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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2016年 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2016〕

81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随后原环境保护部发布《关于印发<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

规定>的通知》（环水体〔2016〕186号）（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明确了排污许可制度改

革的顶层设计、总体思路和工作部署；2018年 1月，原环境保护部印发《排污许可证管理

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和强化了《暂行规定》中的相关内容。

根据部署要求，畜禽养殖行业作为《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年版）》中

规定的重点行业之一，应于 2019年完成排污许可证的申请与核发工作。

2017年 5月，原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发布了《关于征集 2018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

准计划项目承担单位的通知》（环办科技函〔2017〕824号），将《畜禽养殖行业排污许可

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序号 20）列入《2018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计划项目指南》，完

成时限为 2019年，分管业务司为规财司。经过原环境保护部组织的专家评选，该项目由环

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主持制定，参与单位有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湖南农业大

学、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项目主要工作内容为“畜禽养殖

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

法律和《实施方案》《暂行规定》《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要求，从国家层面统一畜禽养殖行

业排污许可管理的相关规定，主要用于指导当前各地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排污许可

证申请与核发等工作，对规范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排污行为以及实现排污许可证覆

盖畜禽养殖行业具有重要意义。

1.2 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小组

2017年 7月初接受国家下达的标准制定任务后，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组织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湖南农业大学、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

院成立了标准编制小组。

（2）确定主要工作内容

任务下达后，根据制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行业》的相关要求，

标准编制小组针对标准的主要内容、工作方法等开展了讨论，确定了规范的主要工作内容，

并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梳理了国内外畜禽养殖行业的相关资料，包括养殖基本信息、产业结构、污染物排放

特征、污染处理现状等行业的整体数据；

2.掌握了国内外畜禽养殖行业的相关标准，包括国家综合排放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排

放标准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

3.参考学习了目前已发布的钢铁、火电、造纸、纺织、制糖等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

发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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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十二五”期间污染物总量减排认定的 60006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进行污染防治主

要模式统计与分析，掌握了目前我国规模化畜禽养殖粪污处理现状；

5.在内蒙古、辽宁、浙江、江苏、广东、湖南、四川、河北等地进行了现场调研，分别

与各地环保、农业相关部门人员进行了交流与座谈，并对典型规模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和环

境管理情况进行了现场考察；

6.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我国畜禽养殖产、排污量核算方法和成果，主要包括第一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农业源部分核算技术与方法、国内外关于畜禽养殖产排污量的核算技术成果、我国

环境统计中畜禽养殖产排污量统计方法和正在开展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技术方法等，

初步确定了规模化畜禽养殖产排污量核算体系；

7.对上海、河南等省份试点规模化畜禽养殖排污许可证发放情况进行调研与分析，总结

试行省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排污许可证发放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

8.分别于 2017年 11月 18日、12月 18日在北京召开了标准初稿内部讨论会，并邀请

了行内专家共同研讨标准制定事宜。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编制了本技术规范的文本初稿。

（3）召开规范开题论证会

2017年 12月 27日由环境保护部规划财务司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

发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行业》开题论证会，来自环境保护部科技委、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北京化工大学、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合力清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专家对规范初稿进行了论证，经论证委员会各位专家及管

理部门代表的讨论、质询，通过了标准的开题论证，并形成了如下工作建议：一是进一步明

确适用范围，二是加强现场调研，充分考虑畜禽养殖行业特点和地域分布状况，提出技术规

范的制定方法。

（4）初稿的修改和完善

针对开题论证会专家提出的意见，编制组多次召开了内部讨论会，进一步明确了标准的

适用范围，并对标准重点技术难点、可行技术的筛选、实际排放量的核算方法等进行了调研

和研讨，完善了标准制定的依据、原则和方法。2018年 1月期间，编制组对畜禽养殖行业

排污许可证先行实施区域上海市进行了调研，并与上海市环境保护局、上海市农业委员会的

相关领导、专家召开了座谈会，对标准的技术路线、可行性等内容开展了深入讨论，并明确

了标准中针对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的环境管理要求；2018年

2-3月期间，编制组对佳和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不同区域的养殖场进行了详细调研，并

与公司领导、专家针对畜禽养殖行业排污许可证试填报工作展开了探讨，进一步强化了标准

的可实施性；2018年 3月 29日，编制组成员与相关管理部门成员在北京新时代大厦 1121

会议室召开了内部讨论会，针对调研成果、标准内容等进行深入交流和讨论。在上述工作的

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了标准初稿，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5）召开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

2018年 5月 9日，规划财务司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畜

禽养殖行业》征求意见稿专家审查会，原环境保护部科技委、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中国

农业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农业部农业环境保护研究所、河北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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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中心、湖南佳和农牧有限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生态环境部相关

管理部门的专家、代表参加了会议。编制组汇报了畜禽养殖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的编制内

容，会议通过了本标准的专家技术审查，并提出进一步规范、修订标准内容，修改后尽快公

开征求意见。

（6）开展现场调研及企业试填报工作

2018年 5月 22日-5月 25日，规划财务司组织编制组成员赴四川省成都市、德阳市开

展了现场调研及试填报工作，并与地方环保部门、农业部门等相关工作人员以及部分畜禽养

殖排污单位负责人召开了座谈会，编制组针对座谈会中讨论的主要问题以及听取的相关建

议，综合现场调研、企业试填报工作中发现的相关问题，进一步修改、完善了标准征求意见

稿。

2 我国畜禽养殖行业概况

2.1 主要畜禽养殖总量现状

2.1.1 主要畜禽养殖总量

我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世界畜禽第一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畜禽养殖是我国农业的支柱

产业，生猪养殖量占世界总量的 50%，禽类养殖占世界总量的 1/3，肉类总产量约占世界的

30%。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畜禽产品的需求量进一步增大，畜禽

养殖业向专业化、规模化迅猛发展。通过对全国畜牧业统计年鉴进行分析可知，2006-2015

年我国主要畜禽品种养殖情况如图 1、图 2所示：

图 1 2006-2015年全国主要畜禽品种养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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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6-2015年全国其他主要大牲畜养殖情况

由图 1可知，2006至 2015十年间，我国主要畜禽品种生猪、牛、家禽（包括蛋鸡、肉

鸡、鸭、鹅）、羊养殖量均呈稳定增长趋势，其中家禽养殖量增长尤为显著，生猪养殖虽然

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区域内因受市场价格影响有所浮动，但总体增长趋势同样显著。2006-2015

年期间，全国生猪出栏量由 61207万头增长至 70825万头，增长率为 15.71%；家禽出栏量

由 930500万只增长至 1198700万只，增长率达到了 28.82%；肉牛出栏量由 4222万头增长

至 5003万头，增长了 18.50%；奶牛存栏量由 1363万头增长至 1507万头，增长率为 10.56%；

相对其他四类畜禽品种而言增长较缓慢；羊出栏量由 24733.89万只增长至 29472.70万只，

增长率为 19.16%。从近 10年主要畜禽品种养殖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畜禽养殖业一直呈现良

好发展态势。除上述五类畜禽品种外，纳入我国畜牧业统计年鉴的畜禽品种还有马、驴、骡、

骆驼、兔，而由图 2可知，2006-2015十年期间，我国大牲畜马、驴、骡的养殖量均保持较

稳定的状态，养殖量相对图 1五类畜禽而言较小，且通过资料调查、现场调研可知，此三类

大牲畜在全国范围内大多以散养、放养为主，不在排污许可管理范围内；骆驼养殖量较少，

未超过 10万峰；兔子养殖量十年间保持缓慢增长趋势，2015年养殖量为 52356.9万只，但

兔子养殖污染物产生量小，基本无污水产生，对环境影响风险小，因此，在此标准中，主要

考虑规模化生猪、肉牛、奶牛、肉鸡、蛋鸡、鸭、鹅、羊养殖场（小区）排污许可证的申请

与核发。

2.1.2 主要畜禽养殖区域分布现状

通过对 2016年全国畜牧业统计年鉴的分析可知，2015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

五类主要畜禽养殖区域分布情况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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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5年全国主要畜禽养殖区域分布情况

由图 3可知，我国生猪养殖主要分布在中部、中东部地区，其中四川、河南、湖南、山

东、湖北养殖量最大，北部地区以河北、辽宁两省养殖量居多，西部地区整体养殖量偏少，

西藏、青海、宁夏养殖量最少。肉牛养殖量以山东、河南两省最多，北部地区以及四川、云

南、新疆等区域居其次，北京、上海、浙江养殖量最少。奶牛养殖集中分布在内蒙、新疆、

河北、黑龙江等省份，南方地区分布较少。家禽养殖同样以中部、中东部地区为主，其中山

东省养殖量最大，西部地区养殖量最少。羊养殖集中分布在内蒙地区，河北、山东、河南、

四川、新疆等地居其次，其他区域养殖量均较少。综合而言，山东、河北、河南、四川、湖

南、广东、内蒙等地是我国畜禽养殖集中分布的区域，也是目前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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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省份。

2.2 规模化畜禽养殖现状

近几年我国畜禽养殖业呈现专业户-规模化发展，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数量呈现增长趋势，

通过查阅中国畜牧业年鉴，对 2011-2015年我国主要畜禽（生猪、奶牛、肉牛、蛋鸡、肉鸡、

羊）规模化养殖场数量变化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1-6所示。

2.2.1 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增长趋势

通过统计分析 2011-2015年全国年出栏 500头以上的规模化生猪养殖场数如表 1所示：

表 1 2011-2015年我国规模化生猪养殖场数量变化

年份

规模化总

养殖场

（户）数

场（户）数

年出栏
500-999

头

年出栏
1000-2999

头

年出栏
3000-4999

头

年出栏
5000-9999

头

年出栏 1
万-5万头

年出栏 5
万头以上

2011年 237803 157036 58180 12173 6315 3937 162

2012年 255557 167762 63509 12880 6855 4364 187

2013年 266282 175652 65369 13355 7137 4567 202

2014年 267407 175213 66466 13672 7304 4526 226

2015年 264580 174075 65171 13404 7281 4388 261

五年增长率 11.26% 10.85% 12.02% 10.11% 15.30% 11.46% 61.11%

如表 1所示，我国 2011-2015年规模化生猪养殖场数呈现增长趋势，2011-2014年增长

较快，2015年规模化养殖场数稍有减少，总体增长比例为 11.26%。其中年出栏 5000-9999

头、年出栏 5 万头以上的规模化生猪养殖场数增长尤为迅速，5 年间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15.30%和 61.11%，表明近几年我国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呈现集约化发展。从养殖规模来看，

我国现有生猪规模化养殖场主要以年出栏 5000头以下为主，占到总养殖场数的 90.42%。

2.2.2 规模化肉牛养殖场数量增长趋势

通过统计分析 2011-2015年全国年出栏 100头以上的规模化肉牛养殖场数如表 2所示：

表 2 2011-2015年我国规模化肉牛养殖场数量变化

年份
总养殖场

（户）数

场（户）数

年出栏 100-499头 年出栏 500-999头 年出栏 1000头以上

2011年 27862 23578 3344 940

2012年 30588 26108 3473 1007

2013年 31681 27116 3480 1085

2014年 31649 27110 3445 1094

2015年 30296 25943 3328 1025

5年增长率 8.74% 10.03% -0.48%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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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所示，2011-2015年间，我国年出栏 100头以上的规模化肉牛养殖场数呈现增长

趋势，5年间养殖场数量总体增加 2434家，增长比例为 8.74%。其中年出栏 100-499头肉牛

养殖场增加 2365户，增长率为 10.03%；年出栏 1000头以上的规模化肉牛养殖场增加 85家，

增长率为 9.04%，而年出栏 500-999头肉牛养殖场数稍有减少，主要体现在 2014-2015年间。

通过对 5年间年出栏 100头以上的肉牛养殖场数据分析可知，我国肉牛养殖仍以小规模养殖

为主，但也呈现较为明显的集约化发展趋势。

2.2.3 规模化奶牛养殖场数量增长趋势

通过统计分析 2011-2015年全国年存栏 100头以上的规模化奶牛养殖场数如表 3所示：

表 3 2011-2015年我国规模化奶牛养殖场数量变化

年份
总养殖场（户）

数

场（户）数

年存栏 100-499头 年存栏 500-999头 年存栏 1000头以上

2011年 12313 9210 2083 1020

2012年 13457 9872 2324 1261

2013年 14610 10873 2374 1363

2014年 15379 11583 2370 1426

2015年 13591 9942 2171 1478

5年增长率 10.38% 7.95% 4.22% 44.90%

由表 3 可知，2011-2015 年我国规模化奶牛养殖场数量总体增加 1278 家，增长率为

10.38%。其中年存栏 100-499头的规模化奶牛养殖场增加 732户，增长率为 7.95%；年存栏

1000头以上的规模化奶牛养殖场增加 458户，增长率达到了 44.90%。与肉牛养殖场养殖情

况相似，规模化奶牛养殖场数量主要在 2014-2015年有所减少。

2.2.4 规模化肉鸡养殖场数量增长趋势

通过统计分析2011-2015年全国年出栏50000只以上的规模化肉鸡养殖场数如表4所示：

表 4 2011年-2015年我国规模化肉鸡养殖场数量变化

年份
总养殖场

（户）数

规模化肉鸡养殖场（户）数

年出栏 5万

-99999只

年出栏 10万

-499999只

年出栏 50万

-999999只

年出栏 100万只以

上

2011年 25889 19274 5605 701 309

2012年 27362 19731 6362 897 372

2013年 28065 20061 6644 911 449

2014年 29570 21183 6911 912 564

2015年 27947 19532 6695 931 789

五年增长率 7.95% 1.34% 19.45% 32.81% 1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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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我国规模化肉鸡养殖场数量在 2011-2015年期间整体呈增长趋势，其中年

