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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沼液的科学施用能提高土壤中有机质和营养元素的含量，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 为此，常温下
沼液经过螺旋滚筒式沼液沼渣精密分离装置过滤分离出植物纤维、砂粒、悬浮物等大颗粒物质，过滤液由输送泵
输送至沼液机械过滤装置和多介质过滤装置以及精密过滤装置滤除泥沙、藻类及农药残留物等大分子物质后，
再经过沼液错流超滤装置进一步精密过滤和分离；未透过液进入浓缩液储罐，透过液进入浓缩装置继续进行浓
缩分离，分离出的浓缩液进入浓缩液储罐后输送至配液罐进行液肥的配制；液肥再经过在线灭菌装置消毒后进
行包装，作为农作物及花卉等植物液肥使用。 经过处理的沼液，减少了农业生态环境，并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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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沼液是人畜粪便和农作物秸秆等有机废物在沼气

池内经厌氧发酵产生的残留物，是一种优质的有机肥
料。 沼液中含有氮、磷、钾、镁和钙等多种元素，活性
有机成分有腐植酸、吲哚乙酸、乳酸菌、赤霉素和细胞
分裂素等植物激素以及 Ｂ 族维生素，还含有多种氨基
酸、蛋白质、水解酶以及多种无机酸和某些抗菌素等
有机分子。 这些成分之间互相协调作用以速效养分
和生物农药的形式存在于沼液中，可直接迅速地被吸
收和杀死有害病菌及虫卵而促进农作物及花卉等植

物的生长，因此沼液也可以说是一种药肥。 沼液的科
学施用能提高土壤中有机质和营养元素的含量，改善
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
沼液中这些有效成分含量较低，浓度一般在 １０％

左右，其余都是游离状态的水以及植物纤维、泥沙、病
毒、粘土、胶体、农药残留物、悬浮物及含有腥臭气味
的有机物，因此农作物及花卉等植物直接施用这种沼
液，不符合农用卫生标准，可造成农田的二次污染，还
会对生长条件及生长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直接施用这
种沼液的量也是比较大的，势必增加沼液的运输成本
和劳动强度。 更何况在非用肥季节，沼液不能得到充
分利用，多余的沼液无序排放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和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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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为了避免疾病传播和土壤污染，沼液作为肥料需
要做进一步的加工处理后方可使用，一个有效的办法
就是将沼液中有用的成分提取出来，去除多余的水分
和有害物质。
另外，农作物、花卉等植物对沼液中营养成分的

需求也是不尽相同的，需要根据沼液在作物上的生理
效应及营养机理，补充一些有益的营养成分，配制成
高效的有机浓缩复合液肥产品，扩大沼液的使用范
围，实现沼液的高附加值利用，使其在生产无公害的
绿色农产品和花卉种植方面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

景；更好地的提高液肥养分利用率，减少农业生态环
境污染，使农产品质量安全得到提高，不致通过食物
链进入人体或动物内产生危害，并能创造显著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1　生产系统工艺流程及工作原理

1．1　生产系统工艺流程
生产系统工艺流程如图 １ 所示。

1．2　工作原理
经过厌氧发酵后不再产生沼气的沼液通过一个自

吸泵抽吸输送到一个螺旋滚筒式沼液沼渣精密分离

装置过滤，滤除颗粒大的砂粒、植物纤维等物质后进
入沼液原液储罐进行沉淀处理；经过沉淀处理后的沼
液由原液输送泵送入沼液机械过滤装置和沼液多介

质过滤装置滤除其中的有机悬浮物、植物纤维等颗粒
比较大的物质及游离氯、农药残留物等有机污染物；
然后经过一个沼液精密过滤装置滤除细菌、粘土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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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类等物质，经过一个沼液错流超滤装置滤除大分子
有机物、腐殖酸、胶体等物质后进入浓缩液储罐；未透
过液进入超滤液储罐，再经过一个超滤液高压输送泵
输送给芳香族聚酰胺膜元件浓缩装置，滤除除水分子
以外的物质，进入浓缩液储罐与沼液错流超滤装置的
浓缩液混合储存待用；透过液进入净水储罐用作全部
设备的清洗，沼液浓缩液储罐内的浓缩混合液体经过
输送泵输送到沼液配液罐中，根据农作物以及花卉植

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添加一定量的养分到沼液
配液罐中进行搅拌混合均匀后形成有机浓缩复合液

肥，由沼液配液罐输送泵输送到有机浓缩复合液肥储
罐储存；有机浓缩复合液肥储罐内的液肥由液肥输送
泵通过在线灭菌装置输送至液肥高位罐，依靠液体自
重流入到液肥平衡罐中，液肥平衡罐中的成品液肥再
依靠液体自重流入液肥软包装热合机进行包装。
其工作原理框图，如图 ２ 所示。

１．芳香族聚酰胺膜元件浓缩装置　２．净水储罐　３．沼液配液罐　４．沼液浓缩液储罐　５．灌装阀　６．有机浓缩复合液肥储罐　７．在线灭菌装置　８．超滤液储罐

９．液肥高位罐　１０．液肥软包装热合机　１１．液肥平衡罐　１２．沼液错流超滤装置　１３．沼液精密过滤装置　１４．沼液原液储罐　１５．沼渣收集箱

１６．螺旋滚筒式沼液沼渣精密分离装置　１７．沼液机械过滤装置　１８．沼液多介质过滤装置　１９．沼液沉淀池Ⅱ　２０．沼液沉淀池Ⅰ

图 １　生产系统工艺流程图

图 ２　沼液肥生产系统工作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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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技术和设备特点

