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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处理

系统，涉及废水净化处理技术领域。该畜禽养殖

场废水净化处理系统，包括废水收集池，废水收

集池的一侧安装有第一抽水装置，所述废水收集

池中心的一侧设置有抽水防堵机构，所述第一抽

水装置远离抽水防堵机构的一端设置有干湿分

离机构，所述第一出水管远离干湿分离机构的一

端安装有沉淀排污机构，所述第二抽水装置远离

排水机构的一端设置有过滤沉淀机构，所述过滤

沉淀机构的底部设置有净水池。通过设计抽水防

堵机构、干湿分离机构、沉淀排污机构、排水机构

以及过滤沉淀机构，可以对畜禽养殖场的废水进

行快速有效的处理，经过处理后的废水可以进行

再利用，节约了大量的水资源，工作效率大大提

高，值得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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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处理系统，包括废水收集池(1)，其特征在于：废水收集池

(1)的一侧安装有第一抽水装置(2)，所述废水收集池(1)中心的一侧设置有抽水防堵机构

(3)，所述第一抽水装置(2)远离抽水防堵机构(3)的一端设置有干湿分离机构(4)，所述干

湿分离机构(4)的底部安装有第一出水管(5)，所述第一出水管(5)远离干湿分离机构(4)的

一端安装有沉淀排污机构(6)，所述沉淀排污机构(6)的前端设置有排水机构(7)，所述排水

机构(7)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第二抽水装置(8)，所述第二抽水装置(8)远离排水机构(7)的一

端设置有过滤沉淀机构(9)，所述过滤沉淀机构(9)的底部设置有净水池(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抽水防

堵机构(3)包括固定罩(301)，所述固定罩(301)顶部的中心安装有防水电机(302)，所述固

定罩(30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与防水电机(302)相对应的防水保护壳(303)，所述固定罩

(301)的中心固定连接有与防水电机(302)输出轴相对应的旋转轴(304)，所述固定罩(301)

顶部的中心安装有与旋转轴(304)相对应的支撑轴承(305)，所述旋转轴(304)外壁的底部

固定连接有多个连接环(306)，多个所述连接环(306)外壁的两侧分别固定连接有横向搅拌

杆(307)和纵向搅拌杆(308)，所述固定罩(301)外壁的底部开设有进水网栏(309)，所述固

定罩(301)内壁的中心安装有防堵滤网(310)，所述固定罩(301)外壁的一侧开设有进水口

(311)，所述固定罩(301)外壁的一侧安装有与进水口(311)相对应的抽水管(312)，所述抽

水管(312)远离固定罩(301)的一端与第一抽水装置(2)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干湿分

离机构(4)包括集水箱(401)，所述集水箱(401)的底部设置有滤水池(402)，所述集水箱

(401)中心的底部安装有传送管道(403)，所述传送管道(403)的中心安装有螺旋传送绞龙

(404)，所述滤水池(402)外壁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电机座(405)，所述电机座(405)的顶部安

装有与传送管道(403)相对应的驱动电机(406)，所述驱动电机(406)的输出轴与螺旋传送

绞龙(404)通过联轴器(407)固定连接，所述传送管道(403)外壁顶部的一端开设有进水孔

(408)，所述滤水池(402)的中心分别设置有第一滤水罩(409)和第二滤水罩(410)，所述第

一滤水罩(409)和第二滤水罩(410)的外壁均安装有把手(41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管

道(403)外壁底部的一端安装有与滤水池(402)相对应的滤水网罩，且所述滤水池(402)内

壁的顶部开设有与第一滤水罩(409)和第二滤水罩(410)相对应的滑槽(41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排

污机构(6)包括固定架(601)，所述固定架(601)的中心安装有多个沉淀罐(602)，所述固定

架(601)之间分别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杆(603)和第二固定杆(604)，多个所述沉淀罐(602)

的底部均设置有密封盖(605)，多个所述沉淀罐(602)外壁的前端固定连接有多个固定管

(606)，多个所述固定管(606)外壁的顶部均安装有电磁阀(607)，多个所述沉淀罐(602)的

顶部均固定连接有连接座(608)，多个所述连接座(608)的顶部均固定连接有落水管(609)，

多个所述落水管(609)外壁的前端安装有手动阀门(610)，多个所述落水管(609)的顶部安

装有连接管(611)，所述连接管(611)顶部的中心固定连接有连接口(612)，所述连接口

(612)的顶部安装有第一进水管(613)。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一种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