出栏 100万只以上的规模化肉鸡养殖场增长尤为迅速，增长率达到了 155.34%；年出栏 50

万-999999只的规模化肉鸡养殖场增长率也达到了 32.81%；而年出栏 5万-499999只的规模

化肉鸡养殖场 2011-2014年间呈增长趋势，2015年相对有所减少，整体增长趋势较为缓慢。

2.2.5 规模化蛋鸡养殖场数量增长趋势

通过统计分析2011-2015年全国年存栏10000只以上的规模化蛋鸡养殖场数如表5所示：

表 5 2011年-2015年我国规模化蛋鸡养殖场数量变化

年份
总养殖场

（户）数

蛋鸡养殖场（户）数

年存栏 1万

-49999只

年存栏 5万

-99999只

年存栏 10万

-499999只

年存栏 50万只以

上

2011年 36627 34186 1887 531 23

2012年 39135 36345 2133 634 23

2013年 41146 38112 2250 757 27

2014年 42005 38835 2325 817 28

2015年 41480 38138 2405 901 36

五年增长率 13.25% 11.56% 27.45% 69.68% 56.52%

如表 5所示，我国年存栏 10000只以上的蛋鸡养殖场数量在 2011-2015年期间数量稳步

上升，增长趋势明显，五年间增长了 13.25%，其中年存栏 10万-499999只和年存栏 50万只

以上的规模化蛋鸡养殖场增长尤为明显，分别增长了 69.68%和 56.52%。

2.2.6 羊养殖场数量增长趋势

通过统计分析 2011-2015年全国年出栏 100只以上的羊养殖场数如表 6所示：

表 6 2011年-2015年我国羊养殖场数量变化

年份
规模化总养

殖场户数

场（户）数

年出栏 100-499只 年出栏 500-999只 年出栏 1000只以上

2011年 286015 259262 21993 4760

2012年 314453 284351 24108 5994

2013年 354909 317495 29275 8139

2014年 387437 342889 34900 9648

2015年 495404 449446 35658 10300

五年增长率 73.21% 73.36% 62.13% 116.39%

如表 6所示，我国年出栏 100只以上的羊养殖场数量在 2011-2015年期间大幅度上升，

五年间增长了 73.21%，其中年出栏 1000只以上的养殖场数增长幅度最为明显，增长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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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16.39%。

从我国近五年六类主要畜禽规模养殖场发展变化来看，我国规模化养殖场数量近五年增

长迅速，尤其以中大规模化养殖场增长比例较高，小规模化养殖场增长较缓慢，说明近几年

我国规模化养殖场集约化程度得到较大提升。

2.3 畜禽养殖粪污处理现状

2.3.1 我国畜禽养殖粪污处理概况

我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起步较晚，前期因规模化水平较低，大部分畜禽以散养方式与土

地配套，有效地实现种养平衡，畜禽粪污基本得到还田利用，随着畜禽规模化发展水平的提

高，畜禽养殖逐步脱离种植业而相对独立，养殖场基本没有配套粪污消纳的土地，养殖粪污

成为一种污染物，随意堆放或排放造成对环境的影响。目前在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中，农

业源排放的 COD、氮、磷等主要污染物量已远超过工业与生活源，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结果显示，农业源 COD、总氮、总磷排放量分别为 1324.09万 t、270.46万 t、28.47万

t，其中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量占比最重，COD、总氮、总磷排放量分别占到了 95.78%、

37.89%、56.34%；根据 2015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农业源 COD、氨氮排放量分别为 1068.6

万 t、72.6万 t，其中畜禽养殖业 COD排放占比达到了 95%、氨氮达 76%。且随着规模化畜

禽养殖的迅速发展，其污染物排放总量越来越大，处理和利用难度增大。

2010年前，我国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最初采用工业化治理的思路，对大型规模养殖场

污水采用厌氧+好氧+自然处理方式，要求污水达标排放，各地建设了一批养殖污水处理工

程，但从现场调研情况看，因养殖行业的特殊性、养殖业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水平等问题，大

部分工业化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自“十二五”以来，国家调整养殖污染防治思路，提出

以“种养平衡”为前提、资源化利用为主体的防治模式，在此指导思路下，各地大力建设养

殖粪污储存、无害化处理与还田利用设施，据相关统计当前我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采用粪污

资源化利用模式处理粪污的养殖场达到 90%以上，从运行效果和处理成本上看，该种模式均

得到广大养殖企业的接受和认同。但在资源化利用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困惑，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1）前期缺乏合理规划，种养不平衡，养殖场产生的粪污无法就近就地利用，

超过土地承纳能力的现象大量存在；（2）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建设基础差，大部分养殖场无

法实现养殖粪污的无害化处理和有效储存；（3）国家对养殖粪污还田利用缺乏标准指导，粪

污还田利用监督管理难度大。目前，养殖污染已成为影响我国水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加强

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环境管理，减少农业源污染物排放总量、改善和提高农业环境

质量是当前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首要任务。

2.3.2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主要单元技术

2.3.2.1 前处理技术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前处理技术主要包括格栅、固液分离设施、沉砂池、沉淀池等。其中

固液分离是目前处理效果最好、应用较广的前处理技术，其分为自流式滤粪（柜）系统和固

液分离机。自流式滤粪（柜）系统由多个不锈钢滤网并联组合而成，利用地势高低差的水头

压力，将粪水经 PVC管（管径约 110mm）自流注入滤粪柜，粪水在重力作用下经滤网析出，

粪渣则被截留于粪柜内。每天排放 100吨污水的养殖场，可配套安装 12-16个滤粪柜，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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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长、宽、高分别约 1 m、0.8 m和 0.6 m。运行时，每次同时开启 3-4个滤粪柜为一个工作

组，当一组滤粪柜积满粪渣后即停止使用，同时启用另一组滤粪柜，待停用的滤粪柜内的粪

渣自行沥干后予以清除，如此循环往复轮换使用。由于该滤粪（柜）系统为自流式且自行沥

干柜内的粪渣，其 TS（总悬浮固体）去除率可达 60%以上，粪便中的大部分营养被截留并

分离出来。固液分离机应用于畜禽养殖固液分离的主要有离心分离机、挤压式螺旋分离机。

离心分离机就是一种通过提高加速度来达到良好固液分离效果的固液分离设备，但需要消耗

大量的电能，因而运行成本大大增加。卧式离心分离机是一种典型的离心沉降设备，可用于

畜禽场粪水的固液分离，当粪水中的含固率为 8%时，TS的去除率可达到 60%左右。挤压螺

旋式分离机是一种较为新型的固液分离设备，粪水固液混合物从进料口被泵入挤压式螺旋分

离机内，安装在筛网中的挤压螺旋以 30r/min的转速将要脱水的原粪水向前携进，其中的干

物质通过与机口形成的固态物质固柱体相挤压而被分离出来，液体则通过筛网筛出。经处理

后的固态物含水量可降到 65%以下，再经发酵处理，掺入不同比例的氮、磷、钾，可制成高

效广谱的复合有机肥，是蔬菜园区的专用肥料。

2.3.2.2 厌氧处理技术

（1）连续搅拌反应器（CSTR）技术

CSTR技术是指在一个密闭厌氧消化池内完成料液的发酵、产生沼气的技术。其是在常

规反应器内安装了搅拌装置，使发酵原料和微生物处于完全混合状态，与常规反应器相比，

使活性区遍布整个反应器，其效率比常规反应器有明显提高，故名高速反应器。该反应器采

用连续恒温连续投料或半连续投料运行，适用于高浓度及含有大量悬浮固体原料的处理。在

反应器内，新进入的原料由于搅拌作用很快与发酵器内的全部发酵液混合，使发酵底物浓度

始终保持相对较低状态，而其排出的料液又与发酵液的底物浓度相等，并且在出料时微生物

也一起排出，所以，出料浓度一般较高。该反应器是典型的 HRT（水力停留时间）、SRT

（污泥滞留时间）和MRT（微生物滞留时间）完全相等的反应器，为了使生长缓慢的产甲

烷菌的增殖和冲出的速度保持平衡，所以要求 HRT较长，一般要 10-15d或更长的时间。

（2）升流式厌氧污泥床（UASB）

UASB反应器内分为 3个区，从下至上为污泥床、污泥层、气、液、固三相分离器。反

应器的底部是浓度很高并具有良好沉淀性能和凝聚性的絮状或颗粒状污泥形成的污泥床。污

水从底部经布水管进入污泥床，向上穿流并与污泥床内的污泥混合，污泥中的微生物分解污

水中的有机物，将其转化为沼气。沼气以微小的气泡形式不断放出，并在上升过程中不断合

并成大气泡。在上升的气泡和水流的搅动下，反应器中部的污泥处于悬浮状态，形成一个浓

度较低的污泥悬浮层。反应器的上端设有气、液、固三相分离器，在反应器内生成的沼气气

泡受反射板的阻挡进入三相分离器下面的气室内，再由管道经水封而排出。固、液混合液经

分离器的窄缝进入沉淀区，在沉淀区内由于污泥不再受到气流的冲击，在重力的作用下沉淀。

沉淀至斜壁上的污泥沿着斜壁滑回污泥层内，使反应器内积累大量污泥。分离后的液体，从

沉淀区上表面进入溢流槽而流出。

（3）升流式固体反应器（USR）。

USR反应器是指原料从底部进入反应器内，与反应器里的厌氧微生物接触，使原料

得到快速消化的技术，是一种结构简单，适用于高浓度悬浮固体的原料反应器。原料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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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进入反应器内，反应器内不需要安装三相分离器，不需要污泥回流，也不需要完全混合式

那样的搅拌装置。未消化的生物质固体颗粒和沼气发酵微生物，靠被动沉降滞留于反应器内，

上清液从反应器上部排出，这样就可以得到比 HRT 高得多的 SRT和 MRT，从而提高了固

体有机物的分解率和反应器的效率。

2.3.2.3 好氧处理技术

（1）完全混合活性污泥法

完全混合活性污泥法是一种人工好氧生化处理技术。废水经初次沉淀池后与二次沉

淀池底部回流的活性污泥同时进入曝气池，通过曝气废水中的悬浮胶状物质被吸附，可

溶性有机物被微生物代谢转化为生物细胞，并被氧化成为二氧化碳等最终产物。曝气池

混合液在二次沉淀池内进行分离，上层出水排放，污泥部分返回曝气池，剩余污泥由系

统排出。完全混合活性污泥法停留时间一般为 4～12d，污泥回流比通常为 20%～30%。

生化需氧量（BOD5）有机负荷率一般为 0.3～0.8 kg·BOD5/m3·d，污泥龄约 2～4d。
（2）序批式活性污泥法（SBR）

SBR工艺是通过程序化控制进水、反应、沉淀、排水和闲置5个阶段，实现对废水的生

化处理。SBR反应器可分为限制曝气、非限制曝气和半限制曝气3种。限制曝气是污水进入

曝气池只作混合而不作曝气；非限制曝气是边进水边曝气；半限制曝气是污水进入的中期开

始曝气，在反应阶段，可以始终曝气，也为生物脱硫，也可以曝气后搅拌，或者曝气、搅拌

交替进行，其剩余污泥可以在限制阶段排放，也可在进水阶段或反映阶段后期排放。其具有

较高的脱氮除磷效果，反应过程基质浓度梯度大，反应推动力大，处理效率高。

（3）接触氧化法

接触氧化法是一种兼有活性污泥法和生物膜法特点的一种新的废水生化处理法。这种方

法的主要设备是生物接触氧化滤池，在不透气的曝气池中装有焦炭、砾石、塑料蜂窝等填料，

填料被水浸没，用鼓风机在填料底部曝气充氧，这种方式称为鼓风曝气；空气能自下而上，

夹带待处理的废水，自由通过滤料部分到达地面，空气逸走后，废水则在滤料间格自上向下

返回池底。活性污泥附在填料表面，不随水流动，因生物膜直接受到上升气流的强烈搅动，

不断更新，从而提高了净化效果。生物接触氧化法具有处理时间短、体积小、净化效果好、

出水水质好而稳定、污泥不需回流也不膨胀、耗电小等优点。

2.3.2.4 自然处理技术

对于养殖废水处理而言，自然处理技术即进一步去除N、P等营养性污染物的过程，主

要包括土地处理技术和氧化塘处理技术，按运行方式的不同，土地处理技术可分为慢速渗滤

处理、快速渗滤处理、地表漫流处理和湿地处理等技术。氧化塘按照优势微生物种属和相应

的生化反应的不同，可分为好氧塘、兼性塘、曝气塘和厌氧塘四种类型。自然处理技术不能

用于处理高浓度的废水，因此，在养殖废水的处理中仅用于经厌氧、好氧处理后的废水进一

步深度脱氮除磷，这些处理方式受土地条件、自然条件影响较大。

2.3.2.5 畜禽粪便处理技术

畜禽粪便处理技术主要有厌氧消化技术、好氧堆肥技术、生物发酵床技术，此外还包括

http://baike.baidu.com/view/6308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13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18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06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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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粪便焚烧发电技术、畜禽粪便生产颗料燃料技术等，此部分技术目前在实际中应用较少。

厌氧处理技术包括连续搅拌反应器（CSTR）技术、升流式固体厌氧反应器（USR）技术、

升流式厌氧污泥床（UASB）等。好氧堆肥技术包括自然堆肥、条垛式好氧堆肥、机械翻堆

堆肥、转筒式堆肥等，自然堆肥是指在自然条件下将粪便拌均摊晒，降低物料含水率，

同时在好氧菌的作用下进行发酵腐熟，该技术适用于有条件的小型养殖场；条垛式主动

供氧堆肥是将混合堆肥物料成条垛式堆放，通过人工或机械设备对物料进行不定期的翻

堆，通过翻堆实现供氧，为加快发酵速度，可在垛底设置穿孔通风管，利用鼓风机进行

强制通风，条垛的高度、宽度和形状取决于物料的性质和翻堆设备的类型，该技术适用

于中小型畜禽养殖场；机械翻堆堆肥是利用搅拌机或人工翻堆机对肥堆进行通风排湿，

使粪污均匀接触空气，粪便利用好氧菌进行发酵，并使堆肥物料迅速分解，防止臭气产

生，该技术适用于大中型养殖场；转筒式堆肥是指在可控的旋转速度下，物料从上部投

加，从下部排出，物料不断滚动从而形成好氧的环境来完成堆肥，该技术适用于中小型

养殖场。生物发酵床技术是按一定比例将发酵菌种与秸秆、锯末、稻壳以及辅助材料等混合，

通过发酵形成有机垫料，将有机垫料置于特殊设计的猪舍内，利用微生物对粪便进行降解、

吸氨固氮而形成有机肥。该技术能使猪粪尿在猪圈内充分降解，养殖过程无污水排放，能够

实现养殖过程清洁生产，适用于中小型养猪场。畜禽养殖排污单位经处理后的粪便以及处理

过程中产生的沼渣、污泥、垫料等固体粪污需经上述技术处理后再进行后续利用，主要用于

农业种植、蚯蚓养殖等。

2.3.3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主要模式分析

畜禽养殖污染与工业和生活污染存在较大的差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即为畜禽养殖产生的

粪污不一定成为污染物，如养殖粪污通过合理方式资源化利用，则其不能认定为污染物，只

有养殖粪污管理不规范或超量施用，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通过实地调研、资料调研结合“十

