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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养猪场沼液的利用现状与对策
徐秀银

(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南通226007)

摘要：规模化养猪场沼液中除了富含N、P、K等植物生长所必需的营养元素外，还含有一定数量的重金属和兽药

残留等物质。目前j大多数沼液都是直接排人河流，农牧严重脱节是导致沼液直接排放的根本原因。最经济有效的解

决途径是：在规模化养猪场的周围配套耕地消纳其产生的污水，从而实现零排放。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做到适度规

模养殖，确保沼液场内消纳．并开展规模化养猪场沼液利用安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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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国生猪存栏保持在4．45亿一4．69亿头⋯，全 的，反硝化脱氮降低N的含量后，达标(GBl8596—2001《畜禽
国生猪规模养殖比例达61％，比2000年增长31．6百分 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这种处理方式目前只有极个

点B1。“十二五”期间我国还将根据各地区资源优势和发展 别的规模化养猪场采用。绝大多数企业不能达标排放的主要

现状，选择沿海地区生猪产区、东北生猪产区、中部生猪产区 原因是高昂的建设和运行成本。而且这是一种“以能消能、

和西南生猪产区共19个省(区、市)的437个生猪养殖基地 污染转嫁”的处理方式。沼液中的COD是一种潜在的绿色生

县，进行重点建设。到2015年，优势区域生猪出栏达到 物质能，COD代谢热约为14 MJ／kg。以曝气方式通过微生物

4．0亿头，年均递增3．4％，猪肉产量3 240万t，年均递增 的新陈代谢作用降解COD除形成“以能消能”的既成事实

3．5％，其中，规模养殖的比重将达到65％以上p’。目前。一 外，由于曝气对能量(主要指以化石燃料产生的能源，如电)

些大、中型规模化养猪场建有沼气工程，沼气工程所产生的沼 的消耗还会排放大量的CO：。结果，在“以能消能’’为代价而
液的出路，是当前生产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获得水质净化的同时又污染了大气，将水污染演变为产生温

l 规模化养猪场沼液的利用现状 室气体f!勺大气污染H。。
1．2直接排放

为了多产气·规模化养猪场在沼气池中添加了一定数量 这种方式目前占绝大多数，这将严重污染水环境，极易造
的粪便(即使养殖场采用于清粪方法处理粪便)。沼气发酵 成水体的富营养化。因为即使采用干清粪方式清理粪便，
后的沼液中含总N 317_423 mg／L，氨氮235_280 mg／L，总P

2009年全国规模化养猪场生猪出栏2．2亿头，按2．2 m3／头
34．7～52·4 mg／L，总K 225～350 II∥L，化学需氧量(coo) 计算，全国规模化养猪场将共排放污水4．84亿o。
2 510～2 825 mg／L。除此之外，还含有重金属和兽药残留等。

1．3利用灌溉
目前厌氧发酵后的沼液主要有以下3种处理方式。

即在规模化养猪场的周围配套耕地消纳其产生的污水。

“‘．兰倒?’竺⋯．．． ．．．．．
这是一条经济而有效的解决途径，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水肥资

厌氧发酵后的沼液经过好氧处理以达到降低COD的目 磊。，保茹了农藉泵环境，丕磊亍装五泵孬磊笼玩：。舀。嘉，国莴
收稿日期：20lo一0r7-26 擘妻篓0别的养猪场建有污水贮存池和配套的耕地消纳其产
基金项目：江苏省南通市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科技服务平台(编号：

生的污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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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又成本过高，达标排放成本对于利润相对较低的养殖企业

