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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及产物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1)将养殖废水进行厌氧沉淀处理，

得污泥和上清液；(2)将上清液过滤，向上清液中

加入碳酸氢钠溶液，在40℃条件下恒温2小时，再

进行好氧发酵，得混合溶液；(3)将污泥晒干，粉

碎，加入氯化钠溶液，并加入EM菌发酵，得污泥发

酵物；(4)取混合溶液和污泥发酵物混合均匀，加

入醋酸钠溶液，共沸30分钟，得富集氮磷的物质。

通过对养殖废水分离为污泥和上清液，再对污泥

和上清液进行分别处理，发酵，再按一定比例混

合均匀，使最终所得物质保留了一部分氮磷元

素，使其能作为肥料用于田地，大大提高了养殖

废水的回收利用率。本发明还公开一种采用上述

处理方法获得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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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养殖废水进行厌氧沉淀处理，得污泥和上清液,所述厌氧沉淀为六级厌氧沉淀，

其中第一至第二级厌氧沉淀选择醋酸杆菌和硝化杆菌，第三至第六级厌氧沉淀选择丙酸杆

菌；

(2)将上清液过滤，向上清液中加入碳酸氢钠溶液，在40℃条件下恒温2小时，再进行好

氧发酵，得混合溶液；

(3)将污泥晒干，粉碎，加入氯化钠溶液，并加入EM菌发酵，得污泥发酵物；

(4)取混合溶液和污泥发酵物混合均匀，加入醋酸钠溶液，共沸30分钟，得富集氮磷的

物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的好氧发

酵选择枯草芽孢杆菌和乳酸菌，质量比为1～2: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的碳酸氢

钠溶液浓度为0.05～1mol/L。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的将污泥

晒干为将污泥晒至含水率50％以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的EM菌为

酵母菌和醋酸菌，质量比为2:1～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的混合溶

液和污泥发酵物按质量比10:1～3混合均匀。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的醋酸钠

溶液浓度为0.1～1mol/L。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的产物，其特征在于，各指标如下：

COD指标为500～1000mg/L，NH3-N指标为200-300mg/L，TN指标为2000-2500mg/L，TP指标

为200-250mg/L，腐殖酸的质量分数为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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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及产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保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及产物。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畜牧养殖业也逐步壮大，大批集约化、规模

化养殖场相继建成，同时也带来了相对集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养猪场空气中的甲烷、硫化

氢、氨等恶臭气体污染了周边及下风口空气，大量的液体代谢物、猪舍冲洗废水以及部分散

落的猪饲料等使得养猪场的废水污染严重。

[0003] 对养殖废水的处理，现有技术中多采用多级处理，使其满足国际排放标准。申请号

201710346003.4公开了一种规模化养猪场养殖废水处理系统及方法，通过预处理系统、厌

氧处理系统、好氧处理系统和深度处理系统，最终使排出的水达到国际标准。申请号

201710627284.0公开了一种畜禽养殖污水处理及综合利用方法，通过固液分离、厌氧处理、

复合脱氮和好氧生物处理，使最终排水叨叨灌溉用水标准。

[0004] 现有技术中多将废水中的氮、磷脱除，使最终排水达到灌溉用水标准，而事实上

氮、磷属于高营养肥料的化学组成部分，直接将其脱除一方面浪费处理成本，另一方面也对

其中的氮、磷元素的资源浪费，若将最终的排水作为肥料应用于田地中，如竹地，能大大提

高废水的资源利用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该方法能将养猪场中产生

的养殖废水处理为富集氮磷的物质。

[0006] 一种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将养殖废水进行厌氧沉淀处理，得污泥和上清液；