二五”期间全国污染物总量减排情况分析，目前，我国畜禽养殖粪污的处理模式总体来说可

以分为以下五种：

（1）粪污全部农业利用模式：粪便污水经储存或简单处理后作为资源全部用于农业种

植施肥或水产养殖等，配套种植或养殖面积足够、且规范操作可确保不直接向环境中排放污

染物。

（2）粪便农业利用+污水处理达标排放模式：粪便储存或简单处理后农业种植施肥利用，

配套种植面积足够、且规范操作可确保不直接向环境中排放污染物；污水经厌氧+好氧+自

然处理后排放存在水污染物的排放。

（3）粪便生产有机肥+污水处理达标排放模式：粪便干清后用于有机肥生产，不对外排

放污染物；经厌氧+好氧+自然处理后排放存在水污染物的排放。

（4）粪污混合达标排放模式：粪便、污水混合经厌氧+好氧+自然处理后达标排放，存

在水污染物的排放。

（5）垫草垫料+垫料农业利用或生产有机肥：此模式目前主要为生猪发酵床养殖工艺，

畜禽粪便和污水与垫料混合发酵后农业利用或生产有机肥，不对外排放污染物。

为准确掌握我国规模化畜禽养殖粪污处理的主要模式，通过对“十二五”期间全国污染

物总量减排认定的 60006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污染防治模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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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表 8所示。

表 7 全国污染物总量减排认定规模化养殖场粪便处理模式统计表

种类

全国认定情况 粪便处理模式占比（%） 认定项目平均养殖量（头）

养殖场

数

养殖量*（万

头/羽）
有机肥

农业利

用

垫草

垫料

生产

沼气

生产有机

肥

农业利

用

垫草垫

料

生产沼

气

生猪 41967 16308 17.55 79.06 2.26 1.10 5314 3458 6148 4278

奶牛 4130 397 20.77 77.49 0.45 1.29 1415 830 1291 2614

肉牛 3016 260 22.02 75.44 1.53 1.01 1322 711 1225 533

蛋鸡 7100 43533 61.34 37.24 0.77 0.65 64476 45138 609590 44830

肉鸡 4793 183048 69.39 26.68 3.64 0.29 427266 243267 561039 876464

*注：按照减排核算规定生猪、肉牛、肉鸡按出栏量计，奶牛、肉牛按存栏量计，以下均相同。

表 8 全国污染物总量减排认定规模化养殖场污水处理模式统计表

种类

全国认定情况 处理模式占比（%） 减排认定项目平均养殖量（头）

养殖场

数

养殖量

（万头）

达标

排放

深度处

理回用

储存

农用

厌氧

农用

垫草

垫料

达标

排放

深度处

理回用

储存

农用

厌氧

农用

垫草

垫料

生猪 41967 16308 2.71 4.59 30.86 59.56 2.28 7471 9310 3283 4687 6148

奶牛 4130 397 1.98 3.07 57.41 37.02 0.44 1854 1299 914 1180 1291

肉牛 3016 260 1.21 1.51 56.91 38.77 1.58 778 784 857 661 1225

*注：蛋鸡、肉鸡无连续污水产生，仅少量冲洗水，不进行统计分析。

由表 7、表 8可知，目前我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粪便处理与利用主要方式有：

储存农业利用、堆肥农业利用、生产有机肥、生产沼气等，而采用最多的为储存农业利用和

生产有机肥两种方式，在所有处理与利用方式中只有粪便生产沼气有污水产生并可能排放污

染物，从当前处理与利用情况看，采用该方式的比例很低，全国占比在 1%左右。规模化畜

禽养殖污水处理与利用方式主要有：储存农业利用、厌氧农业利用、厌氧好氧农业利用、达

标排放等，而农业利用仍是主要途径，完成减排认定的养殖场（小区）90%左右采用储存（厌

氧、厌氧+好氧）农业利用的方式，3%左右采用垫草垫料模式，采用达标排放模式的（有污

水排放口的规模化养殖场）占 7%左右。

针对污水处理达标排放或回用模式以及粪污混合达标排放模式，均有污水产生，可通过

排污许可进行管理；针对粪污用于农业种植、水产养殖等资源化利用模式，养殖粪污通过合

理方式作为肥料利用，不能认定为排放污染物，但养殖粪污管理不规范或超过土地消纳能力

施用，即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这也是当前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且从

现状分析，我国 90%以上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采取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模式，也

是当前国家重点引导的方向，因此，针对该类模式的养殖场（小区）需明确环境管控内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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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3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3.1 环境形势的变化对标准提出新的要求

排污许可证制度是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有效手段，其实施对规范排污、全面加强排污

管理有着重大意义，数十年以来，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完善的排污许可制度，

并建立了完整的排污许可技术体系。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提出改革环境管理基础制度，建立覆盖所

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制度，使其成为企业守法、政府执法、社会监督的依据，实现“ 一

证式”管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该项工作确定为环境保护重点改革任务之一。

2015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环境保护基础法的地位明确规定了排污许

可证制度；2015年 4 月 2日发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要“全面推行排污许可，

依法核发排污许可证，2015年底前，完成国控重点污染源及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地

区污染源排污许可证的核发工作，其他污染源于 2017 年底前完成”；2015 年 4月 25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中将“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

度”确定为完善生态环境监管制度的重要内容；2015年 10月 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改革环境治理基础

制度，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实施方案》 明确了排污许可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总

体思路，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制度，分行业推进，完成覆盖所有

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实施方案》中明确按行业分步实现对固定污染源的全

覆盖，率先对火电、造纸行业企业核发排污许可证，2017 年完成《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行业及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2020 年全国基

本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迅速增加，规模化畜禽

养殖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日渐凸显，规范其污染治理与排放行为，对于降低养殖对环境

的影响，引导畜牧业健康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国家将规模化畜禽养殖行业纳入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年版）》中规定的重点行业之一，要求于 2019

年完成排污许可证的申请与核发工作。

3.2 相关环保标准和环保工作的需要

3.2.1 相关环保标准的需要

《实施方案》对固定源许可排放限值核算、污染源达标判定、自行监测、环境管理等方

面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现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工程技术规范、总量核算管理办法等不

能满足上述排污许可制实施的精细化管理要求。环境保护部整体规划了“总则+分行业”形

式的排污许可技术规范总体框架，分阶段制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总则以及钢

铁、水泥、制糖、淀粉、屠宰与肉类加工、电镀等行业的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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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相关环保工作的需要

我国农业污染防治起步较晚、基础较薄弱，相关技术规范、标准及管理措施还不太完善，

且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受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方式影响大，现有行业排放标准

于 2001年颁布实施，相关标准限值与现有环境质量要求不太相符，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设

施和环境监管水平较低，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和日常监测水平相对于工业和生活源较落后，

养殖场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技术和方法不统一。《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

行业》将对该行业排污许可证的申请与核发进行指导与规范，一方面指导畜禽养殖行业排污

单位填报《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及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相关申请信息，一方

面为核发机关审核确定畜禽养殖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许可要求提供规范，对规范畜禽养殖企

业排污行为以及实现排污许可证覆盖畜禽养殖行业具有重要意义。

3.3 标准的最新研究进展

为贯彻落实《实施方案》，原环境保护部于 2016年 12月发布了《暂行规定》和《关于

开展火电、造纸行业和京津冀试点城市高架源排污许可证管理工作的通知》，启动了火电、

造纸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的相关工作；2017年相继发布了石化、水泥、制药、电镀、

炼焦化学工业等行业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于 2018年 1月发布了《管理办法》，

规定了排污许可证核发程序等内容，细化了环保部门、排污单位和第三方机构的法律责任。

根据生态环境部工作部署，《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行业》为 2018年编

制标准范畴，目前尚无具体指导文件。

3.4 现行标准存在的问题

目前从国家层面还未颁布和实施畜禽养殖行业排污许可的相关标准，在国家统一发布畜

禽养殖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前，已有部分省份开始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

发放排污许可证，通过对上海、河南、河北等地规模化畜禽养殖排污许可证发放情况进行调

研发现，各地对规模化畜禽养殖排污许可内容、发放范围、许可排污量核定方法等均存在较

大差异，有些地方对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养殖场也发放许可证，比如上海，其排污许可证发放

范围是采用资源化利用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许可污染指标包括了 COD、TN、TP、

NH3-N等，还在后续监管方面加强了还田农田土壤和地下水的监测；而其他地方主要针对粪

污达标处理排放的养殖场进行排污许可证发放，许可指标、排放量等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

减排核查认定为依据，没有统一的许可标准。因此，迫切需要从国家层面建立专门行业排污

许可申请和核发技术规范，对许可证的许可范围、基本信息、许可事项（排污口类型、位置、

排放方式、排污去向、排放污染物种类、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等）和管理要求进行指

导和规范。

4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的研究

4.1 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标准情况的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许可证申请及许可证要求的管理体系。

美国的排污许可证制度主要是通过立法实现的。1972 年 11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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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水污染控制法修正案》，美国排污许可制度由此正式确立。其后，美国国会于 1977年对该

法案进行修订，最终形成美国防治水污染和实施水污染排污许可制度的法律基础，即《清洁

水法》，该法律规定了排污许可证的功能定位、管理体系、适用范围、类型与流程等具体要

求。1990年，借鉴《清洁水法》，美国国会又修订《清洁空气法》，确立了针对大气污染物

排放的许可证制度，对美国大气排污许可证的类型、适用范围、申请核发程序、公众参与、

执行与监管、处罚等内容做出具体规定。美国畜牧业环境污染防治体系已基本成熟，建立了

配套的政策、法律和标准，以及相应的行动措施。在养殖业的污染防治中，美国主要通过严

格细致的立法来防治养殖业污染。为了便于管理，美国通过立法将养殖业划分点源性污染和

非点源性污染进行分类管理。点源性污染的防治是经过收集和处理技术使污染物达到国家污

染物排放许可。非点源性污染主要是通过采取国家、州和民间社团制定的污染防治计划、示

范项目、推广良好的生产实践、生产者的教育和培训等综合措施科学合理地利用养殖业废弃

物。1972年的《清洁水法》第四章规定建立国家污染物排放消除制度（简称 NPDES），主

要目的在于控制点源的排放。规定任何排入美国天然水体的点源都必须获得由 EPA 或得到

授权的州、地区、部落颁发的 NPDES 之排污许可证，否则即为非法。每个 NPDES之排污

许可证包含了一系列目前最佳可用技术的排放限值和达到标准的最后期限，以保护受纳水体

的质量。随后，美国在 1977年的清洁水法里将工厂化养殖业与工业和城市设施一样视为点

源性污染，排放必须达到国家污染减排系统许可。明确规定超过一定规模的畜禽养殖场建场

必须报批，获得环境许可，并严格执行国家环境政策法案。最初，联邦政府规定的企业污染

物排放制度对饲养牲畜头数在 1000个畜牧单位以上并不向水域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不需要领

取排污许可证，因为这种企业不被认为是点污染源。此后，净水法案于 1978年进行了修改

和补充。修改后的净水法案反映了政府对非点源污染控制方面的一些主张。集中畜牧饲养业

的定义改为，任何畜牧饲养企业只要饲养牲畜数量在 1000个畜牧单位以上就被认为是点污

染源。此外，各州政府也有自己的环境保护法，部分州政府的环境保护法可能比联邦政府的

法规更加严格。

加拿大的排污许可证作为一种实现各法规、政策、标准及工作目标融合的可操作性方式

存在。该国大部分环境法律都禁止向自然环境排放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任何物质，除非排

放得到了法规或者许可证的授权。所谓的“不利影响”涵盖了相当广的范围，例如扬尘、噪声

等都被包括其中。因此，几乎所有的工业设施都要获取许可证。在排污许可证规定项目中，

还包括企业对执行排污许可证的承诺。许可证一般是由省级监管部门以“批准证明”或与其类

似的形式进行发放。其中，各个省依据自身法律，其许可证制度又各有不同，如较为典型的

安大略省环境许可体系。安大略省环境许可体系实行 EASR（EASR是一个在线注册系统，

针对的是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风险较小的活动，以及适用于 EASR操作规则的活动，适用于和

以下设施有关的活动：汽车修理设施、商业打印设施、供热系统、无害废物运输系统、小型

落地式太阳能设施、备用电源系统）和 ECA（ECA是一个综合性的许可，它涵盖了企业与

空气、噪声、废物、污水相关的所有排放，设定了最大的污染物排放量，并明确相关要求和

监控、汇报等义务）并行的策略，使污染程度不同的活动可以分开进行处理，在很大程度上

减少了许可负担，节省了许可成本。除安大略省外，加拿大其他省份均有各自的许可体系。

如魁北克省要求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项目必须要获得魁北克可持续发展、环境和园林部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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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授权证明”。针对养殖业污染的防治，加拿大主要通过立法进行畜禽养殖业的污染防

治和管理。加拿大的各省都制定了畜禽养殖业环境管理的技术规范，畜禽养殖场必须按畜禽

养殖业技术规范的要求对养场的环境进行管理。畜禽养殖业环境管理技术规范对畜禽养殖场

的选址及建设、畜禽粪便的储存与土地使用进行了严格细致的规定，其对畜禽养殖场的污染

技术指导极为重要，如果畜禽养殖场违反规范要求造成环境污染事故，将由加拿大的地方环

境保护部门依据《联邦渔业法》及本省的有关法规（如安大略省《环境保护法》、《水资源法》）

的有关条款对产生的污染事故进行处罚。

欧盟于 1996 年颁布了《综合污染预防与控制指令》（Integra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irective 以下简称 IPPC指令），该指令是综合性的污染控制指令，目标是对环境实施

综合管理，预防或减少对大气、水体、土壤的污染，控制工业和农业设施的废物产生量，确

保提高环境保护的水平。该指令的颁布，代表了欧盟开始采用综合许可证制度，以期对各种

环境要素中的污染物进行统一控制。IPPC 指令要求具有较高污染潜力的工业和农业活动需

要获取许可证；只有规定的环保条件都得以满足才可以发放许可证。该指令适用于能源、金

属生产及加工、采矿、化工、废物管理、畜牧业等行业的新建或现有污染源。IPPC 指令的

核心要求是要根据经济可达的最佳可行技术对指定行业的污染设施发放综合许可证。欧盟养

殖业污染的防治于 20世纪 90年代，欧盟各成员国通过了新的环境法，规定了每公顷动物单

位（载畜量）标准、畜禽粪便废水用于农用的限量标准和动物福利（圈养家畜和家禽密度标

准），鼓励进行粗放式畜牧养殖，限制养殖规模的扩大，凡是遵守欧盟规定的牧民和养殖户

都可获得养殖补贴。

日本的排污许可制度采取污染物总量控制。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始于 1973年濑户内海的

