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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农业系统技术领域，特指农

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包括有禽畜养殖场、

厌氧发酵罐、种植单元、鱼塘、沼气利用单元，厌

氧发酵罐设有进料口、沼液出口、沼气出口，禽畜

养殖场通过粪便输送管道连接厌氧发酵罐的进

料口，厌氧发酵罐的沼液出口通过沼液管道连接

种植单元、鱼塘，厌氧发酵罐的沼气出口通过第

一沼气管道连接沼气利用单元；本实用新型通过

建立立体种养殖结构，以沼气为纽带，将养殖、种

植、生活、生产之间的能源和资源形成综合相互

转化和利用，实现农业养殖废水废渣多级循环利

用，充分利用了资源、废弃物和空间，改善了生态

环境，提升了产品品质，节能环保，使得生态农业

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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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有禽畜养殖场、用于产生沼气的厌氧

发酵罐、种植单元、鱼塘、沼气利用单元，厌氧发酵罐设有进料口、沼液出口、沼气出口，禽畜

养殖场通过粪便输送管道连接厌氧发酵罐的进料口，通过粪便输送管道将禽畜养殖场的粪

便输送到厌氧发酵罐中，厌氧发酵罐的沼液出口通过沼液管道连接种植单元、鱼塘，通过沼

液管道将厌氧发酵罐的沼液分别输送到种植单元、鱼塘中，厌氧发酵罐的沼气出口通过第

一沼气管道连接沼气利用单元，通过第一沼气管道将厌氧发酵罐的沼气输送到沼气利用单

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沼气利用单元

包括有为生活和生产供电的沼气发电机、制取天然气的沼气提纯天然气系统。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沼气利用单元

还包括有为住户供气的沼气集中供气系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单元包括

能源草种植场、淮山种植场、大棚蔬菜种植场中的一种或多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大棚蔬菜种植

场中设置有机肥水喷淋系统，有机肥水喷淋系统包括有有机肥水调配池、若干分布在农作

物上方的喷淋管道、喷淋管道泵、喷淋控制系统、至少一个设置在农作物土壤表层的湿度传

感器、互联网智能远程控制终端，喷淋管道泵的抽水口通过管道连通有机肥水调配池，喷淋

管道泵的给水口通过管道分别与若干喷淋管道的入水口连通，喷淋管道底部设有若干喷淋

头，沼液管道与有机肥水调配池连通，湿度传感器、喷淋管道泵和互联网智能远程控制终端

分别通过线路与喷淋控制系统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禽畜养殖场中

设置自动化生猪养殖系统，鱼塘上设置淡水鱼养殖管理系统。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禽畜养殖场与

厌氧发酵罐之间设置有污水管理系统，污水管理系统包括有设置在禽畜养殖场中的集污

池、用于将禽畜养殖场排出的污水集中收集到集污池内的污水泵、使污水在厌氧发酵罐内

反复循环充分发酵的污水管道泵、循环阀、喷淋阀，污水泵的给水口连接外部禽畜养殖场污

水源，污水泵的排水口连通集污池，集污池的出料口通过粪便输送管与厌氧发酵罐的进料

口连通，集污池内设有污水搅拌机，厌氧发酵罐内设有发酵搅拌机，厌氧发酵罐顶部设有小

面积冲淋的冲淋口、大面积喷淋的喷淋口，厌氧发酵罐的出料口通过管道连接污水管道泵

的给水口，污水管道泵的排水口分出两路，一路通过管道依次连接循环阀、冲淋口，另一路

通过管道依次连接喷淋阀、喷淋口。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将沼液净

化处理的沼液末端处理系统，沼液末端处理系统包括有依次通过管路串联的爆氧池、多介

质过滤池、沼液泵、总电动阀门、单向阀、袋式过滤组件、棉过滤组件、主压力泵、膜过滤组

件，还包括有清水储存容器、清水清洗管路、浓水回流管路，膜过滤组件设有清水出口、浓水

出口，膜过滤组件的浓水出口通过浓水回流管路与多介质过滤池连通，浓水回流管路上设

有浓水电动阀，膜过滤组件的清水出口通过清水清洗管路与袋式过滤组件的入口连通，清

水清洗管路上设有清洗电动阀，厌氧发酵罐的沼液出口通过沼液管道连接爆氧池。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将沼液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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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制成液态有机肥的沼液有机肥制备系统，厌氧发酵罐的沼液出口通过沼液管道连接沼液

