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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EU）2017/302 号欧委会实施决定 

2017 年 2 月 15 日 

根据《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10/75/EU号指令》确立的集约化家禽与猪只养殖

最佳可行技术（BAT）结 论   

（根据第 C（2017）688 号文件通报） 

（本文件的规定适用于欧洲经济区） 

欧盟委员会， 

考虑到《欧洲联盟运作条约》， 

考虑到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2010 年 11 月 24 日关于工业排放（综合污染预防和

控制）1的《第 2010/75/EU 号指令》，尤其是其中的第 13（5）条， 

鉴于： 

(1) 最佳可行技术（BAT）结论是为《第 2010/75/EU 号指令》第二章所涵盖的

设施制定许可条件所依据的参考标准，主管部门制定的排放限值应确保在

正常运行条件下，排放量不超过最佳可行技术结论中制定的最佳可行技术

相关排放水平。 

(2) 依照《欧委会 2011 年 5 月 16 日决定》2成立的由成员国、相关行业以及促

环保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的论坛，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向欧委会提交了其

对集约化家禽与猪只养殖最佳可行技术参考文件提案内容的意见。该意见

可供公众查阅。 

(3) 本决定附件中所列最佳可行技术（BAT）结论是该最佳可行技术参考文件

的关键要素。  

(4) 本决定中规定的措施符合依照《第 2010/75/EU 号指令》的第 75（1）条成

立的委员会的意见， 

 

通过本决定：  

第 1 条 

通过了附件中所列关于集约化家禽与猪只养殖的最佳可行技术(BAT)结论。 

  

                                                 
1《欧盟官方公报》L 334，2010 年 12 月 17 日，第 17 页。 
2《欧盟官方公报》C 146，2011 年 5 月 17 日， 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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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 

本决定适用于各成员国。 

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订于布鲁塞尔 

 代表欧委会 
 卡梅奴·维拉（Karmenu VELLA）  
 欧委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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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集约化家禽与猪只养殖最佳可行技术(BAT)结论 
 

适用范围 
 

本最佳可行技术结论涉及《第 2010/75/EU 号指令》附件一第 6.6 节中所列的以下

活动： 

 

6.6. 集约化家禽与猪只养殖：  

 

(a) 超过 40000 个家禽栏位 

(b) 超过 2000 个（30 公斤以上的）肉猪栏位，或 

(c) 超过 750 个母猪栏位。 

 

本最佳可行技术结论尤其涵盖以下的农场流程和活动： 

 

 家禽与猪只的营养管理； 

 饲料准备（研磨、混合和储存）； 

 家禽与猪只（禽畜舍）养殖； 

 粪肥收集和储存； 

 粪肥加工处理； 

 粪肥施播； 

 动物尸体储放。 

 

本最佳可行技术结论不涉及以下流程和活动： 

 

 动物尸体处置；这一点可能涵盖在关于屠宰场和动物副产品行业(SA)的最佳可行技

术结论中。 

 

与本最佳可行技术结论所涵盖活动有关的其他最佳可行技术结论和参考文件如下： 

 

参考文件 活动  

废物焚化（WI） 粪肥焚化 

废物处理行业（WT） 粪肥堆肥和厌氧消化 

监测《工业排放指令》（IED）设施的排放 监测排放至空气和水体的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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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ROM) 

经济和跨介质影响（ECM） 技术的经济和跨介质影响 

储存阶段的排放（EFS） 物料的储存和处理  

能源效率（ENE） 能源效率综述 

食品、饮料和牛奶行业(FDM) 饲料生产 

 

本最佳可行技术结论所涉及的粪肥储存和施播方面，无损于欧盟理事会《第

91/676/EEC 号指令》的规定，该指令有关保护水体使其免受农业来源之硝酸盐的

污染3。 

 

本最佳可行技术结论所涉及的动物尸体储存和处置以及粪肥加工和施播方面，无

损于欧盟《EC 第 1069/2009 号条例》4的规定，该条例立下关于动物副产品和非

供人类使用的衍生产品之卫生规则。 

 

本最佳可行技术结论的适用无损于其他相关立法，例如关于动物福利的立法。 

 

定义 

 

以下定义适用于本最佳可行技术结论。 

 

使用的术语 定义 

无限制供应 
提供充足的饲料和饮用水，使动物能够根据自身生理需要自行调

节摄入。 

动物栏位 
禽畜舍中提供给每只动物的空间，同时考虑到厂房装置的最大容

量。  

保护性耕作 
在种植下一轮农作物之前或之后，在田地里保留上一年农作物的

残留物（如玉米秆或小麦茬）以减少土壤侵蚀和流失的任何一种

土壤养护方法。 

现有农场 非新农场的农场。 

现有厂房装置 非新厂房装置的厂房装置。 

农场 
根据《第 2010/75/EU 号指令》第 3(3)条所定义的设施，在其中养

殖猪只或家禽。 

粪肥 粪污水和/或固体粪肥。 

                                                 
3《欧盟官方公报》L 375，1991 年 12 月 31 日，第 1 页。 
4《欧盟官方公报》L 300，2009 年 11 月 14 日，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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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术语 定义 

新农场 
在本最佳可行技术结论发布后，首次获批准的农场或是经过全面

更新的农场。 

新厂房装置  
在本最佳可行技术结论发布后，首次获批准在农场操作的厂房装

置或是在现有基础上全面更新的厂房装置。 

厂房装置 
从事下列工序或活动之一的农场部分：禽畜舍、粪肥储存、粪肥

加工。厂房装置由单一建筑物（或设施）和/或由进行工序或活动

所需的设备组成。 

敏感受体  

需要特别保护免受骚扰的区域，例如： 

- 住宅区。 

- 人群聚集活动的区域（例如学校、日间护理中心、娱乐场所、医

院或疗养院）。 

- 易受影响的生态系统/栖息地。 

粪污水 
粪肥和尿液与一些垫料和水的混合（与否），使流质粪肥的干物

质含量达到 10%左右，在重力下流动并可以泵取。 

固体粪肥 
粪肥或排遗和尿液与垫料的混合（与否），在重力下无法流动并

不可泵取。 

氨氮合计 
氨-N (氨氮，NH4-N)及其化合物（包括尿酸），其容易分解为氨

氮（NH4-N）。 

总氮量 
总氮量（以N表示）包括游离氨和氨（NH4-N）、亚硝酸盐（NO2-
N）、硝酸盐（NO3-N）和有机氮化合物。 

氮排泄总量 在动物新陈代谢过程中通过尿液和粪便排泄的氮总量。 

总磷量 
总磷量（以 P2O5 表示）包括所有无机和有机磷化合物，无论是溶

解态还是与颗粒结合。 

磷排泄总量 在动物新陈代谢过程中通过尿液和粪便排泄的磷总量。 

废水 
雨水径流通常与粪肥混合、从清洁各种表面（如地板）和设备的

用水，以及空气清洁系统运作所产生的水。这也可以称作污水。  

 

某些动物类别的定义 

 

术语 定义 

种禽 以产蛋孵鸡为目的而养殖的（雄性和雌性）父母代。 

肉鸡  以肉产为目的而养殖的鸡只。 

肉鸡种禽 以孵產肉鸡为目的而养殖的（雄性和雌性）父母代。 

产仔母猪 在围产期和仔猪断奶期之间的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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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育肥猪  
活体重通常从 30 公斤起到屠宰或第一次配种的肉猪。这一类别包

括育雏猪、育成猪和尚未配种的小母猪。 

妊娠猪 怀孕母猪，包括小母猪。 

产蛋鸡 16 至 20 周后的成年产蛋雌鸡。 

交配母猪 准备配种和妊娠前的母猪。 

猪只 为繁殖或育肥为目的而养殖的任何年龄猪种动物。 

仔猪 从出生到断奶期的仔猪。 

家禽 
以繁殖配种、提供食用肉/蛋、补充禽鸟数目为目的而养殖或笼圈的

禽（鸡）、火鸡、珠鸡、鸭、鹅、鹌鹑、鸽子、雉和鹑。 

雏鸡 
未及产蛋年龄的幼鸡。当养殖目的为产蛋，雏鸡在 16 至 20 周长成

后开始产蛋，成为产蛋鸡。当养殖目的为配种，小雌鸡和小雄鸡皆

定义为雏鸡，直到长到 20 周时。 

母猪  交配期、妊娠期和产仔期的母猪。 

断奶仔猪 
从断奶到育肥期的小猪，通常从活体重为 8 公斤左右饲养到 30 公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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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说明 

 

本最佳可行技术结论中列出和描述的技术既不是强制性的也不是详尽无遗的。可

以使用其他确保能达到至少同等环保水平的技术。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最佳可行技术结论普遍适用。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最佳可行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s)在本最佳可行技术结

论中关于空气污染排放是指每个动物栏位在一年内进行所有养殖周期的排放物质

质量（即：千克物质/动物栏位/一年）。 

 

以空气中每体积排放物质质量表示的所有浓度值均指标准条件（温度为 273.15 K、

压力为 101.3 kPa 条件下的干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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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佳可行技术一般性结论  
 

第 2 节所包含针对具体产业或工艺的最佳可行技术（BAT）结论，附加适用于一

般性最佳可行技术结论上 3。 

 

1.1 环境管理体系(EMS) 

 

BAT 1. 为了改善农场整体环境绩效，最佳可行技术是实施并维系包含以下所有方面

的环境管理体系（EMS）： 

 

1. 管理层（包括高级管理层）做出承诺；  
2. 管理层制定如包括持续改善设施的环境绩效等环境政策； 
3. 规划和建立必要的程序、目标和指标，并将其与财务计划和投资相结合；  
4. 程序的实施，应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a) 结构与责任； 

(b) 培训、宣传和能力； 

(c) 沟通； 

(d) 员工参与； 

(e) 做记录； 

(f) 有效的过程控制； 

(g) 维护方案； 

(h) 应急准备和响应； 

(i) 确保遵守环境法规。 

 

5. 核查绩效并采取纠正措施，应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a) 监测和测量（另见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关于监测《工业

排放指令》（IED）设施排放（ROM）的参考报告）； 

(b) 纠正和预防措施； 

(c) 记录保存； 

(d) 进行（如果可行）独立的内部或外部审计，以确定环境管理体系

（EMS）是否符合规划要求并且得到妥善的实施和维护； 

 

6. 高级管理层审查环境管理体系（EMS）是否持续具备适用性、充分性和有效

性； 
7. 关注清洁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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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新厂房装置的设计阶段及其运行寿命的各个阶段，考虑该厂房装置设施最

终退役停用时对环境的影响； 
9. 定期采用业内基准（如欧盟生态管理和审计计划(EMAS)行业参考文件）。 

 

特别针对集约化家禽与猪只养殖业界，最佳可行技术还将下列方面加入环境管理

体系（EMS）：  

 

10. 噪音管理计划的实施（参见 BAT 9）； 
11. 异味管理计划的实施（参见 BAT 12）。 

 

与适用性有关的技术考虑 

环境管理体系（EMS）的范围（如详细程度）和性质（如标准化或非标准化）与

农场的性质、规模和复杂性及其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有关。 

 

1.2 良好的控制管理 

 

BAT 2. 为了防止或减少环境影响并改善整体性能，最佳可行技术是使用以下列出的

所有技术。 

 

 技术 适用性 

a 

厂房装置/农场的合适位置和活动空间的适当安排，以

便： 

 减少动物和材料的运输（包括粪肥）； 
 确保与需要保护的敏感受体保持适当距离；  
 考虑到当前的气候条件（如刮风和降水）； 
 考虑到农场未来潜在的发展能力；  
 防止水污染。 

可能不适用于现有厂房装置 /农
场。 

b 

指导和培训工作人员，特别是有关： 

 相关条例、畜牧业、动物健康和福利、粪肥管理、

工人安全； 
 粪肥运输和施播； 
 活动规划；  
 应急规划和管理； 
 设备的修理和保养。 

普遍适用。 

c 

制定应急计划，处理意外排放和事件，例如水体污染。

这可包括： 

 显示排水系统和用水/污水源的农场计划； 
 应对某些潜在事件的行动计划（例如火灾、粪污水

储池渗漏或倒塌、粪肥堆无控制径流、漏油）； 
 处理污染事件的可用设备（例如用于土地排水道的

连接设备、水沟筑坝、溢油浮渣抽吸板的相关设

备）。 

普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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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定期检查、维修和维护结构和设备，例如： 

 任何有损坏、老化、渗漏迹象的粪污水储池； 

 粪污水泵、搅拌器、分离器、灌溉器； 

 饮用水和饲料供应系统； 

 通风系统和温度传感器； 

 筒仓和运输设备（例如阀门、管道）； 

 空气清洁系统（例如进行定期检查）。 

这可以包括农场清洁度和虫害管理。 

普遍适用。 

e 储存动物尸体，以防止或减少排放。 普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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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营养管理 

