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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的一种生态养猪方法，涉及牲猪

饲养技术领域，其养殖过程如下：㈠、建设生态猪

舍；㈡、生态饲养：①、仔猪选购；②、入栏调教；

③、正常饲养；㈢、粪污水处理：①、饮用余水处

理；②、猪粪猪尿初步处理；㈣、沼渣沼液处理；

㈤、建设沼液浓缩挥发处理系统；㈥、沼液浓缩挥

发；具有耗水量少、人工劳动强度较轻、零排放等

特点，适合于大中型养猪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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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态养猪方法，其特征在于，养殖过程如下：

㈠、建设生态猪舍：

建设生态养猪栏舍，包括上、下两层，左、右侧对称，其每侧上层包括两间以上的养猪

舍；

在所述养猪舍的外侧面，其上部为透明采光板，中下部安装有上卷帘组件，内侧面的外

侧为过道；在所述养猪舍内，分别安装有饮水组件和饲料投喂组件；所述养猪舍内的地板呈

内高外低，其坡度为1-5％，且靠近外侧部分的1/2-3/4中，开有一条以上、截面呈倒“V”形的

V形槽；

所述下层包括斜置板、集粪滤尿板、导尿槽和刮粪组件，所述斜置板内高外低地倾斜安

装在上层V形槽内侧的下底面至集粪滤尿板的内侧之间，其倾斜角度为30-75°；所述导尿槽

设置在集粪滤尿板的下面，导尿槽和集粪滤尿板的前后两端的坡度为1-5％；在所述下层的

外侧面还安装有下卷帘组件；

㈡、生态饲养：

①、仔猪选购：

选择体重10-15kg、健康活泼、皮毛红亮、无趾蹄及喘气疾病、双目清澈、无精神沉郁、大

小一致的仔猪；

②、入栏调教：

入栏第一天，按照正常采食量10-30％投料，或不投料；并给牲猪严格划分采食区、排便

区、饮水区；

入栏第二天至第四天：逐步增加牲猪采食量；

入栏第五天：恢复正常采食，并调教牲猪到V形槽区域排便；

③、正常饲养：

按照常规方法，做好疫病防治和正常的饲养工作，直至出栏；

㈢、粪污水处理：

①、饮用余水处理：

牲猪在饮水组件中饮水，所产生的余水由饮水组件中的排水管直接作为生活用水排

放；

②、猪粪猪尿初步处理：

牲猪在饲养过程中排泄的猪粪猪尿，由V形槽排入下层的斜置板，进而汇流至集粪滤尿

板上，其中的尿液经过集粪滤尿板过滤，下渗到其下部的导尿槽中，导入沼气池中进行厌氧

发酵；集粪滤尿板上剩余的粪渣由刮粪组件刮出，作为原料送至有机生物肥料厂进行发酵

处理；

㈣、沼渣沼液处理：

沼气池中经过厌氧发酵后，产生的沼气作为燃料使用，沼渣作为原料送至有机生物肥

料厂处理，产生的沼液送至沼液浓缩挥发处理系统处理；

㈤、建设沼液浓缩挥发处理系统：

建设沼液浓缩挥发处理系统，包括挥发浓缩组件、过滤组件和循环组件以及助挥发组

件；

所述的挥发浓缩组件包括二组以上、由挥发帘、挥发帘上横杆和挥发帘下垂杆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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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帘构件；

所述的过滤组件包括过滤发酵床、过滤发酵层、过滤沼液回收槽和过滤沼液回收池；

所述的循环组件包括一根以上的原始沼液喷发管、一根以上的挥发沼液喷发管、挥发

沼液供给管和挥发沼液供给泵；

所述的助挥发组件包括吹风管和鼓风机；

㈥、沼液浓缩挥发：

先由原始沼液喷发管将沼气池产生的沼液均匀喷洒在过滤发酵层上进行过滤，吸附其

中所含有的有机物质，然后，通过过滤沼液回收槽回收到过滤沼液回收池中，再由挥发沼液

供给泵将经过吸附过滤的沼液输送给挥发沼液供给管，进而由挥发沼液喷发管喷洒在挥发

帘上，由挥发帘下部的过滤发酵层发酵过程产生的热量和由鼓风机输送的常温风或热风经

吹风管吹向挥发帘，帮助挥发帘上吸附的沼液进行挥发；尚未挥发的剩余沼液由挥发帘下

渗，滴落到过滤发酵层上再次过滤，并吸附其中所含有的、经过了浓缩的有机物质；重复上

述过程，即可实现无沼液排放；过滤发酵层经过发酵后，作为原料送至有机生物肥料厂处

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养猪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卷帘组件包括上卷帘

