆，三级过滤装置中的过滤介质采用的是网袋包裹的锯

末；在所述三级过滤装置之后、水解滤清池的末端配置有转鼓格栅机，经三级过滤后的料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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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转鼓式格栅机鼓内，以径向辐射状经筛网流出，水中秸秆等大颗粒被截留返回到秸秆

预处理池，经由转鼓式格栅机筛网流出的料液通过出料通道排出。

6.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工艺，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S1、将秸秆等农产品废弃物预先堆放到秸秆预处理池中；

S2、将收集到的农村生活污水从秸秆预处理池的顶部喷淋或浇注，污水浸润农产品废

弃物后，经由池底的排水通道进入初级厌氧发酵池；

S3、将初级厌氧发酵池的工作温度调整为60-70℃，料液进入初级厌氧发酵池后，在发

酵池内部推流布料墙的隔挡作用下形成S状流向，料液在初级厌氧发酵池内的厌氧周期为

10-12天，充分杀灭好氧菌、蛔虫卵及草籽后经出料通道自流进入多级厌氧发酵池；

S4、进入多级厌氧发酵池中的料液结合内部推流布料墙作用在此常温发酵40-60天，之

后进入水解滤清池，多级厌氧发酵池中产生的沼气与初级厌氧发酵池产生的沼气经管路汇

集后送入沼气净化系统；

S5、进入水解滤清池中的料液经由池内逐级过滤，最终通过转鼓格栅机把剩余漂浮物

及粗渣颗料滤除，滤得的料液经生物灭活后进入曝气池内加菌曝气；

经脱硫净化后的沼气经管路进入沼气发电设备，沼气发电机组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热量

通过换热器换热后，经管路回送至秸秆预处理池和初级厌氧发酵池中循环利用；

S6、料液在曝气池内，加菌24小时不间歇曝气，曝气后的液体肥料进入液体肥存储池备

用；

S7、将液体肥存储池内的液体肥料用于农业生产。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工艺，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1中，秸秆等农产品废弃物是指玉米秸秆、花生秸秆、果木枝条及蔬菜种植废

弃物；

所述步骤S2中，所述农村生活污水的PH值预先调整为5-8；所述农村生活污水是指养殖

场粪便粪污、城镇居民生活污水及厨余物。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工艺，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5中，料液生物灭活的方式是采用在水解滤清池的出料通道内壁安装管式紫

外线消毒器，料液在流经出料通道的同时经紫外线消毒进而达到生物灭活的目的。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工艺，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6中，曝气池中加入的生物菌群根据不同需求进行选择。

10.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工艺，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7中,  将液体肥存储池内的液体肥料直接用于荷花塘莲藕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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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装置及处理工艺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农业环境工程领域，具体而言，是一种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

装置及处理工艺。

[0003]

背景技术

[0004] 我国目前的沼气工程，主要有户用沼气池和养殖场中小型沼气池、和大中型沼气

工程几种类型，普遍存在使用率不足的情况，利用率远远低于50%。主要体现在户用小型沼

气池由于原料不足，分散式养殖被市场淘汰，劳动力外流，管理经验不足，产气不稳定；大中

型沼气工程存在能耗高，保温设施不到位，管理不到位等诸多方面，由此而导致大部分沼气

工程弃用的现状。

[0005] 农作物秸秆是农业生产中数量最大的副产品，是一种大量的永续性的宝贵资源，

若进行综合利用，不仅能变废为宝，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可

为肥料、畜牧、食用菌、能源、加工业等提供大量的廉价原料，从而带动农村产业结构乃至整

个农村结构的变革，促进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城乡环境的改善。以往农民认识不到秸秆

是一种宝贵资源，将其抛弃或焚烧，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引发

交通安全等社会问题。

[0006] 城镇居民改厕后的人粪尿也是极好的有机原料，中国上下5000年的农耕文化里一

直有利用人粪尿种植庄稼、蔬菜的习俗，也习惯用纯原生态的肥料种植瓜果蔬菜。随着社会

的进步，劳动力外流，农村老龄化，农民厕所的人粪尿雇请专业抽渣的社会人员抽取后随处

倾倒（河流、村头郊外）既污染了水源、环境又没做到种植废弃物和养殖废弃物的资源化、无

害化利用。造成极大的浪费。污水的处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不做任何处理任意排

放，污水流入地表，和人们饮用的水流到一起，即使饮用水经过净化，但是其中含有的各种

危害物质还是会影响人们的健康。

[0007]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装置及处理工艺，通过该装置

实现的沼气处理工艺能够有效解决背景技术中的问题和农村城镇居民生活污水及花生秸

秆、玉米秸秆、农产品加工剩余物等资源浪费的问题，填补了农村人粪尿和秸秆处理的技术

空白。

[0009]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装置，其特殊之处在于，包括：

秸秆预处理池：用于容置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并通过向其内部喷淋或浇注人粪尿等生活