 

BAT 3. 在满足动物营养需求的同时，为了减少氮排放总量和随之的氨排放，最佳可

行技术是采用饲喂配方和营养战略，包括使用以下一种技术或组合使用以下多种技术。 

 

 技术(1) 适用性 

a 
使用基于能量摄取需要和含可消化氨基酸的氮平衡

饲料来减少饲料中粗蛋白质含量。 
普遍适用。 

b 
多阶段饲养，其配有适合生产期具体需要的饲喂配

方。 
普遍适用。 

c 
将用量受控的必需氨基酸添加到低度粗蛋白质饲料

中。 

如果经济上无法获得低蛋白质饲料，其

适用性可受限制。合成氨基酸不适用于

有机畜牧生产。 

d 使用经批准的饲料添加剂，减少氮排泄总量。 普遍适用。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10.1 节。关于减少氨排放之技术有效性的信息，可获取自公认的欧盟

或国际指引，例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关于《缓解氨气排放备选方案》的指

导文件。 

 

表 1. 1:  与最佳可行技术（BAT）有关的氮排泄总量 

参数 动物类别 

与最佳可行技术有关的  

氮排泄总量(1)(2) 

（以千克计氮（N）排泄/动物栏位/一
年） 

氮排泄总量，以 N 
表示。 

断奶仔猪 1.5 - 4.0  

育肥猪  7.0 - 13.0 

母猪（包括仔猪） 17.0 - 30.0 

产蛋鸡 0.4 - 0.8  

肉鸡 0.2 - 0.6  

鸭 0.4 - 0.8  

火鸡  1.0 - 2.3(3)  

(1) 范围下限可以通过结合各种技术来实现。 

(2) 与最佳可行技术相关的氮排泄总量不适用于所有家禽种类中的雏禽或种禽。 

(3) 范围上限与雄性火鸡养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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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监测，参见 BAT 24。与最佳可行技术相关的氮总排泄水平可能不适用于有

机畜牧生产以及上文未注明的家禽种类的养殖。 

 

BAT 4. 为了减少磷排泄总量，同时满足动物的营养需求，最佳可行技术是使用饲喂

配方和营养战略，其中包括以下一种技术或组合使用以下多种技术。 

 

 技术(1) 适用性 

a 多阶段饲养，其配有适合生产期具体要求的饲喂配方。 普遍适用。 

b 
使用受批准的饲料添加剂，其减少磷排泄总量（例如植

酸酶）。 
植酸酶可能不适用于有机畜牧生产。 

c 
使用高度可消化无机磷酸盐来部分取代饲料中磷的传统

来源。 
在与高度可消化无机磷酸盐供应相关

的限制范围内普遍适用。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10.2 节。 

 

表 1.2:  与最佳可行技术有关的磷排泄总量  

参数 动物类别 

与最佳可行技术有关的磷排泄总量(1)(2) 

(以千克计五氧化二磷（P2O5）排泄/动
物栏位/一年) 

磷排泄总量，以

P2O5表示。  

断奶仔猪 1.2 - 2.2  

育肥猪  3.5 - 5.4  

母猪（包括仔猪） 9.0 - 15.0  

产蛋鸡 0.10 - 0.45  

肉鸡 0.05 - 0.25  

火鸡 0.15 - 1.0  

(1) 范围下限可以通过结合各种技术来实现。 

(2) 与最佳可行技术相关的氮排泄总量不适用于所有家禽种类中的雏禽或种禽。 

 

相关监测，参见 BAT 24。与最佳可行技术相关的磷排泄水平可能不适用于有机

畜牧生产和上文未注明的家禽种类的养殖。 

 

1.4 有效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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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 5. 为了有效利用水资源，最佳可行技术是组合使用以下技术。 

 

 技术 适用性 

a 保持用水记录。 普遍适用。 

b 检测和修理漏水情况。 普遍适用。 

c 使用高压清洁机来清洁禽畜舍和相关设备。 
不适用于使用干式清洁系统的家禽

养殖厂房装置。 

d 
为特定动物类别选择和使用适当的设备（例如乳嘴型

饮水器、圆型饮水器、水槽），同时确保(无限制）供

水。 
普遍适用。 

e 核实并（如有必要）定期对饮用水设备进行调校。 普遍适用。 

f 循环使用未受污染的雨水作清洁用途。 

由于费用高昂，可能不适用于现有

农场。 

适用可能受到生物安全风险的限

制。 

 

1.5 废水排放  

 

BAT 6. 为减少废水的产生，最佳可行技术是组合使用下列技术。 

 

 技术(1) 适用性 

a 尽可能缩小院子肮脏部分的面积。 普遍适用。 

b 尽量减少用水。 普遍适用。 

c 将未受污染的雨水与需要处理的废水分流。 可能不适用于现有农场。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1 节。 

 

BAT 7. 为了减少排放到水体的废水污染，最佳可行技术是使用以下一种技术或组合

使用以下多种技术。 

 

 技术(1) 适用性 

a 将废水排入专用容器或粪污水储池。 普遍适用。 

b 废水处理。 普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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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施播废水，例如通过使用灌溉系统，如喷撒器、移动

灌溉器、储水车、脐状喷射器。 

由于邻近农场的适用土地有限，适

用性可能受到限制。 

仅适用于污染程度已被证实为较低

的废水。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1 节。 

 

1.6 有效利用能源 

 

BAT 8. 为了有效使用农场能源，最佳可行技术是组合使用以下技术。 

 

 技术(1) 适用性 

a 高效加热/冷却和通风系统。 可能不适用于现有厂房装置。 

b 
优化加热/冷却和通风系统和管理，

特别是在使用空气清洁系统的情况

下。 
普遍适用。 

c  
禽畜舍墙体、地板和/或天花板隔

热。 
可能不适用于使用自然通风的厂房装置。由于结构限

制，隔热措施可能不适用于现有厂房装置。  

d  使用节能照明。 普遍适用。 

e 

使用热交换器。可使用以下交换系

统之一： 

1. 空气-空气； 
2. 空气-水； 
3. 空气-地面。 

空气-地面热交换器仅在必要有大型土壤面积而空间

充足的情况下适用。 

f 使用热泵回收热量。 
由于空间上的需要，基于地热热回收的热泵在使用横

向管道时，其适用性有限。 

g  
加热和冷却的铺垫料地板（组合夹

层系统）。 

不适用于猪只养殖厂房装置。 

适用性取决于是否能为循环用水安装封闭的地下储存

点。 

h 使用自然通风。 

不适用于使用中央通风系统的厂房装置。 
以下可能不适用于猪只养殖厂房装置： 
- 适用于温暖气候的具铺垫料地板之猪舍系统； 
- 适用于寒冷气候的不具铺垫料地板或不具有盖保温

箱（例如猪窝）之猪舍系统。 
以下可能不适用于家禽养殖厂房装置：  

- 养殖初期阶段（鸭只生产除外）； 

- 极端气候条件影响。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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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噪音排放 

 

BAT 9. 为了防止（如不可行，则减少）噪音排放，最佳可行技术（BAT）是制定并

实施噪音管理计划，作为环境管理体系的一部分（见 BAT1），包括以下要素： 

 

i. 注明采取的相应行动及其时间表的程序； 
ii. 噪音监测程序； 

iii. 已确定噪音事件的应对程序； 
iv. 为确定（各）噪音源、监测噪音排放、确定噪音源特性以及消除和/或减少噪音的

实施措施而设计的减少噪音方案； 
v. 审查历来噪音事件和补救措施，并传播噪音事件相关知识。  

 

适用性 

BAT 9 仅适用于预期的和/或已证实的敏感受体受噪音干扰的情况。 

 

BAT 10. 为了防止（如不可行，则减少）噪音排放，最佳可行技术是使用以下一种技

术或组合使用以下多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确保厂房装置/农
场与敏感受体之

间有足够距离。 

在厂房装置/农场的规划阶段，通过应用

最低的标准距离，确保厂房装置/农场与

敏感受体之间有足够距离。 

可能不适用于现有厂房装

置/农场。 

b 设备位置。 

噪音水平可通过以下方式减少： 

i.增加噪音源与受体之间的距离（尽可能

将设备安置于远离敏感受体的地

方）； 

ii.尽量降低饲料输送管的长度； 

iii.对饲料箱和饲料筒加以定位，以尽量减

少农场车辆的移动。 
 

至于现有厂房装置，相关

设备的搬迁可能会因空间

不足或成本过高而受到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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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c 操作性措施。 

这些包括以下措施： 

i.如有可能，关闭建筑的大门和各主要开

口，特别是在饲喂时间段内； 

ii. 由经验丰富的人员操作设备； 

iii. 尽可能避免在夜间和周末进行噪音活

动； 

iv. 进行维修时采取噪音控制措施； 

v. 如有可能，将输送器和预兆器装满饲料

后操作； 

vi. 将室外刮料区减少到最小，以降低刮

板拖拉机的噪音。 

普遍适用。 

d 低噪音设备。  

这包括以下设备，例如： 

i. 高效率风扇，当无法自然通风或通风不

足时； 

ii.泵和压缩机； 

iii. 减少饲喂前刺激反应的供餐系统（例

如，持吊料斗、被动型无限制送料器、

紧凑型送料器）。 

BAT 7.d.iii 只适用于猪只养

殖厂房装置。 

只有在新设备或设备更换

或动物不需限制饲喂的情

况下，才适用被动型无限

制饲料供应器。 

e 噪音控制设备。 

这包括： 

i.降噪器； 

ii.隔振装置； 

iii.噪音制造设备的隔离（例如磨坊、气力

输送机）； 

iv. 建筑物隔音。 

由于空间要求以及健康安

全问题，适用性可能受到

限制。 

不适用于阻碍厂房装置有

效清洁的吸音材料。 

f 噪音消除。 
可在噪音源和受体之间设置障碍物以减少

噪音传播。 
由于生物安全原因，可能

不普遍适用。 

 

1.8 粉尘排放 

 

BAT 11. 为了减少各禽畜舍排放粉尘污染物，最佳可行技术是使用以下一种技术或组

合使用以下多种技术。 

 

 技术(1) 适用性 

a 
减少禽畜舍内粉尘产生。为此，可使

用以下技术的组合：  

1. 使用较粗 垫糙 材（例如长稻草秆或

木屑，而不是切碎稻草秆）； 
长稻草秆不适用于粪污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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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1) 适用性 

2. 使用低尘垫料技术（如手工）进行

新鲜垫料铺垫； 
普遍适用。 

3. 采用无限制饲料供应； 普遍适用。 

4. 在干饲料系统中使用湿饲料、颗粒

饲料或添加油性原材料或粘合剂； 
 

普遍适用。 

5. 配备气压式粉尘分离器的干饲料储

存库； 
普遍适用。 

6. 设计并运作低气速的禽畜舍通风系

统。 
适用性可能受动物福利因素的限制。 

b 
采用以下技术之一，以减少禽畜舍内

粉尘浓度：  

 

1.水雾化； 

适用性可能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动物生命周期的敏

感阶段和（或）寒冷潮湿的气候时，动物在雾化过

程中降低对热敏感度。 

由于氨排放量高，对禽畜生长期结束时的固体粪肥

系统的适用性也受到限制。 

2.  喷油； 
仅适用于禽鸟养殖期大于约 21 天的家禽养殖厂房装

置。由于棚舍设备具有污染风险，对产蛋鸡禽舍的

适用性可能受到限制。 

3.  电离。 
由于技术和/或经济原因，可能不适用于猪只养殖厂

房装置或现有家禽养殖厂房装置。 

c 通过空气清洁系统处理废气，例如：  

 

 

 

 

 

 

1.聚水器； 只适用于具有管道通风系统的厂房装置。 

2.干式过滤器； 只适用于有管道通风系统的家禽养殖厂房装置。 

3.水洗涤器； 

由于实施费用高昂，该技术可能无法普遍适用。 

仅适用于使用中央通风系统的现有厂房装置。 

4.湿酸洗涤器； 

5.生物洗涤器（或生物滴滤器）； 

6.二阶或三阶空气清洁系统； 

7.生物过滤器。 

仅适用于处理粪污水的厂房装置。 

禽畜舍外需要有足夠空间以容納過滤组合装置。 

由于实施费用高昂，该技术可能无法普遍适用。 

仅适用于使用中央通风系统的现有厂房装置。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3 及 4.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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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异味排放 

 

