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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养猪场沼气、沼渣、沼液的综合利用技术
王习印

（贵州省盘县乐民镇农业技术推广站，贵州盘县 553504）

沼气池的建设改善了养猪场的环境， 沼气池产生的沼气、
沼渣和沼液被称为“三沼”，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三沼”，很可能
二次污染环境。 本文以某养猪场为例，根据分离机对干湿猪粪
进行分离、建设管道以及设置贮夜池和清水池等方法，综合利
用“三沼”，为人民生活提供了一些便利。

1 养猪场的“三沼”综合利用的重要性
废物利用，节能减排，这种观念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且

被人们应用在养猪场。 在管网和器具中的沼气，能为猪舍的环境
和养猪场工人的生活提供保温的效果［1］。而沼液属于沼气池发酵
产生的一种优秀的有机肥料，富含各种维生素、蛋白质以及生长
激素。沼气池产生的沼渣，是一种效用较好的固体肥料，拥有较为
丰富的营养，其中沼渣中各类营养成分含量可以用表 1表示。

由此可知，沼气池能作为一个非常完善的有机肥料生产地，
通过沼液和沼气的肥料作用，能够使化学肥料的用量减少，农作
物的抗病能力得到增强，降低病虫害的出现几率。 在农作物的基
肥和追肥应用中， 沼液是有机肥料的首选， 能够对土壤进行改
良，增加土地肥力，提高农作物产量，并促使农田持续稳定高产。

2 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法
2.1 加工厂的设备建设

在猪舍旁建设加工厂，可以将猪的排泄物猪粪，汇聚到加
工厂中的大池，然后通过一些运输方式，将这些排泄物运输到
畜禽粪污处理机，经过离心处理后，污水会通过管道流回大池，
而猪粪经过处理机处理后，变得较干较细，送入沼气池，并且能
够直接装袋进行消纳。 若将沼液机房建立在沼气池旁，然后将
水泵建立在蓄水池边， 将清水和沼液分别从管道中抽高 10m，
在相应的清水池和沼液池中储存［2］。
2.2 沼气池、沼液池与管网的建设

在该养猪场中，已建设有约为 300m3的沼气池，流出的沼
液经过三个过滤塘的沉积后，在抽到山上的沼液池中，这个过
程中，三个过滤塘的总面积约为 600m2。 养猪场旁边的山上，建
立的两个沼液池，约为 300m3，另有一个清水池，为 100m3，所以
山下的蓄水池的面积不应小于 600m3。 上下蓄水池和山上清水
池和沼液池相连的管道，直径为 3 寸，长度不小于 2000m，从沼
液池到各田边所运用的副管道 ， 直径为 2 寸 ， 长度不小于
3500m。工作人员还要购买足够的安装管网接头和三通，数量大
约在 2800 个左右，200 个闸阀。在田内灌溉、施肥的软管长度不
能小于 25500m。

3“三沼”的综合利用技术
3.1“三沼”的具体作用

3.1.1 沼气

养猪场的生产和生活需要沼气通过管道运输到生活用房，
使猪场的食堂能够妥善运用。 余下的沼气还能在冬天点燃保温
灯，防止猪舍环境温度降低［3］。相关研究小组将在夏天综合利用
后，剩余的沼气用来发电，这个想法可以通过改装柴油机实现。
这种方法，将热能转化成电能，既妥善处理了沼气过剩造成二
次污染的可能性，还为养猪场提供的储备电能。

3.1.2 沼渣
在沼气池或过滤塘中， 通过潜污泵直接取出的是沼渣，可

以当作农作物的追肥或基肥运用。

3.1.3 沼液
将一定量的清水，按照相应比例加入到沼液中，然后根据

农作物的生产需要，向农作物的叶面或根部进行喷射，工作人
员可以通过开关控制清水池和沼气池， 流入管网中的多少，以
此来控制喷射到农作物上的液体浓度。
3.2“三沼”综合利用技术在种植中的运用