盒、上卷帘筒、上卷帘轴、上卷帘、两根上卷帘槽、上卷帘坠杆、上卷帘底板和上卷帘电机；所

述的上卷帘盒安装在养猪舍外侧面的中上部位，上卷帘筒套装在上卷帘轴上，一并安装在

上卷帘盒内；两根上卷帘槽分别安装在养猪舍外侧面的前、后两边，上卷帘的上端绕装在上

卷帘筒上、其下端安装上卷帘坠杆，上卷帘坠杆的前、后两端可滑动地嵌装在上卷帘槽的槽

中；上卷帘电机连接上卷帘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生态养猪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饮水组件包括饮水器、饮

水槽和排水管，饮水器安装在饮水槽的上部，排水管安装在饮水槽的底部、由上层引向下

层，并通向下水道。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生态养猪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饲料投喂组件包括饲料输

送装置、自动投料机和自由采食槽；所述的饲料输送装置安装在养猪舍的上部，通过三通管

依次连接自动投料机和自由采食槽。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生态养猪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刮粪组件包括刮粪板、驱

动链条、两个驱动链轮和驱动电机，刮粪板安装在集粪滤尿板的上面，两个驱动链轮分别安

装在下层的前后两端，驱动链条绕装在两个驱动链轮上、并连接集粪滤尿板；驱动电机连接

驱动链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生态养猪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下层的斜置板的上部，还

安装有由抽风管、抽风总管和抽风机构成的换气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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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态养猪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牲猪饲养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生态养猪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猪肉是我国人们主要的动物性蛋白质和脂肪食物，因而，牲猪养殖也是我国一项

传统的大产业。传统的牲猪养殖方法，在饲养过程中，由于需要冲洗猪粪尿，因而会产生大

量的污水。虽然，现在大都将这些污水通过沼气池处理，但形成的沼液量仍然很大，这些沼

液，虽然通过生化处理后可以排放，但对环境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0003] 中国专利(专利申请号为201510062104.X)公开的“一种基于机械翻料的生猪生态

养殖发酵床及其制作方法和应用”，其基于机械翻料的生猪生态养殖发酵床位于生猪养殖

网床下方的垫料槽内，生猪养殖网床距离地面1.5-2.0m，生物发酵床的厚度为70-90cm，湿

度为50-60％，在生物发酵床内设有行走式翻堆机。

[0004] 又如中国专利(专利申请号为201110259749.4)公开的“一种生态环保的生猪饲养

方法及其专用圈舍”，其是将生猪放在专用圈舍内进行饲养。所述专用圈舍是在圈舍内制作

一生态发酵床，该生态发酵床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将锯末、黄土、粗盐、EM菌、红糖和

水按质量比为65∶10∶0.25∶0.25∶0.25∶25混合并搅拌均匀，得到发酵床粗料；(2)将上述发

酵床粗料堆沤发酵4～6天，得带发酵床垫料；(3)将发酵床垫料铺放在猪舍中，垫料的总厚

度约为80-100厘米，每平方米垫料重约200千克。

[0005] 还有中国专利(专利申请号为201410415365 .0)公开的“一种无公害生态养猪方

法”，使用酶制剂和微生态制剂进行生态养殖，使生产出来的猪肉达到绿色猪肉标准，处理

过程包括：选猪种，制作发酵床垫料，将发酵好的垫料转移到猪舍中，以发酵床模式进行猪

养殖，在养殖中猪粪排泄在发酵床上，猪粪与垫料利用微生态制剂发酵，养殖过程中给猪饲

喂发酵全价配合饲料，猪经过三年的养殖后，生猪出栏；出栏的生猪经过严格的检验检疫，

进行屠宰和加工；加工出来的猪肉产品即为符合国家标准的无抗、安全猪肉食品。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耗水量少、人工劳动强度较轻、零排放的牲猪饲养方

