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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牛粪堆肥系统，包括牛养

殖区、种植区、堆肥区和循环管路；堆肥区内设置

有至少两个堆肥单元，堆肥单元排出的腐殖质向

种植区排出，循环管路包括热源段、换热段和回

流段；所有堆肥单元内均设置有热源段，相邻的

两个堆肥单元内的热源段相连通，至少一个堆肥

单元内的热源段向外输送热源介质，至少一个堆

肥单元内的热源段接收外部回流的冷源介质；换

热段设置在牛养殖区内，且与向外输送热源介质

的热源段连接；回流段设置在种植区内，回流段

的输入端与换热段连接，回流段的输出端均与所

有热源段的输入端可启闭地连接。本牛粪堆肥系

统能够多重利用牛粪中的能力，且能够避免堆肥

过程中因牛粪温度过高而导致微生物大量死亡

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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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牛粪堆肥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牛养殖区；

种植区，其用于种植作物；

堆肥区，其内设置有至少两个堆肥单元，两个堆肥单元均能接收牛养殖区内所排出的

牛粪；所有所述堆肥单元排出的腐殖质向种植区排出，所有所述堆肥单元均可择一用于接

收新牛粪或堆放已经在发酵的牛粪；及

循环管路，其内流动有能够导热的介质，包括热源段、换热段和回流段；所有所述堆肥

单元内均设置有所述热源段，任意相邻的两个堆肥单元内的热源段相连通，至少一个堆肥

单元内的热源段向外输送热源介质，至少一个堆肥单元内的热源段接收外部回流的冷源介

质；所述换热段设置在牛养殖区内，且与向外输送热源介质的热源段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回

流段设置在种植区内，所述回流段的输入端与换热段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回流段的输出端

均与所有所述热源段的输入端可启闭地连接；所述循环管路还包括辅助加热管，所述辅助

加热管输入端与向外输送热源介质的热源段的输出端可启闭地连接；所述辅助加热管的输

出端与远离换热段输入端的热源段的输入端连接；向外输送热源介质的所述热源段的输出

端连接动力泵的输入端，所述动力泵的输出端均与换热段的输入端及辅助加热管的输入端

连接；所述换热段的输出端与回流段输入端通过三通阀连接，所述三通阀的第三接口通过

第一连管与所述辅助加热管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回流段包括第二连管、换热器和回流管，所

述第二连管的输入端与换热段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二连管的输出端与换热器连接，所述

换热器置于种植区内；所述回流管设置有若干组，所有所述回流管的输入端均与换热器的

输出端连接，所有所述回流管的输出端分别与每组所述热源段的输入端连接，每组所述回

流管上均安装有第二控制阀，所有所述回流管均设置在两个相邻的堆肥单元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牛粪堆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助加热管输入端上安

装有第一控制阀。

3.根据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牛粪堆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牛养殖区包括

建筑主体、设置在建筑主体内的牛栏以及用于接收牛栏所排出牛粪的固液分离器，所述固

液分离器用于分离牛粪和尿液，所述固液分离器可通过排粪装置将牛粪输送向任一所述堆

肥单元；所述固液分离器通过排污管将尿液输送向沼气装置内；所述换热段设置在建筑主

体内，且换热段上设置有换热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牛粪堆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固液分离器包括集料

斗、过滤箱、接尿斗以及推粪机构，所述集料斗的大端连接在牛栏的下方或一侧上，所述过

滤箱安装在集料斗的下端，所述接尿斗接收过滤箱所排出的尿液，接尿斗的下端与排污管

连接；所述推粪机构安装在过滤箱内，所述排粪装置安装在过滤箱的一侧，所述推粪机构可

将过滤箱内的牛粪推送至排粪装置内。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牛粪堆肥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粪装置包括轨道以及

搬运小车，所述轨道连接在牛栏与堆肥单元之间，所述搬运小车能够在轨道上自走；所述搬

运小车上设置有用于装载牛粪的储料斗，储料斗的下端两侧均设置有可启闭的排料口。

6.根据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牛粪堆肥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曝气装置，

