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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农业废弃物发酵处理技术领域，

公开了一种畜禽粪污高效厌氧发酵装置及发酵

方法，该装置包括预处理系统、厌氧发酵系统和

收集系统，预处理系统包括沉砂池、酸化水解池

和调节计量池，厌氧发酵罐的搅拌棒上设有内部

包裹有厌氧发酵菌的半透膜；本发明是通过设置

酸碱度可控的酸化水解池和调节计量池，使得粪

污在进入发酵池之前进行高效的预处理，厌氧发

酵罐中的搅拌棒上连接有易于更换且内部有厌

氧发酵菌的半透膜，同时PLC控制器的设置提高

了装置的可控性和自动化特性，从而有效地提高

了粪污的厌氧发酵效率，仪器操作可控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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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畜禽粪污高效厌氧发酵装置，包括预处理系统、厌氧发酵系统和收集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预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沉砂池(11)、酸化水解池(12)和调节计量池(13)，

所述酸化水解池(12)和所述调节计量池(13)的内部均安装有搅拌器(121)及由PLC控制器

(122)电性连接的pH计(123)和药剂盒(124)，用于控制粪液的pH；所述厌氧发酵系统包括连

接至所述调节计量池(13)中且用于使粪便发酵产生沼气的厌氧发酵罐(21)，所述厌氧发酵

罐(21)的顶部上可拆卸连接有搅拌棒(22)，所述搅拌棒(22)侧边上可拆卸地设有多个能够

以搅拌棒(22)为轴进行旋转的搅拌叶片(221)，所述搅拌叶片(221)上可拆卸安装有内部包

裹有厌氧发酵菌的半透膜(222)；所述酸化水解池(12)和所述厌氧发酵罐(21)外部缠绕有

能够对池体及罐体进行均匀加热的电阻丝(211)，所述收集系统用于对沼气进行脱硫脱水

后的储存和对沼渣沼液进行分离后的分开储存。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禽粪污高效厌氧发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叶片

(221)是由具有导热性且表面光滑的金属丝缠绕成的矩形网，所述半透膜(222)以卡扣连接

的形式镶嵌在所述搅拌叶片(221)的表面。

3.如权利要求1或2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畜禽粪污高效厌氧发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半透膜(222)由赛璐玢制备而成的表皮层微孔孔径为0.6-0 .9nm的半透膜，所述半透膜

(222)内装有浓度为0.01-0.1mM、pH为7.0的磷酸盐缓冲溶液。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禽粪污高效厌氧发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酸化水解池

(12)中的药剂盒(124)装有酸性试剂以促进有机物的酸化水解，所述调节计量池(13)中的

药剂盒(124)装有含微量元素铁、锌、铜、钴的碱性试剂，为产甲烷菌提供适宜的酸碱度。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禽粪污高效厌氧发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沉砂池(11)

顶部安装有粉碎机(14)，所述沉砂池(11)上部设有能够沿水平方向进行推拉以进出沉砂池

(11)的振动筛板(111)，所述沉砂池(11)内侧壁上对称设有多个能够使得所述振动筛板

(111)进行不同程度倾斜的小定位块(112)，所述沉砂池(11)底部安装有能够沿着水平方向

推拉的砂砾箱(113)，所述砂砾箱(113)由两个箱体套接组成，所述两个箱体能够沿着水平

方向分别向左向右推拉。

6.如权利要求1～2、4～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畜禽粪污高效厌氧发酵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调节计量池(13)的出液口上安装有流量控制器(131)。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畜禽粪污高效厌氧发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系统包

括与所述厌氧发酵罐(21)顶部沼气排出口连接的水封罐(32)、汽水分离器(33)、沼气脱硫

罐(34)、储气罐(35)，以及与所述厌氧发酵罐(21)底部残渣排出口连接的固液分离器(31)，

用于将残渣分离为沼渣、沼液，还包括分别与所述固液分离器(31)相连的沼渣罐(36)和沼

液罐(37)。

8.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禽粪污高效厌氧发酵装置进行畜禽粪污厌氧发酵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

(a)通过粉碎机(14)将畜禽粪污粉碎后进入沉砂池(11)中进行沉砂，通过沉砂池(11)

中的可拆卸的振动筛板(111)和可替代更换的砂砾箱(113)将砂石过滤，沉砂之后的粪污通

过抽滤泵进入酸化水解池(12)中；

(b)酸化水解池(12)中的pH计(123)对粪污的酸度进行测定并将信号传输至PLC控制器

(122)，当PLC控制器(125)接收到的数值在大于4时，PLC控制器(125)会控制酸性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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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释放酸性药品以使有机酯类达到充分水解；水解后的粪液会进入调节计量池(13)中，