《环境保护临时措施法》。日本的总量控制策略是以广域闭锁性水域为对象，以保护水环境、

改善水质为目标的环境管理制度。通过实施水质总量减排措施，使污染极为严重的海域和河

川的水质得到了改善，恶臭现象减少，成功削减了相关水域的污染负荷量。在水污染物总量

控制过程中，根据不同行业和不同设施（共 215个大类）分别规定了各种污染物的控制标准

浓度值（C值），并由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技术水平确定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然后由每个行

业的 C 值和特定行业允许排水总量（日均允许排水量）计算各海域中各行业每年的污染物

总量控制目标值，并通过各行业处理技术决定其 C 值和总量目标。日本总量控制目标值的

确定是一个“自下而上”、技术水平决定总量控制目标的过程。区域总量控制目标是由国家、

地方和企业在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并充分考虑各地方和企业的执行能力所提出的目标控制

量。总量控制要求各排污企业达到其所属行业和设施类型的 C 值，并不涉及具体的减排任

务。本质上，日本的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是指允许排放浓度和排放水量标准的“乘积”。在 20

世纪 70年代日本养殖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此后日本便制定了《废弃物处理与消除

法》、《防止水污染法》和《恶臭防止法》等 7部法律、对畜禽污染防治和管理做了明确的规

定。

这些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获得的成功经验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其排污许可制度也供我们

在规范制定过程参考。但我们在实际标准制定过程中需注意我国的国情、经济技术发展水平、

政府职能定位，使法规切合实际的要求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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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国内标准情况的研究

4.2.1 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我国一直致力于污染物排污可证制度的研究，从 1985 年上海实施排放许可证制度到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明确规定，已经历了 30年的发展。1985年上海市

黄浦江水资源保护区率先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1987年徐州等市也试行排污许可证制度，

1989年“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式提出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2008年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 明确了“国家实行排排污许可，禁止企业事业单位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违反

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向水体排放废水、污水”，第二十条规定“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

由国务院规定”。2015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环境保护基础法的地位

明确规定了排污许可证制度；2015年 4月 2日发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要“全面

推行排污许可，依法核发排污许可证，2015年底前，完成国控重点污染源及排污权有偿使

用和交易试点地区污染源排污许可证的核发工作，其他污染源于 2017年底前完成”；2015

年 4月 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中将“完善污染物排放

许可证制度”确定为完善生态环境监管制度的重要内容；2015年 10月 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改革环

境治理基础制度，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对企事业

单位发放排污许可证并依证监管实施排污许可制。为贯彻落实《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

方案》，原环境保护部于 2016年 12月发布了《暂行规定》和《关于开展火电、造纸行业和

京津冀试点城市高架源排污许可证管理工作的通知》，并附带《火电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

核发技术规范》、《造纸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明确了火电、造纸行业排污

许可证适用范围及排污单位基本情况、产排污节点对应排放口及许可排放限值、可行技术、

自行监测管理要求、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与执行报告编制规范、达标排放判定方法及实际排放

量核算方法等相关要求；于 2018年 1月发布了《管理办法》，规定了排污许可证核发程序等

内容，细化了环保部门、排污单位和第三方机构的法律责任。畜禽养殖行业作为《固定污染

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年版）》中规定的重点行业之一，应于 2019年完成排污许

可证的申请与核发工作。

4.2.2 畜禽养殖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情况

针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我国在 2000年以后陆续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2001年出台的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总局令 第 9号）中规定：畜禽养殖场应保持环境整洁，采

取清污分流和粪尿干湿分离等措施，实现清洁养殖。2001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了《畜

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明确规定了畜禽养殖主要污染物及相应的排放标

准。2002年《农业法》中规定：从事畜禽规模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粪便、废水及废弃

物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综合利用。2004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规定：从事畜禽

规模养殖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理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便，防止污

染环境。2005年《畜牧法》中规定：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保证畜禽粪便、废水及其他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或无害化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转，保证污染物达标排放，防止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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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生活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及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城镇居民区、

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养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

殖小区；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畜牧业发展状况制定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规模标

准和备案程序。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规定：国家支持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建设畜禽粪便、废水的综合利用或无害化处理设施；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保

证其畜禽粪便、废水的综合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设施正常运转，保证污水达标排放，防止污

染水环境。2011年《“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将农业纳入主要污染物总量

减排控制范围，且明确“十二五”期间农业源污染减排工作重点是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

区）。2014年，我国开始施行首部国家级农业环境保护类法律法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

治条例》（国务院令 第 643号），条例中不仅强调了畜禽养殖业科学规划布局、环保设施建

设、污染治理激励措施等，更明确了养殖场环境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为进一步推动我国

以污染减排为抓手的畜禽污染治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定点屠宰企业等的选址、建设和管理应当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从事畜禽养殖和屠宰的单位和个人应该采取措施，对畜禽粪便、尸

体和污水等废弃物进行科学处置，防治污染环境。

在污染防治技术方面，我国 2000年以后，陆续出台了《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HJ/T 81-2001）、《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GB/T 25246-2010）、《沼肥施用技术规范》（NY/T

2065-2011）、《畜禽养殖污水贮存设施设计要求》（GB/T 26624-2011）、《畜禽养殖业污染治

理工程技术规范》（HJ 497-2009）、《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GB/T 25246-2010）、《农业固

体废弃物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588-2010）、《有机肥料》（NY 525-2012）、《粪便无害化卫

生要求》（GB 7959-2012）、《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HJ-BAT-10）、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10〕151号）等技术规范、政策，并在沼气工

程技术应用、生态养殖体系构建、污水达标处理工程示范等畜禽污染治理措施上进行了探索

和实践，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畜禽污染继续扩大的趋势。

以上这一系列规章制度，规定了畜禽养殖场（小区）环境管理要求以及必须按有关规定

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排污申报登记并按规定取得《排污许可证》的要求，

但由于畜禽养殖污染的特殊性，尤其是畜禽粪便污水处理方式的多样性以及污染物排放的广

泛性，畜禽养殖排污申报尚缺乏较为行之有效且操作性较强、指标化的畜禽养殖场（小区）

污染物排放核定方法和规范化的排污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

5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5.1 基本原则

（1）与我国现行有关的环境法律法规、标准协调相配套，与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相一

致原则。以《实施方案》、《暂行规定》、《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为依据制

订本标准。

（2）适用范围和工作原则满足相关环保标准和环保工作要求的原则。本标准针对畜禽

养殖企业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工作而制定，指导畜禽养殖企业填报申请排污许可证和核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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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审核确定排污许可证。

（3）普遍适用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原则。根据畜禽养殖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各污染源、

污染因子的特点，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最终提出本标准的技术要

点，以保证最大限度地与畜禽养殖企业实际情况相吻合，使本标准具有行业针对性和代表性。

5.2 技术路线

编制组运用系统调研、资料调研等方法，确定了本标准的技术路线，明确了标准编制中

的重点难点问题；通过现场调研、咨询专家等方式，对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的重难点问题进行

攻破，制定标准；并通过试点企业的应用，进一步完善该标准，最终进行论证验收。

本标准技术路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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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本标准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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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关于畜禽养殖行业的数据字典

◆编制畜禽养殖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培训教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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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准内容结构

本标准分为以下内容：

0 前言

1 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填报要求

5 产排污环节对应排放口及许可排放限值确定方法

6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

7 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8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与执行报告编制

9 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10 合规判定方法

7 标准主要内容条文说明

7.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的排污许可管理。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许可证发放范围具体由《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规定。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年版）》，当前仅对设有污水排放口（达标

排放模式）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发放排污许可证，针对粪污处理采用资源化利用

模式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暂不作发证要求，若日后《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

名录》对此部分养殖场（小区）明确了管理要求，则其排污许可管理同样适用于本标准。

根据本说明第 2.1章节内容中我国主要畜禽养殖量分析，对未由省级人民政府明确发文

确定规模化标准的省份主要考虑生猪、肉牛、奶牛、肉鸡、蛋鸡、鸭、鹅、羊养殖场排污许

可证的申请与核发，对由省级人民政府发文确定了规模化标准的非上述养殖品种（如马、驴、

骡、兔等）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范围。大气污染物的排污许可管理主要为规模化养殖场（小区）

恶臭排放以及锅炉废气的排放。对于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的

生产设施或排放口，其涉及标准中的内容均参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

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7.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节内容给出了本标准引用的有关文件名称及文号，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

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7.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畜禽养殖废水、干清粪工艺、水

冲粪工艺、水泡粪工艺、垫草垫料工艺、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场界、恶臭污染物、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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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许可排放限值、特殊时段 13个术语进行了定义。

其中畜禽养殖废水、干清粪工艺、水冲粪工艺、水泡粪工艺、4个术语参考《畜禽养

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497-2009）中的定义；恶臭污染物、臭气浓度、单位产

品基准排水量 3个术语参考《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2001）中的定义；

规模化养殖场、规模化养殖小区两个术语目前在国家层面上没有统一的定义，而《畜禽规

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总局令 第 9号）中明确规定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具体规模标

准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通过实际调研情况可知，当前我国还只有部分省份（如辽宁、湖

南、海南、浙江等）省级人民政府明确发文确定了本省规模化标准，其余省份主要为农业

部门或环保部门发文明确规模化标准。基于此，编制组通过综合各省份规模化标准，并参

考“十二五”期间畜禽养殖污染物总量减排中的规模标准研究提出了本标准中规模化养殖

场（小区）的定义，对未由省级人民政府明确规模化标准的省份，建议纳入排污许可管控

范围的养殖场（小区）为养殖量生猪≥500头（出栏）、奶牛≥100头（存栏）、肉牛≥100头

（出栏）、蛋鸡≥10000只（存栏）、肉鸡≥50000只（出栏），其他畜禽种类按照存栏量折算，

折算比例系数为：30只鸭折算成 1头猪，15只鹅折算成 1头猪，3只羊折算成 1头猪。按

出栏量统计养殖量的畜种按以下比例折算存栏量：年出栏 2头猪＝常年存栏 1头猪、年出

栏 5只肉鸡＝常年存栏 1只肉鸡、年出栏 1头肉牛＝常年存栏 2头肉牛。其折算系数为编

制组依据 GB 18596以及对各类畜禽养殖周期、实际生产情况研究确定，对由省级人民政

府发文确定了规模化标准的地方畜禽品种（马、驴、骡、兔等）由各地自行确定折算系数。

此外，针对规模化养殖小区排污许可证的发放，虽然小区内养殖单元数量较多，但根

据养殖小区的定义和要求，养殖小区必须有规范的管理制度，有专门的负责人或统一的组

织对其进行规划、防疫、管理、治污，因此，针对没有明确法人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

排污许可证可发放至相应的负责人或管理组织负责人；垫草垫料工艺术语定义为编制组根

据实地调研了解的情况，结合国内外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提出；场界术语主要针对标准

中恶臭的环境管理提出，通过对全国各区域畜禽养殖场（小区）的现场调研情况可知，我

国大部分养殖场（小区）均没有明确的场界，尤其是中小规模养殖场，甚至连围墙都没有，

而恶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人类感观的影响上，因此，本标准中进一步细化了场界的定义，

对畜禽养殖场（小区）无法确定边界的情况，则以其距离最近的环境敏感点作为场界；许

可排放限值和特殊时段两术语定义参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提出。

7.4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填报要求

7.4.1 一般原则

本节内容主要规定了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填报《排污许可证申请

表》时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填报系统下拉菜单中未包括的、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有规范

需要填报或者排污单位认为需要填报的，可自行增加内容。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可以根据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增加需要在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内容，并填入排污许

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申报系统中“有核发权的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增加的管理内容”一栏。

未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或未按有关规定经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整顿规范并有相关证明材料的排污单位，采用的污染防治设施或措施不能达到许可排放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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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排污单位，以及存在其他依规需要改正行为的排污单位，在首次申报排污许可证填报

申请信息时，应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申报系统中“改正规定”一栏，提出改正方

案。

7.4.2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排污单位基本信息应填报单位名称、是否需整改、行业类别（填报时选择“畜禽养殖相

关行业”）、许可证管理类别、邮政编码、是否投产、投产日期、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经度、

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纬度、所在地是否属于环境敏感区（如大气重点控制区域、总磷总氮控制

区等）、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意见文号（备案编号）、地方政府对违规项目的认定或备案文件

文号、主要污染物总量分配计划文件文号、颗粒物总量指标（t/a）、二氧化硫总量指标（t/a）、

氮氧化物（以 NO2计）总量指标（t/a）、化学需氧量总量指标（t/a）、氨氮总量指标（t/a）、

其他污染物总量指标（如有）等。

7.4.3 主要产品及产能

7.4.3.1 一般原则

应填报养殖场（小区）养殖种类、主要生产单元、养殖栏舍面积、养殖周期、生产设施

及设施参数、养殖量。

7.4.3.2 养殖种类

养殖种类为必填项，包括生猪、奶牛、肉牛、肉鸡、蛋鸡和其他种类，其他种类包括羊、

鸭、鹅以及省级人民政府明确发文规定了规模化标准的其他畜禽品种，计量单位为头（只）。

前五类品种可以在系统下拉菜单中直接勾选，如填报其他种类，则在备注中注明羊、鸭、鹅

等种类。

7.4.3.3 主要生产单元

主要生产单元为必填项。主要生产单元包括养殖栏舍与公共单元。

养殖栏舍包括生猪养殖栏舍、肉牛养殖栏舍、奶牛养殖栏舍、肉鸡养殖栏舍、蛋鸡养殖

栏舍、其他养殖种类养殖栏舍。其他种类养殖场按照实际设施情况填写其他养殖种类养殖栏

舍。

公共单元必填项包括锅炉供热系统、储存系统、辅助系统，选填项包括供水处理系统和

废水消毒系统等。

7.4.3.4 养殖栏舍总面积

养殖栏舍总面积为必填项，为养殖场所有栏舍总面积，计量单位为 m2。

7.4.3.5 养殖周期

养殖周期为必填项，计量单位为天。

7.4.3.6 主要生产设施

养殖栏舍的主要生产设施应逐一填写。

生猪养殖栏舍的主要生产设施包括公猪栏舍、妊娠栏舍、分娩栏舍、保育栏舍、育成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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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栏舍与其他栏舍。公猪栏舍：单独饲养公猪的栏舍，主要为了保证公猪的生产性能；妊娠

