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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BACKGROUND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方案

                  《农业部关于印发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方案（2017-2020年）的通知》（农牧发〔2017〕6号）2017年07月07日

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

提高沼气和生物天然气利用效率。

03

04

05 提升种养结合水平；

06

01

02 优化畜牧业区域布局；

建立健全资源化利用制度；

促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Ø 重点任务 Ø 七大区域

以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为核心，重
点推广经济适用的通用技术模式。

种养循环、还田利用
是最有效的途径

l 粪污全量收集还田利用
l 污水肥料化利用
l 粪污专业化能源利用
l 异位发酵床
l 粪便垫料回用
l 污水达标排放



背景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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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标准不统一、难实行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596-2001）

2001年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084-2005）

2005年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
（NY/T 1168-2006）

2006年

《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
（GB/T 25246-2010）

2010年
《沼肥施用技术规范》
（NY/T 2065-2011）

2011年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 7959-2012）

2012年

类别 强制性国家标准 强制性国家标准 推荐性农业标准 推荐性国家标准 推荐性农业标准 强制性国家标准

适用范围

适用于集约化养
殖场及养殖区污
染物的排放管理，
及养殖场环评、
投产后的排放管
理。

处理后的养殖业
废水及以农产品
为原料加工的工
业废水作为水源
的农田灌溉用水。

规模化养殖场和
畜禽粪便处理场。

无害化处理后的
畜禽粪便、堆肥
及以畜禽粪便为
主要原料制成的
各种肥料在农田
中的使用。

以畜禽粪便为主
要发酵原料的户
用沼气发酵装置
产生的沼肥的施
用。

城乡户厕、粪便
处理厂和小型无
害化处理设施处
理效果的监督检
测。

现行标准规定 ≤1000
（个/100ml）

≤4000
（个/100ml）

≤10000
（个/L） 10-1~10-2 10-4 10-4

粪大肠杆菌值≥ 10-1 2.5×10-2 10-1 10-1~10-2 10-4 10-4

粪大肠菌群数≤
（个/L） 104 4×104 104 104-105 107 107

无害化处理及还田技术
规范等相关标准较多

各地进行环保执法和检查监督时，立场认识不同，执行标准不
同，给部分农业养殖企业和种植户带来一定的影响。



n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的意见》（国办发〔2017〕48号）和《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方案（2017—2020年）》

n 2018年6月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下达
编制《畜禽液体粪污还田技术规程》的任务

背景
BACKGROUND



编制目标

n 梳理现有标准的适用范围和技术要求

n 科学整合各种实用、低成本、符合国家
环保要求、种养户易接受的技术

n 广谱性的畜禽液体粪污还田技术规范

n 实施液体粪污还田利用过程有章可循



编制过程

n 标准起草工作组
成立

n 中国农业大学牵
头

n 3家科研院所

n 3家领先企业

n 1家政府单位

立项阶段
2018年6月

调研与分析
2018年9月 2018年12月 2019年3月

征求意见与论证会

n 国内外标准

n 区域养殖企业调
研

n 畜禽种类

n 养殖规模

n 气候条件、农作
物类型



畜禽液体粪污还田技术规程

——要点介绍



n 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便、尿液、散
落饲料、外漏饮水以及冲洗水等的流态
混合物，简称“畜禽液体粪污”。