有机肥制备系统，通过沼液管道将厌氧发酵罐的沼液输送到沼液有机肥制备系统。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生活垃

圾处理系统，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包括有生活垃圾收集单元、生活垃圾协同处置单元，生活垃

圾收集单元的生活垃圾通过输送系统输送到生活垃圾协同处置单元中，生活垃圾协同处置

单元包括有将生活垃圾中的可腐物进行干式发酵产生沼气的沼气干式发酵仓，沼气干式发

酵仓的出气口通过第二沼气管道连接沼气利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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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农业系统技术领域，特指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代科技、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化发展，我国农业开始逐步由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转变。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技创新，其内在需求是“绿色、生态、高效”。由传统家庭式

种养向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种养发展，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

[0003] 当今种植、养殖业虽然已逐渐转向规模化、专业化，但种养业经营主体基本分离，

没有形成综合种养和资源的相互转化和利用，土地利用率低、保温性能差以及肥水用量大，

造成资源和成本浪费，并且一些养殖固体废弃物和农业生产废水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土

壤的综合治理问题也没有体现，模式单一化，不能做到零排放的标准。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而提供一种能将养殖、种植、生

活、生产之间的能源和资源形成综合相互转化和利用、能实现农业养殖废水废渣循环利用

的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

包括有禽畜养殖场、用于产生沼气的厌氧发酵罐、种植单元、鱼塘、沼气利用单元，厌氧发酵

罐设有进料口、沼液出口、沼气出口，禽畜养殖场通过粪便输送管道连接厌氧发酵罐的进料

口，通过粪便输送管道将禽畜养殖场的粪便输送到厌氧发酵罐中，厌氧发酵罐的沼液出口

通过沼液管道连接种植单元、鱼塘，通过沼液管道将厌氧发酵罐的沼液分别输送到种植单

元、鱼塘中，厌氧发酵罐的沼气出口通过第一沼气管道连接沼气利用单元，通过第一沼气管

道将厌氧发酵罐的沼气输送到沼气利用单元。

[0006] 所述沼气利用单元包括有为生活和生产供电的沼气发电机、制取天然气的沼气提

纯天然气系统。

[0007] 所述沼气利用单元还包括有为住户供气的沼气集中供气系统。

[0008] 所述种植单元包括能源草种植场、淮山种植场、大棚蔬菜种植场中的一种或多种。

[0009] 所述大棚蔬菜种植场中设置有机肥水喷淋系统，有机肥水喷淋系统包括有有机肥

水调配池、若干分布在农作物上方的喷淋管道、喷淋管道泵、喷淋控制系统、至少一个设置

在农作物土壤表层的湿度传感器、互联网智能远程控制终端，喷淋管道泵的抽水口通过管

道连通有机肥水调配池，喷淋管道泵的给水口通过管道分别与若干喷淋管道的入水口连

通，喷淋管道底部设有若干喷淋头，沼液管道与有机肥水调配池连通，湿度传感器、喷淋管

道泵和互联网智能远程控制终端分别通过线路与喷淋控制系统电连接。

[0010] 所述禽畜养殖场中设置自动化生猪养殖系统，鱼塘上设置淡水鱼养殖管理系统。

[0011] 所述禽畜养殖场与厌氧发酵罐之间设置有污水管理系统，污水管理系统包括有设

置在禽畜养殖场中的集污池、用于将禽畜养殖场排出的污水集中收集到集污池内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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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使污水在厌氧发酵罐内反复循环充分发酵的污水管道泵、循环阀、喷淋阀，污水泵的给

水口连接外部禽畜养殖场污水源，污水泵的排水口连通集污池，集污池的出料口通过粪便

输送管与厌氧发酵罐的进料口连通，集污池内设有污水搅拌机，厌氧发酵罐内设有发酵搅

拌机，厌氧发酵罐顶部设有小面积冲淋的冲淋口、大面积喷淋的喷淋口，厌氧发酵罐的出料

口通过管道连接污水管道泵的给水口，污水管道泵的排水口分出两路，一路通过管道依次

连接循环阀、冲淋口，另一路通过管道依次连接喷淋阀、喷淋口。

[0012] 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还包括有将沼液净化处理的沼液末端处理系统，沼液