所述曝气装置包括压缩机、曝气主管和曝气分管，所述压缩机的输出端连接有储气罐，所述

储气罐的输出端通过控制阀与曝气主管连接，所述曝气分管设置有若干组，所有的所述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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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分管均与曝气主管连接，且每组所述曝气分管分别分布在对应一个所述堆肥单元内；所

述储气罐内设置有换热管，所述换热管的输入端与向外输送热源介质的热源段的输出端连

接；所述换热管的输出端与回流段或任一所述热源段的输入端连接。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807880 B

3



一种牛粪堆肥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养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牛粪堆肥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养牛是一个比较有前景的行业，目前牛养殖场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大型

牛养殖场产生的粪便严重污染环境。随着我国养牛业的进一步发展，牛粪等养殖废弃物的

产生量逐渐增加，并带来更为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为此目前牛养殖场一般会对牛粪进行

二次处理，例如沼气发酵或者是堆肥处理，以减少牛粪对环境的污染，同时也便于利用牛

粪。

[0003] 堆肥技术是实现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重要手段之一，符合农业绿

色生产发展方向，是实现农业种养循环的重要举措。现有的畜禽粪便堆肥技术主要有条垛

式、槽式以及反应器式三种，其中反应器式堆肥装置操作方便、处理效率高、占地面积小、适

应范围广，但是处理量十分有限；槽式和条垛式均制约于地形，整体投资大，占地空间大；但

是其处理量远大于反应器式；为目前大型养殖场堆肥处理的首选方式。

[0004] 生物堆肥是利用多种微生物的作用，在有氧的条件下将有机物大分子分解成为小

分子腐殖质的过程。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同样质量的有机物,在体外燃烧和在体内氧化所

释放的能量是相同的；1吨有机粪便经过好氧堆肥至少可释放相当于90公斤标准煤的热量。

在接种适当的微生物的情况下，堆肥内的温度可以升高到60℃～70℃；在这么高的温度下

分解有机物的微生物大量死亡，堆肥放热活动停止，肥堆逐渐冷却。在肥堆温度降低到一定

程度后；某些在高温前形成孢子的微生物重新萌发活动分解堆肥有机物。因此堆体内部温

度呈现波浪式的增减，有机物的分解也是阶段性的，进而导致整体堆肥的周期相对较长。

[0005] 目前我国大部分国土处于温带区域，冬季温度在长江以北的区域普遍低于0℃，而

长江以南一般也在10℃以下，有时也会低于0℃。为此我国大部分的养殖场冬季需要给牛栏

进行基体供暖，虽然北方普遍通过暖气管道进行集体供暖，整体供暖不成问题。但是长江以

南在冬季里，养殖场内一般不配置有暖气管路，导致牛栏内的温度十分低，经常发生冻伤牛

犊或者降低牛生长的情况出现，尤其是奶牛场，低温影响奶牛的产量。而一般的养殖场均配

置有堆肥处理系统，但是目前的堆肥处理系统只是简单地进行堆肥处理牛粪，并没有有效

利用其牛粪内的能量。因此目前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牛粪中的能量是目前养殖场急需解决

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旨在至少解决上述所提及的技术问题之一，提供一种牛粪堆肥系统，能够

有效利用牛粪中的能量给牛栏加热供暖，又可以有效地降低堆肥过程中牛粪温度过高而导

致微生物大量死亡的情况，提高堆肥的效率。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牛粪堆肥系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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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牛养殖区；

[0010] 种植区，其用于种植作物；

[0011] 堆肥区，其内设置有至少两个紧邻的堆肥单元，两个堆肥单元均能接收牛养殖区

内所排出的牛粪；所有所述堆肥单元排出的腐殖质向种植区排出，所有所述堆肥单元均可

择一用于接收新牛粪或堆放已经在发酵的牛粪；及

[0012] 循环管路，其内流动有能够导热的介质，包括热源段、换热段和回流段；所有所述

堆肥单元内均设置有所述热源段，任意相邻的两个堆肥单元内的热源段相连通，至少一个

堆肥单元内的热源段向外输送热源介质，至少一个堆肥单元内的热源段接收外部回流的冷

源介质；所述换热段设置在牛养殖区内，且与向外输送热源介质的热源段的输出端连接；所

述回流段设置在种植区内，所述回流段的输入端与换热段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回流段的输