水机构(7)包括第一集水管(701)，多个所述固定管(606)的前端均设置有第一集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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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多个所述第一集水管(701)外壁的一侧均安装有与固定管(606)相对应的第一连接

头(702)，多个所述第一集水管(701)的底部设置有第二集水管(703)，所述第二集水管

(703)的外壁设置有多个与第一集水管(701)相对应的第二连接头(70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沉

淀机构(9)包括沉淀池(901)，所述沉淀池(901)中心的顶部设置有与第二抽水装置(8)相对

应的过滤网(902)，所述过滤网(902)中心的底部设置与沙土层(903)，所述沙土层(903)的

顶部设置有过滤棉(904)，所述过滤棉(904)的顶部设置有细石过滤层(905)，所述细石过滤

层(905)的顶部设置有碎石过滤层(906)。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沉

淀机构(9)与净水池(11)之间设置有第三抽水装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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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水净化处理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废水处理就是利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对废水进行处理，使废水净化，减少污

染，以至达到废水回收、复用，充分利用水资源，废水处理方法一般分为物理处理方法、化学

处理法以及生物处理法，通过物理作用分离、回收废水中不溶解的呈悬浮状态的污染物(包

括油膜和油珠)的废水处理法，可分为重力分离法、离心分离法和筛滤截留法等，以热交换

原理为基础的处理法也属于物理处理法；通过化学反应和传质作用来分离、去除废水中呈

溶解、胶体状态的污染物或将其转化为无害物质的废水处理法，在化学处理法中，以投加药

剂产生化学反应为基础的处理单元是：混凝、中和、氧化还原等；；用生物接触氧化法处理废

水，即用生物接触氧化工艺在生物反应池内充填填料，已经充氧的污水浸没全部填料，并以

一定的流速流经填料。在填料上布满生物膜，污水与生物膜广泛接触，在生物膜上微生物的

新陈代谢的作用下，污水中有机污染物得到去除，污水得到净化。

[0003] 畜禽养殖场每天都有很大的用水量，每天也都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渣，这些废水

如果不经处理就随意排放的话会产生大面积的污染，畜禽养殖场传统的废水处理方式大多

就是进行简单的干湿分离，然后再将废水进行简单的处理后就直接排放至野外，这种处理

方式不仅无法进行有效的废水处理，同时也无法做到废水的再利用，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为

此，我们提出了新的一种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处理系统。

发明内容

[0004]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处理系统，解决了

传统的废水处理方式大多就是进行简单的干湿分离，然后再将废水进行简单的处理后就直

接排放至野外，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无法进行有效的废水处理，同时也无法做到废水的再利

用，浪费了大量的资源的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

处理系统，包括废水收集池，废水收集池的一侧安装有第一抽水装置，所述废水收集池中心

的一侧设置有抽水防堵机构，所述第一抽水装置远离抽水防堵机构的一端设置有干湿分离

机构，所述干湿分离机构的底部安装有第一出水管，所述第一出水管远离干湿分离机构的

一端安装有沉淀排污机构，所述沉淀排污机构的前端设置有排水机构，所述排水机构的一

端固定连接有第二抽水装置，所述第二抽水装置远离排水机构的一端设置有过滤沉淀机

构，所述过滤沉淀机构的底部设置有净水池。

[0008] 优选的，所述抽水防堵机构包括固定罩，所述固定罩顶部的中心安装有防水电机，

所述固定罩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与防水电机相对应的防水保护壳，所述固定罩的中心固定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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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有与防水电机输出轴相对应的旋转轴，所述固定罩顶部的中心安装有与旋转轴相对应的

支撑轴承，所述旋转轴外壁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多个连接环，多个所述连接环外壁的两侧分

别固定连接有横向搅拌杆和纵向搅拌杆，所述固定罩外壁的底部开设有进水网栏，所述固

定罩内壁的中心安装有防堵滤网，所述固定罩外壁的一侧开设有进水口，所述固定罩外壁

的一侧安装有与进水口相对应的抽水管，所述抽水管远离固定罩的一端与第一抽水装置固

定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干湿分离机构包括集水箱，所述集水箱的底部设置有滤水池，所述集

水箱中心的底部安装有传送管道，所述传送管道的中心安装有螺旋传送绞龙，所述滤水池

外壁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电机座，所述电机座的顶部安装有与传送管道相对应的驱动电机，

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螺旋传送绞龙通过联轴器固定连接，所述传送管道外壁顶部的一

