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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应用于养猪场的粪污处

理系统及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法，该方法首先对猪

舍进行除臭处理，然后猪舍排水产生的粪污经过

格栅井集中收集在集水池一中，粪污经固液分离

后，分离出较大固体粪便和粪水，较大固体粪便

直接进入堆粪棚，粪水流入集水池二内进行调

节，然后粪水经污水泵输送到厌氧发酵池进行厌

氧发酵；厌氧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沼气进入双模气

柜中，双模气柜中的沼气经过沼气净化装置对沼

气进行脱水脱硫净化处理后由增压风机输送给

锅炉和发电机组。本发明以沼气发酵工程为核心

和纽带，将能源、种植业和养殖业有机的结合起

来，达到有机废弃物的无害化和资源化的目标。

解决区域有机废弃物的环境污染，促进种植业循

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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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于养猪场的粪污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养猪场粪污处理系统包括格

栅井、集水池一、固液分离装置、集水池二、厌氧发酵池、双模气柜和堆粪棚、出料池、沼液池

和沼气净化装置；所述格栅井与猪舍排水管连通，格栅井的出水口连接集水池一的进水口，

集水池一的出水口与所述固液分离装置连接，所述固液分离装置分别与所述堆粪棚、集水

池二和出料池连接，所述集水池二的出水口与所述厌氧发酵池连接，所述厌氧发酵池还与

所述出料池和所述双模气柜连接，所述出料池与所述沼液池连接，所述双模气柜与所述沼

气净化装置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养猪场的粪污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厌氧发

酵池还与沼渣脱水装置连接，所述沼渣脱水装置与所述堆粪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养猪场的粪污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厌氧发

酵池为UASB厌氧发酵池。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养猪场的粪污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沼气净

化装置的沼气输出端与锅炉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养猪场的粪污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沼气净

化装置的沼气输出端与发电机组连接。

6.采用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粪污处理系统处理粪污的粪污资源化利

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首先对猪舍进行除臭处

理，然后猪舍排水产生的粪污经过格栅井集中收集在集水池一中，粪污经固液分离装置固

液分离后，分离出较大固体粪便和粪水，较大固体粪便直接进入堆粪棚，粪水流入集水池二

内进行调节，然后粪水经污水泵输送到厌氧发酵池进行厌氧发酵；厌氧发酵过程中产生的

沼气进入双模气柜中，双模气柜中的沼气经过沼气净化装置对沼气进行脱水脱硫净化处理

后由增压风机输送给锅炉和发电机组；经过厌氧发酵池反应后的沼液送往出料池，出料池

通过提升泵将出料输送至沼液池存储，沼液池中的沼液用做有机肥灌溉使用，出料池内的

剩余污泥经螺杆泵回流至固液分离阶段；厌氧发酵池内产生的沼渣经过沼渣脱水装置进行

脱水处理后进入堆粪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对猪舍进行除臭处理

的具体处理步骤为：在猪舍内使用除臭剂，所述除臭剂包括用于喷洒猪舍的生物除臭喷雾

剂和拌混在粪污中的固体消臭吸附剂；对猪舍的空气除臭是在猪舍内喷施生物除臭喷雾

剂，所述生物除臭喷雾剂选取硫酸亚铁和次氯酸钠加水搅拌并充分溶解制成，配制好的生

物除臭喷雾剂供猪舍空气除臭使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对猪舍进行除臭处理

步骤还包括对将要排出的粪污进行消臭处理，具体处理步骤为：将猪舍内产生的猪粪和尿

液收集在猪舍内统一的粪污集中处，在猪舍粪污集中处向粪污中加入所述固体消臭吸附

剂，所述固体消臭吸附剂由活性炭、沸石粉和氯化钙组成。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除臭喷雾剂的组

成按重量百分比为：硫酸亚铁0.4％～1.2％和次氯酸钠0.6％～2.3％，余量为水。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固体消臭吸附剂由

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活性炭5～10份、沸石粉6～11份和氯化钙9～1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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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于养猪场的粪污处理系统及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粪污处理及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法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应用

于养猪场的粪污处理系统及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对于肉类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使得养猪场

大量出现。有些养猪场为了扩大供量，不断在有限空间的养猪场内增加养殖的数量，养猪场

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粪便，如果不及时处理，粪便堆积，会衍生大量病菌，从而影响猪畜的

健康，严重时会引起疫情，造成猪畜大批量死亡，为养猪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社会经济

的发展推动了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也客观上改善并提高了人们生活质量，而随之而来的是

养殖业给社会带来了比较严重的污染，直接影响了城乡居民的生产环境和健康饮用水的安

全保障。在养猪场中，猪畜的粪便排泄物与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水通常是混杂在一起的，这

些粪污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悬浮物和微生物致病菌，目前养殖污染治理的主要难题在于

养殖污染治理的成本比较高，要想杜绝养殖污染危害社会，就必须从粪水治理方面入手，降

低处置成本或者在粪水处置中创造出资源化产品，从而用资源化产品带来的经济价值来弥

补粪水处置成本。

[0003] 养猪场产生的大量牲畜粪便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大量的粪污若处理不当，

