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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化生猪产业园生猪养殖及品质提升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从化生猪产业园区生猪养殖种养循环、废弃物综合利用的原则和准则。  

本文件适用于从化生猪产业园区生猪养殖企业在废弃物排放及综合利用方面的的规划、 设计及操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5246－2010 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 

GB 1891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NY/T1868－2021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有机肥料  

NY/T1168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设计规程  

GB 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    

HJ/T81-2001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T 1661—2019  畜牧业生态农业园区评价规范 

DB 37/T 3529—2019   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建设与评价指南 

DB12/T 540—2014  规模化猪场粪污处理与利用技术规范 

NY/T 3877-2021   畜禽粪便土地承载力测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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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通知》  

2021年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技术指导意见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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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生猪产业园 pig industrial park  

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聚集若干规模化生猪养殖企业的特定规划的区域，是区域经济发 展、产业

调整和升级的重要空间聚集形式。 

从化生猪产业园位于从化鳌头镇，产业园年饲养能繁母猪 3000 头以上， 年出栏生猪 60000 头以

上。  

 

3.2    

规模化猪场 Intensive pig farms  

按照适度规模集中饲养的养殖场，可根据其养殖数量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年出栏 10 000 头以上商

品肉猪的为大型规模化猪场，年出栏 3 000 头～5 000 头商品肉猪的为中型规模化 猪场，年出栏 3 000
头以下的为小型规模化猪场。从化产业园区内的猪场属于第一类。  

3.3    

猪场废弃物   pig farm waste    主要包括猪粪、尿、污水、病死猪、各类废弃包装物，过期、残余兽

药等。 

 

3.4    

种养循环   breeding and planting Circular Chain 

利用生物链原理，将养殖基地周围的林地和农田，用于消纳畜禽养殖基地产生的污水、粪便等。污

水无害化处理后当作肥料还田（林），粪便外售有机肥厂制备有机肥，使“养猪－肥料－饲料”形成一

个完整的生态链。种养循环至少有两大特点。首先是“零排放”，即不排放污染物，对环境非常友好。

其次 是“高效率”，让废物、污染物的物质变成有价值的农业生产资料。  

 

3.6   

无害化处理   sanitation treatment 

    利用高温、好氧、厌氧发酵或消毒等技术使畜禽粪便达到卫生学要求的过程。[来源：GB/T36195

—2018,3.1] 

3.7  猪场粪污集中处理    pig manure Centralized treatment 

    规模化猪场粪污既不能直接排入水体，又不能在还田过程中的地表径流进入容纳量不够的水体。机

械清粪，粪污通过固液分离机进行干湿分离，固体粪便堆肥后在允许浓度范围内就近肥料化利用或委托

其他机构进行集中处理；污水经过生物反应池、沉淀池、生物氧化塘等多级处理达标排放，实现消纳途

径的多元化，种养结合发展生态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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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农田粪便承载力指数   index for manure load of land application 

在一定土壤肥力和单位面积作物预期产量条件下，畜禽粪便农田实际施用量与除化学肥料之外的所需投

入畜禽粪便量的比值。4 构建原则  

4.1  生产与生态兼顾 

    增加有机肥投入，改善施肥结构，促进高产稳产。考虑土地承载能力，以产业园为单元进行种养平

衡分析，合理确定种植、养殖规模，就地就近消纳养殖废弃物，推广有机肥还田利用，促进农牧循环发

展。  

4.2  减量与增效协同 
    用有机养分替代部分化学养分，减少化肥用量。强化有机无机结合，提升肥料利用效率和耕地地力

水平。 

4.3  安全与有效并重 

    满足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要求，确保发酵腐熟，保证安全施用。强化粪肥施用指导，合理确定用量，

优化施肥方式，提高应用效果。 

4.4  清洁生产原则 

    改变猪粪的末端治理模式，应用农业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技术，对养猪业生产实行产前、产中、

产后全过程控制，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和污染。  

4.5  资源化利用原则 

   养殖场应根据自身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现状，采取罐式发酵、沼气等方式，实现粪便的资源化利