BAT 12. 为了防止（如不可行，则减少）农场排放产生异味，最佳可行技术（BAT）
是制定、实施并定期审查的异味管理计划，并将其加入环境管理体系（见 BAT 1），包

括以下要素： 

 

i. 注明采取的相应行动及其时间表的程序； 
ii. 异味监测程序； 

iii. 已确定异味事件的应对程序； 
iv. 预防和消除异味方案，以确定（各）来源，监测异味排放（参见 BAT 26），说

明异味来源特征，并实施消除和/或减少异味的措施； 
v. 审查历来异味事件和补救措施，并传播异味事件相关知识。 

 

相关监测参见 BAT 26。 

 

适用性 

BAT 12 仅适用于预期的和/或已经证实的敏感受体被异味干扰的情况。   

 

BAT 13. 为了防止（如不可行，则减少）农场异味排放和/或异味影响，最佳可行技术

是组合使用下列技术。 

 

 技术(1) 适用性 

a 
确保农场 /厂房装置与敏感受体之间有足够距

离。 
可能不适用于现有农场/厂房装置。 

b 

使用禽畜舍系统，其实施以下一项或多项原则： 

- 保持动物和禽畜舍的各表面干燥和清洁（例如

避免饲料溢出，避免在部分铺盖板条地板的动

物依躺处出现粪便堆积）； 

- 减少粪肥排放面积（例如使用金属或塑料板

条、减少粪肥暴露面积的渠道）； 

- 经常将粪肥转移到外部（有盖的）粪肥仓； 

- 降低粪肥温度（例如粪污水冷却）和降低室内

温度； 

- 减少粪肥表面的空气流动和速度； 

- 禽畜舍垫料系统中保持垫料干燥和有氧条件。 

出于动物福利考虑，降低室内温度、空气

流动和流速等可能不适用。 

由于异味刺鼻，靠近敏感受体的猪只养殖

场不适用以冲刷方式清除粪污水。 

见对禽畜舍的适用性，见 BAT 30 、

BAT 31、BAT 32、BAT 33 及 BAT 34。 

c 

使用下列一种或多种技术，优化禽畜舍内废气排

放的条件： 

- 增加排放管道的高度（例如将废气排放到屋顶

以上、叠加排气、通过屋脊而非低墙位的分流

排气）； 

屋脊轴与风向吻合不适用于现有厂房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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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1) 适用性 

- 增加垂直排放管道的通风速度； 

- 有效设置外部屏障，在向外气流中造成湍流

（例如植被）； 

- 在低墙位的排气孔中添加导风盖板，将废气分

流导向地面； 

- 在禽畜舍背向敏感受体的方向分散废气； 

- 将自然通风楼层的屋脊轴与盛行风向横向吻

合。 

d 

使用空气清洁系统，例如： 

1.生物洗涤器（或生物滴滤器）； 

2.生物过滤器； 

3.二阶或三阶空气清洁系统。 

由于实施费用高昂，这种技术可能无法普

遍适用。 

仅适用于使用中央通风系统的现有厂房装

置。  

生物过滤器仅适用于处理粪污水的厂房装

置。 

对于生物过滤器，禽畜舍外需要有足夠空

间以容納過滤组合装置。 

e 使用下列一种或多种技术储存粪肥：  

 

 

1.储存期间盖起粪污水或固体粪肥； 
关于粪污水，参见 BAT 16.b 的适用性。  

关于固体粪肥，参见 BAT 14.b 的适用性。 

2.考虑到一般风向后，再定位设置储仓和（或）

采取措施以降低储仓周围和上方的风速（例如树

木、自然屏障）； 
普遍适用。 

3.最小程度的粪污水搅拌。 普遍适用。 

f 
采用下列技术之一加工粪肥，以将施播期间（或

之前）的异味排放减至最低： 
 

 

 

1.粪污水的好氧消化（曝气）； 参见 BAT 19.d 的适用性 

2.固体粪肥堆肥； 参见 BAT 19.f 的适用性 

3.厌氧消化。 参见 BAT 19.b 的适用性 

g 使用下列一种或多种技术进行粪肥施播：  

 

 

1.翻抛机、浅层喷射器或深层喷射器，用于施播

粪污水； 
参见 BAT 21.b、BAT 21.c 或 BAT 21.d 的

适用性。 

2.尽快掺入粪肥。 参见 BAT 22 的适用性。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4 及 4.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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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固体粪肥储存时产生的排放 

 

BAT 14. 为了减少减少固体粪肥储存所生产的氨排放至空气中污染，最佳可行技术是

使用以下一种技术或组合使用以下多种技术。 

 

 技术(1) 适用性 

a 
降低排放表面面积与固体粪肥堆体积之间

的比率。 
普遍适用。 

b 掩盖固体粪肥堆。 
一般适用于禽畜舍中已风干或风干前的固体

粪肥。在堆肥不断增添的情况下，可能不适

用于未风干的固体粪肥。 

c 在储仓里储存已风干粪肥。 普遍适用。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5 节。 

 

BAT 15. 为了防止（如不可行，则减少）固体粪肥储仓向土壤和水体的排放，最佳可

行技术是按以下优先顺序，组合使用所列技术。 

 

 技术(1) 适用性 

a  在储仓里储存已风干粪肥。 普遍适用 

b  使用混凝土筒仓储存固体粪肥。 普遍适用。 

c 
将固体粪肥储存在配有排水系统和收集径

流之储池的实心防渗地上。 
普遍适用。 

d  
在无法进行施播的时期，选择一个容量足

够的储存设施来储存固体粪肥。  
普遍适用。 

e 
在远离地表和/或远离径流可能渗入地下

水道的田间堆垛里储存固体粪肥。 
仅适用于每年会改变存放点的临时田间堆

垛。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5 节。 

 

1.11 粪污水储存的排放 

 

BAT 16. 为了减少粪污水储存所生产的氨排放至空气中污染，最佳可行技术是组合使

用下列技术。 

 

 技术(1) 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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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1) 适用性 

a 
利用下列技术的组合，适当设计和管理粪

污水储存： 
 

 

1.降低排放表面面积与粪污水储仓容积之

间的比例；  

可能不适用于现有储仓。 

由于费用和安全风险的增加，过高的粪污水

储仓可能不适用。 

2.储仓中粪污水保持较低水平，旨在将粪

污水表面的风速和空气交换降低； 
可能不适用于现有储仓。 

3.最小程度的粪污水搅拌。  普遍适用。 

b 
掩盖粪污水储仓。为此，可使用以下技术

之一： 
 

 

1. 硬质盖面； 
由于经济因素和结构限制，不足以承受额外

负荷，可能不适用于现有厂房装置。 

2. 弹性盖面； 
覆盖范围具灵活性，不适用于总体天气条件

可能影响其结构的地区。 

 

3. 浮动盖面，如： 
 塑料颗粒；  
 轻型散装材料； 
 浮动弹性盖面；  
 几何形塑料片；  
 充气盖面； 
 天然结壳； 
 稻草秆。  

塑料颗粒、轻型散装材料和几何形塑料片不

适用于表面天然结壳的粪污水。 

搅拌、灌满和抽空粪污水时所造成的搅动可

能需排除使用某些浮动材料，其可能造成水

泵内沉积或阻塞的形成。 

天然结壳的形成可能不适用于寒冷气候和/或
干物质含量低的粪污水。  

天然结壳的应用不适用于在粪污水搅拌、灌

满和/或排放时使天然结壳不稳定的储仓。 

c 粪污水酸化。 普遍适用。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6.1 及 4.12.3 节。 

 

BAT 17. 为了减少粪污水土坑（池）向空气中排放氨气，最佳可行技术是组合使用以

下技术。 

 

 技术(1) 适用性 

a 最小程度的搅拌。  普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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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弹性盖面和/或浮动盖面掩盖粪污水

土坑（池），例如: 

 弹性塑料板； 
 轻型散装材料； 
 天然结壳； 
 稻草秆。  

由于结构原因，塑料板可能不适用于现有储池。 

稻草秆和轻型散装材料可能不适用于大型储池，因

为风的流向令储池表面无法全面受覆盖。  

轻型散装材料的使用不适用于天然结壳的粪污水。 

由于搅拌、灌满和抽空粪污水时所造成的搅动，可

能需排除某些浮动材料的使用，其可能造成水泵内

沉积或阻塞的形成。  

天然结壳形成可能不适用于寒冷气候和/或干物质

含量低的粪污水。  

天然结壳的应用不适用于粪污水搅拌、灌满和/或
排放时使天然结壳不稳定的储仓。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6.1 节。 

 

BAT 18. 为了防止粪污水从收集处、管道以及储仓和/或土坑（池）向土壤和水体排放，

最佳可行技术是组合使用以下技术。 

 

 

 
技术(1) 适用性 

a 
使用能够承受机械、化学和热能影响的储

仓。 
普遍适用。 

b 
在无法进行施播的时期，选择一个容量足够

的储存设施来储存粪污水。 
普遍适用。  

c 
建造防漏设施和设备，以收集和转移粪污水

（例如土坑、管道、排水道、泵站）。 
普遍适用。 

d 
具有不透水的底面和墙壁的土坑（池），例

如以粘土或塑料铺衬（或双重铺衬）。 
一般适用于储池。 

e 
安装泄漏探测系统，例如由地膜、排水层和

排水管道系统组成。 
仅适用于新厂房装置。 

f 至少每年检查一次储仓的结构完整性。 普遍适用。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3.1.1 和 4.6.2 节。 

 

1.12 农场粪肥处理 

 

BAT 19. 如在农场处理粪肥，为了减少氮、磷、异味和微生物病原体向空气和水体排

放，并促进粪肥储存和/或施播，最佳可行技术是通过以下一种技术或组合使用所列技术

来处理粪肥。 

 



 

23 
 

 技术 (1)  适用性 

a 

粪污水的机械分离。这包括： 

 粪肥螺旋压榨机； 
 粪肥卧螺离心机； 
 凝聚-浮积； 
 筛隔；  
 压滤。 

仅在下列情况下适用： 

- 由于施粪肥的可用土地有限，需要减少氮和磷含量； 

- 粪肥不能以合理成本运输和施播。 

由于有形成丙烯酰胺的风险，将聚丙烯酰胺作为絮凝剂

可能不适用。 

b 沼气装置中粪肥的厌氧消化。 由于实施费用高昂，该技术可能无法普遍适用。 

c 使用外置管道来风干粪肥。 
仅适用于处理厂房装置里产蛋鸡的粪肥。不适用于无配

置清粪带的现有厂房装置。 

d 粪污水的好氧消化（曝气）。 
只有在施播前减少病原体和异味后才适用。在寒冷气候

下，可能难在冬季保持所需曝气水平。 

e 粪污水的硝化-反硝化。 
不适用于新厂房装置/农场。由于施粪肥的可用土地有限

而需要清除氮气的情况下，才适用于现有厂房装置/农
场。 

f 固体粪肥堆肥。 

仅在下列情况下适用： 

- 不能以合理成本运输粪肥进行施播；  

- 在施播前减少病原体和异味非常重要； 

- 农场有足够空间来进行堆垛。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7 节。 

 

1.13 粪肥施播 

 

BAT 20. 为了防止（如不可行，则减少）粪肥施播时向土壤和水体排放氮、磷和微生

物病原体，最佳可行技术是使用以下所有技术。 

 

 技术 

a 

对粪肥施播的土地进行评估，以确定径流风险，同时考虑到： 

 田地土壤类型、条件和坡度； 
 气候条件； 
 田地排水和灌溉； 
 农作物轮换； 
 水资源和水体保护区。 

b 

在施播粪肥的农田和以下地点之间保持足够距离（其中隔以未经处理的土地）： 

1. 水道、泉眼、井眼等有径流风险的地区； 

2. 邻近物业（包括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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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径流风险可能很大时，避免施播粪肥。特别是在下列情况下不施播粪肥： 

1. 当田地被水淹没、形成冻层或被雪覆盖； 
2. 土壤条件（如水饱或压实），加上田地坡度和/或田地排水，导致径流或排水的风险

很高； 
3. 可根据预估降雨来预期径流。 

d 
考虑到粪肥的氮和磷含量，同时考虑到土壤特性（例如所含养料）、季节性作物所需以及

可能造成径流的天气或田地条件，来调整粪肥施播率。 

e 粪肥施播与农作物养分需求同步进行。 

f 定期检查施播田区，以确定任何径流迹象，并在必要时适当作出应对。 

g 确保粪肥储仓具备足够空间，可以有效、无溢出地储存粪肥。  

h 检查粪肥施播机械运行良好，并按适当的应用率来设置。 

 

BAT 21. 为了减少粪污水施播排放到空气的氨气，最佳可行技术是使用以下一种技术

或组合使用以下多种技术。  

 

