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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养殖领域，具体涉及养殖场

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包括包括圈养区和粪

污处理区；在圈养区内设置多个圈舍；在粪污处

理区内设置贮粪池、沼气池、固液分离机和稀释

调节池；在圈舍旁设置排污沟，排污沟的出料端

与贮粪池的进料端连通；沼气池的进料端位于贮

粪池内的中上部，固液分离机的进料端位于贮粪

池内的底部，固液分离机的排液端与沼气池的进

料端连通，固液分离机的排固端与干粪堆放区连

通；沼气池的排污端与稀释调节池的进料端连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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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圈养区（1）和粪污处理区（2）；在

圈养区（1）内设置多个圈舍（11）；在粪污处理区（2）内设置贮粪池（22）、沼气池（23）、固液分

离机（24）和稀释调节池（27）；在圈舍（11）旁设置排污沟（21），排污沟（21）的出料端与贮粪

池（22）的进料端连通；沼气池（23）的进料端位于贮粪池（22）内的中上部，固液分离机（24）

的进料端位于贮粪池（22）内的底部，固液分离机（24）的排液端与沼气池（23）的进料端连

通，固液分离机（24）的排固端与干粪堆放区（25）连通；沼气池（23）的排污端与稀释调节池

（27）的进料端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依据地势自高

而低，多个所述圈舍（11）沿坡度依次设置；沿排污方向，排污沟（21）倾斜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粪污处

理区（2）内设置沼气收集器（26），沼气收集器（26）的进料端分别与贮粪池（22）的排气端和

沼气池（23）的排气端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稀释调节

池（27）为多个，多个调节池（27）的进料端分别与沼气池（23）的排污端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贮粪池

（22）内设置第一感应器（51）和第二感应器（5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圈养区

（1）内均匀设置多个喷洒器（1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排污沟

（21）最高处的上方设置储水箱和导流管，储水箱设置在排污沟（21）的上方，导流管的进料

端与储水箱连通，导流管的出料端靠近排污沟（21）的上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沼气池

（23）内设置搅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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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养殖领域，具体涉及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的结构技术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肉质品的需求持续增高，而养殖场作为肉制品

的主要提供源，承担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且随着国家大力倡导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大前提

下，常规化的养殖场存在建设不合理、饲养不科学、废污难处理等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在养殖场设置配套

粪污处理和种植区，提升精准化养殖的同时，有效处理养殖场产生的废污进行回收再利用，

用于进行农林作物的种植，减少养殖场废物排放，实现种养一体化。

[0004] 为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包括包括圈养区和粪污处理区；在圈养区内设

置多个圈舍；在粪污处理区内设置贮粪池、沼气池、固液分离机和稀释调节池；在圈舍旁设

置排污沟，排污沟的出料端与贮粪池的进料端连通；沼气池的进料端位于贮粪池内的中上

部，固液分离机的进料端位于贮粪池内的底部，固液分离机的排液端与沼气池的进料端连

通，固液分离机的排固端与干粪堆放区连通；沼气池的排污端与稀释调节池的进料端连通。

[0006] 进一步地，自高而低，多个所述圈舍依次设置；沿排污方向，排污沟倾斜设置。

[0007] 进一步地，在所述粪污处理区内设置沼气收集器，沼气收集器的进料端分别与贮

粪池的排气端和沼气池的排气端连通。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稀释调节池为多个，多个调节池的进料端分别与沼气池的排污端

连通。

[0009] 进一步地，在所述贮粪池内设置第一感应器和第二感应器。

[0010] 进一步地，在所述圈养区内均匀设置多个喷洒器。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至少能达到以下有益效果之一：

[0012] 1、通过本种养一体化系统，实现养殖和种植的一体化作业，有效利用养殖过程中

产生的废污进行回收利用后，用于种植作业，大大减少了废污排放，实现了养殖场绿色循环

作业。

[0013] 2、本种养一体化系统为我国的大部分山地、坡地等荒废地区的有效利用，提供了

方向，可进行大规模推广。

[0014] 3、根据坡度设置排污沟，减少了粪污清理所需的人力物力支出成本，有效的利用

了地势条件。

[0015] 4、设置定期冲洗和消毒机构，提升了养殖区的清洁性，提升了生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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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贮粪池的一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圈养区；11‑圈舍；12‑喷洒器；2‑粪污处理区；21‑排污沟；22‑贮粪池；23‑