出端均与所有所述热源段的输入端可启闭地连接；所述循环管路还包括辅助加热管，所述

辅助加热管输入端与向外输送热源介质的热源段的输出端可启闭地连接；所述辅助加热管

的输出端与远离换热段输入端的热源段的输入端连接。

[0013]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辅助加热管输入端上安装有第一控制阀。

[0014]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向外输送热源介质的所述热源段的输出端连接动力泵

的输入端，所述动力泵的输出端均与换热段的输入端及辅助加热管的输入端连接。

[0015]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换热段的输出端与回流段输入端通过三通阀连

接，所述三通阀的第三接口通过第一连管与所述辅助加热管的输出端连接。

[001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回流段包括第二连管、换热器和回流管，所述第二

连管的输入端与换热段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二连管的输出端与换热器连接，所述换热器

置于种植区内；所述回流管设置有若干组，所有所述回流管的输入端均与换热器的输出端

连接，所有所述回流管的输出端分别与每组所述热源段的输入端连接，每组所述回流管上

均安装有第二控制阀，所有所述回流管均设置在两个相邻的堆肥单元之间。

[0017]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牛养殖区包括建筑主体、设置在建筑主体内的牛

栏以及用于接收牛栏所排出牛粪的固液分离器，所述固液分离器用于分离牛粪和尿液，所

述固液分离器可通过排粪装置将牛粪输送向任一所述堆肥单元；所述固液分离器通过排污

管将尿液输送向沼气装置内；所述换热段设置在建筑主体内，且换热段上设置有换热结构。

[001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固液分离器包括集料斗、过滤箱、接尿斗以及推粪

机构，所述集料斗的大端连接在牛栏的下方或一侧上，所述过滤箱安装在集料斗的下端，所

述接尿斗接收过滤箱所排出的尿液，接尿斗的下端与排污管连接；所述推粪机构安装在过

滤箱内，所述排粪装置安装在过滤箱的一侧，所述推粪机构可将过滤箱内的牛粪推送至排

粪装置内。

[0019]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排粪装置包括轨道以及搬运小车，所述轨道连接

在牛栏与堆肥单元之间，所述搬运小车能够在轨道上自走；所述搬运小车上设置有用于装

载牛粪的储料斗，储料斗的下端两侧均设置有可启闭的排料口。

[0020]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还包括曝气装置，所述曝气装置包括压缩机、曝气主管

和曝气分管，所述压缩机的输出端连接有储气罐，所述储气罐的输出端通过控制阀与曝气

主管连接，所述曝气分管设置有若干组，所有的所述曝气分管均与曝气主管连接，且每组所

述曝气分管分别分布在对应一个所述堆肥单元内；所述储气罐内设置有换热管，所述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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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输入端与向外输送热源介质的热源段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换热管的输出端与回流段或

任一所述热源段的输入端连接。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申请的有益效果是：

[0022] 本发明牛粪堆肥系统设计了两个以上的堆肥单元，通过热源段可以有效地吸收牛

粪在堆肥过程中所产生的热量，同时还可以降低正在腐熟牛粪堆中的问题，提高发酵的效

率，同时热源段所输出的高温介质可以通过换热段为牛养殖区提供热量，提高整个牛养殖

区在冬日里的保暖能力，进而提高养殖的质量和效率；通过回流段为种植区提供适当的温

度，提高整个种植区的温度，进而可以保证冬日里种植区内的作物正常生长，这样的设计可

以有效地实现阶梯式能量利用，提高整个牛粪在堆肥过程中的能源利用率，同时还保证整

个牛养殖场冬季里养殖供暖的问题，又可以有效地降低堆肥过程中牛粪温度过高而导致微

生物大量死亡的情况，提高堆肥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2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其中：