 技术(1) 适用性 

a 
稀释粪污水，然后运用相关技术，如低压

水灌溉系统。 

由于污染风险，不适用于可以生吃的农作

物。 

如果土壤类型不允许稀释的粪污水迅速渗透

到土壤中，则不适用。 

如果农作物不需要灌溉，则不适用。 

适用于通过管道容易连接到农场的田地。 

b 

翻抛机，采用以下技术之一：  

1.软管拖车； 

2.拉铲车。 

当粪污水内稻草秆含量过高或干物质含量高

于 10%时，其适用性可能受到限制。 

拉铲车不适用于已扎牢根的生长中可耕作

物。 

c 浅层喷射器（开放槽）。 

不适用于难以均匀渗透施播的石土、浅土或

固压土层。 

如果作物可受到机械损害，则适用性可能有

限。 

d 深层喷射器（封闭槽）。 

不适用于难以均匀渗透施播以及有效闭合狭

缝的石土、浅土或固压土层。 

在农作物生长期间不适用。不适用于草地，

除非改成可耕地或再次播种时。 

e 粪污水酸化。 普遍适用。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8.1 及 4.12.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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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 22. 为了减少粪肥施播过程排放到空气中的氨气，最佳可行技术是尽快将粪肥掺

入土壤中。  

 

描述 

根据土壤类型和条件，通过使用爬犁或使用其他耕种设备，如齿叉或圆盘耙，在

土壤表面施播粪肥。粪肥完全与土壤混合或掩埋其中。  

 

固体粪肥由合适的施播器（例如旋转式施播器、机械后部施播器、双用途施播器）

进行施播。粪污水施播按 BAT 21 规定进行。 

 

适用性 

不适用于草地和养护耕作，除非改用可耕地或再次播种时。不适用于农作物可能

因掺入粪肥而受损的耕地。在使用浅层或深层喷射器进行施播后，不宜掺入粪污

水。 

 

表 1.3:  与最佳可行技术有关的粪肥施播和掺入土壤之间时间延迟 

参数 与最佳可行技术有关的粪肥施播和掺入土壤之间时间延迟（以小时计）  

时间 0 (1) – 4 (2) 

(1) 范围下限相对应于即时掺入。 

(2) 如果各种条件不利于更快速地掺入，例如人力和机械资源方面在经济上无法支持，范围上限最多可

长达 12 小时。 

  

1.14 整个生产过程的排放 

 

BAT 23. 为了减少猪只（包括母猪）养殖或家禽养殖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氨排放，最佳

可行技术是利用农场实施的最佳可行技术来预估和计算整个生产过程中氨排放量的减少。  

 

1.15 监测排放量和工艺参数 

 

BAT 24. 最佳可行技术是使用以下技术之一，并至少以所列频率操作，以监测粪肥中

排出的总氮和总磷量。 

 

 技术(1) 频率 适用性 

a 
根据饲料摄入量、饲料粗蛋白质含

量、磷总量和动物行为表现，以氮和

磷的质量平衡进行计算。 

根据每个动物类别，每年进行

一次计算。 
普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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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利用粪肥分析对总氮和总磷含量进行

估算。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9.1 节。 

 

BAT 25. 最佳可行技术是使用以下技术之一，并至少以所列频率操作，监测向空气排

放的氨气。 

 

 

BAT 26. 最佳可行技术是定期监测排放到空气中的异味。 

 

描述 

可通过以下方法监测异味排放： 

- EN 标准（例如根据 EN13725，使用动态嗅觉测量法来确定异味浓度）。 
- 当在没有 EN 标准的情况下，采用其他替代方法（例如异味暴露测量/估算、异

味影响估算）时，可采用确保数据具有同等科学质量的方法之 ISO、国家或其

他国际标准。 
 

适用性 

BAT 26 仅适用于预期的和/或已经证实的敏感受体受异味干扰的情况。 

 

BAT 27. 最佳可行技术是使用以下技术之一，并至少以所列频率操作，监测每个禽畜

舍的粉尘排放。 

 

 技术(1) 频率 适用性 

a 

根据每个粪肥管理阶段排泄

量和总氮（或总氨）量的基

础上，使用质量平衡进行估

算。 

根据每个动物类别，每年进

行一次估算。 
普遍适用。 

b 

使用 ISO、国家或国际标准，

或其他确保数据具有同等科

学质量的方法，通过测量氨

浓度和通风率来进行计算。 

当以下至少一项参数每次发

生重大变化： 

(a) 农场养殖的牲畜类别； 
(b) 禽畜舍系统。 

仅适用于每个禽畜舍的排

放。 

不适用于安装了空气清洁系

统的厂房装置。在该情况

下，则 BAT 28 适用。 

由于测量成本原因，该技术

可能无法普遍适用。 

c 使用排放因子进行估算。 
根据每个动物类别，每年进

行一次估算。 
普遍适用。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9.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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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 28. 最佳可行技术是指使用以下所有技术并至少以所列频率操作，监测每个配备

空气清洁系统的禽畜舍中氨、粉尘和/或异味排放。 

 

 技术(1)  频率 适用性 

a 

核查空气清洁系统的性能，通过在实际

农场条件下测量氨、异味和/或粉尘，

并按照规定的测量协议，使用 EN 标准

或其他方法（ ISO 、国家或国际标

准），确保数据具有同等科学质量。 

一次 
如果空气清洁系统已与相类似的

禽畜舍系统和运行条件一起结合

核实，则不适用。 

b 
控制空气清洁系统的有效功能（例如通

过不断记录操作参数或使用警报系

统）。 
每日 普遍适用。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9.3 节。 

 

BAT 29. 最佳可行技术是每年至少监测一次以下工序参数。 

 

 参数  描述 适用性 

a 水耗。  

使用适当仪表计量或发票进行

记录。 

禽畜舍的主要耗水工序（清

洁、饲养等）可以分开监测。 

根据供水网络的构造，分

开监测主要耗水工序可能

不适用于现有农场。 

b 电能消耗。  

使用适当仪表计量或发票进行

记录。禽畜舍的电耗与农场其

他厂房装置分开监测。禽畜舍

的主要能耗工序（加热、通

风、照明等）可以分开监测。 

根据能源供应网络的构

造，分开监测主要能耗工

序可能不适用于现有农

场。 

 技术(1) 频率 适用性 

a 

通过测量粉尘浓度和通风率进

行计算，使用 EN 标准或其他

方法（ ISO 、国家或国际标

准），确保数据具有同等科学

质量。 

每年进行一次。 

只适用于每个禽畜舍的粉尘排

放。 

不适用于安装了空气清洁系统

的厂房装置。在该情况下，

BAT 28 适用。 

由于测量成本原因，该技术可

能无法普遍适用。 

b 使用排放因子进行估算。 每年进行一次。 
由于确定排放因子所需费用，

该技术可能无法普遍适用。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9.1 和 4.9.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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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描述 适用性 

c 燃料消耗。  
使用适当仪表计量或发票进行

记录。  

普遍适用。 

d 

进出农场的动物数

量，有必要时也包

括出生和死亡数

字。 

使用现有登记册进行记录。  

e 饲料消耗。  
使用例如发票或现有登记册进

行记录。 

f 粪肥生产。 
使用例如现有登记册进行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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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约式猪只养殖最佳可行技术结论  

2.1 猪舍的氨排放  

 

BAT 30. 为了减少每个猪舍的氨排放到空气中，最佳可行技术是使用以下一种技术或

组合使用以下多种技术。 

 

 技术(1) 动物类别 适用性 

a 

以下技术之一，即适用以下一种

原理或结合多种原理：  

i)减少氨排放的表面； 

ii)增加粪污水（粪肥）向外部储

池转移的频率；  

iii)将尿液与粪肥分开； 

iv)保持垫料清洁和干燥。 

 

 

 

0.深坑的使用（在全面或部分铺

盖板条的地板情况下）只有在与

额外缓解措施相结合的情况下才

可行，例如： 

- 综合营养管理技术； 

- 空气清洁系统； 

- 减少粪污水的 pH 值； 

- 粪污水冷却。 

所有猪只 
不适用于新厂房装置，除非深坑的使

用与空气清扫系统、冷却粪污水和/或
降低粪污水 pH 值相结合。  

1. 可经常清除粪污水的真空系

统（适用于全部或部分铺盖

板条的地板）。 
所有猪只 

由于技术和/或经济考虑，可能一般不

适用于现有厂房装置。 

2. 粪肥输管内的斜壁（适用于

全部或部分铺盖板条的地

板）。 
所有猪只 

3. 用刮板刮除粪污水（适用于

全部或部分铺盖板条的地

板）。 
所有猪只 

4. 经常通过冲刷去除粪污水

（适用于全部或部分铺盖板

条的地板）。 
所有猪只 

由于技术和/或经济考虑，可能一般不

适用于现有厂房装置。 

当用粪污水液体部分冲刷时，该技术

可能不适用于由于冲刷过程中异味达

峰而影响地理位置靠近敏感受体的农

场。  

5. 较小型粪肥坑（适用于部分

铺盖板条的地板）。 

交配和妊娠 

母猪 由于技术和/或经济考虑，可能一般不

适用于现有厂房装置。 

育肥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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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1) 动物类别 适用性 

6. 全垫料系统（适用于实心混

凝土地板）。 

交配和妊娠 

母猪 

固态粪肥系统不适用于新厂房装置，

除非出于动物福利的原因。  

可能不适用于位于温暖气候下的自然

通风厂房装置，也不适用于使用强制

通风的现有断奶仔猪和育肥猪厂房装

置。  

BAT 30.a7 可能需要大量空间。 

断奶仔猪 

育肥猪 

7. 猪窝/棚屋（适用于部分铺盖

板条的地板）。 

交配和妊娠 

母猪 

断奶仔猪 

育肥猪 

8. 稻草秆分流系统（适用于实

心混凝土地板）。 

断奶仔猪 

育肥猪 

9. 圆凸形地板和独立的粪肥输

管和水道（适用于部分铺盖

板条的猪圈）。 

断奶仔猪 

由于技术和/或经济考虑，可能一般不

适用于现有厂房装置。 
育肥猪 

10. 垫料猪圈与混合粪肥生成

（粪污水和固体粪肥）。 
产仔母猪 

11. 实心地板上的饲喂/歇躺箱

（适用于铺垫料猪圈）。 

交配和妊娠 

母猪 

不适用于没有实心混凝土地板的现有

厂房装置。 

12. 粪肥收集盆（适用于全部或

部分铺盖板条的地板）。 
产仔母猪 普遍适用。 

13. 水中收集粪肥。 
断奶仔猪 

由于技术和/或经济考虑，可能一般不

适用于现有厂房装置。 

育肥猪 

14. V 形清粪带（适用于部分铺

盖板条的地板）。 
育肥猪 

15. 水道和粪肥输管组合（适用

于全面铺盖板条地板）。 
产仔母猪 

16. 铺上垫料的外围过道（适用

于实心混凝土地板）。 
育肥猪 

不适用于寒冷气候。 

由于技术和/或经济考虑，可能不适用

于现有厂房装置。 

b 粪污水冷却。 所有猪只 

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 无法进行热量循环；  

- 垫料使用。  

c 

使用空气清洁系统，例如：  

1. 湿酸洗涤器；  
2. 二阶或三阶空气清洁系

统；  

3. 生物洗涤器（或生物滴滤

所有猪只 

由于实施费用高昂，可能无法普遍适

用。 

仅适用于使用中央通风系统的现有厂

房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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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1) 动物类别 适用性 

器）。 

d 粪污水酸化。 所有猪只 普遍适用。 

e 在粪肥输管中使用浮球。 育肥猪 
不适用于墙壁呈倾斜状集粪坑的厂房

装置和通过冲刷以清除粪污水的厂房

装置。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11 和 4.12 节。 

 

表 2.1:  每个猪舍氨气向空气排放的 BAT-AEL 

参数 动物类别 

最佳可行技术相关排放水平

（BAT-AEL）(1)  

（千克氨（NH3）/动物栏位/一
年） 

以 NH3表示的氨气 

 

交配和妊娠母猪 0.2-2.7(2)(3) 

限位栏里的产仔母猪（包括仔

猪） 
0.4-5.6(4) 

断奶仔猪 0.03 - 0.53(5)(6) 

育肥猪 0.1 - 2.6(7)(8) 

(1) 范围下限与空气清洁系统的使用有关。  

(2) 对于使用深坑与营养管理技术相结合的现有厂房装置，最佳可行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的上限