沼气池；24‑固液分离机；25‑干粪堆放区；26‑沼气收集器；27‑调节池；31‑第一阀门；32‑第

二阀门；33‑第三阀门；41‑第一输送泵；42‑第二输送泵；43‑第三输送泵；44‑第四输送泵；

51‑第一感应器；52‑第二感应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0] 实施例1：

[0021] 如图1‑图2所示，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包括圈养区1和粪污处理区2；

在圈养区1内设置多个圈舍11；在粪污处理区2内设置贮粪池22、沼气池23、固液分离机24和

稀释调节池27；在圈舍11旁设置排污沟21，排污沟21的出料端与贮粪池22的进料端连通；沼

气池23的进料端位于贮粪池22内的中上部，固液分离机24的进料端位于贮粪池22内的底

部，固液分离机24的排液端与沼气池23的进料端连通，固液分离机24的排固端与干粪堆放

区25连通；沼气池23的排污端与稀释调节池27的进料端连通。

[0022] 以养猪场为例，大部分时间猪位于圈舍11内进行圈养，在圈养过程中产生的粪污

流入排污沟21内，再通过排污沟21统一排放至贮粪池22内，贮粪池22顶部设置阳光板，通过

阳光照射加快粪污沉淀、转化发酵分解；之后将上层粪液通过第一输送泵42抽送至沼气池

23内进行沼气发酵，期间产生的沼气通过第二输送泵42输送至沼气收集器26进行生活、生

产使用，进行有效利用；经过长时间沼气发酵分解后的粪液转化为有机肥，再通过第三输送

泵43抽送至稀释调节池27内，进行加水稀释和增加其他肥料，配比完成后，将调整好的肥液

抽送至种植区内，对种植区内种植的牧草、中药材或其他农林作物进行施肥，有效利用养殖

过程中产生的粪污，变废为宝，有效利用资源；且种植区内种植的牧草、中药材等进行收割

后输送至饲料加工区，进行饲料加工，加工后的饲料输送至饲料供应区内进行储藏，并定时

将饲料输送至圈舍11内，进行投料饲喂；本种养系统可以实现将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

污进行集中处理后，进行沼气利用和有机肥利用，且可以实现大部分饲料的自给自足，且无

污物排放，实现了养殖场的清洁生产及资源最大化利用，且长期维持，可以减少养殖场养殖

成本，提升了经济效益。

[0023] 优选的，种植区同时设置不同的种植区，种植不同的农林作物，可根据农林作物的

生长周期进行搭配，可以保证饲料原料的连续供应；或所需饲料原料配比进行搭配种植，可

以提升饲料的营养配比，提升养殖动物肉质和体质，提升本种养一体化的优势，“自给自

足”，可根据所饲养动物进行自行搭配，减少市场风险的不可控因素，减少因市场风险导致

的养殖成本的增加，提升养殖经济效益。相应的，设置多个稀释调节池47，分别对应相应的

种植区进行有机肥的调节

[0024] 优选的，沼气池采用红泥进行密封，可以减少粪污的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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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本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中粪污处理区2还包括固液分离机24和干粪堆