[002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简图一；

[0026]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简图二；

[0027]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牛养殖区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牛养殖区1、建筑主体11、牛栏12、固液分离器13、集料斗131、过滤箱132、接

尿斗133、推粪机构134、排粪装置14、轨道141、搬运小车142、储料斗143、排污管15、沼气装

置16、种植区2、堆肥区3、堆肥单元31、循环管路4、热源段41、换热段42、回流段43、第二连管

431、换热器432、回流管433、第二控制阀434、辅助加热管44、第一控制阀45、动力泵46、第一

连管47、三通阀48、曝气装置5、压缩机51、曝气主管52、曝气分管53、储气罐54、换热管55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

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0] 需要说明的是，当组件被称为“固定于”另一个组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组件上

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组件。当一个组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组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

到另一个组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组件。当一个组件被认为是“设置于”另一个组件，它

可以是直接设置在另一个组件上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组件，当部件被称为“设置在中

部”，不仅仅是设置在正中间位置，只要不是设置在两端部都属于中部所限定的范围内。本

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的”、“水平的”、“左”、“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

[0031]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说　明　书 3/7 页

6

CN 111807880 B

6



[0032]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牛粪堆肥系统，包括牛养殖区1、种植区2、堆

肥区3和循环管路4；堆肥区3内设置有至少两个紧邻的堆肥单元31，两个堆肥单元31均能接

收牛养殖区1内所排出的牛粪；所有所述堆肥单元31排出的腐殖质向种植区2排出，所有所

述堆肥单元31均可择一用于接收新牛粪或堆放已经在发酵的牛粪；循环管路4内流动有能

够导热的介质，包括热源段41、换热段42和回流段43；所有所述堆肥单元31内均设置有所述

热源段41，任意相邻的两个堆肥单元31内的热源段41相连通，至少一个堆肥单元31内的热

源段41向外输送热源介质，至少一个堆肥单元31内的热源段41接收外部回流的冷源介质；

所述换热段42设置在牛养殖区1内，且与向外输送热源介质的热源段41的输出端连接；所述

回流段43设置在种植区2内，所述回流段43的输入端与换热段42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回流段

43的输出端均与所有所述热源段41的输入端可启闭地连接。其中，种植区2用于种植作物，

在本申请中种植区2优选温室大棚，这样便于在北方地区冬季为养殖场提供新鲜的青饲料

以及为养殖场的工作人员提供额外的收入；牛养殖区1用于养殖牛，牛养殖区1可以是常规

的牛棚结构，也可以是现代化的养殖系统。在本申请中，种植区2可以采用堆肥单元31所排

出的腐殖质作为肥料，提高作物的生长质量。

[0033]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申请中所有的堆肥单元31均可接收新鲜的牛粪，但是为了提

高发酵的效率，本申请中每个堆肥单元31都是择一用于接收新牛粪或堆放已经在发酵的牛

粪；这样的设计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便于牛粪发酵的管理，同时在冬季新鲜

的牛粪温度较低，有些地区牛粪有可能已经结冰了，而发酵中的牛粪虽然内部温度高，但是

外层一样温度低，而且发酵的过程中外层的微生物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长系统，如果