n TS含量小于5%的又称为粪水

n TS含量5%-10%的又称为粪浆。

液体粪污的定义
KEY POINTS FOR MANURE FIELD APPLICATIONS



液体粪污农田利用六大环节
KEY POINTS FOR MANURE FIELD APPLICATIONS

种

养

① 制定粪污农田利用规划

② 粪污收集

③ 预处理

④ 粪污贮存发酵

⑤ 输送

⑥ 液体粪污还田

经济高效、降低养分损失、保持养分平衡



①制定粪污农田利用规划
——不危害土壤生态环境

质量与农产品的食用安全

——最大化利用液体粪污

中的养分资源

l 用户信息

l 农田特征

l 作物特征

l 液体粪污特征

l 还田方式、时间

l 还田量



②粪污收集

n 水泡粪 
n 畜禽粪便、尿液与冲洗水集中到液体粪污沟
或经漏缝地板集中到禽舍下面的贮粪坑。

n 干清粪 
n 禽舍地面粪便清除后，残余粪便冲洗水集中
到液体粪污池。

n 水冲粪 
n 用水将贮粪沟中的粪污冲洗到液体粪污池。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规范（试行）》（农办牧[2018]2号）的通知，要求水冲粪工艺的应控制用水量，减少粪
污产生总量，鼓励水冲粪工艺改造为干清粪或水泡粪。



③预处理
      液体粪污进入舍外贮存发酵设施前，可利用格栅
、沉砂池、固液分离等设备设施实现贮存发酵的原料
预处理。

n 格栅
n 贮存发酵设施前可设置一级到多级的格栅分离悬浮物，格栅设计应符

合GB 50014的规定。

n 沉砂池 
n 对含有砂砾或渣土等杂质的畜禽液体粪污应设置沉砂池，沉砂池设计

应符合CJJ 64的规定。

n 固液分离
n 还田利用时养分浓度大于周边农田土地承载力，可选用分离筛、离心

分离机、螺旋挤压机、压滤机等设备对液体粪污进行固液分离处理。
《粪便处理厂设计规范》（CJJ 64）规定了固液分离机的设计要求



④贮存发酵——贮粪坑

主要是针对禽舍建有漏
缝地板的畜禽养殖场。畜
禽粪污经漏缝地板进入舍
内的贮粪坑，贮存发酵一
定时间后，转入舍外贮粪
池继续发酵，达到还田控
制指标要求后还田。

液体粪污贮存发酵无害化           还田利用

生产中常用的3种粪污贮存发酵模式



贮粪坑设计

n 贮粪坑：畜禽舍漏缝地板下面的液体粪
污贮存发酵构筑物，浅粪坑深度一般为
0.6~1.2 m，深粪坑一般大于1.2 m。

n 应为砌筑或钢混结构。

n 按GB 50141的规定进行满水试验。砌筑
结构的渗水量不得超过3 L/(m2·d)；钢混
结构的渗水量不得超过2 L/(m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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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 phase
固相

Liquid phase
液相

④贮存发酵—生物塘

         将土地进行适当的人工修整，建
成池塘，并设置围堤和防渗层，利用
菌藻的共同作用处理畜禽液体粪污中
的有机污染物。
         投资和运转费用低、维护和维修
简单，有臭气的排放。



生物塘设计

n 塘体设计应符合GB/T 26624的规定，防渗处理按《污
水自然处理工程技术规程》CJJ/T 54的相关规定执行。

n 应建设在地下水位0.6 m以上，并不应建设在土地承压
力低于0.75的地基上，也不应建设在稳定性较低的地基
上。

n 单体塘占地面积不宜超过8000 m2，深度宜为3~6 m，
并设置1.2 m以上围墙或栏杆，防止人畜误入。

n 贮存发酵期间可向液体粪污中加入一定量的化学或生物
制剂，以防止养分损失和加速发酵。



④贮存发酵—密闭贮存

密闭贮存设施包括常规沼气工程和加盖、覆膜等方法形成的密闭贮存塘、
密闭罐/囊。
p有能源生产需求的养殖场，液体粪污不需固液分离，适合大型或超大型养

殖场；
p对能源没有较大需求的养殖场，以液体粪污还田为主，液体粪污需经固液

分离，适合中小型养殖场。



密闭贮存塘/贮存罐（囊）

n 密闭贮存塘
n 塘体设计应符合GB/T 26624的规定，防渗处理同生物塘。

n 建设场地要求同生物塘，地下水位较高的场地宜建造地上式贮存塘
。

n 深度宜为3~6 m，覆膜贮存塘宽度一般不超过60 m。地下式和半
地下式贮存塘应设置1.2 m以上围墙或栏杆，防止人畜误入；地上
式贮存塘的墙体应高出地面1.2 m以上。