[0008] (2)将上清液过滤，向上清液中加入碳酸氢钠溶液，在40℃条件下恒温2小时，再进

行好氧发酵，得混合溶液；

[0009] (3)将污泥晒干，粉碎，加入氯化钠溶液，并加入EM菌发酵，得污泥发酵物；

[0010] (4)取混合溶液和污泥发酵物混合均匀，加入醋酸钠溶液，共沸30分钟，得富集氮

磷的物质。

[0011] 根据本发明提出的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通过对养殖废水分离为污泥和上清液，

再对污泥和上清液进行分别处理，发酵，再按一定比例混合均匀，使最终所得物质保留了一

部分氮磷元素，使其能作为肥料用于田地，大大提高了养殖废水的回收利用率。

[0012] 另外，根据本发明提供的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还可以具有如下附加的技术特征：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中的厌氧沉淀为六级厌氧沉淀，经多级厌氧沉淀使污泥和

上清液分离的更彻底，并调节养殖废水中的氮磷的含量。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六级厌氧沉淀中第一至二级厌氧沉淀选择醋酸杆菌和硝化杆菌，

第三至第六级厌氧沉淀选择丙酸杆菌，若持续采用同种菌类会降低厌氧沉淀的效果，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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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菌类则能避免这一点。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中的好氧发酵选择枯草芽孢杆菌和乳酸菌，质量比为1～

2:1。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中的碳酸氢钠溶液浓度为0.05～1mol/L，利用碳酸氢钠溶

液能提升好氧发酵的效果。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3)中的将污泥晒干为将污泥晒至含水率50％以下，污泥晒至

不同的含水率会影响后续污泥的发酵效果。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3)中的EM菌为酵母菌和醋酸菌，质量比为2:1～2。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4)中的混合溶液和污泥发酵物按质量比10:1～3混合均匀。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4)中的醋酸钠溶液浓度为0.1～1mol/L，利用醋酸钠溶液的

弱碱性使最终产物中的氮磷更多地转化为土壤可利用状态。

[0021]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提出一种采用上述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所得的产物，其

各指标如下：

[0022] COD指标为500～1000mg/L，NH3-N指标为200-300mg/L，TN指标为2000-2500mg/L，

TP指标为200-250mg/L，腐殖酸的质量分数为23～35％。

[0023] 本发明的附加方面和优点将在下面的描述中部分给出，部分将从下面的描述中变

得明显，或通过本发明的实践了解到。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

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以下给出了本发明的若干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

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所描述的实施例。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

发明的公开内容更加透彻全面。

[0025] 空白例

[0026] 直接检测养殖废水中的各指标，结果见表1。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养殖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29] (1)将养殖废水进行厌氧沉淀处理，得污泥和上清液；

[0030] (2)将上清液过滤，向上清液中加入碳酸氢钠溶液，在40℃条件下恒温2小时，再进

行好氧发酵，得混合溶液；

[0031] (3)将污泥晒干，粉碎，加入氯化钠溶液，并加入EM菌发酵，得污泥发酵物；

[0032] (4)取混合溶液和污泥发酵物混合均匀，加入醋酸钠溶液，共沸30分钟，得富集氮

磷的物质。

[0033]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步骤(1)中的厌氧沉淀为六级厌氧沉淀，该六级厌氧沉淀中第

一至二级厌氧沉淀选择醋酸杆菌和硝化杆菌，第三至第六级厌氧沉淀选择丙酸杆菌，所述

步骤(2)中的好氧发酵选择枯草芽孢杆菌和乳酸菌，质量比为1:1，所述步骤(2)中的碳酸氢

钠溶液浓度为0.05mol/L，所述步骤(3)中的将污泥晒干为将污泥晒至含水率50％以下，污

泥晒至不同的含水率会影响后续污泥的发酵效果，所述步骤(3)中的EM菌为酵母菌和醋酸

菌，质量比为2:1，所述步骤(4)中的混合溶液和污泥发酵物按质量比10:1混合均匀，所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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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4)中的醋酸钠溶液浓度为0.1mol/L。