末端处理系统包括有依次通过管路串联的爆氧池、多介质过滤池、沼液泵、总电动阀门、单

向阀、袋式过滤组件、棉过滤组件、主压力泵、膜过滤组件，还包括有清水储存容器、清水清

洗管路、浓水回流管路，膜过滤组件设有清水出口、浓水出口，膜过滤组件的浓水出口通过

浓水回流管路与多介质过滤池连通，浓水回流管路上设有浓水电动阀，膜过滤组件的清水

出口通过清水清洗管路与袋式过滤组件的入口连通，清水清洗管路上设有清洗电动阀，厌

氧发酵罐的沼液出口通过沼液管道连接爆氧池。

[0013] 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还包括有将沼液浓缩制成液态有机肥的沼液有机肥

制备系统，厌氧发酵罐的沼液出口通过沼液管道连接沼液有机肥制备系统，通过沼液管道

将厌氧发酵罐的沼液输送到沼液有机肥制备系统。

[0014] 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还包括有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包括

有生活垃圾收集单元、生活垃圾协同处置单元，生活垃圾收集单元的生活垃圾通过输送系

统输送到生活垃圾协同处置单元中，生活垃圾协同处置单元包括有将生活垃圾中的可腐物

进行干式发酵产生沼气的沼气干式发酵仓，沼气干式发酵仓的出气口通过第二沼气管道连

接沼气利用单元。

[0015] 所述生活垃圾协同处置单元设置在封闭式负压除臭车间内。

[0016] 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包括

有禽畜养殖场、厌氧发酵罐、种植单元、鱼塘、沼气利用单元，厌氧发酵罐设有进料口、沼液

出口、沼气出口，禽畜养殖场通过粪便输送管道连接厌氧发酵罐的进料口，通过粪便输送管

道将禽畜养殖场的粪便输送到厌氧发酵罐中，厌氧发酵罐的沼液出口通过沼液管道连接种

植单元、鱼塘，通过沼液管道将厌氧发酵罐的沼液分别输送到种植单元、鱼塘中，厌氧发酵

罐的沼气出口通过第一沼气管道连接沼气利用单元，通过第一沼气管道将厌氧发酵罐的沼

气输送到沼气利用单元；本实用新型利用厌氧发酵罐将禽畜养殖场的废水废渣厌氧发酵产

成沼气，沼气提供给沼气利用单元用于沼气发电、天然气提纯、住户集中供气等，沼气发电

供给农业系统的生活生产用电，沼液供给种植单元、鱼塘用做肥料、食料，种植单元产出的

部分农产品可用做食料供给禽畜养殖场，通过建立立体种养殖结构，以沼气为纽带，将养

殖、种植、生活、生产之间的能源和资源形成综合相互转化和利用，实现农业养殖废水废渣

多级循环利用，充分利用了资源、废弃物和空间，改善了生态环境，提升了产品品质，节能环

保，使得生态农业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并且通过自动化生猪养殖系统、有机肥水喷淋系统、

污水管理系统、沼液未端处理系统等一系列现代农业装备，能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生产

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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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有机肥水喷淋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污水管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沼液未端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见图1-4所示，本实用新型包括有禽

畜养殖场1、用于产生沼气的厌氧发酵罐2、种植单元3、鱼塘4、沼气利用单元5、将沼液浓缩

制成液态有机肥的沼液有机肥制备系统11、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厌氧发酵罐2设有进料口