栏舍：单独饲养母猪或妊娠母猪的栏舍，主要有限位饲养栏舍、群栏饲养栏舍、限位群栏搭

配饲养栏舍三种类型；分娩栏舍：业内称为产床，是母猪分娩的猪舍，能为母猪分娩提供温

度恒定、卫生条件较好的环境；保育栏舍：用于饲养出生 20-25天后至 60-70天的小猪的栏

舍；育成育肥栏舍：由保育舍转出的猪进入育成或育肥栏舍；肉牛养殖栏舍的主要生产设施

包括分娩栏舍、犊牛饲养栏舍、育肥牛栏舍与其他栏舍。分娩栏舍：母牛分娩的栏舍；犊牛

饲养栏舍：用于饲养出生到断奶阶段（一般 6-8月龄）的小牛；育肥牛栏舍：用于饲养育肥

期间肉牛的栏舍。

奶牛养殖栏舍的主要生产设施包括奶牛栏舍、运动场、挤奶厅、分娩栏舍、犊牛饲养栏

舍与其他栏舍。奶牛栏舍：主要为自由散放的奶牛舍，舍内有饮水槽、卧床等设施；运动场：

为了保证奶牛顺利产奶而提供的供奶牛活动的区域；挤奶厅：用于奶牛挤奶的生产车间，主

要有人工挤奶和机械挤奶两种方式；分娩栏舍：用于奶牛分娩产幼崽的栏舍；犊牛饲养栏舍：

奶牛产下的幼崽一般与母牛分开饲养，用于饲养奶牛幼崽的栏舍。

肉鸡养殖栏舍的主要生产设施包括肉鸡舍和其他栏舍。肉鸡舍：用于肉鸡养殖的栏舍；

蛋鸡养殖栏舍的主要生产设施包括育雏舍、育成舍、蛋鸡舍与其他栏舍。育雏舍：用于

饲养 2-4 周鸡苗的栏舍；育成舍：由育雏舍转出的鸡苗进入育成舍饲养；蛋鸡舍：用于饲养

蛋鸡的栏舍。在实际养殖中，还存在部分种鸡养殖场，其养殖栏舍性质基本与蛋鸡相同，故

按蛋鸡栏舍的主要生产设施填写。

其他养殖种类或排污单位内部有未明确类型的栏舍，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养殖设施的填

报结果必须包含排污单位内所有的养殖设施。

锅炉供热系统的主要生产设施包括燃煤锅炉、燃油锅炉、燃气锅炉、燃生物质锅炉、其

他锅炉。

储存系统的主要生产设施包括饲料储存库、防疫药品储存库、成品库、污染治理药品储

存库、煤场、油罐、气罐、其他固体废物储存间。

辅助系统的主要生产设施包括固体粪污处理工程、废水处理工程、锅炉废气治理设施、

废水资源化利用设施、恶臭处理设施。其中固体粪污处理工程包括固体粪污临时堆放场、堆

肥场、有机肥处理设施及其他；废水资源化利用设施包括储存池、厌氧池及其他。

供水处理系统的主要生产设施包括清水制备系统和其他。

废水消毒系统的主要生产设施为废水消毒系统。

7.4.3.7 主要生产设施编号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填报内部生产设施编号，若排污单位无内部生产设施编号，则根

据《固定污染源（水、大气）编码规则（试行）》（环水体〔2016〕189 号中附件 4）进行编

号并填报。

7.4.3.8 设施参数

分为参数名称、设计值、计量单位和清粪方式，均为必填项。

参数包括各类养殖栏舍主要生产设施的面积，计量单位为 m2；储存系统的设计储存量，

计量单位为 t、m2或 m3；辅助系统的设计处理能力，计量单位为 m3/d或 m3 /h，其中固体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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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处理工程的设计处理能力，固体粪污临时堆放场、堆肥场等计量单位为 m3或 m2，有机肥

处理设施计量单位为 t/d。选填项包括供水处理系统的设计供水能力，计量单位为 t/d；废水

消毒系统的设计处理能力，计量单位为 t/d。

清粪方式应逐个栏舍填写，包括干清粪、水冲粪、水泡粪（尿泡粪）、垫草垫料（生物

发酵床）、其他方式。

7.4.3.9 养殖量

养殖量为必填项。原则上排污单位填写环境影响评价评审意见或经地方环境管理部门备

案的设计养殖量。排污单位无法提供设计养殖量时，填写近三年最大养殖量。其中出产肉食、

动物皮等产品的养殖企业填写出栏量，出产乳蛋、动物毛等产品的养殖企业填写存栏量。随

着生猪养殖专业化发展，目前我国存在部分专业种猪养殖场（小区），这类养殖场（小区）

专业从事种猪养殖，仔猪断奶后转移至其他育肥场或农户进行养殖，对于该类养殖场（小区）

养殖量折算成生猪计算，折算系数为根据当前我国环境统计中生猪与母猪主要污染物

（COD、TN、TP、氨氮）产生系数比例关系得出，环境统计中生猪、母猪主要污染物产生

系数及比例关系如表 9所示。

表 9 生猪、母猪主要污染物产生系数及比例系数表

品种 COD TN TP 氨氮 备注

猪（kg/头） 36 3.7 0.56 1.8 出栏量

母猪（kg/头） 200 18 2.4 6.4 存栏量

比例系数（母猪/猪） 5.56 4.86 4.29 3.56 平均值 4.56

由表 9分析可知，母猪与生猪主要污染物产生系数比例存在一定差异，这与母猪和生

猪养殖饲料消耗量和营养结构不同存在一定关系，为简化操作与管理，母猪与生猪主要污

染物产生系数比例取平均值 4.56，为简化计算折算系数按 5取值，即存栏一头母猪按年出

栏 5头生猪进行折算。且根据环境统计中母猪污染物产生系数测算说明，母猪污染物产生

系数包括了仔猪段污染物产生量，因此，对专业出栏仔猪的养殖场不需另计算仔猪的污染

物产生量。

7.4.4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7.4.4.1 一般原则

所有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均需填写辅料信息与燃料信息，包括种类、名称、设计年使

用量、计量单位。

7.4.4.2 种类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种类包括辅料和燃料。辅料信息仅针对废水

处理工程填写。燃料信息仅针对有锅炉设施的养殖场（小区）填写。

7.4.4.3 辅料及燃料名称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辅料名称为主要为废水处理工程中添加的絮凝剂、助凝剂、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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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和菌剂等，需要逐一填写投加药剂名称。

燃料名称包括燃煤、燃油、天然气、其他生物质燃料等。

7.4.4.4 设计年使用量和计量单位

按设计养殖量或近三年实际使用量的最大值填写，未投运或投运不满三年的排污单位年

最大使用量按设计使用量填写，设计年使用量为与养殖量相匹配的原辅材料及燃料使用量，

计量单位为 t。

7.4.5 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治理设施

7.4.5.1 一般原则

废水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包括废水类别、污染物控制项目、污水处理方

式、排放去向、排放规律、污染治理设施名称及编号、是否固液分离、污染治理设施工艺、

是否为可行技术、排放口编号、排放口类型、排放口设置是否符合要求。填报内容参见标准

中表 1。

废气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包括对应产污环节名称、污染物种类、排放形

式（有组织、无组织）、污染治理设施、是否为可行技术、有组织排放口编号、排放口设置

是否符合要求、排放口类型。填报内容参见标准中表 2。

固体粪污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包括生产单元编号、生产单元名称、污染

治理设施编号、污染治理设施名称、固体粪污类别、固体粪污利用去向、固体粪污处理工艺。

7.4.5.2 废水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a）废水类别：废水处理工程的综合污水（养殖废水、生活污水等）、生活污水。规模化

畜禽养殖场（小区）废水类别主要为养殖废水、生活污水和雨水。针对雨水部分，大部分养

殖场建有雨污分流设施，且养殖场大多位于农村地区，通常采用自然散水方式、基本不设置

明确的雨水集中排放口；未建雨污分流设施的养殖场雨水与养殖废水一起进入污水处理系

统，因此，本标准中暂不考虑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雨水的管控。

b）污染物控制项目：主要依据 GB 18596 确定，主要为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

化需氧量、总磷、氨氮、粪大肠菌群数、蛔虫卵，有地方排放标准要求的，按照地方排放标

准确定。考虑到畜禽养殖行业特征，总氮产生量较大，是养殖行业的主要污染物，且《“十

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及环境保护部正式发布的文件中规定的总磷、总氮总量控制区域

内的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需申请总氮、总磷许可排放量，因此，标准中将总氮纳入了污染

物控制项目。

c）污水处理方式：包括资源化利用、达标排放。

d）排放去向：不外排；直接进入江河、湖、库等水环境；直接进入海域；进入城市下

水道（再进入江河、湖、库）；进入城市下水道（再入沿海海域）；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进

入其他单位；进入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其他。

e）排放规律：针对采取达标排放模式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废水排放规律包括

连续排放、流量稳定；连续排放、流量不稳定，但有周期性规律；连续排放，流量不稳定，

但有规律，且不属于周期性规律；间断排放，流量稳定；间断排放，流量不稳定，但有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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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规律；间断排放，流量不稳定，但有规律，且不属于周期性规律。

f）污染治理设施编号：污染防治设施编号可填写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内部编号，若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无内部编号，则根据 HJ 608进行编号并填报。

g）污染治理设施名称：综合污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等。

h）是否固液分离：根据实际情况填报。

i）污染治理设施工艺：废水污染治理工艺分为厌氧、好氧、膜生物反应器（MBR）、自

然处理、农业利用等。厌氧包括升流式厌氧污泥床（UASB）技术、连续搅拌反应器（CSTR）

技术；好氧包括完全混合活性污泥法技术、序批式活性污泥法（SBR）技术、接触氧化技术等；

自然处理包括氧化塘处理技术、土地处理技术（慢速渗滤处理、快速渗滤处理、地表漫流处理、

湿地等）。

j）是否为可行技术：参照标准第 6 部分“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判断并填报。

k）排放口类型：针对采取达标排放模式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废水总排放口（综

合污水处理站排放口）为主要排放口，其他废水排放口均为一般排放口。

l）排放口设置要求：根据《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环监〔1996〕470

号），以及排污单位执行的排放标准中有关排放口规范化设置的规定，填报废水排放口设置

是否符合规范化要求。

7.4.5.2 废气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a）锅炉废气

详细内容参见《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编制说明。

b）恶臭

1）产污环节：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恶臭产污环节包括养殖栏舍，辅助设施的固体粪污处

理工程、废水处理工程。

2）污染物控制项目：依据 GB 18596确定，主要为臭气，有地方排放标准要求的，按照地

方排放标准确定。

3）排放形式：为无组织排放。

4）可行技术：恶臭处理可行技术参照本标准第 6 部分“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判断并

填报。

7.4.5.3 固体粪污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

a）生产单元：固体粪污生产单元为固体粪污处理工程，主要包括固体粪污临时堆放场、

堆肥场、有机肥生产设施等。

b）污染治理设施编号：污染防治设施编号可填写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内部编号，若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无内部编号，则根据 HJ 608进行编号并填报。

c）污染治理设施名称：为固体粪污处理工程。

d）固体粪污类别：所有排污单位均有畜禽粪便产生，利用粪污生产沼气或存储发酵的

养殖场（小区）有沼渣产生，采用达标排放治理模式的养殖场（小区）有污泥产生，采用垫

草垫料工艺的养殖场（小区）有垫料产生。

e）固体粪污利用去向：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固体粪污均采用资源化利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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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对外环境排污，具体去向包括储存农业利用、堆肥农业利用、生产沼气、生产有机肥、

生产基质、作为燃料、其他方式。

f）固体粪污处理工艺：包括厌氧消化技术、好氧堆肥技术、生物发酵床等。其中厌氧

消化技术包括 CSTR、USR、UASB等；好氧堆肥技术包括自然堆肥、条剁式好氧堆肥、机

械翻堆堆肥、转筒式堆肥等。

7.4.6 图件要求

7.4.6.1 场区总平面布置图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提供的场区总平面布置图应标明养殖栏舍、配套功能用房（饲料

存放、冷库、职工宿舍、办公用房等）、粪污处理区（堆粪棚、堆肥车间、集水池、污水处

理站、沼气发酵池、沼液储存池、泵站等）的位置布局关系及各设施单元边界。

7.4.6.2 养殖流程及产物示意图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应当提供养殖过程及产物示意图，标明饲料处理、妊娠、育成育

肥、挤奶等养殖流程的产污环节及产生的污染物。

7.4.6.3 粪污处理利用工艺流程图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无论采用何种治理模式，均应提供粪污处理利用工艺流程图，直

观、清晰地标示固体粪污和污水处理方式及最终去向。

对于污水采用资源化还田利用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还应提供基于实际地形绘

制的液肥还田利用管网布置图，并明确标示出管网走向、灌溉栓位置及服务区域等，信息真

实有效；针对采用车辆运输还田方式的，应提供基于实际地形绘制的液肥还田农田布置图，

以及还田车辆“行运-施肥”图。对于污水采用达标处理模式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

应提供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污水处理站平面布置图、污水处理站排放总管平面布置图。

7.5 产排污环节对应排放口及许可排放限值确定方法

7.5.1 产排污环节及对应排放口

7.5.1.1 废水产排污环节及对应排放口

本节内容用于指导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填报《排污许可证申请表》（环水体〔2016〕

186号中附 2）中废水直接排放口、间接排放口基本情况表以及废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表，

废水直接排放口基本情况表中需填报废水直接排放口地理坐标、间歇排放时段、受纳自然

水体信息及汇入自然水体处地理坐标，废水间接排放口基本情况表中需填报废水间接排放

口地理坐标、间歇排放时段、受纳污水处理厂信息废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表中需填报国

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其余项为依据本标准第 4.5部分填报的产排污节点及排放口信

息，信息平台系统自动生成。

7.5.1.2 废气产排污节点及排放口

本节内容用于指导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填报《排污许可证申请表》（环水体〔2016〕

186号中附 2）中大气排放口基本情况表和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表，大气排放口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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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需填报排放口地理坐标、排气筒高度、排气筒出口内径，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表中

需填报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审批意见要求或承诺更加严格的

排放限值，其余项为依据本标准第 4.5部分填报的产排污节点及排放口信息，信息平台系

统自动生成。

7.5.2 许可排放限值

7.5.2.1 一般原则

本节确定了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许可排放限值确定的一般原则。

关于废水，畜禽养殖具有典型的行业特征，畜禽养殖场（小区）废水处理方式总体而言

可以分为两种模式，达标排放和资源化利用，针对达标排放模式，将废水总排放口作为主要

排放口管控，并按照排放口确定许可浓度和许可排放量；而针对资源化利用模式的养殖场（小

区），污水以肥料形式农业利用，未对环境排污，不属于排污行为，因此，不许可污染物排

放浓度和排放量。

关于废气，锅炉废气许可排放限值参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中的

相关规定；无组织恶臭按照场界确定许可排放浓度，不设置许可排放量要求。

7.5.2.2 许可排放浓度核定方法

a）废水

对于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废水直接排向环境水体的情况，依据 GB 18596确定排污单