法。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发明一种生态养猪方法，其养殖过

程如下：

[0008] ㈠、建设生态猪舍：

[0009] 建设生态养猪栏舍，包括上、下两层，左、右侧对称，其每侧上层包括两间以上的养

猪舍；

[0010] 在所述养猪舍的外侧面，其上部为透明采光板，中下部安装有上卷帘组件，内侧面

的外侧为过道；在所述养猪舍内，分别安装有饮水组件和饲料投喂组件；所述养猪舍内的地

板呈内高外低，其坡度为1-5％，且靠近外侧部分的1/2-3/4中，开有一条以上、截面呈倒“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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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V形槽；

[0011] 所述下层包括斜置板、集粪滤尿板、导尿槽和刮粪组件，所述斜置板内高外低地倾

斜安装在上层V形槽内侧的下底面至集粪滤尿板的内侧之间，其倾斜角度为30-75°；所述导

尿槽设置在集粪滤尿板的下面，导尿槽和集粪滤尿板的前后两端的坡度为1-5％；在所述下

层的外侧面还安装有下卷帘组件；

[0012] ㈡、生态饲养：

[0013] ①、仔猪选购：

[0014] 选择体重10-15kg、健康活泼、皮毛红亮、无趾蹄及喘气疾病、双目清澈、无精神沉

郁、大小一致的仔猪；

[0015] ②、入栏调教：

[0016] 入栏第一天，按照正常采食量10-30％投料，或不投料；并给牲猪严格划分采食区、

排便区、饮水区；

[0017] 入栏第二天至第四天：逐步增加牲猪采食量；

[0018] 入栏第五天：恢复正常采食，并调教牲猪到V形槽区域排便；

[0019] ③、正常饲养：

[0020] 按照常规方法，做好疫病防治和正常的饲养工作，直至出栏；

[0021] ㈢、粪污水处理：

[0022] ①、饮用余水处理：

[0023] 牲猪在饮水组件中饮水，所产生的余水由饮水组件中的排水管直接作为生活用水

排放；

[0024] ②、猪粪猪尿初步处理：

[0025] 牲猪在饲养过程中排泄的猪粪猪尿，由V形槽排入下层的斜置板，进而汇流至集粪

滤尿板上，其中的尿液经过集粪滤尿板过滤，下渗到其下部的导尿槽中，导入沼气池中进行

厌氧发酵；集粪滤尿板上剩余的粪渣由刮粪组件刮出，作为原料送至有机生物肥料厂进行

发酵处理；

[0026] ㈣、沼渣沼液处理：

[0027] 沼气池中经过厌氧发酵后，产生的沼气作为燃料使用，沼渣作为原料送至有机生

物肥料厂处理，产生的沼液送至沼液浓缩挥发处理系统处理；

[0028] ㈤、建设沼液浓缩挥发处理系统：

[0029] 建设沼液浓缩挥发处理系统，包括挥发浓缩组件、过滤组件和循环组件以及助挥

发组件；

[0030] 所述的挥发浓缩组件包括二组以上、由挥发帘、挥发帘上横杆和挥发帘下垂杆构

成的挥发帘构件；

[0031] 所述的过滤组件包括过滤发酵床、过滤发酵层、过滤沼液回收槽和过滤沼液回收

池；

[0032] 所述的循环组件包括一根以上的原始沼液喷发管、一根以上的挥发沼液喷发管、

挥发沼液供给管和挥发沼液供给泵；

[0033] 所述的助挥发组件包括吹风管和鼓风机；

[0034] ㈥、沼液浓缩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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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先由原始沼液喷发管将沼气池产生的沼液均匀喷洒在过滤发酵层上进行过滤，吸