PLC控制器(122)会控制碱性试剂盒(124)释放碱性药品以中和粪污的酸性，使之达到产甲

烷菌的适宜pH范围6.5-7.5，随后将该粪液在流量调节阀(131)的控制下输入至厌氧发酵罐

(21)中进行厌氧发酵；

(c)粪液进入厌氧发酵罐(21)中，与所述搅拌棒(22)上半透膜(222)内的低浓度溶液形

成渗透压而使得粪污中的离子和小分子穿过半透膜(222)，并与其内包裹的厌氧发酵菌发

生相互作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沼气、沼液和沼渣进入收集系统进行处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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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畜禽粪污高效厌氧发酵装置及发酵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废弃物发酵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畜禽粪污高效厌氧发

酵装置及发酵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我国畜牧业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畜禽粪便污染的问题，破坏生态系统的平

衡和污染环境，因此利用畜禽粪污的发酵制沼气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厌氧发酵技术受到

了广泛的关注。

[0003] 专利号为CN201810548314.3的中国发明专利中公开了一种畜禽粪污发酵装置及

发酵方法，该装置包括发酵罐、搅拌轴及驱动电机，能够对畜禽粪污中的重金属元素进行有

效的去除，且能够对发酵罐进行不同程度的加热以提高发酵效率，但该装置直接在发酵罐

中进行酸化，会影响发酵罐的使用寿命，同时预处理与发酵过程结合会导致发酵效率较低。

[0004] 专利号为CN201721354354.1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中公开了一种畜禽粪污发酵装

置，该装置包括箱体、菌种溶液配置箱和扇板，该装置设有手动搅拌式的菌种溶液配置箱，

能够是菌种溶液混合均匀，设有带有粉碎锟的进料斗能够避免大块粪污堆积，能够减短发

酵时间，但是该装置中的菌种溶液配置箱需要手动搅拌，且为固定装置，当菌种消耗完时需

要手动加菌种，增加了人力成本，同时不能有效提高沼气产率。

[0005] 目前我国的沼气工程大都存在忽略了预处理的过程，把重点均放在厌氧发酵过程

中，又因为畜禽粪污成分复杂，导致发酵产的沼气产出率不高，且预处理过程不充分导致搅

拌装置极易破损，寿命较短，增加了投资成本，因此亟需发展一种高效率的畜禽粪污厌氧发

酵装置。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加强对粪污的预处理，同时增大厌氧发酵菌与粪液的

相互作用，提高畜禽粪污的厌氧发酵效率，从而提高沼气的产出效率和沼液沼渣的利用率。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畜禽粪污高效厌氧发酵装置，包

括预处理系统、厌氧发酵系统和收集系统，所述预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沉砂池、酸化水

解池和调节计量池，所述酸化水解池和所述调节计量池的内部均安装有搅拌器及由PLC控

制器集成连接的pH计和药剂盒，用于控制粪液的  pH；所述厌氧发酵系统包括连接至所述调

节计量池中且用于使粪便发酵产生沼气的厌氧发酵罐，所述厌氧发酵罐的顶部上可拆卸连

接有搅拌棒，所述搅拌棒侧边上可拆卸地设有多个能够以搅拌棒为轴进行旋转的搅拌叶

片，所述搅拌叶片上可拆卸安装有内部包裹有厌氧发酵菌的半透膜；所述酸化水解池和所

述厌氧发酵罐外部缠绕有能够对池体及罐体进行均匀加热的电阻丝，所述收集系统用于对

沼气进行脱硫脱水后的储存和对沼渣沼液进行分离后的分开储存。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搅拌叶片是由导热性能较好且表面光滑的金属丝缠绕成的矩形

网，所述半透膜由以卡扣连接的形式镶嵌在所述搅拌叶片的表面，矩形网状结构使得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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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能够稳定连接在搅拌棒上，表面光滑有助于连接在搅拌叶片上的半透膜的更换。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半透膜由赛璐玢制备而成的表皮层微孔孔径为0.6-0.9nm的半透