位废水总排放口的水污染物许可排放浓度，但该标准中没有总氮指标，因此本规范中不许可

总氮排放浓度，新标准发布后从其规定；对于排入其他污水处理厂的情况，根据污水处理厂

执行的纳管标准许可排放浓度。地方有更严格的排放标准要求的，按照地方排放标准从严确

定许可排放浓度限值。

b）废气

按照污染物排放标准确定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许可排放浓度时，锅炉废气污染因子参

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中的相关规定。无组织恶臭许可排放浓度依据

GB 18596 确定。地方有更严格的排放标准要求的，按照地方排放标准从严确定许可排放浓

度限值。

7.5.2.3 许可排放量核定方法

本节内容规定了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许可排放量核定的方法。

a）废水

核算公式中排污单位畜禽常年存栏量折算比例以及鸭、鹅、羊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换算

比例为编制组根据各类畜禽养殖周期、实际生产情况以及参考《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二次征求意见稿）》研究确定。省级人民政府明确发文规定规模化标准的其他养殖品种大

多为地方品种，非全国普遍养殖，相关折算系数建议由省级政府部门自行确定。

根据目前环境管理要求，除国家规定的 COD、氨氮外，位于《“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及环境保护部正式发布的文件中规定的总磷、总氮总量控制区域内的畜禽养殖行业排

污单位，还应分别申请总氮及总磷年许可排放量。许可排放浓度限值是核算许可排放量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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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参数，而现行的标准中没有总氮的排放浓度限值，因此，编制组依据前期研究成果，并通

过资料调研、实地检测、咨询专家等方式，研究提出以根据氨氮浓度标准以及养殖废水中总

氮与氨氮浓度的比例关系来确定总氮的浓度标准。编制组在全国不同区域内选取了 30家采

取污水处理达标排放模式的规模化养殖场（小区）进行了实地检测，养殖品种包括 15家生

猪养殖场（小区）、5家肉牛养殖场（小区）、5家奶牛养殖场（小区）、5家禽类养殖场（小

区），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每个养殖场每个季度选取一月进行监测，并以上旬、中旬、下

旬为时段各选取两天分别进行采样检测，各养殖场以全部检测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外排污水中

总氮和氨氮的浓度，总结分析结果如表 10所示：

表 10 养殖场外排污水中总氮、氨氮浓度值

区域 品种 养殖量 污水处理模式
总氮

（mg/L）

氨氮

（mg/L）
总氮/氨氮

湖南省 生猪 14000 厌氧+好氧+深度处理 63.54 12.22 5.20

湖南省 生猪 8000 厌氧+好氧+氧化塘 158.20 34.95 4.53

湖南省 肉牛 600 厌氧+好氧 164.54 62.80 2.62

广东省 肉鸡 80000 厌氧+好氧 128.21 40.70 3.15

广东省 肉鸡 100000 厌氧+好氧 239.98 69.85 3.44

广东省 生猪 6000 厌氧+好氧 182.70 58.24 3.14

海南省 肉鸡 120000 厌氧+好氧+氧化塘 68.62 34.91 1.97

海南省 生猪 5000 厌氧+好氧 236.05 76.64 3.08

海南省 生猪 10000 厌氧+好氧+氧化塘 79.32 26.20 3.03

河南省 肉牛 2000 厌氧+好氧 205.93 64.41 3.20

河南省 生猪 6400 厌氧+好氧+氧化塘 130.16 32.54 4.00

河南省 奶牛 2000 厌氧+好氧 162.58 64.88 2.51

内蒙古 肉牛 2000 厌氧+好氧+氧化塘 110.52 67.52 1.64

内蒙古 奶牛 12000 厌氧+好氧+氧化塘 234.38 76.50 3.06

内蒙古 奶牛 8000 厌氧+好氧+氧化塘 299.59 45.53 6.58

黑龙江 生猪 8400 厌氧+好氧 195.50 62.26 3.14

黑龙江 肉牛 4000 厌氧+好氧+氧化塘 147.13 54.90 2.68

辽宁省 生猪 6000 厌氧+好氧 209.67 52.68 3.98

辽宁省 生猪 8200 厌氧+好氧 105.88 20.68 5.12

湖北省 生猪 20000 厌氧+好氧+深度处理 42.25 14.72 2.87

湖北省 肉牛 3600 厌氧+好氧 188.11 58.42 3.22

湖北省 生猪 30000 厌氧+好氧+深度处理 27.26 14.20 1.92

江苏省 生猪 18000 厌氧+好氧+深度处理 44.90 14.90 3.01

江苏省 奶牛 4000 厌氧+好氧+氧化塘 139.45 76.20 1.83

江苏省 肉鸡 80000 厌氧+好氧 397.38 76.42 5.20

陕西省 奶牛 5000 厌氧+好氧+氧化塘 273.88 64.90 4.22

陕西省 生猪 8600 厌氧+好氧+氧化塘 145.80 67.50 2.16

四川省 肉鸡 100000 厌氧+好氧 232.00 76.82 3.02

四川省 生猪 24000 厌氧+好氧+深度处理 35.71 20.76 1.72

四川省 生猪 8600 厌氧+好氧 167.46 69.20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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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30家养殖场外排污水中总氮和氨氮浓度分析可知，养殖废水中总氮与氨氮比例

约为 3.25，根据 GB 18596中氨氮标准值 80mg/L，可计算得总氮标准取值约为 260mg/L，

因此，本标准中总氮许可排放浓度限值取值为 260mg/L，若有新标准发布则从其规定。

针对核算公式中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参数，根据 GB 18596中的规定见表 11、表 12。

表 11 畜禽养殖业水冲工艺最高允许排水量

种类 猪［m³/（百头▪d）］ 鸡［m³/（千只▪d）］ 牛［m³/（百头▪d）］

季节 冬季 夏季 冬季 夏季 冬季 夏季

标准值 2.5 3.5 0.8 1.2 20 30

注：废水基准排水量的单位中，百头、千只均值存栏数。春、秋季废水最高允许排放量按冬、夏两季的平

均值计算。

表 12 畜禽养殖业干清粪工艺最高允许排水量

种类 猪［m³/（百头▪d）］ 鸡［m³/（千只▪d）］ 牛［m³/（百头▪d）］

季节 冬季 夏季 冬季 夏季 冬季 夏季

标准值 1.2 1.8 0.5 0.7 17 20

注：废水基准排水量的单位中，百头、千只均值存栏数。春、秋季废水最高允许排放量按冬、夏两季的平

均值计算。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为按年核算，根据表 11、表 12可知，各类畜禽品

种最高允许排放量若按年统计，正好可为冬季与夏季最高允许排放量的平均值，因此，为

简化计算，根据 GB 18596中畜禽养殖业最高允许排水量要求及许可排放量核定方法，确

定畜禽养殖排污单位各类畜禽品种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取冬季与夏季的平均值。

b）废气

本标准中废气年许可排放量核定方法参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中

的相关内容。

7.6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

本小节内容主要用于指导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

报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信息表时确定自有的治理技术是否为可行技术。

可行技术筛选原则：技术上成熟可靠、经济上合理可行、运行上长期稳定、易于维护管

理的污染治理技术作为畜禽养殖排污单位的可行技术。

对于畜禽养殖排污单位采用本标准所列可行技术的，原则上认为具备符合规定的防治污

染设施或污染物处理能力。对于未采用本标准所列可行技术的，畜禽养殖排污单位应当在申

请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提供已有监测数据；对于国内外首次采用的污染治理技术，还应

当提供中试数据等说明材料），证明可达到与可行技术相当的处理能力。企业应当加强自行

监测、台账记录，评估达标可行性，监管部门应当尽早开展执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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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畜禽养殖行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发布后，污染防治可行技术从其规定。

7.6.1 废水处理可行技术

7.6.1.1 处理原则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废水主要包括尿液、冲洗水及少量生活污水。

锅炉废水治理可行技术参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编制说明中的相

关内容。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提到：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应坚持种养结合的

原则，经无害化处理后尽量充分还田，实现污水资源化利用，畜禽污水经治理后向环境中排

放，应符合GB 18596的规定，有地方排放标准的应执行地方排放标准。

7.6.1.2 畜禽废水处理技术

根据《规模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HJ-BAT-10），畜禽废

水处理技术分为厌氧处理技术、好氧处理技术、自然处理技术。

a）厌氧处理技术

目前畜禽废水厌氧处理技术主要有：连续搅拌反应器（CSTR）技术、升流式固体厌氧

反应器（USR）技术、升流式厌氧污泥床（UASB）技术。

CSTR技术可以处理高悬浮固体含量的原料，消化器内物料均匀分布，避免了分层状态，

增加了物料和微生物接触的机会。该工艺处理能力大，产气效率较高，便于管理，适用于大

型和超大型沼气工程。

升流式固体厌氧反应器（USR）技术是指原料从底部进入反应器内，与反应器里的厌氧

微生物接触，使原料得到快速消化的技术。未消化的有机物和厌氧微生物靠自然沉降滞留于

反应器内，消化后的上清液从反应器上部溢出，使固体与微生物停留时间高于水力停留时间，

从而提高了反应器的效率。技术处理效率较高，管理简单，运行成本低，适用于中、小型沼

气工程。

UASB技术优点是反应器内污泥浓度高，有机负荷高，水力停留时间长，无需混合搅拌

设备。缺点是：进水中悬浮物需要适当控制，不宜过高，一般在1500mg/L 以下；对水质和

负荷突然变化较敏感，耐冲击力稍差。适用于大中型养殖场污水处理的预处理。

b）好氧处理技术

畜禽废水好氧处理技术主要有完全混合活性污泥法、序批活性污泥法（SBR）、接触氧

化工艺。

完全混合活性污泥法的特点是：承受冲击负荷的能力强，投资与运行费用低，便于运行

管理。缺点是：易引起污泥膨胀，出水水质一般。该技术适用于中小型养殖场污水处理。

SBR是集均化、初沉、生物降解、二沉等功能于一池，无污泥回流系统的一种处理工艺。

该工艺可有效去除有机污染物，工艺流程简单，占地少，管理方便，投资与运行费用较低，

出水水质较好，适用于大中型养殖场污水处理。

生物接触氧化法也称淹没式生物滤池，生物接触氧化法具有体积负荷高，处理时间短，

占地面积小，生物活性高，微生物浓度较高，污泥产量低，不需要污泥回流，出水水质好，

动力消耗低等优点；但由于生物膜较厚，脱落的生物膜易堵塞填料，生物膜大块脱落时易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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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出水水质。该技术适用于大中型养殖场污水处理。

c）自然处理技术

畜禽废水自然处理技术包括土地处理技术和氧化塘处理技术。在处理畜禽废水时，二级

厌氧塘比一级厌氧塘处理效果好。自然处理工艺占地面积大，净化效率相对较低，适用于具

备场地条件的中小型养殖场污水处理。

7.6.1.3 畜禽废水处理技术筛选

畜禽养殖污水具有有机负荷高，氨氮含量高等特点，而畜禽养殖业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

性产业其生产和经营方式都区别于工业生产，因此其污水的末端治理一般需要多种处理技术

的结合。同时，还应根据最终的排水去向确定合理的处理工艺组合。

本次废水处置的可行技术从排水的最终去向分别给出技术组合。

排水去向分为达标排放（排入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地表水体）和资源化利用两种情况。

从治理技术来看，在实现去除COD、BOD的同时达到脱氮除磷的效果，厌氧工艺是不

可或缺的。

a）排放去向为集中式污水处理厂

废水排入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时，排水需达到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纳管标准，如执行《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中三级排放标准时，一般要求：COD≤500mg/L、BOD≤300mg/L、SS≤

400mg/L。

适用处理技术：

大型畜禽养殖场：干清粪+固液分离+厌氧（UASB、CSTR） +好氧（完全混合活性污

泥法、SBR、接触氧化）；

中型畜禽养殖场：干清粪+固液分离+厌氧（USR、UASB） +好氧（完全混合活性污泥

法、SBR、接触氧化）；

小型畜禽养殖场：干清粪+固液分离+厌氧（USR）+好氧（完全混合活性污泥法）。

根据《规模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HJ-BAT-10）规模化畜

禽养殖场规模以猪单位划分，特大型（存栏大于50000 头猪单位）、大型（存栏10000～50000

头猪单位）、中型（存栏2000～10000 头猪单位）和小型（存栏500～2000 头猪单位）。本

标准为使排污许可申请和核发更简便，将特大型与大型均归为大型。其他畜禽种类规模折算

成生猪统计，其折算系数为编制组依据GB 18596以及对各类畜禽养殖周期、实际生产情况

研究确定，省级人民政府明确发文规定规模化标准的其他养殖品种由省级政府部门自行确定

折算系数。

b）排放去向为地表水体

废水排地表水时，根据受纳水体功能的不同，执行的标准不同。以执行最严的排入Ⅲ类

水体来说，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COD≤100mg/L、BOD≤30mg/L、SS≤70mg/L、

氨氮≤15mg/L。如达到上述标准，必须在常规生物处理的基础上增加深度处理或自然处理技

术，目前处理效果较好的深度处理技术主要为MBR，自然处理技术主要包括土地处理技术

（包括慢速渗滤处理、快速渗滤处理、地表漫流处理和湿地处理等技术）和氧化塘处理技术。

c）排放去向为资源化利用

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应坚持种养结合的原则，经无害化处理后尽量充分还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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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污水资源化利用。处理过程为：干清粪+厌氧（USR、UASB、CSTR、化粪池等）+农业

利用。

7.6.1.4 运行管理要求

a）一般要求

1）雨污分流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必须实行严格的雨污分流措施，养殖场的排水系统应实行雨水和

污水收集输送系统分离，在场区内外设置的污水收集输送系统不得采取明沟布设，严格禁止

养殖粪污进入到雨水收集和排放系统。

2）清洁生产

畜禽养殖排污单位应重视生产节水管理，加强清洁生产设施建设，加强各类废水的处理

与资源化利用，根据用水水质要求实现废水梯级利用，尽量减少污水排放量。新、改、扩建

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应采取干法清粪工艺；采用水冲粪、水泡粪湿法清粪工艺的养殖场（小

区），应逐步改为干法清粪工艺。

3）应急管理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应根据废水处理设施生产及周围环境实际情况，考虑各种可能的

突发性环境事故，做好应急预案，配备人力、设备、通讯等资源，预留应急处置的条件。未

经当地环境保护行管部门批准，废水处理设施不得停止运行。由于紧急事故造成设施停止运

行时，应立即报告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b）达标排放要求

对于废水处理采用达标排放模式的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应根据养殖品种、养殖量、养