21、沼液出口22、沼气出口23，禽畜养殖场1通过粪便输送管24道连接厌氧发酵罐2的进料口

21，通过粪便输送管24道将禽畜养殖场1的粪便输送到厌氧发酵罐2中，厌氧发酵罐2的沼液

出口22通过沼液管道25连接种植单元3、鱼塘4，通过沼液管道25将厌氧发酵罐2的沼液分别

输送到种植单元3、鱼塘4中，厌氧发酵罐2的沼气出口23通过第一沼气管道26连接沼气利用

单元5，通过第一沼气管道26将厌氧发酵罐2的沼气输送到沼气利用单元5。

[0022] 沼气利用单元5包括有为生活和生产供电的沼气发电机51、制取天然气的沼气提

纯天然气系统52、为住户供气的沼气集中供气系统53。沼气发电机51电力输出端连接农业

系统园区用电系统，供给农业系统的生活生产用电，也可以连接市电网，将多余的电出售给

电网。沼气提纯天然气系统52用于制取天然气，将多余的沼气制成天然气储存或出售。沼气

集中供气系统53可以为住户、种植单元3、禽畜养殖场1供气，沼气集中供气系统53可以在禽

畜养殖场1、种植单元3的大棚蔬菜种植场33、住户处安装沼气灯和沼气燃烧器，提供光和

热。沼气发电机51、沼气提纯天然气系统52、沼气集中供气系统53均为现有技术，这里不再

详述。

[0023] 种植单元3包括能源草种植场31、淮山种植场32、大棚蔬菜种植场33中的一种或多

种。能源草种植场31产出的能源草产品用做食料供给禽畜养殖场1，能源草产品的废料又能

送入厌氧发酵罐2制取沼气，实现循环利用。淮山种植场32配备淮山加工系统，可以将淮山

加工。

[0024] 大棚蔬菜种植场33中设置有机肥水喷淋系统6，有机肥水喷淋系统6包括有有机肥

水调配池61、若干分布在农作物上方的喷淋管道62、喷淋管道泵63、喷淋控制系统64、至少

一个设置在农作物土壤表层的湿度传感器65、互联网智能远程控制终端66、触摸屏，沼液管

道25与有机肥水调配池连通,喷淋管道泵63的抽水口通过管道连通有机肥水调配池61，喷

淋管道泵63的给水口通过管道分别与若干喷淋管道62的入水口连通，喷淋管道62底部设有

多个喷淋头67，多个喷淋头67沿喷淋管道62分布，每厢蔬菜上方可以不限间距地安装多个

喷淋头67。湿度传感器65、喷淋管道泵63、触摸屏和互联网智能远程控制终端66分别通过线

路与喷淋控制系统64电连接。湿度传感器65安放在每厢蔬菜土壤表层上，自动开启喷淋头

67进行喷淋工作，可根据需要安装一个或多个湿度传感器65。

[0025] 喷淋控制系统64主要由触摸屏、电源、电动机保护器、PLC、扩展模块、温度感应及

调整控制模块、湿度感应及调整控制模块、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以及一些其他电子元件

组成，触摸屏、电源、电动机保护器、扩展模块、温度感应及调整控制模块、湿度感应及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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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模块、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分别与PLC电连接，喷淋控制系统64为现有技术，这里不