污水，完成对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充分浸润及分解腐化的过程；其底部设置有排水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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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厌氧发酵池：其入料口与秸秆预处理池的排水通道相连通，用于接收来自秸秆预

处理池的污水，利用高温、厌氧灭杀污水中的虫卵及草籽，提高甲烷菌的活性，提高产气率；

其内部布设有推流布料墙，四周及底部布设有温控装置；

多级厌氧发酵池：用于对初级厌氧后的污水进一步厌氧发酵，延长料液滞留期，使其进

一步分解；其入料口与初级厌氧发酵池的出料口相连通，发酵池内部布设有推流布料墙；多

级厌氧发酵池产生的料液经由管路排放至水解滤清池中，厌氧发酵池产生的沼气经由管路

汇集后输送至沼气净化系统；

水解滤清池：与多级厌氧发酵池的出料通道相连通，用于对来自于多级厌氧发酵池的

料液进行二次好氧及水解过滤；

沼气净化系统：初级厌氧发酵池及多级厌氧发酵池产生的沼气通过管路汇集输送至沼

气净化系统中，所述沼气净化系统采用现有的脱硫脱水净化系统，通过沼气净化系统对沼

气作脱硫脱水净化处理。

[0010] 沼气发电设备：包括沼气发电机组、发电机和热回收装置，经脱硫净化后的沼气经

管路进入沼气发电机组，沼气发电机组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热量通过换热器换热后，经管路

回送至秸秆预处理池和初级厌氧发酵池中循环利用；

曝气池：与水解滤清池的出料通道相连通，经生物灭活后的料液进入曝气池，在此添加

不同的生物菌群并曝气，通过曝气提高料液中溶解氧的含量，根据需求不同加入不同的菌

种，提高农作物的抗逆性；

所述水解滤清池的出料通道内壁加装有管式紫外消毒器，料液流经出料通道的同时被

紫外线消毒以达到生物灭活的目的。

[0011] 所述秸秆预处理池包括处理池本体，所述处理池本体具有用于放置秸秆等农业废

弃物的承托坡台，所述承托坡台的坡底安装有过滤网，所述过滤网的下部连接有集液管道；

所述集液管道排放口置于所述初级厌氧发酵池的入料口；

所述初级厌氧发酵池包括入料口、出料口及收集沼气的气体管路，在其发酵池的四周

及底部布设有加热盘管构成的温控装置；通过温控装置对所述初级厌氧发酵池内的料液进

行升温加热；在所述发酵池入料口与出料口之间的内部空间布设有推流布料墙，所述推流

布料墙采用的是在相对的两个长度方向的内壁相向延伸且具有一定间隔距离的若干竖向

挡壁，相邻的两个竖向挡壁之间的间隔距离构成了S状的料液通道；

所述水解滤清池沿料液走向在池内依次布设有三级过滤装置，所述三级过滤装置包括

定位筐体以及置于定位筐体内部的过滤介质；所述三级过滤装置的定位筐体结构相同，不

同的是，一级过滤装置中的过滤介质采用的是网袋包裹的整秸秆，二级过滤装置中的过滤

介质采用的是网袋包裹的破碎秸秆，三级过滤装置中的过滤介质采用的是网袋包裹的锯

末；在所述三级过滤装置之后、水解滤清池的末端配置有转鼓格栅机，经三级过滤后的料液

进入转鼓式格栅机鼓内，以径向辐射状经筛网流出，水中秸秆等大颗粒被截留返回到秸秆

预处理池，经由转鼓式格栅机筛网流出的料液通过出料通道排出。

[0012] 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工艺，特殊之处在于，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S1、将秸秆等农产品废弃物预先堆放到秸秆预处理池中；

S2、将收集到的农村生活污水从秸秆预处理池的顶部喷淋或浇注，污水浸润农产品废

弃物后，经由池底的排水通道进入初级厌氧发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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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将初级厌氧发酵池的工作温度调整为60-70℃，料液进入初级厌氧发酵池后，在发

酵池内部推流布料墙的隔挡作用下形成S状流向，料液在初级厌氧发酵池内的厌氧周期为

10-12天，充分杀灭好氧菌、蛔虫卵及草籽后经出料通道自流进入多级厌氧发酵池；

S4、进入多级厌氧发酵池中的料液结合内部推流布料墙作用在此常温发酵40-60天，之

后进入水解滤清池，多级厌氧发酵池中产生的沼气与初级厌氧发酵池产生的沼气经管路汇

集后送入沼气净化系统；

S5、进入水解滤清池中的料液经由池内逐级过滤，最终通过转鼓格栅机把剩余漂浮物

及粗渣颗料滤除，滤得的料液经生物灭活后进入曝气池内加菌曝气；

经脱硫净化后的沼气经管路进入沼气发电设备，沼气发电机组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热量