殖周期、养殖方式等合理确定废水处理工艺及设施参数，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

术规范等要求运行废水处理设施，并进行维护和管理，保证设施正常运行。按照《固定污染

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年版）》和《管理办法》规定，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应当将设有污水排放口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纳入重点排污单位管理，

实施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因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因此，设有污水排放口的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均需安装自动

监测设备，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c）废水资源化利用要求

对废水资源化利用的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应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1）应建设与其养殖规模相匹配的废水储存设施，储存设施的建设需满足《畜禽养殖污

水储存设计要求》（GB/T 26624）的相关要求，储存设施建设规模必须确保废水储存时间大

于当地最大农业种植施肥间隔期，以保证在非施肥季节，废水可达到稳定储存的效果。

2）应确保利用的废水满足《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GB/T 25246）中的相关要求。

3）应配套与养殖规模相匹配的废水消纳农业种植用地，配套消纳土地规模根据《畜禽

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农办牧〔2018〕1号）中相关规定测算。

4）应按照标准附录 A中表 A.9的相关要求记录废水资源化利用处理处置信息。

5）常年存栏 5000头以上的生猪养殖场（小区）或折合（折算系数同 7.6.1.3）达到上述

规模的奶牛、肉牛养殖场（小区），因其粪污产生量较大，为有效管控其资源化利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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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配备视频监控设施，视频记录粪污无害化处理、运输和资源化利用等情况。

7.6.2 废气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产生的废气主要来源于锅炉系统和养殖场臭气。锅炉废气治理可

行技术参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编制说明中的相关内容。

畜禽养殖场的臭气来自养殖栏舍、废水处理工程及固体粪污处理工程的臭气。编制组在

编制中充分考虑畜禽养殖行业臭气排放情况，依据已发布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最

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HJ-BAT-10）中的养殖场臭气污染控制技术执行。

养殖业恶臭控制，从根本上讲，最有效的控制方法是控制产生气味的源头和扩散渠道。

其中养殖栏舍应考虑通过提高畜禽对饲料的消化率和利用率的方式减少臭气的产生；在饲料

或粪尿中添加除臭剂减少臭气的排放；选择养殖场的位置、方向以减少臭气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合理设计通风系统和养殖房舍，并对畜禽粪尿和污水进行及时、有效、科学的收集、贮

存和处理，以减轻恶臭对环境的污染等。废水处理工程及固体粪污处理工程的臭气控制可考

虑将粪污处理各工艺单元设计为密闭方式，通过建造恶臭集中处理设施，将各工艺过程中产

生的臭气集中收集处理后排放；集中式粪污处理站的卸粪接口及固液分离设备应喷淋生化除

臭剂，尽量减少恶臭对周围环境的污染等。

养殖场应根据养殖种类、场地情况、经济条件等情况选用适当的措施控制臭气污染，但

严禁对环境及畜禽造成二次污染。

7.6.2.1 畜禽科学饲喂技术

采用培育优良品种、科学饲养、科学配料、使用无公害绿色添加剂等措施，并利用高新

技术改变饲料品质及物理形态（如生物制剂处理技术、饲料颗粒化、饲料热喷技术），提高

畜禽饲料的利用率（尤其是氮的利用率），降低畜禽排泄物中氮的含量及恶臭气体的排放。

科学配料畜禽养殖饲料应采用合理配方，在饲料中补充合成氨基酸，提高蛋白质及其他

营养的吸收效率，减少氨气排放量和粪便的产生量。

科学饲养分阶段饲喂，即用不同养分组成的日粮饲喂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畜禽，使日粮

养分更接近畜禽的需要，可避免养分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

使用无公害绿色添加剂畜禽养殖饲料中添加微生物制剂、酶制剂和植物提取液等活性物

质，可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恶臭气体的产生。

7.6.2.2 臭气污染治理技术

a）物理除臭技术

向粪便或舍内投（铺）放吸附剂减少臭气的散发。可采用沸石、锯末、膨润土以及秸秆、

泥炭等含纤维素和木质素较多的材料。对于堆肥场也可以熟化肥料覆盖。

b）化学除臭技术

向养殖场区和粪污处理厂（站）投加或喷洒化学除臭剂防止臭气的产生。可采用双氧水、

次氯酸钠、臭氧等不含重金属的化学氧化剂。

c）生物除臭技术

即微生物降解技术，利用生长在滤料上的除臭微生物对硫化氢、二氧化硫、氨气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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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挥发性恶臭物进行降解。生物除臭包括生物过滤法和生物洗涤法等。

7.6.2.3 其他控制要求

a）位于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的畜禽养殖排污单位，使用的燃料应符合《高污染燃料目

录》的相关要求。

b）在运行过程中应保持臭气收集系统、除臭系统的工作状态良好。采用物理化学除臭

系统时，吸收塔内的吸附剂应定期再生；在使用化学除臭剂过程中不得对设备造成腐蚀。采

用生物除臭系统时应定期投加微生物和营养物质。

7.6.3 固体粪污

7.6.3.1 处理技术与管理要求

根据《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HJ-BAT-10）畜禽粪

便处理技术主要有厌氧消化技术、好氧堆肥技术、生物发酵床技术等。厌氧处理技术包括连

续搅拌反应器（CSTR）技术、升流式固体厌氧反应器（USR）技术、升流式厌氧污泥床（UASB）

等。好氧堆肥技术包括自然堆肥、条垛式好氧堆肥、机械翻堆堆肥、转筒式堆肥等。畜禽养

殖排污单位经处理后的粪便以及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渣、污泥、垫料等固体粪污需经上述技

术处理后再进行后续利用，主要用于农业种植、蚯蚓养殖等。

7.6.3.2 运行管理要求

a）一般要求

同本章节中7.6.1.4内容。

b）资源化利用要求

1）对固体粪污外销处理与利用的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需建设粪污临时储存设施，

储存设施的建设需满足《畜禽粪便储存设施设计要求》（GB/T 27622）的相关要求，储存设

施建设规模必须确保固体粪污储存时间大于外运周期最大间隔期；有稳定的粪便外销途径

（如有机肥加工厂、农业生产基地等），且有具体的外销合同或协议。

2）对固体粪污自身资源化利用的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应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1）应建设与其养殖规模相匹配的粪便储存设施，储存设施的建设需满足 GB/T 27622

的相关要求，储存设施建设规模必须确保固体粪污储存时间大于当地最大农业种植施肥间隔

期，以保证在非施肥季节，粪污可达到稳定储存的效果。

（2）应确保利用的固体粪污满足《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GB/T 25246）中的相关要

求。

（3）应配套与养殖规模相匹配的固体粪污消纳土地，配套消纳土地的具体规模根据《畜

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农办牧〔2018〕1号）中相关规定测算。

3）应按照标准附录 A中表 A.12的相关要求记录固体粪污资源化利用处理处置信息。

4）常年存栏 5000头以上的生猪养殖场（小区）或折合（折算系数同 7.6.1.3）达到上述

规模的其他畜禽养殖场（小区），因其粪污产生量大，为有效监管粪污资源化利用过程，需

配备视频监控设施，视频记录粪污无害化处理、运输和资源化利用等情况。



— 40 —

7.7 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按照《实施方案》、《暂行规定》和《管理办法》要求，排污单位应通过自行监测证明排

污许可证许可的产排污环节、排放口、污染治理设施及许可限值落实情况。编制组结合畜禽

养殖行业排污特点以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关于加快重点

行业重点地区的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工作的通知》（环办环监〔2017〕61号）、《固定

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HJ/T 76）、《固定源废气

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环监〔1996〕470

号）、《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

（环发〔2008〕6号）等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对畜禽养殖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管理要求做

出了规定。其中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锅炉自行监测方案的制定参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

发技术规范 锅炉》编制说明中的相关规定。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明确将设有污水排放口的规

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纳入重点管理单位，《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设区的市级以上地

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将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确定为重点排污单位，且实

施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因此，设有污水排放口的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废水主要排放

口均需安装自动监测设备。针对自行监测频次，恶臭监测频次为参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

术指南 总则》要求，结合畜禽养殖行业无组织废气（恶臭）排放的季节性差异给出；废水

污染物监测频次为参照总则以及结合畜禽养殖行业管理水平偏低的特点提出，由于畜禽养殖

行业排污单位废水采用间接排放方式的情况较少，为简化管理，与直接排放方式一同设定监

测频次要求。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在申请排污许可证时，应按照本标准确定产排污环节、排放口、

污染因子及许可限值的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在《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中明确。《排污

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畜禽养殖行业》发布后，自行监测方案的制定从其要求。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及审批意见有其他管理要求的，应当同步完善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管理

要求。

7.8 环境管理台账与执行报告编制

7.8.1 环境管理台账要求

7.8.1.1 总体要求

按照《实施方案》、《暂行规定》和《管理办法》要求，编制环境管理台账是排污单位

按证排污的重要自证凭据。本标准结合《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

术规范 总则（试行）》以及畜禽养殖行业的生产情况、产排污特点等，提出了环境管理台

账记录的具体要求。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应参照本标准资料性附录A制定环境管理台账，

参照资料性附录 B制定执行报告。

本标准明确要求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应建立环境管理台账制度，设置专门人员进行

台帐的记录、整理、维护和管理。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对台账记录结果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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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2 记录要求

本标准要求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至少记录基本信息、养殖管理信息、

监测记录信息及其他环境管理信息四类。其中基本信息包括排污单位基本信息、治理设施

基本信息，养殖管理信息包括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非正

常工况记录信息。本标准明确了各类信息的记录内容，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应当根据标

准中附录 A要求设计、印制、记录环境管理台账。

7.8.1.3 记录频次

本标准中的环境管理台账记录频次应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排污单位部分固有信息，包括单位名称、注册地址、养殖种类等排污单位基本信息，

废水、锅炉、有组织废气收集处理设施等治理设施基本信息，养殖种类、栏舍数量、栏舍

面积等养殖栏舍管理信息，在一年的周期范围内变化次数较少，情况相对稳定，不需要频

繁变更记录。这类信息由排污单位申请排污许可证时进行填报，此后每年度更新统计一次，

主要统计变化的内容，并写入执行报告，作为执法管理人员了解排污单位生产、治理状况

的基础信息。

排污单位部分流水信息，包括原辅材料、燃料使用情况，废水排放口污染治理设施运

行管理信息或者废水资源化利用处理处置信息、废气排放口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

固体粪污处理处置信息，污染物排放情况手工监测记录等，应当按照本标准规定的周期进

行记录，并按年度汇总，作为排污单位按证排污的凭据。按班次或按日记录的信息应当有

记录人签名存档。个别信息如电费等难以按日记录的，应当按照能够记录的最短周期予以

记录登载。

排污单位非正常工况信息，应当按照本标准规定在异常状态发生后即时记录，并按年

度汇总。

本标准未规定的其他信息，管理部门有明确记录频次要求的，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

应当按照要求予以记录。无明确记录要求的，一般情况下，采取无组织废气污染控制措施

的信息记录频次原则不小于 1天；特殊时段的台账记录频次原则与正常生产记录频次要求

一致，涉及特殊时段停产的排污单位或生产工序，该期间原则上仅对起始和结束当天进行

1次记录。

7.8.1.4 记录保存

a）纸质存储

要求纸质台账应存放于保护袋、卷夹或保护盒等保存介质中；由专人签字、定点保存；

应采取防光、防热、防潮、防细菌及防污染等措施；如有破损应及时修补，并留存备查；保

存时间原则上不低于 3 年。

b）电子存储

要求电子台账保存于专门的存贮设备中，并进行数据备份。可在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

填报并保存；由专人定期维护管理；保存时间原则上不低于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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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 执行报告要求

考虑到畜禽养殖行业特点，养殖产品一般以年为单位统计，且与传统工业企业不同，畜

禽养殖行业环境管理起点低，无专职环保人员或环保人员水平不高，因此，本标准明确了畜

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应每年上报一次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季度执行报告只要求上报实际排

放情况，不设置月度执行报告，同时明确了报告提交对象、提交时间、提交内容。

按照国家要求，排污单位有责任与义务编制执行报告并向环保部门提交、向社会公开。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应按本标准要求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并提交年度

执行报告，同时向有排污许可证核发权限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交通过平台印制的书面执行

报告。

排污单位应保证执行报告的规范性和真实性，并连同环保管理台账一并提交至发证机

关。

7.9 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本节主要规定了畜禽养殖排污单位污染物实际排放量的核算方法及其选用原则，核算

方法包括实测法、产排污系数法、物料衡算法。

对于排污许可证中载明应当采用自动监测的废水排放口和污染物，根据符合监测规范的

有效监测数据采用实测法核算实际排放量。

对于排污许可证中载明应当采用自动监测的排放口或污染物而未采用的，或者未按照相

关规范文件等要求进行手工自行监测（无监测数据或手工监测数据无效）的排放口或污染物，

采用产排污系数法或物料衡算法进行核算，且均按直排核算。

对于排污许可证未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废水排放口或污染物，按照优先顺序依次选取自

动监测数据、执法和手工监测数据、产排污系数法或物料衡算法进行核算。

7.9.1 废水

a）实测法

废水自动监测实测法是指根据符合监测规范的有效自动监测数据污染物的日平均排放

浓度、平均流量、运行时间核算污染物年排放量。当自动监测数据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中断或

其他情况时，根据 HJ/T 356等予以补遗。无有效自动监测数据时，可采用手工监测数据进

行核算。手工监测数据包括核算时间内的所有执法监测数据和排污单位自行或委托第三方的

有效手工监测数据，排污单位自行或委托的手工监测频次、监测期间生产工况、数据有效性

等须符合相关规范、环评文件等要求。

b）产排污系数法

畜禽养殖排污系数因养殖品种、区域自然条件、粪污处理模式、操作管理水平等的不同

而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难以给出统一值，待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畜禽养殖业

源产排污系数公布后，从其规定，公布前则采用标准中公式（5）和公式（6）进行核算。

鉴于畜禽养殖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量因清粪方式、粪便清出量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

异，因此，本标准产排污系数法根据畜禽养殖量、畜禽尿液中污染物含量、未清出粪便中污

染含量以及污染治理设施效率来核算排污单位实际排放量，为方便统计与简化计算，核算时

段按年统计，故粪便产生量、尿液和粪便中污染物含量均以年出栏或存栏一头（只）畜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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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核算，其系数参考现行环境统计中采用的相关产污系数。其中蛋鸡、肉鸡无尿液产生，故