这时再大量加入新鲜且冰冷的牛粪，容易破坏牛粪堆垛外层的发酵系统，因此本申请一般

是每个堆肥单元31都是集中发酵，提高整个发酵的效率；第二个目的是在本申请中由于在

冬季新鲜的牛粪温度，为了加快整个牛粪堆垛进入到微生物适合繁殖的温度，本申请中利

用循环管路4将已经发酵中的堆肥单元31内的高温传递到刚进行堆垛发酵的堆肥单元31

内，既能有效地加快刚进行堆垛发酵的堆肥单元31内牛粪堆垛的发酵速率，又能合理利用

牛粪发酵过程中所产生的能力。本申请中堆肥单元31根据实际的设计需求进行建造，本申

请中通过选用设计两个堆肥单元31，这样便于说明说明本堆肥系统是如何利用牛粪中的能

量，两个堆肥单元31中一个已经处于腐熟发酵阶段，一个处于新加入牛粪还没进行发酵的

阶段，两个堆肥单元31的发酵阶段可以互换，这样实现循环使用本堆肥系统，为此本申请的

附图2中的标记A代表为腐熟发酵阶段的堆肥单元31，下文简称A堆肥小区；标记B代表未发

酵的堆肥单元31，下文简称B堆肥小区；下文通过上述的标记进行详细论述本堆肥系统如何

实现牛粪能量利用。

[0034] 此外，在本申请中堆肥单元31可以采用常规的条垛式、槽式的方式进行发酵，本申

请在此不详述。为了提高牛粪发酵过程中的热传递效率，本申请中热源段41采用竖向伸出

地面而牛粪堆垛在热源段41上的方式进行安装热源段41；其中热源段41以蛇形的结构，这

样增大换热面积。此外在本申请中为了提高热的利用效率，本申请中不同堆肥单元31之间

可以通过导热性好的墙体隔开，牛粪堆垛在这些墙体上，这样的设计可以将腐熟中的堆肥

单元31内的热量传递给刚进行发酵的堆肥单元31。

[0035] 进一步地参见图1至图4，在本申请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牛养殖区1包括建筑主体

11、设置在建筑主体11内的牛栏12以及用于接收牛栏12所排出牛粪的固液分离器13，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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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液分离器13用于分离牛粪和尿液，所述固液分离器13可通过排粪装置14将牛粪输送向任