为 4.0 公斤 NH3/动物栏位/一年。  

(3) 对于应用 BAT 30.a6， 30.a7 or 30.a11 的厂房装置，最佳可行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的上限为

5.2 公斤 NH3/动物栏位/一年）。  

(4) 对于应用 BAT 30.a0 的现有厂房装置，其结合营养管理技术， 最佳可行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
的上限为 7.5 公斤 NH3/动物栏位/一年）。  

(5) 对于使用深坑与营养管理技术相结合的现有厂房装置，最佳可行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的上限

为 0.7 公斤 NH3/动物栏位/一年。  

(6) 对于应用 BAT 30.a6，30.a7 or 30.a8 的厂房装置，最佳可行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的上限为 0.7
公斤 NH3/动物栏位/一年）。 

(7)对于使用深坑与营养管理技术相结合的现有厂房装置，最佳可行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的上限

为 3.6 公斤 NH3/动物栏位/一年。  

(8) 对于应用 BAT 30.a6，30.a7，30.a8 or 30.a16 的厂房装置，最佳可行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的上

限为 5.65 公斤 NH3/动物栏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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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可行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s）可能不适用于有机畜牧生产。相关监

测，参见 BAT 25。 

 

 

3 集约性家禽养殖最佳可行技术结论  
 

3.1 禽舍的氨排放  

 

3.1.1 产蛋鸡、肉鸡种禽或雏鸡禽舍的氨排放 

 

BAT 31. 为了减少每个产蛋鸡舍、肉鸡种禽舍或雏鸡舍的氨排放到空气中，最佳可行

技术应使用以下一种技术或组合以下几种技术。 

 

 技术(1) 适用性 

a 

（在富集型或非富集型笼养系统的情况

下）用清粪带移除粪肥,而且至少： 

- 每周一次进行清除与风干；或 

- 在无风干的情况下，每周进行两次清

除。 

富集型笼养系统不适用于雏鸡和肉鸡种禽。 

非富集型笼养系统不适用于产蛋鸡。 

b 在非笼养系统的情况下：  

 

0.强制通风系统和不经常粪肥清除（适用

于垫料层较厚、配有粪肥坑的禽舍），仅

适用于与额外缓解措施结合使用时，例

如： 

- 粪肥达到高干物质含量； 

- 具备空气清洁系统。 

不适用于新厂房装置，除非与空气清洁系统相

结合使用。 

1. 清粪带或刮板（适用于垫料层较厚、

配有粪肥坑的禽舍）。 
对现有厂房装置的适用可能因禽畜舍系统全面

修葺的要求而受到限制。  

2. 通过管道强制风干粪肥（适用于垫料

层较厚、配有粪肥坑的禽舍）。 
該技術只适用於板条下有足够空间的厂房装

置。 

3. 使用有孔地板强制风干粪肥（适用于

垫料层较厚、配有粪肥坑的禽舍）。 
由于实施成本昂贵，对现有厂房装置的适用可

能有限。 

4. 清粪带（适用于鸟舍）。 

对现有厂房装置的适用性取决于棚屋的宽阔

度。 

 

5. 使用室内空气强制风干垫料（适用于

铺有厚垫料的实心地板）。 
普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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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1) 适用性 

c 

使用空气清洁系统，例如：  

1. 湿酸洗涤器；  
2. 二阶或三阶空气清洁系统；  

3. 生物洗涤器（或生物滴滤器）。 

由于实施费用高昂，可能无法普遍适用。  

仅适用于使用中央通风系统的现有厂房装置。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11 及 4.13.1 节。 

 

表 3.1:  每个产蛋鸡舍向空气排放氨的 BAT-AELs 

参数 禽畜舍类型 

最佳可行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
AEL）  

（千克氨（NH3）/动物栏位/一年）  

以 NH3表示的氨气 
笼养系统 0.02 - 0.08 

非笼养系统 0.02 - 0.13(1) 

(1) 对于使用强制通风系统和不经常清除粪肥的现有厂房装置（适用于垫料层较厚、配有粪肥坑的禽

舍），加上粪肥达到干物质含量高的措施，最佳可行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的上限为 0.25
公斤 NH3/动物栏位/一年。  

 

相关监测，参见最佳可行技术 BAT 25。BAT-AEL可能不适用于有机畜牧生产。 

 

3.1.2 肉鸡禽舍的氨排放 

 

BAT 32. 为了减少每个肉鸡禽舍的氨排放到空气中，最佳可行技术是使用以下一种技

术或组合使用以下多种技术。 

 

 技术(1)  适用性 

a 
强制通风和密封式饮用水系统（适用于

铺有厚垫料的实心地板）。 
普遍适用。 

b 
使用室内空气强制风干垫料系统（适用

于铺有厚垫料的实心地板）。 

对于现有厂房装置，强制风干系统的适用性取决于

天花板的高度。 

强制风干系统可能不适用于温暖气候，条件取决于

室内温度。 

c 
自然通风，配有密封式饮用水系统（适

用于铺有厚垫料的实心地板）。 

自然通风不适用于使用中央通风系统的厂房装置。 

如果气候条件极端，自然通风可能不适用于肉鸡养

殖的初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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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1)  适用性 

d 
清粪带上的垫料和强制风干（适用于分

层地板系统）。 
对于现有厂房装置，其适用性取决于侧墙的高度。  

e 
加热的和冷却的铺垫料地板（适用于组

合夹层系统）。 
对于现有厂房装置，其适用性取决于是否可能安装

封闭的、有利水循环的地下储室。 

f 

使用空气清洁系统，例如：  

1. 湿酸洗涤器； 
2. 二阶或三阶空气清洁系

统； 
3. 生物洗涤器（或生物滴滤

器）。 

由于实施费用高昂，可能无法普遍适用。 

仅适用于使用中央通风系统的现有厂房装置。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11 及 4.13.2 节。 

 

表 3.2:  最终重量不超过 2.5 公斤的肉鸡养殖的禽舍向空气排放氨的 BAT-AEL 

参数 

最佳可行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
AEL）(1)(2)  

（千克氨（NH3）/动物栏位/一年） 

以 NH3表示的氨气 0.01 - 0.08 

(1) BAT-AEL 可能不适用于以下类型的养殖：：根据欧盟委员会

《(EC)543/2008 号条例》中定义室内粗放型、自由放养型、传统自

由放养型、自由放养--走地型。 

(2) 下限与空气清洁系统的使用有关。 

 

相关监测，参见最佳可行技术 BAT 25。BAT-AEL可能不适用于有机畜牧生产。 

 

3.1.3 鸭舍的氨排放 

 

BAT 33. 为了减少每个鸭舍的氨排放到空气中，最佳可行技术是使用以下一种技术或

组合使用以下多种技术。 

 

 技术 (1) 适用性 

a 

使用自然或强制通风的下列技术之

一：  
 

1. 经常增加垫料（适用于铺有厚垫

料的实心地板或厚垫料结合板条

地板）。 

现有厂房装置如厚垫料结合板条地板，其适用性

取决于现有结构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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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 (1) 适用性 

2. 经常清除粪肥（适用于全面铺盖

板条地板）。 
出于卫生原因，只适用于巴巴里鸭/番鸭(Cairina 
Moschata)的养殖。  

b 

使用空气清洁系统，例如：  

1. 湿酸洗涤器；  
2. 二阶或三阶空气清洁系统；  

3.生物洗涤器（或生物滴滤器）。 

由于实施费用高昂，可能无法普遍适用。 

仅适用于使用中央通风系统的现有厂房装置。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11 和 4.13.3.节。 

 

3.1.4 火鸡舍的氨排放 

 

BAT 34. 为了减少每个火鸡舍的氨排放到空气中，最佳可行技术是使用以下一种技术

或组合使用以下多种技术 t。 

 

 技术(1) 适用性 

a 
自然或强制通风，使用密封型饮用水

系统（适用于铺有厚垫料的实心地

板）。 

自然通风不适用于使用中央通风系统的厂房装

置。 

自然通风可能在初始育雏阶段或由于极端气候条

件而不适用。 

b 

使用空气清洁系统，例如：  

1. 湿酸洗涤器； 

2.二阶或三阶空气清洁系统； 

3.生物洗涤器（或生物滴滤器）。 

由于实施费用高昂，可能无法普遍适用。 

仅适用于使用中央通风系统的现有厂房装置。 

(1)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第 4.11 及第 4.13.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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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描述 
 

4.1 减少废水排放的技术  

 

技术 描述 

尽量减少用水。 
可通过使用预先清洗（例如机械干洗）和高压清洗等技术来

减少废水量。 

将雨水与需要处理的废水分

流。 
通过使用设计和维护恰当的排水系统，以分开收集形式进行

隔离。  

废水处理。 
可通过沉积和/或生物处理，进行处理。对于污染物负载较低

的废水，可以通过洼地、池塘、人工湿地、渗水区等进行处

理。可以以首次冲洗系统作为生物处理前的分离。 

废水的施播，例如通过灌溉系

统，如喷撒器、移动灌溉器、

储水车、脐状喷射器等。 

废水流可储于储罐或土池中，然后再进行施播。由此产生的

固体部分也可用于施播。废水可以由储仓抽出，泵入一条管

道，例如施播机或移动灌溉器，后者以较低施播率施播废

水。灌溉也可以使用具备受控应用的设备进行，以确保低轨

迹（低扩散模式）和大液滴施播。 

 

4.2 有效利用能源的技术 

 

技术 描述 

优化加热/冷却和通风系统和管

理，特别是有空气清洁系统的情

况下。 

这考虑了动物福利要求（例如空气污染物的浓度、适当的

温度），可以通过以下几项措施来实现： 

空气流动的自动化和最小化，同时维持动物的热舒适区； 

- 特定能耗最低的风扇； 

- 尽可能保持最低流动阻力；  

- 频率转换器和电子换向机； 

- 根据禽畜舍中 CO2浓度来控制的节能风扇； 

- 加热/冷却系统和通风设备、温度传感器和分隔的热区恰

当分配。 

禽畜舍隔热墙、地板和/或天花

板。  

自然不透水隔热材料，或涂上不透水涂层。安置蒸汽阻凝

层于透水材料上，因为空气湿度是损坏隔热物质的主要原

因。 

家禽养殖场的隔热材料可以是热反射膜，由层压塑料箔组

成，可密封禽畜舍，防阻漏气和潮湿。 

使用节能照明。 
可通过以下途径提高节能照明：  

i. 用荧光灯、钠灯和 LED 灯等更节能的灯泡取代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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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描述 

钨丝灯泡或其他低能效灯泡； 

ii. 使用设备调节微闪频率、调光器调节人工照明、传

感器或房间入口开关照明控制；  

iii. 允许更多自然光透入，例如使用通风口或屋顶窗户。

自然光必须与潜在热损耗相平衡； 

iv. 应用照明计划，使用可变光照期。 

使用热交换器。可使用以下交换

系统之一： 
 
- 空气-空气；  
- 空气-水；  
- 空气-地面。  

在空气-空气热交换器中，进入的空气吸收了厂房装置废气

排出的热量。该热交换器可以由阳极氧化铝板或 PVC 管组

成。 

在空气-水热交换器中，水从排气管内的铝翅片流出，吸收

废气热量。  

在空气-地面热交换器中，新鲜空气流过地下管道（例如埋

在地下大约两米深），由此充分利用土壤的低季节性温度

变化。 

使用热泵回收热量。  

热量由各种介质（水、粪污水、地面、空气等）吸收，并

通过逆制冷循环原理，由流动液体在密封回路中从一点传

送到另一点。热量可用于生产清洁水或注入加热系统或冷

却系统。 

該技術可以吸收各種回路里的熱量，例如粪污水冷卻系

統、地熱能、清洗用水、粪污水生物处理反应器或沼气发

动机废气。 

通过加热和冷却的铺垫料地板，

进行热回收（组合夹层系统）。  

一条封闭式水回路安装在地板下，另一条封闭式水回路则

安装在更深层，以储存过剩热量或在有需要时传送回禽

屋。一个热泵连接着两个水回路。 

在养殖初期时，地面用所储热量加热，避免湿气凝结，使

垫料保持干燥；在第二个养殖周期中，家禽产生过剩的热

量将保存在储存回路中，同时冷却地板，通过减少微生物

活动来减少尿酸的分解。 

使用自然通风。 

禽舍自然通风是由热效应和/或风流造成的。禽舍墙脊上可

加开口处，如有必要，除了侧壁具有可控开口外，也可以

在山墙上另加开口处。开口处可以配备防风网。在天气炎

热时，可使用风扇散热。  

 

4.3 减少粉尘排放的技术 

 