一是影响水质，由于粪尿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生物，分解时消耗水中溶氧，进而造成生态

平衡；二是会妨害环境卫生，滋生蚊蝇，影响临近社区的居住环境品质；三是会造成疾病传

播，粪尿中往往夹杂大量的致病菌，若未处理而直接引用于农作物灌溉或径直排入河流，则

存在极大的疾病传播隐患。养猪场废水含有禽畜粪尿、残余饲料、残余兽药、重金属离子和

致病菌等，是高氨氮、磷、有机物和固体含量的四高废水，严重污染了我国农村水环境、土壤

和地下水环境，破坏农村环境卫生。

[0004] 养猪场产生的粪污气味比较大，长期受到一种或几种低浓度的恶臭物质刺激,首

先会使嗅觉脱失,继而导致大脑皮层兴奋与抑制过程的调节功能失调。有的恶臭物质，不仅

有异臭作用，同时也对神经系统产生毒副作用。其次恶臭还会使内分泌系统的分泌功能紊

乱，从而影响机体的代谢活动，此外恶臭气味对眼睛还会有刺激作用，常引起流泪、疼痛、结

膜炎或角膜浮肿。目前我国养殖废水的COD已远超过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COD的总和。

由于大部分集约化养猪场分布在我国人口密集的东部地区和大城市附近的农村，因此养猪

场粪污的治理技术显得极其重要和迫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应用于养猪场的粪污处理系统及

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法。

[0006]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应用于养猪场的粪污处理

系统，养猪场粪污处理系统包括格栅井、集水池一、固液分离装置、集水池二、厌氧发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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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模气柜和堆粪棚、出料池、沼液池和沼气净化装置；格栅井与猪舍排水管连通，格栅井的

出水口连接集水池一的进水口，集水池一的出水口与固液分离装置连接，固液分离装置分

别与堆粪棚、集水池二和出料池连接，集水池二的出水口与厌氧发酵池连接，厌氧发酵池还

与出料池和双模气柜连接，出料池与沼液池连接，双模气柜与沼气净化装置连接。

[0007] 厌氧发酵池还与沼渣脱水装置连接，沼渣脱水装置与堆粪棚连接。厌氧发酵池为

UASB厌氧发酵池。UASB厌氧发酵池是在七十年代开发的现有技术。

[0008] 沼气净化装置的沼气输出端与锅炉连接，沼气净化装置的沼气输出端还与发电机

组连接。

[0009]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采用粪污处理系统处理粪污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法，该粪污

资源化利用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首先对猪舍进行除臭处理，然后猪舍排水产生的粪污

经过格栅井集中收集在集水池一中，粪污经固液分离装置固液分离后，分离出较大固体粪

便和粪水，较大固体粪便直接进入堆粪棚，粪水流入集水池二内进行调节，然后粪水经污水

泵输送到厌氧发酵池进行厌氧发酵；厌氧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沼气进入双模气柜中，双模气

柜中的沼气经过沼气净化装置对沼气进行脱水脱硫净化处理后由增压风机输送给锅炉和

发电机组；经过厌氧发酵池反应后的沼液送往出料池，出料池通过提升泵将出料输送至沼

液池存储，沼液池中的沼液用做有机肥灌溉使用，出料池内的剩余污泥经螺杆泵回流至固

液分离阶段；厌氧发酵池内产生的沼渣经过沼渣脱水装置进行脱水处理后进入堆粪棚。

[0010] 对猪舍进行除臭处理的具体处理步骤为：在猪舍内使用除臭剂，除臭剂包括用于

喷洒猪舍的生物除臭喷雾剂和拌混在粪污中的固体消臭吸附剂；对猪舍的空气除臭是在猪

舍内喷施生物除臭喷雾剂，生物除臭喷雾剂选取硫酸亚铁和次氯酸钠加水搅拌并充分溶解

制成，配制好的生物除臭喷雾剂供猪舍空气除臭使用。对猪舍进行除臭处理步骤还包括对

将要排出的粪污进行消臭处理，具体处理步骤为：将猪舍内产生的猪粪和尿液收集在猪舍

内统一的粪污集中处，在猪舍粪污集中处向粪污中加入固体消臭吸附剂，固体消臭吸附剂

由活性炭、沸石粉和氯化钙组成。

[0011] 生物除臭喷雾剂的组成按重量百分比为：硫酸亚铁0 .4％～1 .2％和次氯酸钠

0.6％～2.3％，余量为水。固体消臭吸附剂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活性炭5～10份、沸石

粉6～11份和氯化钙9～12份。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中公开的应用于养猪场的粪污处理系统及粪污资源