膜，所述半透膜内装有浓度为0.01-0.1mM、pH约为7.0的磷酸盐缓冲溶液，能够与浓度较高

的粪污溶液形成渗透压而使得粪污中的离子和小分子能够通过半透膜而禁止厌氧发酵菌

和其他大分子通过，当厌氧菌达到其衰老期会濒临死亡，会降低厌氧发酵的效率，因此设置

为禁止发酵菌进出的半透膜能够避免发酵菌进入罐中而难以清理的问题。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酸化水解池中的药剂盒装有酸性试剂以促进有机物的酸化水解，

所述调节计量池中的药剂盒装有含少量微量元素铁、锌、铜、钴的碱性试剂，为产甲烷菌提

供适宜的酸碱度。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半透膜的表面积小于所述搅拌叶片的面积时，所述半透膜以卡扣

连接的形式镶嵌在所述搅拌叶片的表面；所述半透膜的表面积大于所述搅拌叶片的面积

时，所述半透膜可以套接在所述搅拌叶片的外表面。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酸化水解池中的药剂盒装有酸性试剂以促进有机物的酸化水解，

所述调节计量池中的药剂盒装有含多种微量元素的碱性试剂，为产甲烷菌提供适宜的酸碱

度。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沉砂池顶部安装有粉碎机，所述沉砂池上部设有能够沿水平方向

进行推拉以进出沉砂池的振动筛板，所述振动筛板由格栅板制成，所述沉砂池内侧壁上对

称设有多个能够使得所述振动筛板进行不同程度倾斜的小定位块，所述沉砂池底部安装有

能够沿着水平方向推拉的砂砾箱，所述砂砾箱由两个箱体套接组成，所述两个箱体能够沿

着水平方向分别向左向右推拉，振动筛有助于将不易粉碎的大颗粒的砂石过滤出来，格栅

可以提高振动筛筛除大砂砾的效率，同时能够利用网格进一步筛除大砂砾，减少装置的磨

损，防止大砂砾进入调节池磨损搅拌器而减少搅拌器的寿命，两个箱体套接，能够保证在一

个砂砾箱中砂砾装满时，能够及时将另一个砂砾箱从另一方向推入，而保证仪器运转的情

况下能够快速更换砂砾箱，提高沉砂效率。

[0014] 进一步地，所述调节计量池的出液口上安装有流量控制器，能够实现精准控制进

入厌氧发酵罐中的粪污量，从而提高厌氧发酵效率。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收集系统包括与所述厌氧发酵罐顶部沼气排出口连接的水封罐、

汽水分离器、沼气脱硫罐、储气罐，以及与所述厌氧发酵罐底部残渣排出口连接的固液分离

器，用于将残渣分离为沼渣、沼液，还包括分别与所述固液分离器相连的沼渣罐和沼液罐。

[0016] 进一步地，所述酸化水解池中的药剂盒装有酸性试剂以促进有机物的酸化水解，

所述调节计量池中的药剂盒装有含多种微量元素的碱性试剂，

[0017] 进一步地，所述药剂盒内部均设有控制药物流出量的流量计和控制药物流出次数

的脉冲控制仪。

[0018] 进一步地，所述固液分离器为一种螺旋挤压式离心机，其主要包括入料口、螺旋送

料器、脱水机、为所述螺旋送料器和脱水机提供动力的电机、固体出料口、液体排出口和底

板。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沼气脱硫罐是一种塔式干法脱硫装置，其内部设有棚板支架和放

置脱硫剂的脱硫剂盒，该脱硫装置能够快速高效的取出沼气中的硫化物，且脱硫剂盒可以

更换，使得装置的操作更加简单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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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设置酸碱度可控的酸化水解池和调节计量池，使得粪

污在进入发酵池之前进行高效的预处理，厌氧发酵罐中的搅拌棒上连接有易于更换且内部

包裹有厌氧发酵菌的半透膜，通过半透膜禁止厌氧发酵菌和其他大分子通过，当厌氧菌达

到衰老期会濒临死亡，会降低厌氧发酵的效率，因此设置为禁止发酵菌进出的半透膜能够

避免发酵菌进入罐中而难以清理的问题；同时PLC控制器的设置提高了装置的可控性和自

动化特性，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粪污的厌氧发酵效率，仪器操作可控性强。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装置中预处理系统及厌氧发酵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装置中厌氧发酵系统及收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a是本发明装置中搅拌叶片面积大于半透膜面积时二者连接的俯视图；