再详述。本实用新型可以单机操作运行，也可以利用互联网智能远程控制终端66，通过手机

或电脑进行远程操作控制。

[0026] 有机肥水喷淋系统6还包括有用于降温排气的排气风扇68、至少一个检测环境温

度的温度传感器69，温度传感器69和排气风扇68分别通过线路与喷淋控制系统64电连接。

温度传感器69设置在喷淋管道62上。温度传感器69能实时检测大棚内温度，根据大棚内温

度自动控制排气风扇68的开与关。温度传感器69能够从空中检测大棚内的温度，当棚内温

度过高时，自动打开排气风扇68降温排气；当温度适宜时，自动关闭排气风扇68；可根据蔬

菜大棚的面积大小，安装多个温度传感器69。

[0027] 有机肥水调配池61上设有有机肥水进口611和清水进口612，有机肥水调配池61在

池内水位过低的情况下能自动通过有机肥水进口611和清水进口612补充有机肥水和清水，

当补充完毕时即自动关闭。

[0028] 有机肥水调配池61内设有搅拌器613，搅拌器613通过线路与喷淋控制系统64电连

接，搅拌器613用于将有机肥水与清水进行混合调配，自动将有机肥水与清水充分搅拌达到

适合喷淋的浓度。

[0029] 喷淋管道62的入水口设有执行器614，执行器614通过线路与喷淋控制系统64电连

接。在本实施方式中，喷淋管道62沿多厢蔬菜上空铺设，每厢蔬菜上空设各一条喷淋管道

62，每条喷淋管道62的入水口各设一个执行器614，通过执行器614可单独控制每条喷淋管

道62的供水。喷淋系统的喷淋量可以通过对执行器614的启动时间进行设置而达到需要的

喷淋量，启动时间的设置可以精确到以秒为单位；这样可以更精准地控制喷淋量。喷淋头67

可以单个开启或者多个同时开启，根据不同蔬菜种类以及生长阶段的营养和水分需求进行

定时定量喷淋，更好的控制喷淋量，保证蔬菜的质量。

[0030] 有机肥水喷淋系统6利用湿度传感器65、温度传感器69实时检测环境湿度、温度，

通过喷淋控制系统64控制喷淋管道泵63、喷淋头67、排气风扇68自动工作进行喷淋、降温，

使大棚内处于最适宜蔬菜生长的环境，无需人工，极大降低劳动成本，控制了喷淋量、提高

喷淋均匀度，使蔬菜生长更快更健康，达到科学、安全、高效的效果，提高蔬菜产量和质量，

并且通过互联网智能远程控制终端66可连接手机、电脑，实现互联网远程操作管理，通过电

脑、手机即可完成自动化喷淋管理，使系统更现代化、智能化，操作、管理更方便，并且能够

定时定量喷淋，降低人工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产量。

[0031] 禽畜养殖场中设置自动化生猪养殖系统，鱼塘上设置淡水鱼养殖管理系统,自动

化生猪养殖系统、淡水鱼养殖管理系统均是现有技术。自动化生猪养殖系统包括混合池、用

于将饲料与水混合的混合机、提升输送机、输送管道、多个投料动作执行器、生猪养殖控制

器，混合机和提升输送机分别设置在所述混合池内，输送管道沿多个猪栏布置，输送管道包

括一个进料端和多个出料端，输送管道的进料端与提升输送机的出料端连接，每个所述猪

栏处设置有一个所述输送管道的出料端，多个投料动作执行器与输送管道的多个出料端一

一对应地设置，生猪养殖控制器与投料动作执行器连接。淡水鱼养殖管理系统包括方形淡

水鱼养殖池塘、漏斗形储料器、饲料输送管道、投料桶、输送阀、监测淡水鱼养殖水质的检测

探头、增氧机、循环泵、进水口、进水阀、排水口、排水阀、主系统、互联网智能远程控制终端、

重量传感器和高清摄像头，所述的漏斗形储料器安装在饲料仓库里面，通过饲料输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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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形淡水鱼养殖池塘侧边的投料桶相连，投料桶内安装重量传感器，且所述的饲料输送