通过换热器换热后，经管路回送至秸秆预处理池和初级厌氧发酵池中循环利用；

S6、料液在曝气池内，加菌24小时不间歇曝气，曝气后的液体肥料进入液体肥存储池备

用；

S7、将液体肥存储池内的液体肥料用于农业生产。

[0013] 所述步骤S1中，秸秆等农产品废弃物是指玉米秸秆、花生秸秆、果木枝条及蔬菜种

植废弃物；

所述步骤S2中，所述农村生活污水的PH值预先调整为5-8；所述农村生活污水是指养殖

场粪便粪污、城镇居民生活污水及厨余物；

所述步骤S5中，料液生物灭活的方式是采用在水解滤清池的出料通道内壁安装管式紫

外线消毒器，料液在流经出料通道的同时经紫外线消毒进而达到生物灭菌的目的；

所述步骤S6中，曝气池中加入的生物菌群根据不同需求进行选择，其目的是为了使加

菌曝气后的料液形成不同功能的液体肥料，从而达到提高产量改善作物品质、提高作物的

抗逆性、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以及调节土壤的pH值，降低土壤盐分和蟹合土壤中微量元素的

作用。

[0014] 所述步骤S7中  ,  在用肥淡季，液体肥料直接用于荷花塘莲藕种植。

[0015] 本发明的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装置，结合了秸秆预处理池、初级厌氧发

酵池和多级厌氧发酵池、二次水解池和多级滤清池、后端莲藕种植塘等，结构设计科学合

理，各部分之间衔接紧凑。基于该装置的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工艺，沼气、沼肥产量大，

沼液沼渣进行综合利用，整体建立了以沼气工程为纽带治理养殖业面污染、解决城镇居民

生活污水乱排放、解决农作物秸秆地头焚烧，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提高沼气工程的综

合效益，彻底解决多年以来沼气工程沼液难利用的难题。工艺简单，管理、操作方便。工程投

资少，运行费用低。

[0016]

附图说明

[0017] 图1：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装置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秸秆预处理池结构示意图；

图3：初级厌氧发酵池的俯视图；

图4：水解滤清池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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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用来对本发明的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装置的结构

组成，以及处理工艺的具体过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加充分准确的

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19] 实施例1

本实施例提供的是一种基于人粪尿与秸秆的沼气处理装置，该装置是由秸秆预处理

池、初级厌氧发酵池、多级厌氧发酵池、水解滤清池、沼气净化系统、沼气发电设备、曝气池、

液体肥存储池和荷花塘莲藕种植；上述处理装置分别形成沼气和沼液两路控制；其中，秸秆

预处理池与初级厌氧发酵池相连，初级厌氧发酵池与多级厌氧发酵池相连，多级厌氧发酵

池分别与水解滤清池和沼气净化系统相连；水解滤清池与加菌曝气池相连，加菌曝气池与

液体肥存储池相连，液体肥存储池与荷花莲藕种植塘相连；沼气净化系统它们相互之间是

通过位置设定形成的地势高度差实现液体的自流连通。其中，所述秸秆预处理池包括处理

池本体10，所述处理池本体10具有用于放置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的承托坡台11，所述承托坡