沼渣和沼液在发酵后， 能够将有害病菌和寄生虫卵杀死，
而且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是一种利用率较高的有机肥料，在
蔬菜、水果的种植上，能够使肥料效果增加，降低了化学肥料和
农药的运用量，使蔬菜品质得到提高，蔬菜产量提高近 30%，在
市场中运用很广。 沼渣作为基肥或叶面肥时，一般一亩地使用
1500kg~3100kg 为宜，实施方法是拌土后，采取条形施肥或挖穴
施肥的方法；沼液作为肥料进行喷射时，需要提前加以清水稀
释，至少稀释 2~3 倍方可使用，然后喷射到农作物的根部和叶
面，一般一亩地需要 500kg~3000kg，工作人员还需注意，这种方
式不能在夏天多次使用， 否则会烧伤农作物的叶片或根茎，沼
渣、沼液作为肥料的使用方法如表 2。

3.3“三沼”的猪饲料中的运用
工作人员可以将沼液拌入猪饲料中，沼液中没有有害病菌

和寄生虫卵，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添加剂，并且能够使猪的肥育
期缩短，减少饲养成本。

（1）沼液的选择：选择的沼液的 pH 值一般在 6.5~7.5 之间，
并且要确保沼气池使用超过 40 天， 且产气正常。 然后从出料
口，取出一定沼液，最好放置 2~3 天［4］。

（2）喂猪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猪的防疫、驱虫和健胃工作是
需要做好的首要工作，然后在进行沼液喂猪，若猪有腹泻症状，
要立即停止沼液运用，查明原因后及时调整，同时降低沼液的
使用量，猪的体重与沼液使用量的关系如表 3。
4“三沼”综合利用技术的优势
4.1 地方得到发展

摘 要：对养猪场沼气、沼渣、沼液的综合利用技术进行分析，首先阐述了这项技术的重要性，然后讲述其使用方法和具体利用，最后总结了这项
技术的一些优势，通过本文内容，希望能让工作人员在进行相关工作时，拥有更多的参考依据，使这项技术得以全面发挥。
关键词：养猪场；沼气、沼渣、沼液；综合利用

有机质 腐殖酸 粗蛋白质 氮 钾 矿物质养分

36%~50% 10.2%~25.3% 4%~9% 0.3%~0.7% 0.6%~1.3%

表 1 沼渣中的各类营养成分含量比例

沼渣 作为基肥或叶面肥 一般一亩地使用 1500~3100kg为宜，实施方法是
拌土后，采取条形施肥或挖穴施肥的方法

沼液 加以清水稀释至 2~3倍 一般一亩地需要 500~3000kg，喷射到农作物的
根部和叶面

表 2 沼渣、沼液作为肥料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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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整地方式采用的通常是块状整地方式。 在平整土地
时，根据株行距定点来挖穴。 穴的规格按照立地的条件来确定，
一般而言，Ⅰ、Ⅱ类立地挖穴规格，前者为 50cm×40cm×30cm，
而后者为 60cm×40cm×40cm。 在挖穴过程中，应首先把表土清
理干净，然后把表土填于穴内，挖除树根、茅根，以及拾除石块
等。 株行距设定为 2m×2m 或者 1．5m×2．0m， 初植密度控制在
2505～3333 株/km2。

而木荷的栽种，对造林初期生长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这
就需要选择Ⅰ级苗木，即苗高不小于 35cm，地不小于 0．4cm 的
苗木；Ⅱ级苗木的苗高为 25～35cm，而地径在 0．3～0．4cm 之间。
木荷苗上山造林的季节，一般在大寒到立春这段时间，在越冬
芽萌发前栽种最合适。 而在栽植木荷时，注意事项为：“三随、三
不、五要点”。 其中，“三随”也就是在苗木出苗之后，管理上做到
“随起、随运、随造”；“三不”也就是“不伤根、不伤皮、不伤芽”；
最后，“五要点”为“栽深、打紧、根舒、茎直、不反山”。
3.3 后期的管理