附其中所含有的有机物质，然后，通过过滤沼液回收槽回收到过滤沼液回收池中，再由挥发

沼液供给泵将经过吸附过滤的沼液输送给挥发沼液供给管，进而由挥发沼液喷发管喷洒在

挥发帘上，由挥发帘下部的过滤发酵层发酵过程产生的热量和由鼓风机输送的常温风或热

风经吹风管吹向挥发帘，帮助挥发帘上吸附的沼液进行挥发；尚未挥发的剩余沼液由挥发

帘下渗，滴落到过滤发酵层上再次过滤，并吸附其中所含有的、经过了浓缩的有机物质；重

复上述过程，即可实现无沼液排放；过滤发酵层经过发酵后，作为原料送至有机生物肥料厂

处理。

[0036] 所述的上卷帘组件包括上卷帘盒、上卷帘筒、上卷帘轴、上卷帘、两根上卷帘槽、上

卷帘坠杆、上卷帘底板和上卷帘电机；所述的上卷帘盒安装在养猪舍外侧面的中上部位，上

卷帘筒套装在上卷帘轴上，一并安装在上卷帘盒内；两根上卷帘槽分别安装在养猪舍外侧

面的前、后两边，上卷帘的上端绕装在上卷帘筒上、其下端安装上卷帘坠杆，上卷帘坠杆的

前、后两端可滑动地嵌装在上卷帘槽的槽中；上卷帘电机连接上卷帘轴。

[0037] 所述的饮水组件包括饮水器、饮水槽和排水管，饮水器安装在饮水槽的上部，排水

管安装在饮水槽的底部、由上层引向下层，并通向下水道。

[0038] 所述的饲料投喂组件包括饲料输送装置、自动投料机和自由采食槽；所述的饲料

输送装置安装在养猪舍的上部，通过三通管依次连接自动投料机和自由采食槽。

[0039] 所述的饲料投喂组件安装在两间相邻养猪舍的隔离墙中，形成共用。

[0040] 所述的刮粪组件包括刮粪板、驱动链条、两个驱动链轮和驱动电机，刮粪板安装在

集粪滤尿板的上面，两个驱动链轮分别安装在下层的前后两端，驱动链条绕装在两个驱动

链轮上、并连接集粪滤尿板；驱动电机连接驱动链轮。

[0041] 在所述下层的斜置板的上部，还安装有由抽风管、抽风总管和抽风机构成的换气

组件。

[0042] 本发明的生态养猪方法，其养猪栏舍分成上、下两层，并将外侧面敞开、且加装卷

帘装置，因而，栏舍内的通风条件较好，既可保证夏季凉爽，也可保证冬季保温。同时，采用

带有“V”形槽的地板，通过调教牲猪在带有“V”形槽的地板处排泄，使得猪舍内既不需要用

水清洗，也基本上不需要饲养人员清理猪粪尿，从而既大大降低了饲养过程中的用水量，减

少了饲养过程所产生的污水，也大大减轻了饲养人员的劳动强度。此外，其饲养过程中产生

的猪粪尿经过分离，粪渣作为原料送至有机生物肥料厂，尿液通过沼气池处理后，其沼液再

由过滤发酵层吸附过滤，然后由挥发帘将沼液中的水分挥发掉，既减少了剩余的沼液量，又

将沼液中的有机物质浓缩在过滤发酵层中作为肥料得以利用。重复上述过程，即可实现无

沼液排放；过滤发酵层经过发酵后与沼渣一起，作为原料送至有机生物肥料厂处理。因此，

整个饲养过程，几乎没有有害排放，基本上能够达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境界。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下面的说明是采用例举的方式，但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应局限于此。

[0044] 本实施例的生态养猪方法，其养殖过程如下：

[0045] ㈠、建设生态猪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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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本实施例的生态养猪栏舍，由左、右对称的上、下两层构成。下面以其左边的上、下