管道上设置有输送阀，且所述的方形淡水鱼养殖池塘上部连接有进水口,进水口上安装有

进水阀，方形淡水鱼养殖池塘的底部连接有排水口，排水口上设置有排水阀。

[0032] 禽畜养殖场1与厌氧发酵罐2之间设置有污水管理系统7，污水管理系统7包括有设

置在禽畜养殖场1中的集污池71、厌氧发酵罐2、用于将禽畜养殖场排出的污水集中收集到

集污池71内的污水泵73、使污水在厌氧发酵罐2内反复循环充分发酵的污水管道泵77、循环

阀711、喷淋阀712、进料阀79、回流阀78、清洗泵74、清洗阀713、出料阀710、为系统各个执行

器运行提供动力的空压机714，污水泵73的给水口连接外部禽畜养殖场污水源，污水泵73的

排水口连通集污池71，集污池71的出料口通过粪便输送管与厌氧发酵罐2的进料口连通，集

污池71内设有污水搅拌机72，厌氧发酵罐2内设有发酵搅拌机76，厌氧发酵罐2顶部设有小

面积冲淋的冲淋口A、大面积喷淋的喷淋口B，厌氧发酵罐2的出料口通过管道连接污水管道

泵77的给水口，污水管道泵77的排水口分出两路，一路通过管道依次连接循环阀711、冲淋

口A，另一路通过管道依次连接喷淋阀712、喷淋口B，出料阀710连接在污水管道泵77的给水

口与厌氧发酵罐2的出料口之间的管道上。

[0033] 集污池71的出料口连接回流阀78的入水口，回流阀78出水口分出两路，一路通过

管道依次连接进料阀79、厌氧发酵罐2的进料口，另一路通过管道连通污水泵73的给水口。

清洗泵74的排水口通过管道连接清洗阀713的进水口，清洗阀713的出水口分出两路，一路

通过管道连接污水泵73的给水口，另一路通过管道连接进料阀79的进水口。清洗泵74在系

统开启时先进行泵头清洗，在集污池71完成向厌氧发酵罐2内补充污水的工作后，清洗阀

713打开，自动再次进行泵头清洗，避免系统运行时出现堵塞的情况。

[0034] 污水管理系统7通过污水泵73将猪舍排出的粪便、污水集中收集到集污池71内，集

污池71内污水搅拌机72启动将粪便、污水搅拌均匀，打开回流阀78使污水在集污池71内形

成循环，循环搅拌能使粪便完全溶解到污水中一起进入厌氧发酵罐2内进行发酵，当集污池

71内水位上升到水位上限感应器720时，进料

[0035] 阀79自动打开向厌氧发酵罐2补充污水，当集污池71内水位下降到水位下限感应

器721时，进料阀79自动关闭停止向发酵池补充污水，厌氧发酵罐2内强力发酵搅拌机76启

动使厌氧发酵罐2内污水大幅度地翻滚，厌氧发酵罐2内强力搅拌产生的压力结合污水管道

泵77使污水沿管道上升到厌氧发酵罐2最上方，循环阀711打开，污水从上而下由冲淋口A向

厌氧发酵罐2内冲淋，之后喷淋阀712打开，污水从喷淋口B向厌氧发酵罐2内广面积喷淋，达

到冲散结块粪渣强化循环的作用，使粪便与污水充分溶解增大发酵菌群接触面积，发酵更

加充分，强化物质和能量的传递效率，提高生产沼气中甲烷的效率和速率的效果，经过多层

的过滤提纯、厌氧消化、深度处理后，污水可达到排放标准；自动化控制程度高，可以实现猪

粪污水的自动搅拌、发酵以及输送，最终形成达到排放标准的污水自动排出，完全取代了传

统的人工手动作业，提高了生产效率。

[0036] 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还包括有将沼液净化处理的沼液末端处理系统8，沼

液末端处理系统8包括有依次通过管路串联的爆氧池81、多介质过滤池82、沼液泵83、总电

动阀门84、单向阀85、袋式过滤组件86、棉过滤组件87、主压力泵88、膜过滤组件89，还包括

有清水储存容器810、清水清洗管路811、浓水回流管路816，膜过滤组件89设有清水出口

891、浓水出口892，膜过滤组件89的浓水出口892通过浓水回流管路816与多介质过滤池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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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浓水回流管路816上设有浓水电动阀812，膜过滤组件89的清水出口891通过清水清洗