技术 描述 

水雾化  
以高压喷嘴喷水，产生出吸收热量并靠重力坠落地板的小

水滴，润湿粉尘颗粒使其变得足够重，足以降下。需避免

濡湿或潮湿的垫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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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描述 

电离 
在禽畜舍里建立一个静电场，以产生负离子。游离负离子

使空气浮动中的粉尘颗粒附带负电荷；通过引力和静电场

引力，在地板和房间表面收集粉尘颗粒。 

油喷播 

在禽畜舍内喷播纯正植物油。也可以混合水和大约 3%的植

物油，在禽畜舍内喷播。在空气中浮动的粉尘颗粒黏附在

油滴上，收集于垫料中。在垫料上喷一层薄薄的植物油，

以防止粉尘排放。需避免濡湿或潮湿的垫料。 

 

4.4 减少异味排放的技术  

 

技术 描述 

确保厂房装置/农场与敏感受体之间

保持足够距离。 

在厂房装置/农场的规划阶段，通过应用最低标准距离或

进行分散模型以预测/模拟周围地区的异味浓度，确保厂

房装置/农场与敏感受体之间保持足够距离。 

在粪污水或固体粪肥储存期间，将

其覆盖。 

关于固体粪肥，参见第 4.5 节的说明。 

关于粪污水，参见第 4.6 节的说明。 

最小程度搅拌粪污水。 参见第 4.6.1 节中的描述。 

液体粪肥 /粪污水的好氧消化（曝

气）。 
参见第 4.7 节中的描述。 

堆肥固体粪肥。 

厌氧消化。 

翻抛机、浅层喷射器或深层喷射

器，用于粪污水散播。 
参见第 4.8.1 节中的描述。 

尽快掺入粪肥。 有关技术描述，参见 BAT 22。 

 

4.5 减少固体粪肥储存排放的技术  

 

技术 描述 

在储仓里储存干燥粪肥。  

储仓一般是具有防渗地板和一个屋顶的简单建筑，拥有足

够通风以免制造厌氧条件，以及一个方便运输的大门。风

干的家禽粪肥（例如，肉鸡和产蛋鸡垫料、清粪带上收集

的产蛋鸡风干粪肥）由清粪带或前端装载机从禽屋运到储

仓，可在该处储存很长一段时间，不受再潮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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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描述 

储存于混凝土筒仓中。 

可与三边墙结合并具有盖层的不透水混凝土基础板，例如

粪肥堆上的盖顶、抗紫外线塑料等。地板具倾斜度（例如

2%），倾向前方排水槽。液体部分和雨水所造成的任何径

流收集在一个密封混凝土坑中，随后进行处理。  

将固体粪肥储存在配有排水系统

和收集径流之储池的实心防渗地

上。 

该储仓配备了实心防渗地板、排水系统（如排水沟），并

连接到一个用于收集粪肥液体部分和雨水造成的任何径流

的储池。 
 

在无法进行施播的时期，选择一

个容量足够的储存设施来储存粪

肥。  

粪肥施播期取决于当地的气候条件和法规等；因此，需要

具有合适容量的存储区。 

该存储容量还能使施播期与农作物氮要求相对应。    

将固体肥料储存在远离液体径流

可能渗入地表和/或地下水道的田

堆中。 

在施播前限定时间内（例如几天或几周），将固体粪肥直

接堆放在田间土壤上。储存位置至少每年更换一次，并尽

可能远离地表和地下水。 

降低排放表面积与粪肥堆体积之

间的比率。  
粪肥可以压实，也可以使用三边墙储仓储存。  

把固体粪肥堆封盖起。  
可以使用抗紫外线塑料盖、泥炭、锯末或木屑等材料。密

封的蓬盖减少了粪肥堆中的空气交换和有氧分解，从而减

少污染物向空气中排放。 

 

4.6 减少粪污水储存排放的技术 

4.6.1 减少粪污水储仓和土坑储存之氨排放的技术 

 

技术 描述 

降低排放表面积与粪污水储仓容

积之间的比率。 

对于长方形粪污水储仓贮存，高度和表面积的比例为 1: 30-
50。对于圆形储仓，高度和直径的比例为 1:3 至 1:4 的储仓

尺寸最理想。  

粪污水储仓侧墙在高度上可以有所增加。 

把粪污水灌注在较低水平，可降

低其表面的风速和空气交换。 

增加无盖储仓的自由空间（即：粪污水表面和粪污水储仓

顶边缘之间的距离）将提供挡风效果。 

最小程度搅拌粪污水。 

尽量少搅拌粪污水。该做法包括： 

- 以低于表面水平灌注储仓；  

- 尽可能靠近储仓底部排放； 

-（在清空粪污水储仓之前）避免粪污水不必要的均质化和

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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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描述 

硬质蓬盖。 

可由混凝土、玻璃纤维板或聚酯板制成的仓顶或蓬盖，盖

面平坦或呈圆锥形，适用于混凝土或钢铁制储仓和筒仓。

为了尽量减少空气交换和防止雨雪渗入，储仓是密封良好

和不渗水的。 

可移动蓬盖。 

帐蓬盖：具有中部撑杆、辐条从其顶端展开的篷盖。织膜

张铺在辐条上并系于轮辋支架。未上盖的开口数量保持在

最少。 

圆穹蓬盖: 使用钢铁部件和螺栓接头在圆型储仓上安装一个

具有曲线支架结构的蓬盖。 

平面蓬盖：由具有弹性和自承重复合材料组成的蓬盖，带

有插头加以固定在金属结构上。 

浮动蓬盖。  

 

天然结壳。 

结壳层可在粪污水表面形成，其具有足够干物质(DM)含量

（至少 2%），这取决于粪污水中固体的性质。为有效起

见，结壳层必须是厚的、不受搅动并覆盖整个粪污水表

面。结壳层一旦形成后，将粪污水从其表层下注入储仓，

以免结壳层断裂。 

稻草秆。  

切碎稻草秆加入到粪污水中，使之形成稻草秆结壳层。这

对于干物质含量超过 4-5% 的粪污水来说是可行的。结壳层

厚度建议至少为 10 厘米。注入粪污水时添加稻草可减少空

气流动。稻草层可能需要在一年中进行部分或全部更新 。
结壳层一旦形成后，将粪污水从其表层下注入储仓，以免

结壳层断裂。 

塑料颗粒。 
使用直径为 20 厘米、重量为 100 克的聚苯乙烯球覆盖粪污

水表面。必须定期更换损坏元素，并在之前未曾覆盖的地

方重新注入。 

轻型散装材料。 
将轻质膨胀粘土骨料(LECA)、含 LECA 产品、珍珠岩或沸

石加入粪污水表面，形成浮层。。建议使用 10-12 厘米的浮

层。浮层较薄对较小的 LECA 颗粒更有效。 

浮动蓬盖。 

塑料浮动蓬盖（如盖毯、帆布、胶膜）放置在粪污水表

面。安装浮标和管道以维持蓬盖位置，同时在蓬盖下保持

一定空位。这种技术可以与稳定元素和结构相结合，以允

许垂直运动。需要通风以及清除聚集在蓬盖顶部的雨水。 

几何形塑料片。 
浮动的六角型塑料片自动分散在粪污水表面。大约 95%的

表面可受覆盖。 

充气蓬盖。 
由聚氯乙烯（PVC）面料制成的蓬盖，加上充气袋，浮在粪

污水上。面料由拉线固定在外围金属结构上。 

软塑料布。 

在仓顶边上加固了抗紫外线不透水塑料板（例如，

HDPE），并由浮标撑托。这可以防止蓬盖在粪肥混合过程

中转动或被风掀开。蓬盖还可以配备收集管以移除气体、

其他维护开口（例如使用均质设备）以及雨水收集和泄除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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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减少粪污水储仓向土壤和水体排放的技术  

 

技术 描述 

使用能够承受机械、化学和热力

影响的储仓。 
使用适当的混凝土混合物，在许多情况下，也可以在混凝

土墙或钢板防渗层上应用铺层。 

在无法进行施播的时期，选择一

个容量足够的储存设施来储存粪

肥。 
参见第 4.5 节。 

 

4.7 农场粪肥加工技术  

 

技术 描述 

粪污水的机械分离。 
使用例如螺旋压榨机、卧螺离心机、筛式分离和压滤分

离，对液体和具有不同干物质含量的固体部分进行分离。

分离可以通过固体颗粒的混凝-絮凝来增强。 

沼气装置中粪肥的厌氧消化。 

厌氧微生物于封闭反应器中在无氧情况下分解粪肥有机物

质。沼气的生产和收集用于能源发电，即热量生产、热电

结合和/或运输燃料。部分产生的热量在该过程中被回收利

用。稳定的残留物（消化残余）可作为肥料（堆肥后形成

足够固态的消化残余）。  
固体粪肥可以与粪污水和/或其他共底物同时消化，并确保

干物质含量低于 12%。 

使用外部管道来进行粪肥风干。 

粪肥从产蛋鸡舍中收集，并以清粪带将其移至室外的专用

封闭结构，其内有一系列穿孔重叠的运输带，形成通管。

暖气流穿过清粪带，在两三天内进行粪肥风干。从产蛋鸡

舍里抽出空气，对通道进行通风。 

粪污水的好氧消化（曝气）。  

有机物质在有氧条件下进行生物分解。经储存的粪污水通

过水下式或浮动式曝气器进行连续或间歇曝气。操作变量

受控以防止氮去除，例如尽可能少搅动粪污水。残留物可

在浓度提高后用作化肥（堆肥与否）。 

粪污水的硝化-反硝化。 

有机氮一部分被转化成氨。硝化细菌将氨氧化成亚硝酸盐

和硝酸盐。通过应用厌氧期，硝酸盐可以在有机碳的情况

下转化为 N2。在二级池中沉降污泥，其中一部分循环使用

在曝气池中。残留物可在浓度提高后用作化肥（堆肥与

否）。  

固体粪肥堆肥。 

使用微生物对固体粪肥进行受控有氧分解，产生足够稳定

的最终产品（堆肥），可用于运输、储存和施播。减少粪

肥异味、微生物病原体和水含量。粪污水的固体部分也可

以堆肥。                                                                                               
氧气供应通过堆垛的机械逆转或强制通风来实现。也可以

使用堆肥滚桶和堆肥罐。生物接种体、绿色残留物或其他

有机废物（例如消化残余）可以与固体粪肥同时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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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粪肥施播技术 

 

4.8.1 粪污水施播技术 

 

技术 描述 

粪污水稀释 
稀释率 水: 粪污水从 1:1 到 50:1。稀释后的粪污水干物质含

量小于 2%。也可以从粪污水机械分离后和厌氧消化残余物

中提取澄清液体部分。  

低压水灌溉系统 
稀释的粪污水被注入灌溉水管，在低压下被泵入灌溉系统

（如使用喷水器或移动灌溉器）。 

翻抛机（软管拖车） 
一列软管挂在粪污水拖车宽栏上。水管在地面以平行宽排

拖行，施播粪污水。适用在生长期间可耕作物的排阵之

间。  

翻抛机（拉铲车） 
粪污水通过末端为金属“铲”的硬质管道排出，以狭窄形

带直接将粪污水施播于土壤表面和作物冠层下方。某些类

型的拉铲车设计是在土壤里割出浅缝以助渗透。 

浅层喷射器（开放槽） 

以尖齿或圆盘耙在土壤中切割垂直槽（通常 4-6 厘米

深），形成凹槽，灌注粪污水于其中。注入的粪污水全部

或部分置在土壤表层下，在施播粪污水后，凹槽通常会展

开。 

深层喷射器（封闭槽） 
以尖齿或圆盘耙耙松土壤并将粪污水灌于其中，然后通过

压轮或滚筒将粪污水完全翻盖在土壤下。封闭槽深度在 10
厘米至 20 厘米之间。 

粪污水酸化 参见第 4.12.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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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监测技术 

 

4.9.1 氮（N）和磷（P）排泄的监测技术 

 

技术  描述 

根据饲料摄入量、饲料粗蛋白质

含量、磷总量和动物行为表现，

以氮和磷的质量平衡进行计算。 

根据以下方程式，计算农场上每个动物类别的质量平衡，

与养殖周期的结束相吻合： 

N 排泄量 = N 饲料 – N 保留 

P 排泄量= P 饲料 – P 保留 

 

N 饲料 基于摄入的饲料量和饲料粗蛋白质含量。P 饲料 基于摄

入的饲料量和饲料总磷含量。粗蛋白质和总磷含量可通过

下列方法之一获得： 

 如果是外部饲料供应：载于所附文件； 

 如果是饲料自加工：从筒仓或饲喂系统采样饲料化

合物，以分析磷和粗蛋白质的总含量，或使用随附

文件所列方法，又或使用饲料化合物的磷和粗蛋白

总含量的标准值。 

 
 