用。猪场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统一收集、集中无害化处理，全部综合利用。 

4.6  创新原则 

    在推进种养循环过程中，应推进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三产融合发展、资源高效利用、

生产清洁安全、环境持续优化等方面探索新模式，推广新技术。  

 

5 循环模式图  

    从化生猪产业园种养循环技术路线见图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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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猪产业园种养循环技术路线图 

    （注：具体路线根据产业园具体规划而定） 

6 循环模式参数  

6.1 参数确定原则  

6.1.1   污染物排放“达标+高标准”原则 

养殖排放的污染物必须首先满足达标排放标准。在此基础上，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养

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97%以上。 

6.1.2   循环经济原则 

 园区周围的林地和农田，用于消纳养殖场产生的污水、粪便等。污水无害化处理后当做肥料还田

（林），粪便外售有机肥厂制肥，使“养猪－肥料－饲料”形成完整的生态链，既能合理利用资源又可

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6.2   相关参数推荐比例  

6.2.1   猪粪经无害化处理后还田利用的，应结合产业园环境容量和作物需求进行综合规划利用，应

符合 GB/T25246的规定。 

6.2.2   罐式发酵肥和沼渣作为有机肥料的，应符合 NY525和 GB 18877的规定，生产有机—无机复混

肥的，应符合 GB/T18877的规定。 

6.2.3   固体猪粪经过罐式发酵处理后应符合表 1的卫生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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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固体猪粪罐式发酵处理的卫生学要求 

项目 卫生学要求 

寄生虫卵 死亡率≥95% 

粪大肠菌群

数 

常温沼气发酵≤10000 个/L，高温沼气发酵≤100 个/L 

蚊子、苍蝇  发酵罐周围不应有活的蛆、蛹或新羽化的成蝇 

 

6.2.4   液体猪粪处理后应符合表 2的卫生学要求 

                     表 2   液体猪粪厌氧处理卫生学要求 

项目 卫生学要求 

蛔虫卵 死亡率≥95% 

钩虫卵 在使用粪液中不应检出活的钩虫卵 

粪大肠菌群

数 

常温沼气发酵≤10000 个/L，高温沼气发酵≤100 个/L 

蚊子、苍蝇 粪液中不应有蚊蝇幼虫，池的周围不应有活的蛆、蛹字或新羽化的成蝇 

沼渣    达到表 1 要求后方可用于还田 

 

6.2.5  养殖废水（猪粪尿水、猪舍冲洗废水）及生活污水排放执行 GB 18596的规定，处理后的上清液

作为农田灌溉水时，应符合 GB 5084的规定。 

6.2.6  废渣执行《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596）的标准限值。  

6.2.7  病死猪只及猪胞衣每日清运至死猪处理区无害化处理，无害化处理按《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

术规范》（HJ/T81-2001）的规定执行。  

6.2.8  医疗废物（兽药、疫 苗和消毒剂等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妥善收集、危废暂存间内贮存

后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6.2.9   废脱硫剂由生产厂家再生利用，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7  模式配套技术要求  

7.1  主要技术要求 

7.1.1  雨污分离  

采用“水泡粪”工艺，粪便、污水和棚舍冲洗水全部进入棚舍下方的粪池内，通过 地下管道汇集

到集污池，输送过程全在地下的密闭管道中进行；棚舍外雨水通过明沟收集排 入猪场围河，形成粪污

内循环、雨水外循环，减少粪水量。  

7.1.2   沼气发酵，干湿分离  
用干湿分离机对集污池内粪水进行初步处理，猪粪水进入厌氧发酵池发酵产气，干猪粪 运至有机

肥厂生产有机肥。  

7.1.3  猪舍除臭技术 

5 



T/GDNB **—2021 

   猪场恶臭控制应满足 HJ 497-2009 第 10.1 条的相关规定。  
   除臭方法一般分为物理除臭、化学除臭和生物除臭，具体方法可参见 HJ 497-2009 第 10.2、10.3、10.4
条的规定。 
 