端开设有进水孔，所述滤水池的中心分别设置有第一滤水罩和第二滤水罩，所述第一滤水

罩和第二滤水罩的外壁均安装有把手。

[0010] 优选的，所述传送管道外壁底部的一端安装有与滤水池相对应的滤水网罩，且所

述滤水池内壁的顶部开设有与第一滤水罩和第二滤水罩相对应的滑槽。

[0011] 优选的，所述沉淀排污机构包括固定架，所述固定架的中心安装有多个沉淀罐，所

述固定架之间分别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杆和第二固定杆，多个所述沉淀罐的底部均设置有

密封盖，多个所述沉淀罐外壁的前端固定连接有多个固定管，多个所述固定管外壁的顶部

均安装有电磁阀，多个所述沉淀罐的顶部均固定连接有连接座，多个所述连接座的顶部均

固定连接有落水管，多个所述落水管外壁的前端安装有手动阀门，多个所述落水管的顶部

安装有连接管，所述连接管顶部的中心固定连接有连接口，所述连接口的顶部安装有第一

进水管。

[0012] 优选的，所述排水机构包括第一集水管，多个所述固定管的前端均设置有第一集

水管，多个所述第一集水管外壁的一侧均安装有与固定管相对应的第一连接头，多个所述

第一集水管的底部设置有第二集水管，所述第二集水管的外壁设置有多个与第一集水管相

对应的第二连接头。

[0013] 优选的，所述过滤沉淀机构包括沉淀池，所述沉淀池中心的顶部设置有与第二抽

水装置相对应的过滤网，所述过滤网中心的底部设置与沙土层，所述沙土层的顶部设置有

过滤棉，所述过滤棉的顶部设置有细石过滤层，所述细石过滤层的顶部设置有碎石过滤层。

[0014] 优选的，所述过滤沉淀机构与净水池之间设置有第三抽水装置。

[0015] (三)有益效果

[001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处理系统。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7] 1、该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处理系统，通过设计简单的多种机构，可以完成对废水

的快速处理，既可以进行干湿分离，同时也可以对其进行多次沉淀过滤，保证了废水过滤的

质量。

[0018] 2、该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处理系统，通过设计抽水防堵机构、干湿分离机构、沉淀

排污机构、排水机构以及过滤沉淀机构，可以对畜禽养殖场的废水进行快速有效的处理，经

过处理后的废水可以进行再利用，节约了大量的水资源，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值得大力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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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废水收集池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抽水防堵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干湿分离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沉淀排污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排水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为本发明过滤沉淀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其中，1、废水收集池；2、第一抽水装置；3、抽水防堵机构；301、固定罩；302、防水电

机；303、防水保护壳；304、旋转轴；305、支撑轴承；306、连接环；307、横向搅拌杆；308、纵向

搅拌杆；309、进水网栏；310、防堵滤网；311、进水口；312、抽水管；4、干湿分离机构；401、集

水箱；402、滤水池；403、传送管道；404、螺旋传送绞龙；405、电机座；406、驱动电机；407、联

轴器；408、进水孔；409、第一滤水罩；410、第二滤水罩；411、把手；412、滑槽；5、第一出水管；

6、沉淀排污机构；601、固定架；602、沉淀罐；603、第一固定杆；604、第二固定杆；605、密封

盖；606、固定管；607、电磁阀；608、连接座；609、落水管；610、手动阀门；611、连接管；612、连

接口；613、第一进水管；7、排水机构；701、第一集水管；702、第一连接头；703、第二集水管；

704、第二连接头；8、第二抽水装置；9、过滤沉淀机构；901、沉淀池；902、过滤网；903、沙土

层；904、过滤棉；905、细石过滤层；906、碎石过滤层；10、第三抽水装置；11、净水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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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 实施例：

[0029] 如图1－7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处理系统，包括废水

收集池1，废水收集池1的一侧安装有第一抽水装置2，废水收集池1中心的一侧设置有抽水

防堵机构3，第一抽水装置2远离抽水防堵机构3的一端设置有干湿分离机构4，干湿分离机

构4的底部安装有第一出水管5，第一出水管5远离干湿分离机构4的一端安装有沉淀排污机

构6，沉淀排污机构6的前端设置有排水机构7，排水机构7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第二抽水装置

8，第二抽水装置8远离排水机构7的一端设置有过滤沉淀机构9，过滤沉淀机构9的底部设置

有净水池11。

[0030] 抽水防堵机构3包括固定罩301，固定罩301顶部的中心安装有防水电机302，固定

罩30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与防水电机302相对应的防水保护壳303，固定罩301的中心固定连