N 保留 及 P 保留 可使用以下其中一种方式估算: 

 统计学得出的方程或模型； 

 动物（如果是产蛋鸡，使用鸡蛋）的氮和磷含量的

标准保留系数； 

 动物（如果是产蛋鸡，使用鸡蛋）代表性样品的氮

和磷含量分析。 

質量平衡的计算尤其考慮了常用饲料里任何重大的變化

（例如综合饲料的變化）。 

利用粪肥分析对氮和磷的总含量

进行估计。 

根据粪肥容积（粪污水）或重量（固体粪肥）的记录，测

量粪肥具有代表性复合样品的氮和磷的总含量，并估计氮

和磷的总排泄量。如果是固体粪肥系统，还考虑垫料的氮

含量。 

为了使复合样品具有代表性，必须从至少 10 个不同地点和/
或深度采样，才能制造复合样品。如果是家禽垫料，则在

垫料底部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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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氨和粉尘监测技术 

 

技术  描述 

根据每个粪肥管理阶段的排

泄量和总氮（或总氨）量，

使用质量平衡进行估算。 

氨排放量是根据每个动物类别的氮排泄量估算的，在每个粪肥

管理阶段（禽畜舍、储存、施播）采用总氮（或总氨氮量-
TAN）流量和挥发系数(VC)计算。 

适用于每个粪肥管理阶段的方程式是： 

 

E 禽畜舍 = N 排泄量 ‧ VC 禽畜舍 

E 储存 = N 储存 ‧ VC 储存 

E 施播 = N 施播 ‧ VC 施播 

 

其中： 

E 是指禽舍、粪肥储存或用于施播的年度氨（NH3）排放量

（例如千克 NH3/动物栏位/一年）。 

N 是指排泄、储存和用于施播的年度总氮或总氨氮（TAN）

量（例如千克 N/动物栏位/一年）。如果适用，可把（例

如与垫料、回收擦洗液有关的）氮添加和/或（例如与粪

肥加工有关的）氮损失也考虑进去。 

VC 是挥发系数（无维度，与禽畜舍系统、粪肥储存或施播

技术有关），其代表排放到空气中的总氨氮（TAN）量或

总氮（N）量的比例。  

VC 系数派生自根据国家或国际协议（如 VERA 协议）设计和

进行的测量，对具有相同技术和类似气候条件的农场进行有效

验证。另外，也可从欧洲或其他国际公认的指引中获取有关

VC 派生的有关信息。 

质量平衡的计算特别考虑到农场饲养的牲畜类型和/或用于禽畜

舍、粪肥储存和施播技术上的任何重大变化。 

使用 ISO、国家或国际标准或

其他确保数据具有同等科学

质量的方法，通过测量氨

（或粉尘）浓度和通风率来

计算。 

氨（或粉尘）样本至少在在一年内进行六天采样。采样日期分

布如下：  

- 对于具有稳定排放模式的动物类别（如产蛋鸡），每两个月

随机选定采样日期。日均值按所有采样日的平均数计算。 

- 对于饲养周期排放以线性增加的动物类别（例如育肥猪），

采样天数在生长时期中平均分布。为达此目的，一半的测量在

养殖周期前半期进行，其余一半在后半周期进行。养殖周期后

半期的采样天数在一年内平均分布（即每季度测量次数相

同）。日均值按所有采样日的平均数计算。 

- 对于排放量以指数性增加的动物类别（例如肉鸡），养殖周

期分为三个长度相同的阶段（即天数相同）。在第一阶段测量

一次，第二阶段测量两次，第三阶段测量三次。此外，在养殖

周期第三阶段的采样天数在一年内平均分布（即每季度测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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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描述 

数相同）。日均值按三个阶段的平均数计算。 

采样基于 24 小时采样期，在入风口/出风口进行。然后测量风

口处的氨（或粉尘）浓度，并根据流入空气的相关浓度进行校

正，通过测量通风率和氨（或粉尘）浓度并将其相乘，得出氨

（或粉尘）的日排放量。根据氨（或粉尘）排放的日平均值，

乘以 365 并对任何非占用期加以调整校正，则可以计算出禽畜

舍的年平均氨（或粉尘）排放量。 

确定质量流量排放所需的通风率，在具有强制通风的禽畜舍可

以通过有关计算（例如风机叶轮风速计、通风控制系统记录）

或者在自然通风、允许空气适当混合的禽畜舍中，通过使用示

踪气体（不包括使用 SF6和任何含有 CFC 的气体）来确定。 

对于有多个入风口和出风口的厂房装置，只有被认为具有代表

性（就预期质量排放而言）的采样点才受监测。 

使用排放因子进行估算。 

氨（或粉尘）排放针对具有（有关禽畜舍系统、粪肥储存和/或
施播）相同技术和类似气候条件的农场，根据国家或国际协议

（如 VERA 协议）设计和进行测量后得出的排放因子来进行估

算。另外，排放因子也可以来自于欧洲或其他国际公认的指

引。 

排放因子的使用特别考虑到农场饲养的牲畜类型和/或用于禽畜

舍、粪肥储存和施播技术上的任何重大变化。 

 

4.9.3 空气清洁系统监测技术 

 

技术  描述 

根据规定的测量协议并使用 EN
标准或其他方法（ISO、国家或

国际标准）以确保数据具有同等

科学质量，在实际的农场条件下

测量氨、异味和/或粉尘排放，以

核查空气清洁系统的性能。 

核查是通过测量入风口和出风口空气中的氨、异味和/或粉

尘，以及所有与操作有关的额外参数（例如气流速率、压

降、温度、pH 值、导电性）来进行的。在夏季气候条件下

（为期至少 8 周，通风率大于最高通风率的 80%）和冬季

气候条件下（为期至少 8 周，通风率低于最高通风率的

30%），禽畜舍具有代表性管理并容量充足，且只有在距

最后一次更换洗涤用水后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例如 4 周）

后，才进行相关测量。可以采用不同的采样战略。 

 

控制空气清洁系统的有效功能

（例如不断记录操作参数或使用

警报系统）。 

运用电子日志，以便在 1 至 5 年期间记录所有测量和操作

数据。记录的参数取决于空气清洁系统的类型，可能包

括： 

1. 擦洗液的 pH 值和导电性； 
2. 减排系统的气流和压降； 
3. 泵操作时间； 
4. 水耗和酸耗。 

其他参数可以以手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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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营养管理 
 

4.10.1 减少氮排泄的技术 

 

技术 描述 

采用基于能量摄入需要和可消

化氨基酸的氮(N-)平衡饲料，

以减少粗蛋白质含量。  

确保不超出饲养建议，以减少粗蛋白质过量供应。提供均衡

饲料，以满足动物对能量和可消化氨基酸摄入的需求。 

多阶段饲养，并配有适合生产

期具体要求的饲料配方。 
混合饲料根据动物的重量和/或其生产阶段，在能量、氨基酸

和矿物质方面更准确符合动物所需。 

在低粗蛋白饲料中添加具含量

受控的必需氨基酸。 

以低蛋白饲料替代某定量富含蛋白质的饲料，以进一步削减

粗蛋白含量。饲料配方添加了合成氨基酸（如赖氨酸、甲硫

氨酸、苏氨酸、色氨酸、缬氨酸），因而在氨基酸谱中并无

匮乏。  

使用经许可的饲料添加剂，以

减少氮排泄总量。 

经（根据《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EC)1831/2003号条

例》）许可的物质、微生物或酶类等制剂（例如NSP酶、蛋白

酶）或益生菌被添加到饲料或饮用水中，以对饲料效率产生

有利影响，例如提高饲料消化率和对胃肠道菌群产生影响。  

 

4.10.2 减少磷排泄的技术 

 

技术 描述 

多阶段饲喂，并配有适合生产

期具体要求的饲料配方。 
饲料由混合饲料组成，根据动物体重和/或生产阶段，将

磷的供应与动物对磷的需求更准确地匹配。 

使用经许可的饲料添加剂，减

少磷排泄总量（如植酸酶）。  

经（根据《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EC)1831/2003号条

例》）许可的物质、微生物或酶类等制剂（如植酸酶）

被添加到饲料或饮用水中，以对饲料效率产生有利影

响，例如提高饲料的植酸磷消化率和对胃肠道菌群产生

影响。  

 

4.11 处理禽畜舍向空气排放的技术 

 

技术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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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描述 

生物过滤器 

排出的废气被引向一个有机材料的过滤床，例如根木或木

屑、粗树皮、堆肥或泥炭。通过间歇性喷洒表面，使过滤

材料始终保持湿润。粉尘颗粒和有异味的空气化合物被湿

膜吸收，并被存活在潮湿垫料上的微生物氧化或降解。 

生物洗涤器（或生物滴滤器） 
一个装有惰性填料的塔式过滤器，通常通过洒水持续保持

湿润。空气污染物在液相中被吸收，随后被存活在过滤件

上的微生物降解。可以实现 70%到 95%的氨气减排。 

干式过滤器 
排出的废气被吹向放置在壁端通风机前的由例如多层塑料

制成的过滤屏。通过过滤屏的空气受到强烈的方向变化，

经受离心力使颗粒分离。  

二阶或三阶空气清洁系统 

二阶系统中，第一阶段（湿酸洗涤器）通常與生物洗涤器

（第二階段）結合使用。三阶系统中，由水洗涤器组成的

第一阶通常与第二阶（湿式酸洗涤器）相结合，然后使用

生物过滤器（第三阶）。可以实现 70%到 95%的氨气减

排。 

水洗涤器 
排出的废气通过横向流动吹过一个装有填料的过滤介质。

将水持续喷洒在填料材料上。粉尘被移除并沉淀在水箱

中，在水箱重新填满前需清空粉尘。 

水槽 
排出的废气被通风机引降到水槽上，粉尘颗粒浸泡在水

中。然后水流被引导 180 度向上移动。水位定期加满，以补

偿蒸发。 

湿酸洗涤器 
排出的废气被强制通过一个过滤器（例如一道充满填料的

墙），此时喷入循环的酸性水（例如硫酸）。可以实现

70%到 95%的氨气减排。 

 

4.12 猪舍技术 

 

4.12.1 减少猪舍内氨排放的地板类型和技术说明 

 

地板类型 描述 

全面铺盖板条的地板 
整个区域使用金属、混凝土或塑料板条铺置的地板，其中

间隔的开口可使粪便和尿液落入下面的管道或坑中。 

部分铺盖板条的地板 

部分是实心地板，部分是使用金属、混凝土或塑料板条铺

置的地板，其中间隔的开口可使粪便和尿液落入下面的管

道或坑中。通过对室内气温参数的适当管理，特别是在高

温条件下，和/或对禽畜舍系统的适当设计，可以防止实心

地板受腐蚀污损。 



 

48 
 

地板类型 描述 

实心混凝土地板 
整个区域都由实心混凝土构成的地板。地板可以铺有不同

厚度的垫料（例如稻草秆）。地板坡度通常是倾斜的，以

方便尿液排流。  

 

上述地板类型在所描述的禽畜舍系统中，因应情况使用： 

 

技术 描述 

深坑（如果是全面或部分铺盖板

条的地板）只有在与额外缓解措

施相结合的情况下才能使用，例

如： 

- 综合营养管理技术； 

- 空气清洁系统； 

- 减少粪污水的 pH 值； 

- 粪污水冷却。 

在铺板条地板的猪圈下有深坑，可以在不经常清除的期间

储存粪污水。育肥猪的饲养，可以使用溢粪管道。除非有

技术限制（例如存储容量），否则应尽可能频繁地（例如

至少每两个月）清除粪污水，将其进行施播或移至室外存

储。 

使用真空系统，经常清除粪污水

（适用于全部或部分铺盖板条的

地板）。 

坑底或管道底的出口连接到其下方的排放管，将粪污水转

移到室外存储。通常打开主粪污水管中的阀门或塞子排放

粪污水，例如：每周一次或两次；其将形成轻微真空，可

以让土坑或管道完全排空。粪污水需要达到一定深度，系

统才能正常运行，让真空有效运作。 

粪肥输管内的斜壁（适用于全部

或部分铺盖板条的地板）。 
粪肥输管呈 V 型，排水点处于底部。斜坡和光滑表面有助

加快粪污水排放。粪肥至少每周清除两次。 

用刮板频繁刮除粪污水（适用于

全部或部分铺盖板条的地板）。 

呈 V 形管道，两边内壁倾斜、中央为排水沟，尿液可以通

过粪肥输管底部的排水管排到收集坑。经常用刮板从坑中

刮除固体粪肥（例如每天）。建议在清刮了的地板上增加

涂层，以呈（更）光滑表面。 

圆凸形地板和独立的粪肥输管和

水道（在部分铺盖板条的猪圈的

情况下）。 

粪肥输管和水道建在凸出的光滑实心混凝土地板两侧。水

道装在猪只进食和饮水的猪圈一角下方。用于清洗猪圈的

用水可用于灌注水道。部分水道注入至少10厘米的水。粪

肥输管可以加建以防水板排水沟或呈倾斜状的内壁，通常

每天冲刷两次，例如使用来自另一管道的水源或粪污水液

体部分（干物质含量不高于约5%）。  

V 形清粪带（适用于部分铺盖板

条的地板）。 

V 型清粪带卷进粪肥输管，覆盖整个表面，所有粪肥和尿液

都因此落在其上。清粪带每天至少运行两次，分别输送尿

液和粪肥到封闭的粪肥储存仓。清粪带由塑料制成（聚丙

烯或聚乙烯）。 

小型粪肥坑（适用于部分铺盖板

条的地板）。 
在猪圈里挖一个狭窄的坑，宽度约 0.6 米。 此坑可以位处在

外围过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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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描述 