7.2   其他配套技术  

7.2.1  罐式高温好氧发酵  

    在原料入料 6小时后，物料发酵温度可达 65℃以上，并在整个发酵周期保持 60℃以上的高温，发

酵最高温度可达 70℃以上，发酵时间 24 小时，发酵温度可达到 80 ℃。较短时间内可达到无害化要求。 

7.2.2  沼渣还田  

利用畜禽粪便进行发酵和无害化处理，后经干湿分离，将沼渣用于农田。  

7.2.3   沼液还田  

分离沼渣后的沼液用作追肥还田。  

7.2.4  商品有机肥施用 

 

    以畜禽粪便为原料生产商品有机肥，质量应符合《有机肥料》（NY/T525－2021）要求。 

 

8  模式效益评价  

8.1  评价依据  

8.1.1 客观性原则 

    应以产业园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实际情况为基础，以真实可靠、准确的材料、数据和文件得出符合产

业园客观情况的评价结果。 

8.1.2  一致性性原则 

    应由来自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界的行业专家、科研专家、典型企业代表等人员组成评价小组进行评价，

同一分领域采用相同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保证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避免评价结果出现偏差。 

8.1.3  可验证性原则 

    应当详细记录评价材料、数据、文件的获取途径、渠道，保留原始的测试数据、材料，保证数据、

材料的可追溯性、可验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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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评价指标  

8.2.1 指标构成 

    指标体系由生态、社会、经济三方面效益指标体系构成。其中生态效益指标体系由资源减量投入指

标（见表 3）、资源产出率指标（见表 4）、种养循环利用率指标（见表 5）构成；社会效益指标体系

见表 6；经济效益指标体系见表 7。 

8.2.2  生态效益指标        

    产业园区种养循环生态效益指标体系由资源减量投入指标（见表 3）、资源产出率指标（见表 4）

和资源循环利用率指标（见表 5）三大类指标构成。 

                           表 3  资源减量投入指标                   %    

    具体指标                指标说明   基准值 

化肥施用强度  化肥施用折纯量/农作物播种面积，化肥施用强度逐年下降  - 

环保节约型设施  规模生猪养殖场环保节约型设施普及率达 100 % 100 

 

                          表 4   资源产出率指标 

    具体指标    指标单位   基准值 

生猪出栏率 万头 6 

生猪体重 kg/头 100 ～110 kg 

  水资源产出率 元/m
3
 1500 

土地产出率 亿元/km
2
 15 

                          

                          表 5    种养循环利用率指标          ﹪ 

 

 

 

 

 

 

 

 

 

具体指标 指标基准值 

粪便资源化利用率 95 

养殖用水资源化利用率 80～90 

中水回用率 30 

废气资源回收利用率 90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 80 

种养循环生猪产业链关联度 75 

化肥利用率 ≥40  

复种指数  ≥1.70 

有效灌溉系数 ≥52  

秸秆综合利用率 100  

投入品废弃物收集处理率 ≥95  

病死猪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率 ≥90  

废水排放达标率  1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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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生猪种养结合对所具有的满足一定社会的共同需要功能的价值。 

生猪种养结合应当使企业、农户、政府三方受益，对从化现代农业的推广普及起到示范作用。可以

丰富城市“菜篮子工程”，为居民饮食安全提供保障，扩大社会就业，提高农民素质。通过推进“生产

+科技+加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升级，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带动农户就业增收。 社会效益

指标多为定性指标，指标体系见表 6。 

                                 表 6  社会效益指标 

 

8.2.4  经济效益指标  

   在生态得到有效建设、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增加区域经济收入，促进从化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提升园区企业经济效益，增加养殖企业及员工收入。指标体系见表 6。 