放区25，贮粪池22内的底部与固液分离机24的进料端连通，固液分离机24的液体出料口与

沼气池23的进料端连通，固液分离机24的固料出料端将干粪输送至干粪堆放区25进行堆肥

处理；在沼气处理前，先将粪污进行固液分离，将分离出来的干粪堆放至干粪堆放区25进行

堆放发酵，将粪液进行沼气发酵处理，分别处理，一方面可以提升沼气处理效果，另一方面，

可以实现粪污的最大化利用，干粪经过堆肥处理后，也可以进行有机肥料利用，提升利用

率。

[0026] 优选的，在沼气池23与贮粪池22之间设置PH调节池，内进行粪液的酸碱度调节，以

提升后期的沼气发酵效率。

[0027] 优选的，在设置相互连通的多个沼气池23，多个沼气池23之间分别设置开闭阀和

输送泵，多个沼气池23分别用于盛放不同沼气发酵阶段的粪液，便于根据不同发酵阶段添

加相应的发酵菌种；且可以缓解长期无需灌溉施肥的闲置期，起到缓解作用。

[0028] 实施例2：

[0029] 如图1‑图2所示，对于上述实施例，本实施例优化了设置方式。

[0030] 本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中自高而低，多个圈舍11沿坡度设置；沿排污

方向，排污沟21倾斜设置。这样可以设置在有一定坡度的山地、坡地、荒地处，利用其地势坡

度，实现对粪污的便利排放和收集，减少污臭，减少排污物力支出，为山地荒地的有效利用，

提供了利用方向。

[0031] 实施例3：

[0032] 如图1‑图2所示，对于上述实施例，本实施例优化了沼气利用功能。

[0033] 本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中在所述粪污处理区2内设置沼气收集器26，

沼气收集器26的进料端分别与贮粪池22的排气端和沼气池23的排气端连通。在贮粪池22内

进行沉淀分层过程中也会产生少量的沼气，因此也将此部分沼气进行收集利用。

[0034] 贮粪池22和沼气池23均为密封发酵池结构。

[0035] 实施例4：

[0036] 如图1‑图2所示，对于上述实施例，本实施例优化了调节池结构。

[0037] 本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中稀释调节池27为多个，多个稀释调节池27的

进料端分别与沼气池23的排污端连通。设置多个稀释调节池27，可以根据种植区所需灌溉

施肥作物、生长期不同进行相应的不同配比调节，提升本系统的使用效果。

[0038] 实施例5：

[0039] 如图1‑图2所示，对于上述实施例，本实施例优化了贮粪池机构。

[0040] 本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中在贮粪池22内设置第一感应器51和第二感

应器52。优选的，第一感应器51为沼气成分检测器，用于实时检测贮粪池22内的沼气成分，

判断发酵阶段；优选的，第二感应器52为液面感应器，用于检测贮粪池22内的最高安全液

位，高于时，需要进行紧急抽送至沼气池23内，防止过满。

[0041] 同样的，可以在沼气池23内设置相应的感应器，用于检测沼气成分、压力和液位

等；优选的，在沼气池23上设置安全阀，防止过压造成的安全隐患。

[0042] 优选的，本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中在排污沟21的最高处的上方设置储

水箱和导流管，储水箱设置在排污沟的上方，导流管的顶部与储水箱连通，底部靠近排污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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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优选的，储水箱为定时/定量排水箱，定时向排污沟21排放一定量的水，通过排污沟21的

坡度，实现对排污沟21自上而下的冲洗作业，减少粪污的暴露堆积时间，减少臭味扩散，提

升养殖场清洁度，提升生长环境。

[0043] 实施例6：

[0044] 如图1和图2所示，对于上述实施例，本实施例优化了放养区驱赶。

[0045] 本养殖场种养一体化排污处理系统中在所述圈养区1内均匀设置多个喷洒器12，

喷洒器12定期向圈舍11内喷洒消毒液。优选的，消毒液可以为酵素液或复合微生物液，可以

分解和减少氨气等有害气体，替代传统的消毒液，除了可以消毒，减少对猪群的损害外，还

可以进入粪污内，促进后期粪污的发酵处理等作业，优选的，在圈舍冲洗后进行消毒作业，

以每天11时‑15时效果更佳。

[0046] 尽管这里参照本实用新型的多个解释性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描述，但是，

应该理解，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设计出很多其他的修改和实施方式，这些修改和实施方式

将落在本申请公开的原则范围和精神之内。更具体地说，在本申请公开、附图和权利要求的

范围内，可以对主题组合布局的组成部件和/或布局进行多种变型和改进。除了对组成部件

和/或布局进行的变形和改进外，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其他的用途也将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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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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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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