木荷速生期比较早，为了尽早使其具备防火功能，完成造
林后，后期管理中必须重视木荷管理。 对 2 年期木荷，每年锄
草、松土＞2 次，之后按林带生长情况，每年抚育 1～2 次。 如木荷
生物防火林带立地条件差， 则在林带郁闭之前， 应翻土抚育 1
次。 而在林带郁闭之后，每年或者隔年抚育 1 次，并彻底清理林
带中的坠入物体等，减少可燃物体。

此外，营造木荷防火林带的方法可为乔、灌两层培育法，也
就是上层为木荷林，而下层为灌丛林，上层木荷林需要修枝，从

而促进其快速生长。
最后，木荷生物林带在生长期内，应重视病虫害的防治，主

要防治的对象包括地老虎、褐斑病和大袋蛾等。

4 结 语
木荷由于其自身含水量高、不易燃等特点，成为我国南方

主要的防火林种之一。 而我国南方由于属于亚热带，森林覆盖
率高，因此，火灾隐患比较大，探讨木荷生物防火林带营造技术
意义重大。 在本文中，笔者首先分析了木荷的基本情况，比如生
长特性、特点等，然后分析了木荷生物防火林带的设置，最后分
析了木荷生物防火林带的营造技术，比如采种、播种和后期的
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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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开发的土地的耕作层基本为新土， 含有有机质较少，土
壤熟化程度较低，在保水保肥方面的能力太差。 相关部门对该土
壤进行相关测量，pH值为 7.6，该土壤中的有机物含量为表 4。

通过运用“三沼”综合利用技术，三年的时间，土壤的物理
性质得到改善，促使团粒结构更加稳定，使土壤的保肥性和保
水性得到保证，生物活性有所改善，增加了土地肥力。 有关部门
对现有土壤进行抽样检查，发现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已经达到
8.3g/kg 以上，全氮的含量、速效钾的含量、有效磷的含量均提
高了 30%以上，确保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快速提高土地肥力。
4.2 养殖规模得到扩大

“三沼”综合技术的运用，实现了养猪场排泄物资源的循环
利用，并对排泄物进行相应处理，不会污染附近环境。 某养猪场
通过这种方式，不断扩大规模，目前已经和 4 家生猪饲养场建立
联系，平均每家生猪饲养场能够繁殖母猪 60 头左右，然后供应
给公司的猪仔能够达到 1000头以上。 采用公司给予相关技术，
将猪仔回收进行肥育，并遵守相关原则，形成一个生态小循环［5］。
4.3 能够提高经济效益

大量机械设备的投入和使用，使农田的各个区域都设有管

道连接，确保肥水同灌的实现，在每年预计能够节省 2.8 万元的
人工费用。我国现阶段每年可生产沼气至少 10000m3，能够节省
10000 元以上的燃料费用。沼渣沼液当作肥料，还能够减少化学
肥料的使用量，是农作物的抗病能力得到加强，有效防止病虫
害发生，节约 38000 元左右的农作物肥料支出费用。 使我国土
壤结构得到改善，农产品的质量得到提高。

5 结束语
通过上文对养猪场沼气、沼渣、沼液的综合利用技术的相

关探讨，可以得知“三沼”综合运用的重要性和实施方法，然后
在具体的利用技术中，如“三沼”的具体作用、“三沼”综合利用
技术在种植中的运用等方面，分析这项技术带来的优势。 所以
“三沼”综合利用技术在养猪产业、农户经济收益，以及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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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的体重 沼液的使用量

体重为 50斤或 50斤以上 不添加沼液

体重在 40~50斤之间 每次加入 1斤左右的沼液，一天 3-4次
体重在 50~200斤之间 每次加入 2斤左右的沼液，一天 3次
体重在 200斤以上 停止添加，等待出栏

表 3 猪的体重与沼液使用量的关系

有机质 全氮 速效钾 有效磷

5.84g/kg 625mg/kg 2.12mg/kg 143mg/kg

表 4 新开发土壤的有机物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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