[0024] 图3-b是本发明装置中搅拌叶片面积小于半透膜面积时二者连接的俯视图；

[0025] 图4-a是本发明装置中搅拌叶片数量较少时发酵罐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b是本发明装置中搅拌叶片数量较多时发酵罐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是本发明装置中沉砂池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a是本发明装置中沉砂池工作状态一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b是本发明装置中沉砂池工作状态二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7是本发明装置中固液分离器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其中，11-沉砂池、111-振动筛、112-定位块、113-砂砾箱、12-酸化水解池、  121-搅

拌器、122-PLC控制器、123-pH计、124-药剂盒、13-调节计量池、131-  流量控制器、14-粉碎

机21-厌氧发酵罐、211-电阻丝、22-搅拌棒、221-搅拌叶片、  222-半透膜、31-固液分离器、

311-入料口、312-螺旋送料器、313-脱水机、314- 电机、315-固体出料口、316-液体排出口、

317-底板、32-水封罐、33-汽水分离罐、34-脱硫罐、35-储气罐、36-沼渣罐、37-沼液罐。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实施例一

[0033] 如图1所示，一种畜禽粪污高效厌氧发酵装置，包括预处理系统、厌氧发酵系统和

收集系统，所述预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沉砂池11、酸化水解池12和调节计量池13，所述

酸化水解池12和所述调节计量池13的内部均安装有搅拌器121及由PLC控制器122(购于台

达电子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电性连接的pH计123(购于杭州联测自动化技术有限公

司)和药剂盒124，用于控制粪液的pH，所述酸化水解池12和所述厌氧发酵罐21外部缠绕有

能够对池体及罐体进行均匀加热的电阻丝211，所述收集系统用于对沼气进行脱硫脱水后

的储存和对沼渣沼液进行分离后的分开储存，所述酸化水解池12中的药剂盒124装有酸性

试剂以促进有机物的酸化水解，所述调节计量池13中的药剂盒124装有含少量微量元素铁、

锌、铜、钴的碱性试剂，为产甲烷菌提供适宜的酸碱度，所述调节计量池13的出液口上安装

有流量控制器131，所述厌氧发酵系统包括连接至所述调节计量池13中且用于使粪便发酵

产生沼气的厌氧发酵罐21，所述搅拌叶片221上可拆卸安装有内部包裹有厌氧发酵菌的半

透膜222(购于北京亚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述半透膜222是由赛璐玢制备而成的表皮层

微孔孔径为  0.9nm的半透膜，所述半透膜222内装有浓度为0.01mM、pH约为7.0的磷酸盐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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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溶液，能够与浓度较高的粪污溶液形成渗透压而使得粪污中的离子和小分子能够通过半

透膜而禁止厌氧发酵菌和其他大分子通过；如图2所示，所述收集系统包括与所述厌氧发酵

罐21顶部沼气排出口连接的水封罐32、汽水分离器33、沼气脱硫罐34、储气罐35，以及与所

述厌氧发酵罐21底部残渣排出口连接的固液分离器31，用于将残渣分离为沼渣、沼液，还包

括分别与所述固液分离器31  相连的沼渣罐36和沼液罐37，所述沼气脱硫罐34是一种塔式

干法脱硫装置；如图3-a所示，所述搅拌叶片221是由导热性能较好且表面光滑的金属丝缠

绕成的矩形网，所述半透膜222是一种允许溶液进出而禁止微生物及细菌进出的半透膜，所

述半透膜222的表面积略小于所述搅拌叶片221的面积，所述半透膜222 以卡扣连接的形式

镶嵌在所述搅拌叶片221的外表面；如图4-a所示，所述厌氧发酵罐21的顶部上螺纹连接有

搅拌棒22，所述搅拌棒22侧边上对称地螺纹连接有10个能够以搅拌棒22为轴进行旋转的搅

拌叶片221，如图5所示，所述沉砂池11顶部安装有粉碎机14，所述沉砂池11上部设有能够沿

水平方向进行推拉以进出沉砂池11的振动筛板111，所述振动筛板由格栅板制成，所述沉砂

池  11内侧壁上对称设有多个能够使得所述振动筛板111进行不同程度倾斜的小定位块

112；如图6所示，所述沉砂池11底部安装有能够沿着水平方向推拉的砂砾箱113，所述砂砾

箱113由两个箱体套接组成，所述两个箱体能够沿着水平方向分别向左向右推拉，如图6-a

所示，当砂石过多，内部的小砂砾箱充满时，将小砂砾箱从沉砂池的右侧拉出，此时大砂砾

箱开始工作，当大砂砾箱填满时，如图6-b所示，将小砂砾箱从右侧缓慢推入，从而使得大砂

砾箱在左侧被缓慢推出，从而实现不影响沉砂过程的前提下更换盛满砂砾的砂砾箱；如图7

所示，所述固液分离器31为一种螺旋挤压式离心机，其主要包括入料口311、螺旋送料器

312、脱水机313、为所述螺旋送料器312(购于曲阜市海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和脱水机313