经常通过冲洗移除粪污水（适用

于全部或部分铺盖板条的地

板）。 

通过使用粪污水液体部分（干物质含量不超过 5%）或水，

非常频繁地对管道进行冲刷（例如每天一次或两次），移

除 粪 污 水 。   
粪污水液体部分也可以在冲刷前进行曝气。该技术可以与

管道或坑底的个别差异相结合，例如排水沟、管道或常久

粪污水层。  

猪舍/棚屋（适用于部分铺盖板条

的地板）。 

在自然通风的猪圈里，规划独立的功能区域。歇躺区（约

占总面积的 50%-60%）包括平整隔热混凝土地板，带顶盖

隔热棚屋或猪舍，且有可升降以控制温度和通风的上铰链

屋顶盖。活动区和饲喂区位于板条地板上，下有粪坑，需

经常清除粪肥，例如通过真空系统。稻草秆可使用于实心

混凝土地板上。  

全垫料系统（适用于实心混凝土

地板）。 

实心混凝土地板几乎全面覆盖以一层稻草秆或其他木质纤

维素材料。  

垫料地板系统中，经常清除固体粪肥（例如每周两次）。

另外，如果是厚垫料系统，则在垫料顶部添加新稻草秆，

并在养殖周期结束时清除累积的粪肥。独立的功能区域可

以规划成歇躺、饲喂、行走和排便区。  

铺上垫料的外围过道（适用于实

心混凝土地板）。 
一扇小门允许猪只外出，排便在外围过道实心混凝土地板

上。粪肥掉进管道里，每天清刮一次。  

实心地板上的饲喂/歇躺箱（适用

于铺垫料猪圈）。 

母猪被圈养在猪圈中，分为两个功能区域，主要区域铺有

垫料，并在实心地板上排列饲喂/歇躺箱。粪肥掉在稻草或

木质纤维素材料中，这些材料定期供应和替换。 

收集粪肥在水中。 
粪肥被收集在粪肥输管的清洁用水中，再灌注到 120-150 毫

米左右的水平。管道壁不一定需要倾斜。在每个养殖周期

结束后清空粪肥输管。  

水和粪肥输管的组合使用（适用

于全部铺盖板条的地板）。 

母猪被圈养在一个固定地方（通过使用分娩栏），并有一

个特定的排便区。粪肥坑划分成两部分：前方是一个宽水

管道，后方是一个减少粪肥表面积的小型粪肥输管。前方

水管道部分灌注了水。 

粪肥收集盆（适用于全部或部分

铺盖板条的地板）。 

在板条地板下放置一个预先造好的收集盆（或坑）。收集

盆的一端最深，倾斜至少 3°，向中央粪肥输管；当高度达

到 12 厘米左右时排出粪肥。如果有水管道，则可将收集盆

再分为冲水段和粪肥段。  

稻草秆分流系统（适用于实心混

凝土地板）。 

猪只养殖在实心地板的猪圈里，圈里划分有有斜度的歇躺

地和排泄区。每天向动物提供稻草。猪只活动将垫料从猪

圈的倾斜坡(斜度 4-10%)推向并分置到粪肥收集通道。经常

用刮板刮除固体粪肥（例如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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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描述 

铺垫料猪圈结合混合粪肥生成

（粪污水和固体粪肥）。 

分娩栏配备了独立的功能区：铺有垫料的歇躺区、铺上板

条或具有穿孔的地板划分出行走区和排泄区，以及实心地

板上的饲喂区。为仔猪提供铺垫料和有遮盖的窝。粪污水

经常用刮板清除。固体粪肥每天用人手从实心地板上移

除。定期提供垫料。可以结合院子与系统。 

在粪肥输管中使用浮球。 
球身由特殊塑料制成，不含粘性涂层，半填满水，浮在粪

肥输管表面。  

 

4.12.2 冷却粪污水技术 

 

技术 描述 

粪污水冷却管道 

通过安装在粪污水上方、混凝土地板上方或浇筑到地板中

的冷却系统来降低粪污水温度（通常低于 12 °C）。对于

饲养在部分铺板条地板猪舍的妊娠母猪和育肥猪，应用的

冷却强度可以从 10W/m2 到 50W/m2。该系统由有制冷剂或

水循环在内的管道组成。各管道连接到热交换装置，以回

收能量，其可为农场其他部分供热。由于管道热交换表面

相对较小，因此需要经常清空土坑或输管。 

 

4.12.3 降低粪污水 pH 值的技术 

 

技术 描述 

粪污水酸化 

粪污水中加入硫酸，以将粪污水坑内 pH 值降低到约 5.5。
添加过程可以在工艺槽中进行，然后进行曝气和均质化。

部分经过处理的粪污水被泵回猪舍下方的储存坑。处理系

统完全自动化。在酸性土壤上施播之前（或之后），可能

需要添加石灰来中和土壤的 pH 值。或者可以直接在粪污

水储仓进行酸化，也可以在施播期间连续进行酸化。 

 

4.13 禽舍技术  

 

4.13.1 减少产蛋鸡、肉鸡种禽或雏鸡禽舍氨排放的技术  

 

禽舍系统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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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舍系统 描述 

非富集型笼养系统 

肉鸡种禽被安置在非富集型笼养系统中，有栖息区、垫料

区和和筑巢区。雏鸡饲养应有适当的管理实践经验（例如

特定的饲养和浇水系统）和环境条件（例如自然光、栖息

地、垫料），使它们能够适应将来生活的饲养系统。禽笼

通常有三层或以上。 

富集型笼养系统 

富集型禽笼建于倾斜地板上，由焊接的铁丝网或塑料板建

成，并配有固定装置和加大了的空间，提供饲喂、饮水、

筑巢、抓挠、栖息和鸡蛋收集处。禽笼容量从 10 到 60 只不

等。禽笼通常有三层或以上。 

厚垫料、深粪坑 

禽舍中至少三分之一的地板用垫料覆盖（如沙子、木屑、

稻草）。地板其余区域铺有板条，下面有粪肥坑。饲喂和

饮用装置位于板条地板上方。禽舍内外还可以有其他架

构，如走廊和家禽走地系统。 

鸟舍 

鸟舍被分為不同的功能區域，提供饲喂、饮水、产卵、抓

挠和栖息处。可使用的面积通过升高的板条地板与各笼层

相结合而增加。板条地板面积在总面积的30%至60%之间。

其余地板面积通常都铺上垫料。 

在产蛋鸡和肉鸡种禽的厂房装置中，该系统可以与具有或

并无家禽走地系统的走廊相结合。 

 

技术 描述 

（在富集或非富集笼养系统的情

况下）用清粪带移除粪肥，至

少： 

- 在有风干的情况下，每周进行

一次清除； 

或  

- 在无风干的情况下，每周进行

两次清除。。 

清粪带被置于笼子下，以清除粪肥。清除频率可以是每周

一次（有风干）或更多（无风干）。粪肥收集带可加以通

风，以对粪肥进行风干。也可以在清粪带中使用搅动器进

行强制风干。 

清粪带或刮板（适用于垫料层较

厚、配有粪肥坑的禽舍）。 
粪肥（定期）用刮板或清粪带清除（风干的粪肥每周一

次，未风干的粪肥每周两次）。 

强制通风系统和不经常的粪肥清

除（适用于垫料层较厚、配有粪

肥坑的禽舍），只有在与额外缓

解措施结合使用时，例如： 

- 达到粪肥高干物质含量； 

- 空气清洁系统。 

厚垫料系统（见上文说明）与不经常的粪肥清除结合使

用，例如在养殖周期结束时。确保粪肥最低干物质含量约

为 50%至 60%。这是通过适当的强制通风系统来实现的

（例如使用风扇和地板上的抽气系统）。  

通过管道强制风干燥粪肥（适用

于垫料层较厚、配有粪肥坑的禽

舍）。 

厚垫料系统（见上文说明）与粪肥风干相结合，通过向存

储在铺板条地板下的粪肥使用管道吹气（如 17-20°C 和

1.2m3/禽鸟），进行强制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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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描述 

使用穿孔地板强制风干粪肥（适

用于垫料层较厚、配有粪肥坑的

禽舍）。 

厚垫料系统（见上文说明）加上粪肥下的穿孔地板，可从

下面强制吹气。粪肥在养殖周期结束时被移除。  

清粪带（适用于禽舍）。 
粪肥收集在铺板条地板下的清粪带上，每周至少进行一次

以已通风或未经通风的清粪带清除。雏禽鸟舍中，垫料和

实心地板可以相结合使用。 

使用室内空气强制风干垫料（适

用于铺厚垫料的实心地板）。 

在无粪肥坑的厚垫料系统中，室内空气再循环系统可用于

风干垫料，同时禽鸟生理需要也得到满足。为此，可以使

用风扇、热交换器和/或加热器。 

 

4.13.2 减少肉鸡舍氨排放的技术 

 

技术 描述 

自然或强制通风，并配置密封式

饮用系统（适用于铺厚垫料的实

心地板）。 

该建筑封闭和隔热效果良好，配有自然或强制通风系统，

可以与走廊和/或家禽走地系统结合。垫料全面覆盖实心地

板，在必要情况下可以添加。地板隔热（例如通过混凝

土、粘土、护膜）可防止垫料中的水凝聚。固体粪肥在养

殖周期结束时被移除。饮用水系统的设计和运作可防止水

的泄漏和溢于垫料中。 

使用室内空气强制风干垫料系统

（适用于铺厚垫料的实心地

板）。 

室内空气再循环系统可用于风干垫料，同时禽鸟生理需要

也得到满足。为此，可以使用风扇、热交换器和/或加热

器。 

清粪带上放置垫料并进行强制风

干（适用于层叠笼养系统）。 

多层叠笼养系统，并具有铺满垫料的清粪带。在层叠排行

之间留有通风过道。空气进入过道并直接吹向清粪带上的

垫料。垫料在养殖周期结束时被移除。该系统可以结合一

个独立的初始阶段，在该阶段里，雏肉鸡可在多层叠系统

中铺有垫料的粪肥带上在限定时间内孵化和生长。 

加热的和冷却的铺垫料 

地板（适用于组合夹层系统）。 
见第 4.2 节。 

 

4.13.3 减少鸭舍氨排放的技术  

 

技术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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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描述 

经常增加垫料（适用于铺有厚垫

料的实心地板或厚垫料结合板条

地板）。 

在需要时经常增加新鲜垫料（例如每天）以保持干燥。固

体粪肥在养殖周期结束时被移除。 

鸭舍可配备自然通风或强制通风系统，并与家禽走地系统

结合使用。  

如果厚垫料与板条地板结合使用，则在饮水区地板配置板

条（约占总地板面积的 25%）。 

经常去除粪肥（如果地板全面铺

盖板条）。  

板条覆盖粪肥坑，粪肥被引导到外部储仓。可以经常把粪

肥清移到外部储仓：  

1. 通过常久重力流； 
2. 通过使用不同刮粪次数。 

鸭舍可配备自然通风或强制通风系统，并与家禽走地系统

结合使用。 

 

4.13.4 减少火鸡舍氨排放的技术 

 

技术 描述 

自然或强制通风，并配置密封式

饮用系统（适用于铺有厚垫料的

实心地板）。 

垫料全面覆盖实心地板，在必要情况下可以添加。地板隔

热（例如通过混凝土、粘土）可防止垫料中的水凝聚。固

体粪肥在养殖周期结束时被移除。饮用水系统的设计和运

作可防止水的泄漏和溢于垫料中。自然通风可以与家禽走

地系统结合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