[0034] 所得产物的指标结果见表1。

[0035] 实施例2

[0036] 实施例2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003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步骤(2)中的好氧发酵选择枯草芽孢杆菌和乳酸菌，质量比为

2:1，所述步骤(2)中的碳酸氢钠溶液浓度为1mol/L，所述步骤(3)中的将污泥晒干为将污泥

晒至含水率50％以下，污泥晒至不同的含水率会影响后续污泥的发酵效果，所述步骤(3)中

的EM菌为酵母菌和醋酸菌，质量比为2:2，所述步骤(4)中的混合溶液和污泥发酵物按质量

比10:3混合均匀，所述步骤(4)中的醋酸钠溶液浓度为1mol/L。

[0038] 所得产物的指标结果见表1。

[0039] 实施例3

[0040] 实施例3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004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步骤(2)中的好氧发酵选择枯草芽孢杆菌和乳酸菌，质量比为

1.2:1，所述步骤(2)中的碳酸氢钠溶液浓度为0.3mol/L，所述步骤(3)中的将污泥晒干为将

污泥晒至含水率25％以下，所述步骤(3)中的EM菌为酵母菌和醋酸菌，质量比为2:1.5，所述

步骤(4)中的混合溶液和污泥发酵物按质量比10:2.6混合均匀，所述步骤(4)中的醋酸钠溶

液浓度为0.8mol/L。

[0042] 所得产物的指标结果见表1。

[0043] 对照例1

[0044] 对照例1与实施例3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004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步骤(1)中的厌氧沉淀为二级厌氧沉淀，该厌氧沉淀选择醋酸

杆菌和硝化杆菌。

[0046] 所得产物的指标结果见表1。

[0047] 对照例2

[0048] 对照例2与实施例3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0049]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步骤(1)中的厌氧沉淀为六级厌氧沉淀，该六级厌氧沉淀中选

择醋酸杆菌和硝化杆菌。

[0050] 所得产物的指标结果见表1。

[0051] 对照例3

[0052] 对照例3与实施例3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0053] 步骤(2)中将上清液过滤，直接进行好氧发酵。

[0054] 所得产物的指标结果见表1。

[0055] 对照例4

[0056] 对照例4与实施例3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0057] 步骤(2)中未进行恒温加热。

[0058] 所得产物的指标结果见表1。

[0059] 对照例5

[0060] 对照例5与实施例3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0061] 步骤(4)中取混合溶液和污泥发酵物混合均匀，得富集氮磷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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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所得产物的指标结果见表1。

[0063] 对照例6

[0064] 对照例6与实施例3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0065] 步骤(4)中未进行共沸。

[0066] 所得产物的指标结果见表1。

[0067] 从表1可以看出，实施例1、实施例2和实施例3的指标较空白例均有明显的变化，则

本发明大大降低了COD指标值，同时提高了腐殖酸的质量分数值，适当降低了养殖废水中的

氮含量和磷含量，防止由于产物中氮磷过高的浓度导致土壤微生物生长速度加快，土壤发

生板结，且对比实施例1、实施例2和实施例3可以看出实施例3为最优实施例；

[0068] 对比实施例3、对照例1和对照例2，可以看出，采用六级厌氧沉淀能有效降低产物

COD指标、NH3-N指标和TN指标，并提高腐殖酸的质量分数，且当采用实施例3中的技术方案

较对照例2有明显的改善；

[0069] 对比实施例3、对照例3和对照例4，可以看出，碳酸氢钠对产物指标的影响较大，特

别是对COD指标和腐殖酸的质量分数的影响，且未恒温加热也有明显的影响；

[0070] 对比实施例3、对照例5和对照例6，可以看出，醋酸钠能明显提高产物腐殖酸的质

量分数，且共沸能进一步提高该指标。

[0071] 表1

[0072]

[0073]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一些实施例”、“示例”、“具体示

例”、或“一些示例”等的描述意指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

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

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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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

[0074]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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