(购于江苏华克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动力的电机314(购于辽宁电机集团山电电机有

限公司)、固体出料口315、液体排出口316和底板317。

[0034] 实施例二

[0035] 实施例二与实施例一除以下内容外均相同：

[0036] 如图3-b所示，所述半透膜222的表面积略大于所述搅拌叶片221的面积，所述半透

膜222以套接在所述搅拌叶片221的外表面。

[0037] 实施例三

[0038] 实施例三与实施例一除以下内容外均相同：

[0039] 如图4-b所示，所述搅拌棒22侧边上对称地螺纹连接有2个能够以搅拌棒  22为轴

进行旋转的搅拌叶片221，该搅拌叶片221的长度略小于厌氧发酵罐21 的高度。

[0040] 实施例四

[0041] 实施例四与实施例一除以下内容外均相同：

[0042] 所述半透膜222内装有浓度为0.1mM、pH约为7.0的磷酸盐缓冲溶液，半透膜222是

由赛璐玢制备而成的表皮层微孔孔径为0.6nm的半透膜。

[0043] 实施例五

[0044] 实施例五与实施例一除以下内容外均相同：

[0045] 所述半透膜222内装有浓度为0.05mM、pH约为7.0的磷酸盐缓冲溶液。

[0046] 利用所述的畜禽粪污高效厌氧发酵装置进行畜禽粪污厌氧发酵的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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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a)通过粉碎机14将畜禽粪污粉碎后进入沉砂池11中进行沉砂，通过沉砂池11中

的可拆卸的振动筛板111和可替代更换的砂砾箱113将砂石过滤，沉砂之后的粪污通过抽滤

泵进入酸化水解池12中；

[0048] (b)酸化水解池12中的pH计123对粪污的酸度进行测定并将信号传输至  PLC控制

器122，当PLC控制器125接收到的数值在大于4时，PLC控制器  125会控制酸性试剂盒124释

放酸性药品以使有机酯类达到充分水解；水解后的粪液会进入调节计量池13中，PLC控制器

122会控制碱性试剂盒124释放碱性药品以中和粪污的酸性，使之达到产甲烷菌的适宜pH范

围6.5-7 .5，随后将该粪液在流量调节阀131的控制下输入至厌氧发酵罐21中进行厌氧发

酵；

[0049] (c)粪液进入厌氧发酵罐21中，与所述搅拌棒22上半透膜222内的低浓度溶液形成

渗透压而使得粪污中的离子和小分子穿过半透膜222，并与其内包裹的厌氧发酵菌发生相

互作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沼气、沼液和沼渣进入收集系统进行处理收集。

[0050] 沼气产出率的检测：

[0051] 以本发明的实施例一作为实验组，并设置三个对比组，分别为：

[0052] 对比组1：在本发明装置中，将沉砂池底部的可更换的砂砾箱去除，替换为常用的

砂砾箱；

[0053] 对比组2：在本发明装置中，将半透膜去除，替换为常用的的搅拌器进行搅拌，并直

接将厌氧发酵菌添加进厌氧发酵罐中进行畜禽粪污的厌氧发酵；

[0054] 对比3：在本发明装置中，将沉砂池底部的可更换的砂砾箱去除，替换为常用的砂

砾箱，同时将半透膜去除，替换为常用的的搅拌器；

[0055] 使用以上装置分别进行其他条件均形同的畜禽粪污的厌氧发酵处理过程，每个处

理过程做5次，记录其平均数值，测得沼气平均产出率和对应的平均甲烷含量见下表1：

[0056] 表1沼气产出率及甲烷含量检测结果

[0057] 序号 沼气产气率(L/g  VS) 甲烷含量(％) 

对比组1 0.357 58.5 

对比组2 0.405 66.8 

对比组3 0.311 55.4 

实验组 0.577 70.3 

[0058] 由表1得出的结论是：本发明的厌氧发酵系统相对于对比组沼气产气率提高了

0.172-0.266L/g  VS，甲烷含量提高了3.5％-14.9％，说明在本系统中半透膜起到了关键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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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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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10

CN 111170602 A

10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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