一所述堆肥单元31；所述固液分离器13通过排污管15将尿液输送向沼气装置16内；所述换

热段42设置在建筑主体11内，且换热段42上设置有换热结构。其中建筑主体11为双层结构，

上层用于作为养殖场地，牛栏12设置在上层上，下层便于通风透气。本申请中的固液分离器

13设置在下层；且固液分离器13的接收端直接位于牛栏12下方或者一侧；这样便于牛粪和

牛尿掉入固液分离器13；采用固液分离的方式便于有效处理两种不同的排泄物。沼气装置

16为常规沼气池即可，在即使是只有几十头牛小型的养殖场中，几十头牛一天的排便和排

尿量依然十分客观；为此为了更好地利用牛尿和牛尿中所掺杂的牛粪等物质，本申请利用

沼气装置16来实现牛粪能量的多重利用。排粪装置14在本申请中可以是常规的管道或者是

外部小车运输牛粪即可。

[0036] 在参见图1和图4；所述固液分离器13包括集料斗131、过滤箱132、接尿斗133以及

推粪机构134，所述集料斗131的大端连接在牛栏12的下方或一侧上，所述过滤箱132安装在

集料斗131的下端，所述接尿斗133接收过滤箱132所排出的尿液，接尿斗133的下端与排污

管15连接；所述推粪机构134安装在过滤箱132内，所述排粪装置14安装在过滤箱132的一

侧，所述推粪机构134可将过滤箱132内的牛粪推送至排粪装置14内。推粪机构134可以是一

些气缸驱动刮板的结构，也可以是振动筛的结构，只要能够实现过滤箱132内的粪便转移到

排粪装置14上即可。集料斗131可以采用常规的不透水帆布缝制得到，整体质量轻盈，同时

成本较低。而过滤箱132通过固定架安装在地面上或者是建筑主体11二层的楼面上，而过滤

箱132内设置有过滤网，其能够有效阻隔牛粪中大部分的固体物质即可。

[0037] 在本申请的一个实施例中，为了节省人工搬运牛粪的麻烦，所述排粪装置14包括

轨道141以及搬运小车142，所述轨道141连接在牛栏12与堆肥单元31之间，所述搬运小车

142能够在轨道141上自走；所述搬运小车142上设置有用于装载牛粪的储料斗143，储料斗

143的下端两侧均设置有可启闭的排料口。搬运小车142上可以人为控制，这样即可实现逐

个收集过滤箱132内的牛粪，降低人工成本。搬运小车142可以为常规的轨道小车即可，且搬

运小车142上自带有动力源，例如电动机，轨道141上有电缆为电动机供电。

[0038] 进一步地参见图2和图3，所述循环管路4还包括辅助加热管44，所述辅助加热管44

输入端与向外输送热源介质的热源段41的输出端可启闭地连接；所述辅助加热管44的输出

端与远离换热段42输入端的热源段41的输入端连接。参见图2，可以看出A堆肥小区作为热

源的产生区域，同时也是整个热源段41向外排出热源介质的区域，而B堆肥小区位于A堆肥

小区内热源段41的入料端，由于此时A堆肥小区内热源段41所排出的热源介质已经经过了

牛养殖区1和种植区2的换热冷却，此时B堆肥小区的热源段41内的介质的温度已经十分低

了，为此通过设计辅助加热管44将此时A堆肥小区内热源段41所排出的热源介质分一部分

用于加热B堆肥小区内的牛粪，加快B堆肥小区内的牛粪进入发酵阶段，等到B堆肥小区已经

步入发酵阶段之后，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关闭辅助加热管44来提高换热段42内热源介质的总

量。为了便于启闭辅助加热管44，所述辅助加热管44输入端上安装有第一控制阀45，第一控

制阀45可以采用电磁控制阀，提高远程控制的能力。在图2所述的系统中，如果A堆肥小区已

经发酵完成，而B堆肥小区正好处于发酵的高峰期，这时需要将A堆肥小区内的腐殖质清空，

加入新的牛粪，这时图2中的A堆肥小区和B堆肥小区的位置发生互换并得到了图3中的系

统，这时B堆肥小区作为整个热源段41向外排出热源介质的区域；而A堆肥小区除了接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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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段43所排除的冷源介质外，同时还作为整个热源段41的热源区，这时由于A堆肥小区排出