１）沼液在沼液沉淀池内经过一定时间沉淀后，澄
清的沼液经过沼液沉淀池自吸泵抽吸到螺旋滚筒式

沼液沼渣精密分离装置进行初步过滤分离；由 １ 台沼
液沉淀池自吸泵和独立控制阀门轮流抽吸沼液沉淀

池中澄清的沼液；沼液沉淀池自吸泵在沼液沉淀池内
的管道外围设有沼液沉淀池滤网，以阻隔颗粒状物质
进入抽吸管道而造成的连接管道和沼液沉淀池自吸

泵堵塞。
２）螺旋滚筒式沼液沼渣精密分离装置是用来滤

除颗粒比较大的渣滓、植物纤维及悬浮物等物质的，
过滤后的沼液通过出口管道依靠液体自重流入到沼

液原液储罐中储存待用。
３）经过螺旋滚筒式沼液沼渣精密分离装置过滤

后的沼液进入沼液原液储罐暂存和进一步沉淀；沼液
原液输送泵负责给芳香族聚酰胺膜元件浓缩装置提

供原液供应；原液在进入芳香族聚酰胺膜元件浓缩装
置以前，首先经过沼液机械过滤装置、沼液多介质过
滤装置、沼液精密过滤装置、沼液错流超滤装置进入
超滤液储罐，经加压后提供给芳香族聚酰胺膜元件浓
缩装置进行沼液的浓缩和分离。

４）沼液机械过滤装置主要是滤除沼液中比较大
的泥沙及悬浮物，为沼液多介质过滤装置以及沼液精
密过滤装置提供澄清的沼液。

５）沼液多介质过滤装置主要是吸附沼液中的余
氯、农药残留物、胶体及带有腥臭气味的有机物，为芳
香族聚酰胺膜元件浓缩装置提供比较澄清的沼液，保
护浓缩装置核心部件不受损坏。

６）沼液精密过滤装置主要是使常规营养成分、活
性有机成分、Ｂ族维生素、多种氨基酸、蛋白质、水解酶
以及多种无机酸和某些抗菌素等有机分子及绝大部

分水分子通过钛合金过滤元件形成透过液，然后进入
沼液错流超滤装置，其余大分子物质被阻隔在钛合金
过滤元件外表面。

７）来自沼液精密过滤装置的沼液被沼液错流超
滤装置进行过滤和分离，透过液进入超滤液储罐储存
待用，未透过液液进入沼液浓缩液储罐储存待用。

８）沼液中的游离状态的水透过芳香族聚酰胺膜
元件进入净水储罐储存用做设备清洗用水，而未透过
液形成浓缩液进入浓缩液储罐。

９）根据农作物、花卉等植物对肥料的不同需求，
添加相应营养成分在浓缩液中制成有机浓缩复合液

肥。 有机浓缩复合液肥储罐至液肥高位罐的管道中

间部位设有在线灭菌装置，对液肥进行灭菌消毒处
理，以防止成品有机浓缩复合液肥在储存过程中发生
涨袋及降低液肥的品质。

１０）有机浓缩复合液肥储罐内的液肥由液肥输送
泵输送至液肥高位罐，依靠液体自重经过连接管道流
到液肥软包装热合机上面的液肥平衡罐内；液肥平衡
罐内的液体经过连接管道和控制阀门依靠液体自重

进入液肥软包装热合机进行灌装。
１１）液肥软包装热合机采用塑料袋包装形式，根

据使用需要，包装成品液肥可以确定为多种规格；而
流经在线灭菌装置后的另外一条管路上连接有控制

阀和灌装阀，可以进行液肥的瓶装和桶装。

3　结论

１）采用物理的方法，在常温下对沼液进行多层次
过滤、浓缩和分离并配制高效的有机浓缩复合液肥，
生产出容易贮存、好运输、易施用、效果好的液肥产
品，以降低液肥施用过程中的劳动强度，提高液肥养
分的利用率，扩大沼液的应用范围，促进农作物以及
花卉等植物的生长条件和生长环境的改善，减少农业
生态环境污染，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２）整个生产过程中植物纤维、泥沙颗粒及悬浮物
等大分子物质先行被过滤，水分子被有效分离而得到
沼液浓缩液。

３）由沼液多介质过滤装置和精密过滤装置滤除
余氯、含有腥臭气味的有机物等大分子物质后，去除
了沼液中的异味，便于人们施用沼液肥。

４）可以按照农作物以及花卉等植物对肥料的不
同要求进行配制有机沼液浓缩复合液肥，使沼液的应
用范围更加广泛。

５）生产设备操作简单，便于掌握，特别适用于大
型沼气池配套使用。

６）整个生产过程最后得到的是浓度非常高的有
机沼液浓缩复合液肥，使液肥施用的数量相对减少，
降低了液肥运输成本和施肥的劳动强度，扩大了沼液
肥的使用范围。

７）废物资源化得到合理的应用，减少了非用肥季
节沼液无序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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