管路811与袋式过滤组件86的入口连通，清水清洗管路811上设有清洗电动阀813,厌氧发酵

罐2的沼液出口通过沼液管道连接爆氧池81。膜过滤组件89为纳滤膜，能更好地去除COD、

BOD、氨氮的残留，过滤净化效果更好，达到排放回流的利用标准。

[0037] 沼液末端处理系统8还包括有药剂桶814、药剂清洗管路815，药剂桶814的入口通

过管路与浓水回流管路816连通，药剂桶814的入口与浓水回流管路816之间的管路上设有

药剂循环阀817，药剂清洗管路815的两端分别与药剂桶814的出口、袋式过滤组件86的入口

连通，药剂清洗管路815上设有药剂电动阀818，利用药剂清洗管路815与浓水回流管路816、

药剂桶814、袋式过滤组件86、棉过滤组件87、主压力泵88、膜过滤组件89组成药剂清洗回

路，利用主压力泵88将药剂桶814中的药剂液抽出依次送入袋式过滤组件86、棉过滤组件

87、膜过滤组件89中将残留有机物清洗掉。药剂桶814中的药剂可以是NaOH溶液。

[0038] 沼液末端处理系统8还可以包括有互联网智能远程控制终端819、用于电气控制的

沼液末端处理控制系统820，互联网智能远程控制终端819与沼液末端处理控制系统820电

连接，能够实现远程智能控制。

[0039] 沼液末端处理系统8的工作原理为：沼液先经过爆氧池81进行爆氧处理，能够降低

氨氮的含量，接着通过多介质过滤池82将沼液中的悬浮物、大颗粒物过滤掉，防止悬浮物、

大颗粒物进入后端的膜过滤组件89，然后经过袋式过滤组件86、棉过滤组件87过滤后确保

沼液中没有悬浮物和其它杂质，再通过主压力泵88加压推送入膜过滤组件89中，沼液经过

膜过滤组件89的膜过滤后形成清水排放到清水储存容器810；同时膜过滤组件89产生的浓

水由浓水出口892排出，经过浓水回流管路816流入多介质过滤池82的过滤前端进行回流净

化处理，能高效地将沼液净化处理成清水，具有很好的净化处理效果，浓水不直接排出到环

境中，能实现零排放，节能环保；并且，利用清水清洗管路811与袋式过滤组件86、棉过滤组

件87、主压力泵88、膜过滤组件89组成清洗回路，能够将生产出来的清水返送回来依次对袋

式过滤组件86、棉过滤组件87、膜过滤组件89进行清洗，然后通过浓水回流管路816流入多

介质过滤池82的过滤前端，能够自动清洗过滤组件，大大提高系统工作效率，减少运行成

本。

[0040] 沼液有机肥制备系统11中，厌氧发酵罐2的沼液出口22通过沼液管道25连接沼液

有机肥制备系统11，通过沼液管道25将厌氧发酵罐2的沼液输送到沼液有机肥制备系统11

制成浓缩液态有机肥。沼液有机肥制备系统11为现有技术，可以采用如下系统：包括固液分

离机、酸化箱、折流沉淀塔、砂滤罐、反应釜、保安过滤器、成品罐、若干管道、若干阀门和若

干泵；固液分离机的进口可与外部沼液沼渣排放口连接，固液分离机的出液口与酸化箱的

进口通过管道连接，酸化箱的出口与折流沉淀塔的进口通过管道连接，折流沉淀塔的出口

与砂滤罐的进口通过管道连接，砂滤罐的出口与反应釜的进口通过管道连接，反应釜的出

口与保安过滤器的进口通过管道连接，保安过滤器的出口与成品罐通过管道连接；若干阀

门及若干泵分别设置于每两个设备之间的管道上。

[0041] 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包括有生活垃圾收集单元12、生活垃圾协同处置单元13，生活

垃圾收集单元12的生活垃圾通过输送系统输送到生活垃圾协同处置单元13中，生活垃圾协

同处置单元13包括有将生活垃圾中的可腐物进行干式发酵产生沼气的沼气干式发酵仓

131，沼气干式发酵仓131的出气口通过第二沼气管道14连接沼气利用单元5。生活垃圾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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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单元13设置在封闭式负压除臭车间内。生活垃圾处理系统能够将生活垃圾进行中的可

腐物进行干式发酵产生沼气输送给沼气利用单元5，扩大了生态循环利用的范围，更好地改

善生态环境。

[0042] 本实用新型还包括有信息中心，用于与整个系统的各部分控制系统之间的通信与

控制，能够实现整个系统全方位、实时监测与控制，通过自动化生猪养殖系统、自动化有机

肥水喷淋系统、全自动沼液未端处理系统等一系列现代农业装备，能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生产和管理。

[0043] 本实用新型利用厌氧发酵罐2将禽畜养殖场1的废水废渣厌氧发酵产成沼气，沼气

提供给沼气利用单元5用于沼气发电、天然气提纯、住户集中供气等，沼气发电供给农业系

统的生活生产用电，沼液供给种植单元3、鱼塘4用做肥料、食料，种植单元3产出的部分农产

品可用做食料供给禽畜养殖场1，通过建立立体种养殖结构，以沼气为纽带，将养殖、种植、

生活、生产之间的能源和资源形成综合相互转化和利用，实现农业养殖废水废渣多级循环

利用，充分利用了资源、废弃物和空间，实现了代谢共生，改善了生态环境，提升了产品品

质，节能环保，使得生态农业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0044] 本实用新型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以农业农村代谢的废弃物以及废弃物资

源化的产品为控制因素，通过顶层设计、规划养殖、种植、人居规模耦合的区域，运用现代科

技、工业化的手段，实现废弃物的零排放与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形成农村新兴产业链和产业

集群，实现生态环境与农村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达到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

一、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0045] 本实用新型农村代谢共生生态农业系统的输送管路为实现其相应的输送功能配

备所需的泵、阀等常规元器件均属于现有技术，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输送管路及其相应的

输送功能就能够知道如何配置，本实施例中就不再详述。

[0046] 当然，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故凡依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范

围所述的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包括于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范围内。

说　明　书 7/7 页

10

CN 209261284 U

10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11

CN 209261284 U

1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12

CN 209261284 U

1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3

CN 209261284 U

1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4

CN 209261284 U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RA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