n 密闭贮存罐/囊
n 贮存罐的抗渗性能应符合HG/T 3983的规定，无渗漏、冒汗和明显

变形；贮存囊的气密性能应符合QB/T 4415的规定，压力损失率＜
3%。

n 地上式贮存囊单体容积不应超过300 m3，当高度超过2 m时需结构
物围护，以防爆裂。



贮存时间
——贮存发酵实现无害化所需时间的总和

国家 氮每公顷年最大负荷（kg） 需要贮存时间（月） 强制的施用季节
奥地利 100 6 2月28至10月25
丹麦 170（牛），140（猪） 9 2月1日至收获
意大利 170-500 3-6 2月1日至12月1日
瑞典 170 6-10 2月1日至12月1日
爱尔兰 170 4 2月1日至10月14日
英国 250-500 4 2月1日至12月1日
法国 150 —— ——
德国 170 6/9 2月1日至10月31日
美国 第1年500，以后280 12 ——
加拿大 200 8 ——
中国 ≥1 ——

贮粪坑和生物塘中贮存发酵的时间总和不少于6个月

密闭贮存设施中贮存发酵的时间不少于2个月。加入化学药剂或微生
物菌剂的，可适当缩短贮存期。

《沼肥施用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主推技术模式》通知，规定了敞口贮存时间不少于6个月



⑤液体粪污的输送

5~8方

Ø无害化后的液体粪污可采用管网和罐车输
送。

p管道布置
p埋设方式
p管道系统各管段直径应符合GB/T 20203的规定
p当液体粪污含固率较低时，宜采用泥浆泵或真

空泵；
p当液体粪污含固率较高时，宜采用螺杆泵，但

不宜长距离输送。 p罐车应防漏、防腐、防爆，宜采
用真空低压轮胎。

p罐体宜设置泄压阀门以保证罐体
内压力恒定。

p罐体宜设置排除异物装置以防止
排泄口堵塞。



⑥液体粪污还田

Ø粪污达到还田控制指标要求后方可还田。

Ø粪污单独或与其他肥料配施时，应满足作物对营养元素的需

求。

Ø有田间试验和土肥分析化验条

件下液体粪污还田量的确定。

Ø不具备田间试验和土肥分析化

验条件下液体粪污还田限量。



欧美案例
意大利：the direct use of manure nutrient to cropping land is considered as a most widely used practice

The dairy sector is the first Italian food division, with a sale of 14.2 billion of euro.
the majority of swine farms can be found in Northern Italy accounting for the growing of over 84% of 
Italian pigs.
the farm must define a schedule of manure utilization on a monthly basis, which is used to compute the 
storage volumes required to hold the manure between subsequent spreading. ‘‘Agronomic Utilisation 
Plan’’ for livestock manure according to a three-step procedure: 
• an analysis of the farm situation; 
• a programming of manure utilization; 
• an evaluation of the storage requirements

瑞典：Sweden has around 1.5 million cattle of which 320,000 are dairy 
cows. cows in Sweden are extremely healthy compared to other nations’ 
cattle populations. They have both low incidences of disease and little use 
of antimicrobials. 