                      表 7    经济效益指标 

具体指标 指标说明/基准值 

种植收益 蔬菜、青贮玉米、饲料油菜等种植收益 

生猪养殖收益 - 

林上经济收益 产业园周边荔枝、龙眼等果树收益 

养殖产值占产业园区农业总产值比重 高于全省同类产业园面积农业总产值 10% 

农村人均收入 高于全省人均收入 10% 

生猪商品率 ≥75% 

具体指标 指标说明 

带动就业率 养猪企业通过与农户签订购销合同、利润返还协议、吸收入股等方式带动的

农户数量。 

合作农户人均收入 与养猪企业有合作关系的农户通过为企业提供农副产品、劳动力、出资、提

供土地而从企业获得的收入。 

收入分配公平度 反映养猪企业与合作用户之间利益联结关系的强弱，双方是否能够根据责权

利原则享受养猪业生态产业链所带来的利益与好处。 

提供放心肉的保障能力 为居民饮食安全、“菜篮子工程”保障情况 。 

主体契约规范程度 养猪企业和农户签订的契约是否具备足够约束力 

信息沟通与反馈速度 企业与农户之间就契约问题、生产、市场问题等于养殖企业相关的问题进行

及时沟通的速度，反映企业对农户要求及时响应的能力。 

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率   园生猪养殖企业总产值对从化农业经济的贡献率   

企业市场形象 企业在市场上的地位和形象，是评价社会责任的重要指标。 

获政府支持度 反映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密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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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一标占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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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 A.1   生猪出栏率 

    当年（或当季）养殖场出栏的生猪全部数量（头）。 

    生猪出栏率=期内出栏头数/期初存栏头数（可用上期期末头数代替）×100%    

                                                             

A.2   水资源产出率 

    报告期内园区消耗单位新鲜水量所创造的农业增加值。农业用新鲜水量：指报告期内企业区内用于

生产和生活的新鲜水量（生活用水单独计量且生活污水不与工业废水混排的除外），等于企业从城市自

来水取用的水量和企业自备水用量之和。 

       水资源产出率=园区农业增加值（万元不变价）/园区农业用新鲜水量（m
3
） 

 

A.3    土地产出率 

    告期内园区单位农业用地面积产生的农业增加值。农业用地面积指产业园区规划建设范围内按照土

地规划作为农业用地并已投入生产的土地面积。 

    土地产出率=园区农业增加值（万元不变价）/园区农业用地面积（km
2
） 

 

A.4     粪便资源化利用率 

     粪便资源化利用量占粪便总量的百分率。 

 

A.5   污水资源化利用率 

    指生猪养殖重复用水量占农业用水总量的百分率。 

   生猪养殖重复用水量指报告期内企业生产用水中重复再利用的水量，包括循环使用、一水多用和串

级使用的水量（含经处理后回用量）。 

    农业用水总量的百分量指报告期内企业厂区内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水量，等于农业用新鲜水量与农业

重复用水量之和。  

      养殖用水重复利用率=养殖用水资源化利用量（m3）/养殖用水总量（m3）×100﹪ 

 

A.6  中水回用率 

    指园区内再生水的回用量与污水处理厂处理量的比值。其中，再生水（中水）是指二级达标水经再

生工艺净化处理后，达到中水水质指标要求，满足某种使用要求的水。 

    中水会用率（﹪）=园区再生水(中水)回用量（万吨）/园区污水厂处理量（万吨）﹪ 

 

A.7    废水资源回收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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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利用的废气资源量占园区废气资源的比重。废气资源量为经技术经济分析确定的可回收利用的

废气量。       

     废气资源回收利用率=回收利用的废气资源量（万 m
3
）/ 园区可回收利用总废气资源量（万 m

3
）×

100﹪  

 

A.8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 

    本指标主要适用于再生资源类园区，指园区内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量与再生资源收集量的比值。再

生资源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纸、废塑料、废旧木材、废旧轮胎、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报废汽车等。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量（万吨）/再生资源收集量（万吨）×100﹪ 

 

A.9  种养循环生猪产业链关联度 

   种养循环生猪产业链为产业园区内不同企业之间依据循环经济原理，以废物（副产品）交换利用、

能量梯级利用为基础形成的链条式关联产业形态。通常为两个分别传送和接受废物或低位能量的生产单

元，即两个通过利用废物或低位能量建立关联的生态农业节点，均应为实际存在，能够连续正常稳定运

行的种养循环产业链，且节点应全部位于产业园区内。 

    种养循环生猪产业链关联度（﹪）=种养循环生猪产业链上企业产值之和（亿元不变价）/园区农业

总产值（亿元不变价）×1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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