两层进行说明。

[0047] 下层的底部是基座板，在该基座板上设置有多根向上的基座立柱，在该基座立柱

上设置有横梁(类似于圈梁)。横梁以上为上层，设置有多根向上的顶面立柱；在顶面立柱上

设置有顶面人字架，猪栏舍顶面铺设在顶面人字架上。

[0048] 上层包括双数间的养猪舍，该养猪舍的外侧面设置有外侧矮墙，在外侧矮墙上还

设置有栅栏(在该处栅栏的最上一根管为供水管)；该养猪舍的前后相邻养猪舍之间设置有

阶梯状的栏舍分隔墙，其中：靠近外侧面部分为较低部分，在该较低部分处安装有栅栏；该

养猪舍的内侧，还设置有过道墙，在该过道墙中，还设置有供人、猪进出的栅栏门。

[0049] 在养猪舍的外侧面的上部，设置有透明采光板，中下部安装上卷帘组件。上卷帘组

件是由上卷帘盒、上卷帘筒、上卷帘轴、上卷帘、两根上卷帘槽、上卷帘坠杆、上卷帘底板和

上卷帘电机构成。上卷帘盒安装在养猪舍外侧面的中上部位(透明采光板的下端)，上卷帘

筒套装在上卷帘轴上，一并安装在上卷帘盒内；两根上卷帘槽(截面呈“H”形，两面都带有

槽)分别安装在养猪舍外侧面的前、后两边(上抵上卷帘盒，下抵上卷帘底板)，上卷帘的上

端绕装在上卷帘筒上、下端安装上卷帘坠杆，上卷帘坠杆的前、后两端可滑动地嵌装在上卷

帘槽的槽中；上卷帘底板安装在外侧矮墙的外侧面上；上卷帘电机连接上卷帘轴。

[0050] 在养猪舍的外侧面，还安装有防蚊网。

[0051] 在养猪舍外侧面的外侧矮墙上的栅栏的内侧，安装有饮水组件，饮水组件是由饮

水器(鸭嘴式猪饮水器)、饮水槽和排水管构成，饮水器安装在饮水槽的上部，并通过管道连

通供水管；排水管安装在饮水槽的底部、由上层引向下层，并通向下水道。

[0052] 在养猪舍内的栏舍分隔墙上，安装有自由采食槽，在该自由采食槽上还安装有自

动投料机，通过三通管将自动投料机和较高处的饲料输送装置连通；饲料输送装置、自动投

料机和自由采食槽构成饲料投喂组件。饲料投喂组件安装在两间相邻养猪舍的隔离墙中，

形成共用。

[0053] 在养猪舍内，地板呈内高外低状，其坡度为3％，且靠近外侧部分的2/3中，开有多

条(通常情况下，两条之间相隔5-8cm)截面呈倒“V”形的V形槽(通常情况下，槽的上边宽度

为1-2cm，长度为20-30cm)。

[0054] 下层为猪粪尿收集和初步处理场所。

[0055] 在下层的外侧面安装有下卷帘组件，下卷帘组件是由下卷帘盒、下卷帘筒、下卷帘

轴、下卷帘、两根下卷帘槽、下卷帘坠杆、下卷帘底板和上卷帘电机构成。下卷帘盒安装在横

梁的外侧面上，下卷帘筒套装在下卷帘轴上，一并安装在下卷帘盒内；两根下卷帘槽(截面

呈“H”形，两面都带有槽)分别安装在下层外侧面的前、后两边(相邻两基座立柱的外面，上

抵下卷帘盒，下抵下卷帘底板)，下卷帘的上端绕装在下卷帘筒上、下端安装下卷帘坠杆，下

卷帘坠杆的前、后两端可滑动地嵌装在下卷帘槽的槽中；下卷帘底板安装在基座板的外侧

面上；下卷帘电机连接下卷帘轴。

[0056] 在下层内的底部靠近外侧处的基座板上，设置有导尿槽，在该导尿槽的上端带有

止口，用于嵌装集粪滤尿板(该集粪滤尿板上开有许多0.5-1.5mm孔径的筛孔，用于渗漏猪

粪中的尿液)，导尿槽和集粪滤尿板的前后两端的坡度为3％，便于尿液自流。斜置板内高外

低地倾斜安装在上层V形槽内侧的下底面至集粪滤尿板的内侧之间，其倾斜角度为60°。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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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板和集粪滤尿板的表面以及导尿槽的底面均为光滑面。在集粪滤尿板上，还安装有刮粪