化利用方法属于一种粪污资源化利用工艺，该工艺以沼气发酵工程为核心和纽带，将能源、

种植业和养殖业有机的结合起来，达到有机废弃物的无害化和资源化的目标。在项目的实

施过程中，生产可再生能源，缓解能源供需矛盾，降低常规化石能源的消耗，形成资源的良

性循环生产方式。利用大型沼气工程建设，解决区域有机废弃物的环境污染，促进种植业循

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该项目建设成当地有示范特色的民心工程。

[0013] 本发明为保证冬季厌氧发酵池在恒定常温条件下的正常运行，秋冬季天气温度较

低的季节利用污水处理站燃气锅炉及太阳能系统加热系统，将热水储罐内的热水升温，然

后通过加热盘管对预处理池内的物料加温，加热盘管同时对池内物料保温，保证厌氧发酵

池内的恒定常温，本发明改变了传统沼气的搪瓷发酵罐，用地下混凝土砌成的罐体替代现

有技术中的搪瓷发酵罐，在保温效果上得到了很大改善，真正实现了种养结合一体化的零

排放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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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种猪养猪场大约每日排放300吨粪污，为了周边保护环境以及粪污资源化的利用，

将种猪养猪场的粪污通过中温厌氧发酵工艺生产沼气，沼气用于烧锅炉及发电，同时产生

的沼液沼渣用做农田的消纳和还田。项目建成后主要用于生产沼气进行发电并网，处理养

猪场中产生的大量粪污，减轻周边环境压力的同时，项目产生的沼液沼渣做有机肥使用，同

时将处理含氮2000的农田灌溉水进行还田消纳利用，有效的节约了水资源，使资源得到充

分利用。本发明中公开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法具有方法简单、节省成本、能够显著提高经济

效益等优点，本发明中对资源的回收循环利用符合目前市场及社会发展的要求，粪污在由

猪舍排出前对猪舍和粪污都进行除臭处理，使粪污产生的恶臭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本发

明中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法适用于任何大中型养猪场，适用范围更加广泛。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养猪场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法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详细描述。

[0017] 如图1所示，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应用于养猪场的粪污处理系统，养猪场粪污处理系

统包括格栅井、集水池一、固液分离装置、集水池二、厌氧发酵池、双模气柜和堆粪棚、出料

池、沼液池和沼气净化装置；格栅井与猪舍排水管连通，格栅井的出水口连接集水池一的进

水口，集水池一的出水口与固液分离装置连接，固液分离装置分别与堆粪棚、集水池二和出

料池连接，集水池二的出水口与厌氧发酵池连接，厌氧发酵池还与出料池和双模气柜连接，

出料池与沼液池连接，双模气柜与沼气净化装置连接。厌氧发酵池还与沼渣脱水装置连接，

沼渣脱水装置与堆粪棚连接。厌氧发酵池为UASB厌氧发酵池。沼气净化装置的沼气输出端

与锅炉连接，沼气净化装置的沼气输出端还与发电机组连接。

[0018]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采用粪污处理系统处理粪污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法，该粪污

资源化利用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首先对猪舍进行除臭处理，然后猪舍排水产生的粪污

经过格栅井集中收集在集水池一中，粪污经固液分离装置固液分离后，分离出较大固体粪

便和粪水，较大固体粪便直接进入堆粪棚，粪水流入集水池二内进行调节，然后粪水经污水

泵输送到厌氧发酵池进行厌氧发酵；厌氧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沼气进入双模气柜中，双模气

柜中的沼气经过沼气净化装置对沼气进行脱水脱硫净化处理后由增压风机输送给锅炉和

发电机组；经过厌氧发酵池反应后的沼液送往出料池，出料池通过提升泵将出料输送至沼

液池存储，沼液池中的沼液用做有机肥灌溉使用，出料池内的剩余污泥经螺杆泵回流至固

液分离阶段；厌氧发酵池内产生的沼渣经过沼渣脱水装置进行脱水处理后进入堆粪棚。

[0019] 对猪舍进行除臭处理的具体处理步骤为：在猪舍内使用除臭剂，除臭剂包括用于

喷洒猪舍的生物除臭喷雾剂和拌混在粪污中的固体消臭吸附剂；对猪舍的空气除臭是在猪

舍内喷施生物除臭喷雾剂，生物除臭喷雾剂选取硫酸亚铁和次氯酸钠加水搅拌并充分溶解

制成，配制好的生物除臭喷雾剂供猪舍空气除臭使用。对猪舍进行除臭处理步骤还包括对

将要排出的粪污进行消臭处理，具体处理步骤为：将猪舍内产生的猪粪和尿液收集在猪舍

内统一的粪污集中处，在猪舍粪污集中处向粪污中加入固体消臭吸附剂，固体消臭吸附剂

由活性炭、沸石粉和氯化钙组成。生物除臭喷雾剂的组成按重量百分比为：硫酸亚铁0.4％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1362512 A

5



～1.2％和次氯酸钠0.6％～2.3％，余量为水。固体消臭吸附剂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

活性炭5～10份、沸石粉6～11份和氯化钙9～12份。

[0020]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内容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护

范围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的简单修改或者等同替换，

均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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