Manure can be mechanically separated into a “solid” portion (15-30% dry 
matter) and a “liquid” portion (4-8% dry matter). anaerobic digestion can 
almost completely control manure odor.
 in Sweden lagoon is commonly used in some places during manure 
treatment but the most commonly used are biogas plants. 
Anaerobic treatment lagoons break down manure solids the same way 
anaerobic digesters do, but at a slower rate, since lagoons are at ambient. 
Large dilution volumes are needed. Treatment lagoons are not because they 
can only handle a fairly low loading rate due to the shorter biological 
degradation season. 
Pig and dairy manure is a mixture of faeces and urine plus bedding, spilt 
feed, spilt drinking water and water used for washing and bedding materials 
so they are far too strong for direct application. 
it may be very high in ammonia, or contain so much nitrogen that it will 
burn the roots and stems of any plant it comes in contact with. It might also 
be full of weed seeds. Fresh manure may also contain pathogens from the 
animal’s gut.

• Test the Soil
• Test the Manure
• Establish a Realistic Target Yield
• Calculate the Manure Application Rate
• Calibrate Field Equipment to Deliver Target Rate
• Keep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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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规范文件中标准不统一、难实行、约束力弱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596-2001）

2001年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084-2005）

2005年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
（NY/T 1168-2006）

2006年

《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
（GB/T 25246-2010）

2010年
《沼肥施用技术规范》
（NY/T 2065-2011）

2011年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 7959-2012）

2012年

类别 强制性国家标
准

强制性国家标
准

推荐性农业标
准

推荐性国家标
准

推荐性农业标
准

强制性国家标
准

推荐性农业标
准

适用范围

适用于集约化
养殖场及养殖
区污染物的排
放管理，及养
殖场环评、投
产后的排放管
理。

处理后的养殖
业废水及以农
产品为原料加
工的工业废水
作为水源的农
田灌溉用水。

规模化养殖场
和畜禽粪便处
理场。

无害化处理后
的畜禽粪便、
堆肥及以畜禽
粪便为主要原
料制成的各种
肥料在农田中
的使用。

以畜禽粪便为
主要发酵原料
的户用沼气发
酵装置产生的
沼肥的施用。

城乡户厕、粪
便处理厂和小
型无害化处理
设施处理效果
的监督检测。

以农业有机物
经厌氧消化后
产生的沼液为
载体加工成的
肥料，为沼液
肥。

标准 ≤1000
（个/100ml）

≤4000
（个/100ml）

≤10000
（个/L） 10-1~10-2 10-4 10-4 ≤100

（个/ml）

粪大肠杆菌值
≥ 10-1 2.5×10-2 10-1 10-1~10-2 10-4 10-4 10-2

粪大肠菌群数
≤（个/L） 104 4×104 104 104-105 107 107 105

畜禽粪污还田粪大肠杆菌要求
E. COLI STANDARD

2014年
《沼肥》

（NYT2596-2014）



畜禽粪污还田控制指标
SPECIAL INDICATORS FOR LIQUID MANURE FIELD 

APPLICATION

项目 指标

蛔虫卵死亡率（%） ≥95
粪大肠菌群值 10-4

钩虫卵a 不得检出活卵
pH 5.5~8.5

总盐分a（EC值，ms/cm） ≤2（非盐碱地区），≤4（盐碱地区）

总砷（以As计，mg/kg） ≤15
总镉（以Cd计，mg/kg） ≤3
总铅（以Pb计，mg/kg） ≤50
总铬（以Cr计，mg/kg） ≤150
总汞（以Hg计，mg/kg） ≤2

a 在非钩虫病流行区，钩虫卵指标不作要求。

重金属控制指标参考：NY 525-2012 有机肥料



有田间试验和土肥分析化验条
件下液体粪污还田量的确定

Ø液体粪污还田量以液体粪污中氮养分供给和作物氮养分需求

为基准平衡进行计算。

Ø对于以设施蔬菜生产为主或土壤磷本底值较高的区域或农用

地，应以磷养分为基准平衡进行计算。



不具备田间试验和土肥分析化
验条件下液体粪污还田限量

n 以土地承载力为基础
，按猪当量进行换算

。100头猪相当于15
头奶牛、30头肉牛、
250只羊、2500只家
禽。

《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2018



+86 13601387967                                                   rjdong@ca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