组件，该刮粪组件是由刮粪板、驱动链条、两个驱动链轮和驱动电机构成，刮粪板安装在集

粪滤尿板的上面，两个驱动链轮分别安装在下层的前后两端，驱动链条绕装在两个驱动链

轮上、并连接集粪滤尿板；驱动电机连接驱动链轮。在斜置板的上部，还安装有由抽风管、抽

风总管和抽风机构成的换气组件；抽风管向内穿出斜置板后与抽风总管，再向前或后引出，

与抽风机连接，用于抽出下层空间中的空气，改善下层空间中的空气质量。

[0057] ㈡、建设沼液浓缩挥发处理系统：

[0058] 本实施例的沼液浓缩挥发处理系统是由挥发浓缩组件、过滤组件和循环组件以及

助挥发组件构成。

[0059] 过滤组件是由过滤发酵床、过滤发酵层、过滤沼液回收槽、过滤沼液回收池、沼液

过滤筛板以及发酵床立柱和发酵床横梁构成。

[0060] 过滤发酵床是一个长方形的槽状结构，其槽底面由两边向中间放3％(通常为1-

5％)的坡度；在中间最低处，开设有过滤沼液回收槽，同样，过滤沼液回收槽也由左向右放

3％(通常为1-5％)的坡度；在过滤沼液回收槽的上端加装沼液过滤筛板(通常为不锈钢筛

板，也可采用塑料或其它不容易腐蚀的材料制作)，其筛孔孔径通常为0.5-2mm。过滤发酵层

是添加了发酵菌种的发酵物质，铺敷在沼液过滤筛板上。过滤沼液回收池设置在过滤发酵

床的右侧边，与过滤沼液回收槽连通。多根发酵床立柱设置在过滤发酵床的周边，其上端加

装发酵床横梁(也可将发酵床立柱升高，并在其上部加装棚顶，以便适应在室外使用)。

[0061] 挥发浓缩组件是由多组(根据过滤发酵床的长度而定，通常情况下，两组之间间隔

0.5-0.8m)挥发帘构件构成，挥发帘构件是由挥发帘上横杆、挥发帘、挥发帘下垂杆构成，挥

发帘(通常为毛巾或布，也可由易吸水的材料制作而成)的上、下端分别穿装在挥发帘上横

杆和挥发帘下垂杆中。挥发帘上横杆的两端安装在发酵床横梁上，挥发帘下垂杆安装在过

滤发酵床的槽缘上。通常情况下，挥发帘垂直于过滤沼液回收槽，以便缩短挥发帘上横杆的

长度。

[0062] 循环组件是由多根(根据过滤发酵床的宽度而定，通常情况下，两根之间间隔0.5-

0.8m)原始沼液喷发管、多根挥发沼液喷发管、挥发沼液供给管和挥发沼液供给泵构成。

[0063] 原始沼液喷发管安装在过滤发酵层的上部，其下侧面的管壁上开有多个原始沼液

喷发孔(孔径通常为0.8-2.5mm，两相邻孔间距离为50-100mm)。挥发沼液喷发管安装在每两

组挥发帘构件的上部中间，其两侧上中部至中下部的管壁上开有多个挥发沼液喷发孔(孔

径通常为0.8-2.5mm，两相邻孔间距离为50-100mm)，挥发沼液喷发管的两端由固定卡固定

安装在发酵床横梁的下面。挥发沼液供给管，其一端分别与多根挥发沼液喷发管的一端连

通，挥发沼液喷发管的另一端封闭；挥发沼液供给管的另一端连通挥发沼液供给泵，挥发沼

液供给泵安装在过滤沼液回收池中。

[0064] 助挥发组件包括一根或二根吹风管和鼓风机，吹风管安装在过滤发酵床的一边或

两边，在吹风管内侧中上部(便于将风吹向挥发帘的中间)的管壁上开有多个吹风孔(孔径

通常为5-10mm，两相邻孔间距离为100-300mm)，吹风管的一端封闭，另一端与鼓风机连通。

[0065] ㈢、生态饲养：

[0066] ①、仔猪选购：

[0067] 选择体重10-15kg、健康活泼、皮毛红亮、无趾蹄及喘气疾病、双目清澈、无精神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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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大小一致的仔猪；