的热源介质会进入到B堆肥小区内，为此此时不需要辅助加热管44，可以通过第一控制阀45

选择关闭。

[0039] 参见图1至图3，整个循环管路4可以不采用外部的动力系统介入，这样对循环管路

4内介质的性能要求十分高，这样的介质需要在60℃是处于气态，而位于10℃左右时为液

态。这时由于热源段41处于高温状态，这时介质气化，而回流段43处于最低温度除，这时介

质液化，由于介质存在形态的变化，必然会在循环管路4内形成一个动态的循环系统，这时

无需外部动力接入，但是整个循环系统内介质流动慢，为此不建议采用。符合上述要求的介

质可以为氟化氢、三氟化氯或氯乙烷，例如氟化氢熔点为‑83℃，沸点为19.54℃，符合要求，

但是氟化氢破坏环境，不建议使用；也可以采用三氟化氯：三氟化氯熔点为‑76.3℃，沸点为

11.3℃；但是三氟化氯为有毒强腐蚀性，氯乙烷熔点为‑138.7℃，沸点为12.5℃；为此如果

采用无外部动力介入时，上述介质可以采用氯乙烷，安全可靠。当然在该系统中氯乙烷的沸

点为12.5℃，这时需要将回流段43冷却到该温度后方可使用，在北方冬季一般低于零摄氏

度，这个可以不同担心上述问题。

[0040] 参见图2和图3，在本申请的另外的一个实施例中，为了提高整个介质的流动速率，

同时加快整个堆肥系统能量的转移，这时需要一个动力系统来实现整个管路内介质的快速

流动，提高换热的效率。这时由于有外部动力介入，不需要介质本身状态变化所产生的动力

进行循环，这时介质可以采用常规的水或者热容比较好的液体或气体来实现导热。其中，向

外输送热源介质的所述热源段41的输出端连接动力泵46的输入端，所述动力泵46的输出端

均与换热段42的输入端及辅助加热管44的输入端连接。本实施例中介质优选为水；当然为

了提高整个循环管路4的储能能力，可以在动力泵46的输入端上连接一个高压保温罐，用于

存储热源段41输出端所排出的热源介质。

[0041] 参见图2和图3，当然在本申请的一些实施例中，可能不存在种植区2，或者种植区2

不需要在冬季供热；为此所述换热段42的输出端与回流段43输入端通过三通阀48连接，所

述三通阀48的第三接口通过第一连管47与所述辅助加热管44的输出端连接。设计三通阀48

和第一连管47的目的可以便于切换换热段42所排除介质的流向，提高本堆肥系统的灵活

性。

[0042] 参见图2和图3，在本申请中由于种植区2为温室大棚，为此常规的加热方式可以通

过加热大棚内的空气即可，为此所述回流段43包括第二连管431、换热器432和回流管433，

所述第二连管431的输入端与换热段42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二连管431的输出端与换热器

432连接，所述换热器432置于种植区2内；所述回流管433设置有若干组，所有所述回流管

433的输入端均与换热器432的输出端连接，所有所述回流管433的输出端分别与每组所述

热源段41的输入端连接，每组所述回流管433上均安装有第二控制阀434，所有所述回流管

433均设置在两个相邻的堆肥单元31之间。换热器432置于整个大棚内，可以采用多个换热

器432并联使用。而设计多组回流管433的目的是匹配对应的堆肥单元31，从图2和图3可知A

堆肥小区和B堆肥小区的位置会发生互换，为此为了提高整个能量的利用效率，本申请中所

有的回流管433均与A堆肥小区内热源段41的输入端连接，这样可以有效地加热冷却后的介

质。

[0043] 参见图1至图3，在本申请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为了更好地使得每个堆肥单元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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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发酵迅速，具有足够的氧气，本堆肥系统还包括曝气装置5。其中，所述曝气装置5包括

压缩机51、曝气主管52和曝气分管53，所述压缩机51的输出端连接有储气罐54，所述储气罐

54的输出端通过控制阀与曝气主管52连接，所述曝气分管53设置有若干组，所有的所述曝

气分管53均与曝气主管52连接，且每组所述曝气分管53分别分布在对应一个所述堆肥单元

31内；所述储气罐54内设置有换热管55，所述换热管55的输入端与向外输送热源介质的热

源段41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换热管55的输出端与回流段43或任一所述热源段41的输入端连

接。在北方冬天一般低于0℃，外界的空气也会低于0℃；如果直接将外界的低温空气通入到

每个堆肥单元31的牛粪堆垛内，曝气所用的空气容易造成牛粪堆垛的微生物死亡，影响整

个牛粪堆垛内微生物种群的正常生长；影响发酵的效率；换热管55的设置可以有效地提高

储气罐54内的空气温度，避免外界过冷的空气进入到每个堆肥单元31的牛粪堆垛时降低牛

粪堆垛的内部温度，提高了发酵的效率，同时也有效地利用牛粪中原本的能量。

[0044] 本发明牛粪堆肥系统设计了两个以上的堆肥单元31，通过热源段41可以有效地吸

收牛粪在堆肥过程中所产生的热量，同时还可以降低正在腐熟牛粪堆中的问题，提高发酵

的效率，同时热源段41所输出的高温介质可以通过换热段42为牛养殖区1提供热量，提高整

个牛养殖区1在冬日里的保暖能力，进而提高养殖的质量和效率；通过回流段43为种植区2

提供适当的温度，提高整个种植区2的温度，进而可以保证冬日里种植区2内的作物正常生

长，这样的设计可以有效地实现阶梯式能量利用，提高整个牛粪在堆肥过程中的能源利用

率，同时还保证整个牛养殖场冬季里养殖供暖的问题，又可以有效地降低堆肥过程中牛粪

温度过高而导致微生物大量死亡的情况，提高堆肥的效率。

[0045]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并非对其进行限制，凡未脱离本发明

精神和范围的任何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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