来说也难以承受。51。低成本、低能耗、无污染的处理养殖企

业所产生的沼液．是当前生产上必须解决的课题。

2．1 适度规模养殖。确保沼液场内消纳

国家要重视对新建、改建、扩建规模化养猪场建设的源头

管理∞j。尤其是对新建养猪场要实行申报审批制度，要根据

拥有的配套消纳沼液的土地面积确定养殖规模，确定沼液贮

存池的容积，确定沼液利用的计划方案。在养猪场建设的同

时．配套建设沼液利用的灌溉系统，从源头上制定系统的规模

养猪场沼液的综合利用措施，而不能盲目地扩大养殖规模，从

而导致沼液无法利用。

2．2 开展规模化养猪场沼液利用安全性研究

2．2．1 规模化养猪场沼液利用研究现状主要着眼于正面

影响即改良土壤及增产效果和提高产品品质的研究⋯。部

分学者进行了规模化养殖场所产生的沼液中重金属含量测定

的研究。钟攀等研究发现，除Pb外，沼液毒性重金属均存在

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并以As较严重，Cr、№、cd属其次，并

就其对土壤及作物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推

理一1。Nieholson等对英国境内183份畜禽饲料和85份动物

粪便样品的重金属含餐进行了分析，猪粪中的zn和Cu的含

量高于其他粪便，均值为500 mg／kg和360 mg／kg一’。Cang

等对江苏省lO个地区31个大型养殖场粪便中重金属含量进

行了分析，发现Cu、zn污染最严重H⋯。乔伟等将cu含量高

的粪便施用于牧草中，发现牧草中含Cu量增高。1“。Zhou等

研究用含有不同zn和cu的猪粪和鸡粪处理后的土壤对萝

卜和青菜生长期吸收zn和Cu的影响，发现萝卜和青菜植株

中Zn和Cu含量随着畜禽粪中Zn和Cu含量的增加而增

加一“。到目前为止，关于长期大量使用沼液重金属环境行为

的研究较少。

2．2．2规模化养猪场沼液利用亟待解决的问题 畜禽粪尿

作为土壤的改良材料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恰当使用可以提

高土壤肥力，增加作物产量，但田间长期使用可能产生的不良

影响以及相应解决对策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利用虽然是处

理这些废弃物最经济有效的措施之一，但目前规模化养殖场

畜禽粪尿的成分和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当今畜牧

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各种促进生长、提高饲料利用率、抑制有害

菌的微量元素添加刺(如Cu、ZrI、As等)，滥用和超标使用兽

药，尤其是抗菌药物的现象十分严重．我国环境中兽药残留状

况比较严峻。因此，规模化养猪场沼液利用亟待解决以下问

题。①沼液中重金属、兽药残留在土壤一植物系统中的迁移

和积累规律以及对农产品品质的影响。②土壤和作物对污水

荷载鼍的研究，这是进行污水灌溉、计算配套的农田面积必备

的参数。③节水技术研究。研究沼液能否作为冲圈的水源，

只有降低了出水量才能用较少的耕地消纳沼液。④国家应研

究并制定规模化养殖场污水安全灌溉农田标准和技术规范。

2001年我国颁布了GB 18596—2001<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应用该标准，污水必须进行厌氧和好氧处理后才能达

标．这很显然不是解决规模化养殖场沼液去路的最佳途径。

2005年国家颁布了GB 5084--2005(农田灌溉水质标准>，但

它只适用于全国以地面水、地下水和处理后的城市污水及与

城市污水水质相近的工业废水作水源的农田灌溉用水。

3结语

用农田消纳养殖场所产生的污水有2个前提条件。一要

研究利用的安全性。由于规模化养猪场的猪饲料中含有重金

属添加剂，生猪防疫时用了较多的兽药，凶此，污水中的这些

成分对土壤～植物牛态系统有怎样的影响，能否进入食物链，

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回答如果是肯定的，那么这蝗耕地

就要改变利用方式，种植不进入食物链的花卉、苗木、草坪、棉

麻等作物；回答如果是否定的。那么利用就是安全的。二要研

究养殖规模与耕地面积的配比．即研究土壤和作物对N、P、K

的承载能力，会否导致土壤次牛盐渍化，作物的需水量、土壤

的蒸发量．蓄水池(对于雨水较多的南方来}井尤其重要)的建

造体积等。除此之外，还要研究是否会污染地下水。解决了

上述fn】题后，就可以将污水通过灌排系统输送到养殖场周围

配套的农田，利用农田来消纳养殖场所产生的污水，实现污染

物质的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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