[0068] ②、入栏调教：

[0069] 入栏第一天，按照正常采食量20％投料，或不投料；并给牲猪严格划分采食区、排

便区、饮水区；

[0070] 入栏第二天至第四天：逐步增加牲猪采食量；

[0071] 入栏第五天：恢复正常采食，并调教牲猪到V形槽区域排便；

[0072] ③、正常饲养：

[0073] 按照常规方法，做好疫病防治和正常的饲养工作，直至出栏；

[0074] ㈣、粪污水处理：

[0075] ①、饮用余水处理：

[0076] 牲猪在饮水组件中饮水，所产生的余水由于没有受到污染，因而，由饮水组件中的

排水管直接作为生活用水排放；

[0077] ②、猪粪猪尿初步处理：

[0078] 牲猪在饲养过程中排泄的猪粪猪尿，由V形槽排入下层的斜置板，进而汇流至集粪

滤尿板上，其中的尿液经过集粪滤尿板过滤，下渗到其下部的导尿槽中，导入沼气池中进行

厌氧发酵；集粪滤尿板上剩余的粪渣由刮粪组件刮出，作为原料送至有机生物肥料厂进行

发酵处理；

[0079] ㈤、沼渣沼液处理：

[0080] 沼气池中经过厌氧发酵后，产生的沼气作为燃料使用，沼渣作为原料送至有机生

物肥料厂处理，产生的沼液送至沼液浓缩挥发处理系统处理；

[0081] ㈥、沼液浓缩挥发：

[0082] 先将添加了发酵菌种的发酵质物(即：过滤发酵层)，铺敷在沼液过滤筛板上，让其

进行发酵；当其发酵至一定的程度时，会产生热量，此时，将由沼气池中过滤后引出的原始

沼液经原始沼液喷发管引至过滤发酵层的上面，再经原始沼液喷发孔均匀喷撒到过滤发酵

层上，让其吸附其中的有机物质，再通过沼液过滤筛板过滤，进入过滤沼液回收槽中，流至

过滤沼液回收池中，成为挥发沼液，再由挥发沼液供给泵经挥发沼液供给管输送至挥发沼

液喷发管，由挥发沼液喷发孔喷发到两边的挥发帘的上部并被吸附。喷发到挥发帘上的挥

发沼液一方面在重力作用下，会向挥发帘的下部渗流，进而布满整幅挥发帘；另一方面，由

于过滤发酵层产生的发酵热量，使得吸附在挥发帘上的挥发沼液中的水分逐渐被挥发，进

入空气中。渗流至挥发帘下部较少的剩余挥发沼液滴落至过滤发酵层上，此时，其所含有的

有机物质浓度较高，再次被过滤发酵层吸附后，经过沼液过滤筛板流回过滤沼液回收槽，进

而流至过滤沼液回收池。重复上述过程，即可实现无沼液排放；过滤发酵层经过发酵后，作

为原料送至有机生物肥料厂处理。

[0083] 使用过程中，为了提高挥发的效率，可开启鼓风机，鼓风机将干燥的空气通过吹风

管上的吹风孔吹向挥发帘，加速挥发帘的空气流通。在冬天或湿冷天气时，进入鼓风机的干

燥空气可以是通过加热装置(如电加热或沼气锅炉加热或太阳能加热或其它加热装置)加

热后的空气，此时，吹向挥发帘的是加热了的空气，可以加速挥发。

[0084] 由于沼液是经过了厌氧处理，其本身已经没有异味，加之挥发时的温度并不高(通

常在40℃以下)，因而，沼液中的水分挥发到空气中，不会对大气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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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本发明的生态养猪方法，适合于大中型养猪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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