台11的坡底安装有过滤网12，所述过滤网12的下部连接有集液管道13；所述集液管道13排

放口置于所述初级厌氧发酵池的入料口，为了便于向秸秆预处理池内浇注农村生活污水，

在所述秸秆预处理池的顶部可以安装有喷淋装置，所述喷淋装置采用现有常规的结构来实

现喷淋功能。所述初级厌氧发酵池20包括与秸秆预处理池的集液管道排放口相连接的入料

口21、与多级厌氧发酵池相衔接的出料口22及收集沼气的气体管路，在其发酵池的四周及

底部布设有加热盘管构成的温控装置23；通过温控装置23对所述初级厌氧发酵池20内的料

液进行升温加热；在所述发酵池入料口21与出料口之间22的内部空间布设有推流布料墙，

所述推流布料墙采用的是在相对的两个长度方向的内壁相向延伸且具有一定间隔距离的

若干竖向挡壁24，相邻的两个竖向挡壁24之间的间隔距离构成了S状的料液通道。所述多级

厌氧发酵池用于对初级厌氧后的污水进一步厌氧发酵，延长料液滞留期，使其进一步分解；

其入料口与初级厌氧发酵池的出料口相连通，与初级厌氧发酵池结构所不同的是，多级厌

氧发酵池内部仅布设有推流布料墙，而没有布设温控装置；多级厌氧发酵池产生的料液经

由管路排放至水解滤清池中，多级厌氧发酵池产生的沼气经由管路汇集后输送至沼气净化

系统；水解滤清池与多级厌氧发酵池的出料通道相连通，用于对来自于多级厌氧发酵池的

料液进行二次好氧及水解过滤。所述水解滤清池30沿料液走向在池内依次布设有三级过滤

装置，所述三级过滤装置包括定位筐体31以及置于定位筐体内部的过滤介质；所述三级过

滤装置的定位筐体结构相同，不同的是，一级过滤装置32中的过滤介质采用的是网袋包裹

的整秸秆，二级过滤装置33中的过滤介质采用的是网袋包裹的破碎秸秆，三级过滤装置34

中的过滤介质采用的是网袋包裹的锯末；在所述三级过滤装置之后、水解滤清池的末端配

置有转鼓格栅机35，经三级过滤后的料液进入转鼓式格栅机35内，以径向辐射状经筛网流

出，水中秸秆等大颗粒被截留返回到秸秆预处理池，经由转鼓式格栅机筛网流出的料液通

过出料通道排出。

[0020] 初级厌氧发酵池及多级厌氧发酵池产生的沼气通过管路汇集输送至沼气净化系

统中，所述沼气净化系统采用现有的脱硫脱水净化系统，通过沼气净化系统对沼气作脱硫

脱水净化处理。沼气发电设备包括沼气发电机组、发电机和热回收装置，经脱硫净化后的沼

气经管路进入沼气发电机组，沼气发电机组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热量通过换热器换热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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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回送至秸秆预处理池和初级厌氧发酵池中循环利用。

[0021] 以上实施例的沼气处理装置，结合了秸秆预处理池、初级厌氧发酵池和多级厌氧

发酵池、二次水解池和多级滤清池、后端莲藕种植塘等，结构设计科学合理，各个系统之间

衔接紧凑。

[0022] 实施例2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于实施例1的沼气处理装置来实现的沼气处理工艺，包括以下

具体步骤：

S1、将秸秆等农产品废弃物预先堆放到秸秆预处理池中，一般情况下，为了满载负荷，

将秸秆预处理池中的秸秆堆满，所述的秸秆等农产品废弃物是指玉米秸秆、花生秸秆、果木

枝条以及蔬菜种植废弃物；

S2、将收集到的农村生活污水的PH值预先调整至5-8，之后从秸秆预处理池的顶部喷淋

或浇注，污水浸润农产品废弃物后，经由池底的排水通道进入初级厌氧发酵池；所述的农村

生活污水是指养殖场粪便粪污、城镇居民生活污水及厨余物；

S3、将初级厌氧发酵池的工作温度调整为60-70℃，料液进入初级厌氧发酵池后，在发

酵池内部推流布料墙的隔挡作用下形成S状流向，料液在初级厌氧发酵池内的厌氧周期为

10-12天，充分杀灭好氧菌、蛔虫卵及草籽后经出料通道自流进入多级厌氧发酵池；

S4、进入多级厌氧发酵池中的料液结合内部推流布料墙作用在此常温发酵40-60天，之

后进入水解滤清池，多级厌氧发酵池中产生的沼气与初级厌氧发酵池产生的沼气经管路汇

集后送入沼气净化系统；

S5、进入水解滤清池中的料液经由池内逐级过滤，最终通过转鼓格栅机把剩余漂浮物

及粗渣颗料滤除，滤得的料液经生物灭活后进入曝气池内加菌曝气；料液生物灭活的方式

是采用在水解滤清池的出料通道内壁安装管式紫外线消毒器，料液在流经出料通道的同时

经紫外线消毒进而达到生物灭活的目的；

经脱硫净化后的沼气经管路进入沼气发电设备，沼气发电机组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热量

通过换热器换热后，经管路回送至秸秆预处理池和初级厌氧发酵池中循环利用。

[0023] S6、料液在曝气池内，加菌24小时不间歇曝气，曝气后的液体肥料进入液体肥存储

池备用；曝气池中加入的生物菌群根据不同需求进行选择，其目的是为了使加菌曝气后的

料液形成不同功能的液体肥料，从而达到提高产量改善作物品质、提高作物的抗逆性、促进

作物根系生长以及调节土壤的pH值，降低土壤盐分和蟹合土壤中微量元素的作用。

[0024] S7、将液体肥存储池内的液体肥料直接用于荷花塘莲藕养殖。

[0025] 以上实施例的沼气处理工艺，沼气、沼肥产量大，沼液沼渣进行综合利用，整体建

立了以沼气工程为纽带治理养殖业面污染、解决城镇居民生活污水乱排放、解决农作物秸

秆地头焚烧，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提高沼气工程的综合效益，彻底解决多年以来沼气

工程沼液难利用的难题。工艺简单，管理、操作方便。工程投资少，运行费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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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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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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