接有与防水电机302输出轴相对应的旋转轴304，固定罩301顶部的中心安装有与旋转轴304

相对应的支撑轴承305，旋转轴304外壁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多个连接环306，多个连接环306

外壁的两侧分别固定连接有横向搅拌杆307和纵向搅拌杆308，固定罩301外壁的底部开设

有进水网栏309，固定罩301内壁的中心安装有防堵滤网310，固定罩301外壁的一侧开设有

进水口311，固定罩301外壁的一侧安装有与进水口311相对应的抽水管312，抽水管312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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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罩301的一端与第一抽水装置2固定连接。

[0031] 干湿分离机构4包括集水箱401，集水箱401的底部设置有滤水池402，集水箱401中

心的底部安装有传送管道403，传送管道403的中心安装有螺旋传送绞龙404，滤水池402外

壁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电机座405，电机座405的顶部安装有与传送管道403相对应的驱动电

机406，驱动电机406的输出轴与螺旋传送绞龙404通过联轴器407固定连接，传送管道403外

壁顶部的一端开设有进水孔408，滤水池402的中心分别设置有第一滤水罩409和第二滤水

罩410，第一滤水罩409和第二滤水罩410的外壁均安装有把手411。

[0032] 传送管道403外壁底部的一端安装有与滤水池402相对应的滤水网罩，且滤水池

402内壁的顶部开设有与第一滤水罩409和第二滤水罩410相对应的滑槽412。

[0033] 沉淀排污机构6包括固定架601，固定架601的中心安装有多个沉淀罐602，固定架

601之间分别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杆603和第二固定杆604，多个沉淀罐602的底部均设置有

密封盖605，多个沉淀罐602外壁的前端固定连接有多个固定管606，多个固定管606外壁的

顶部均安装有电磁阀607，多个沉淀罐602的顶部均固定连接有连接座608，多个连接座608

的顶部均固定连接有落水管609，多个落水管609外壁的前端安装有手动阀门610，多个落水

管609的顶部安装有连接管611，连接管611顶部的中心固定连接有连接口612，连接口612的

顶部安装有第一进水管613。

[0034] 排水机构7包括第一集水管701，多个固定管606的前端均设置有第一集水管701，

多个第一集水管701外壁的一侧均安装有与固定管606相对应的第一连接头702，多个第一

集水管701的底部设置有第二集水管703，第二集水管703的外壁设置有多个与第一集水管

701相对应的第二连接头704。

[0035] 过滤沉淀机构9包括沉淀池901，沉淀池901中心的顶部设置有与第二抽水装置8相

对应的过滤网902，过滤网902中心的底部设置与沙土层903，沙土层903的顶部设置有过滤

棉904，过滤棉904的顶部设置有细石过滤层905，细石过滤层905的顶部设置有碎石过滤层

906。

[0036] 过滤沉淀机构9与净水池11之间设置有第三抽水装置10。

[0037] 工作原理：在使用该畜禽养殖场废水净化处理系统时，废水收集池1用来收集畜禽

养殖场的废水，废水收集池1中的废水经第一抽水装置2抽取至干湿分离机构4中，废水收集

池1的底部设置有抽水防堵机构3，抽水防堵机构3通过防水电机302带动旋转轴304以及横

向搅拌杆307和纵向搅拌杆308进行旋转搅拌，从而将废水中的废渣打碎，防止废水堵住抽

水管312和第一抽水装置2，待第一抽水装置2将废水抽取至干湿分离机构4中，干湿分离机

构4中的螺旋传送绞龙404会将废水中的废渣进行传送至固定区域堆放，经干湿分离后的废

水会经滤水网罩落入滤水池402中，滤水池402中的第一滤水罩409和第二滤水罩410可以对

废水进行初步过滤，经过滤后的废水经第一出水管5进入沉淀排污机构6中的多个沉淀罐

602中，经过沉淀罐602的沉淀后经排水机构7排放至过滤沉淀机构中9，过滤沉淀机构中9中

设置有过滤网902，过滤网902中设置有多层净水过滤层，多层净水过滤层可以将沉淀后的

废水进行最后的过滤，经过过滤后的废水再经第三抽水装置10抽至净水池11中，净水池11

中经过过滤后的水就可以再次进行利用了。

[0038] 尽管以上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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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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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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