不单独给出尿液中污染物含量，实际排放量按粪便的清出比例进行核算。针对排污单位废水

治理设施处理效率参数，其因养殖品种、养殖量、粪污处理方式、养殖区域自然条件等的不

同而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难以给出统一值，因此，本标准中此参数采用实测法

确定，其值以畜禽养殖排污单位最近一次具有法律效力的监测值为准。

针对鸭、鹅、羊三类畜禽，目前国内缺乏较权威的产污系数，大部分研究中均采用将其

养殖量折算为五类主要畜禽的方法，因此，在本标准中，通过实验检测分析此三类畜禽产污

特点，结合 GB 18596中的相关折算系数，研究确定鸭、鹅污染物产生量按养殖量折算成鸡

后按鸡产污系数计算（其中蛋鸭、蛋鹅折算成蛋鸡，肉鸭、肉鹅折算成肉鸡），羊污染物产

生量按养殖量折算成生猪后按生猪产污系数计算，具体折算比例为：1只鸭折算成 1只鸡，

1只鹅折算成 2只蛋鸡，3只羊折算成 1头猪。针对省级人民政府明确发文规定规模化标准

的其他养殖品种，因其大多为地方品种，非全国普遍性养殖，且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缺乏较为

统一且权威的产排污系数，建议由省级政府部门自行确定换算系数。

7.9.2 废气

本标准中锅炉废气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参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

编制说明中的相关内容。

7.10 合规判定方法

7.10.1 一般要求

本节内容明确了合规判定包括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许可事项合规和环境管理要求合

规。许可事项合规是指排污单位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排放方式、排放去向、排放污染物种类、

排放限值符合许可证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依据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执行报告、自

行监测记录中的内容，判断其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量是否满足许可排放限值要求，也可通

过执法监测判断其污染物排放浓度是否满足许可排放限值要求。环境管理要求合规是指排污

单位按许可证规定落实自行监测、台账记录、执行报告、信息公开等环境管理要求。畜禽养

殖行业排污单位可通过台账记录、按时上报执行报告和开展自行监测、信息公开，自证其依

证排污，满足排污许可证要求。

7.10.2 排放浓度合规判定

本节内容规定了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废气和废水排放浓度合规判定方法。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废水排放口污染物的排放浓度达标是指任一有效日均值均满足

许可排放浓度要求；有组织废气实际排放浓度合规参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中的相关规定；无组织废气实际排放浓度合规是指“任一次测定值满足许可排放浓度

要求”，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满足本标准第 6.3.2部分“恶臭污染防治可行技术与控制要求”

要求即视为合规。

7.10.3 排放量合规判定

本节内容明确了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合规是指：各类主要排放口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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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年实际排放量之和满足年许可排放量要求；

此外，对于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锅炉启、停机等非正常情况造成短时污染物排放量较

大时，应通过加强正常运营时污染物排放管理、减少污染物排放量的方式，确保污染物年排

放量满足许可排放量要求。

7.10.4 环境管理要求合规判定

本节内容明确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据排污许可证中的管理要求，以及畜禽养殖行业相

关技术规范，审核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和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核查排污单位是否按照自行监

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中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记录相关内容，记录频

次、形式等是否满足许可证要求；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中执行报告要求定期上报，上报内容

是否符合要求等；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定期开展信息公开。满足上述各类要求的，视为

环境管理要求合规。

8 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或技术法规的水平对比和分析

本标准参照国外排污许可相关法规、标准体系建设先进经验，整合、集成、优化了国内

畜禽养殖行业环境保护法规、规章、标准、管理要求等，紧密结合畜禽养殖行业生产方式和

污染治理特点，提出了畜禽养殖行业排污许可管理的总体思路，构建了畜禽养殖行业排污许

可申请与核发技术体系。

8.1 国外相关标准

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在排污许可制度上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给予了我们宝贵的

经验，但鉴于我国国情，考虑在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政府职能定位上与这些国家存在一定的

差异，为使法规符合实际的要求和作用，在标准的制定上也会有所区别。

8.1.1 美国

美国排污许可证分为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和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根据许可性质不

同，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又可分为酸雨许可证、大气建设许可证和运行许可证。水污染物

排放许可证分为单一许可证和一般许可证。一般许可证无需个别申请，适用于一定地理区域

内具有某种共同性质的特定排污设施；单一许可证是适用于个别设施的许可证，它针对该设

施的具体特征、功能等规定特别的限制条件和要求。与美国相比，中国按行业分类拟构建排

污许可管理体系，并实施综合管理、一证式管理，即大气和水等要素的环境管理在一个许可

证中综合体现。

美国纳入许可管理废气污染物包括常规污染物和有毒空气污染物。在州层面，通常还包

括因当地污染现象或大气质量保护而控制的相关污染物。在大气许可证的申请中，温室气体

及其他臭氧层破坏物质等都要求包含在许可证中。申请大气建设许可证的一个原则是把所有

可能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源和排放量进行估算，并作出相应的评估。综合而言，所有可能

排放的污染物都需要进行管控评估。废水污染物包括常规污染物（conventional pollutants）、

有毒污染物（toxic pollutants）、非常规污染物（non-conventional pollutants）三种。其中，常

规污染物包括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悬浮物、pH、粪大肠菌群、油和油脂；有毒污染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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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种金属和人造有机化合物；非常规污染物是指不属于以上两种类型的污染物质，如氨、

氮、磷、化学需氧量和WET（whole effluent toxicity）、热等。与美国相比，本标准管控的废

气污染物仅包括《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中列示

的管控因子；管控的废水污染物仅包括《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列示的管控因子，

排污单位排放的，但排放标准中未列示的污染物未纳入本排污许可管理。

在自行监测方面，美国企业需要开展自行监测，如果是法律法规要求的，企业必须开展

监测。但如果是在许可证的申请过程当中，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可以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

行沟通协商解决。企业必须遵守许可证的相关规定，反映在许可证中，或者必须要遵守法律

要求的，只要落在纸上，就必须要做，如果没有条件实现，必须进行谈判核准许可。美国企

业的监测数据不需要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联网，企业排污监测活动和数据收集保存均由企业

负责。与美国相比，本标准在监测方面要求更为严格，自动连续监测装置需与地方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保持联网，排放许可限值不容谈判。

8.1.2 欧盟

欧盟的排污许可证制度以最佳可行技术（BAT）指导文件中不同设备污染物的排放水平

作为排污限值和设施许可的基础，综合考量经济、技术和成本数据，从而使污染物的排放实

现综合污染防治（IPPC）的目标要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本规范在制定中借鉴了这一优

点，规定在审核排污许可申请材料时，需参照行业可行技术，判断企业是否具备符合规定的

防治污染设施或污染物处理能力，对于企业采用相关可行技术的，原则上认为具备符合规定

的防治污染设施或污染物处理能力。对于未采用的，企业应当在申请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

已有监测数据；对于国内外首次采用的污染治理技术，还应当提供中试数据等说明材料），

证明具备上述相关能力。

8.1.3 日本

日本采取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定排污许可。日本的总量控制策略是以广域闭锁性水域为对

象，根据不同行业和不同设施以及行业处理技术水平分别规定了各种污染物的控制标准浓度

值（C值），并由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技术水平确定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然后每个行业的 C

值和特定行业允许排水总量（日均允许排水量）计算各海域中各行业每年的污染物总量控制

目标值。日本总量控制目标值的确定是一个“自上而下”、技术水平决定总量控制目标的过

程。总量控制要求各排污企业达到其所属行业和设施类型的 C 值，并不设计具体的减排任

务。

8.2 国内相关标准

本标准集成了现有国内规范及相关政策要求，整合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以及锅炉相关标准，确定了废水和废气污染因子及许可排放浓度；细化了许可排放

量和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根据行业特点，明确了排污单位分类管控内容和要求，提出了粪

污资源化利用环境管控要求；完善了废水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恶臭污染物控制措施和固体粪

污处理利用技术，与畜禽养殖行业相关标准相比，本标准涵盖内容更全面，更切合排污许可

工作需要以及环境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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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标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分析

9.1 标准环境效益分析

从畜禽养殖行业分析，本行业涉及养殖场量多、面广，以中小规模养殖为主，且大多为

农民自发养殖，养殖管理水平较低，对环境的影响日渐突出。我国畜禽养殖现状中，畜禽散

养户、养殖专业户大部分与农田配套紧密，粪污基本能还田利用，不会对外进行排放，对环

境影响小；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散养量逐步减少、规模化畜禽养殖比重增大，规模化养殖

污染防治成为行业治理的重点。针对规模化养殖场（小区），按照《实施方案》统一部署和

生态环境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试行）》，畜禽养殖行业排污许可证发放将

设有污水排放口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作为实施重点管理企业，将主要排放的污染

物纳入环境监管，据统计设有排污口的养殖场数占比约 7%，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实施可实现

养殖场的规范治污，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其他 93%的规模化养殖场（小区）粪污处理采用

资源化利用模式，不属于排污行为，针对当前资源化利用中不规范或过量施用的问题，技术

规范中明确提出了相应的环境管理要求，以实现对该类模式养殖场的有效监管，促进其规范

化运行与管理，有效减少粪污排放。因此，标准的实施将有效解决养殖污染问题，对全国水

环境质量改善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发挥良好的环境效益。

从全国各行业分析，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探索排污许可制度。从取得初步成效看，包

括本标准在内的重点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的编制及配套标准规范的完善，使

排污许可证的定位更加明确，企事业单位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逐步落实，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依证监管到位，排污许可证核心管理制度的管理效能得以充分发挥，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进

一步推动了环境治理基础制度改革，改善了环境质量。

9.2 标准经济效益分析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的出台，规范了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排污行为，明确

其排污行为依法应当遵守的环境管理要求和承担的法律责任义务，有利于养殖企业健康、持

续、高效发展。此外，畜禽粪污作为肥料可代替农业种植化肥的施用，通过对规模化畜禽养

殖场（小区）粪污资源化利用过程的环境监管，可极大程度促进生物有机肥的生产和使用，

在农业种植中平均每吨生物有机肥可替代 0.4吨化肥，能有效减少农业生产中化肥的投入量、

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促进畜牧业与种植业健康持续发展。

排污许可证申领、核发、监管流程的全过程公开，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和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监管执法信息的及时公开，为推动企业守法、部门联动、社会监督创造条件，真正做

到了公开透明，实现社会共治之目的，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

10 标准实施的问题与建议

10.1 标准实施的难点与要点

10.1.1 关于标准中排污许可证发放范围的问题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粪污处理方式分为达标排放（即有污水排放口）模式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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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化利用模式，本标准适用于所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的排污许可管理。

畜禽养殖行业排污许可证发放范围具体由《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规定。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年版）》，当前仅对设有污水排放口的规模

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发放排污许可证，针对粪污处理采用资源化利用模式的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小区）暂不作发证要求，若日后《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对此部分养

殖场（小区）明确了管理要求，则其排污许可管理同样适用于本标准。

10.1.2 关于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粪污资源化利用的问题

目前我国有关排污许可的法律、文件尚不支持固体废弃物的管理，但畜禽养殖行业与

工业企业存在较大的差异，相比工业企业而言，养殖场（小区）固体粪污产生量大，且 99%

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固体粪污采用资源化利用模式，根据目前我国粪污资源化利

用现状，大多存在管理不规范或超过消纳土地承载能力的问题，对环境产生较大影响，因

此，为有效规范固体粪污资源化利用过程，本标准中明确了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固体粪

污的环境管理内容要求。

在养殖废水方面，同样与工业企业存在较大差异，养殖废水作为肥料完全资源化利用，

不属于对环境进行排污，且此方式是我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废水处理的主要模式，

所占比例达到了 93%，但其利用过程与固体粪污相同，均存在管理不规范或超过消纳土地

承载能力的问题，考虑到后期《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修订以及国家在畜

禽养殖行业污染防治相关政策的更新，本标准中明确了废水采用资源化利用模式的规模化

畜禽养殖场（小区）环境管理内容和要求。

10.1.3 关于畜禽养殖行业区域性差异问题

因我国各区域自然条件的不同，畜禽养殖行业在养殖栏舍管理、粪污处理技术等方面

存在区域性差异。北方冬季气温低，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需用锅炉对养殖栏舍及相

关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加热保温处理，存在锅炉废气的产生，因此，针对有锅炉设施的养殖

场（小区），本标准中明确了锅炉废气排污许可管理内容。在粪污处理方面，其处理设施的

处理效率受温度、养殖品种等因素的影响大，因全国各区域温度的差异以及区域性养殖品

种的差异等，各区域畜禽养殖场（小区）粪污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也有所不同，且目前在全

国范围缺乏在此方面的权威性研究，无法分区域准确给出各处理设施的处理效率值，因此，

为确保废水实际排放量核算中产排污系数法的准确性，本标准明确排污单位废水治理设施

处理效率一值采用实测法确定。

10.1.4 关于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的发证及管理问题

由于目前我国部分养殖小区存在主体难以明确、管理较为松散、场界较模糊的现象，

给养殖小区的排污许可管理产生了一定的障碍，针对此现象，本标准中进一步明确了规模

化畜禽养殖小区的定义，即：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指将分散经营的单一畜种的养殖户集中

在一个区域内，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规范管理制度，按照统一规划、统一防

疫、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治污和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并达到规模化畜禽

养殖规模要求的养殖区域。根据此要求，养殖小区内即使养殖户数量多、没有明确的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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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需有专门的负责人或组织机构对养殖小区进行日常管理，因此，针对没有明确法人的

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排污许可证可发放至小区负责人或组织机构负责人。

10.2 标准实施的措施建议

10.2.1 加强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监管

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家鼓励畜禽养殖企业采取粪肥还田、制取沼气、

制造有机肥等方法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鼓励种养结合。对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应进行有效监管，纳入排污许可环境管理内容中，防止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10.2.2 进一步强化自动监测对排污许可的有效支撑

自动监测设备管理简便、监测数据量大，是监控企业许可排放浓度达标以及支撑实际

排放量核算的有效手段。但现阶段，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自动监测数据的管理和应用偏弱，

自动监测数据的有效性不足，自动监测作为执法判定的法律依据不足，这些都对本标准实

施形成阻力。因此，建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加强自动监测的管理，提升自动监测的技术水

平和法律地位，保留特殊时段自动监测数据并如实上传，保证自动监测数据的完整性，为

本标准的实施提供保障。

10.2.3 加快完善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

建议按照本标准内容尽快完善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畜禽养殖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

核发系统，便于企业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用，促进本标准的落地。

10.2.4 建立畜禽养殖行业排污许可证持证监督管理体系

建议尽快建立畜禽养殖行业排污许可证持证监督管理体系，将环境台账记录规范性及

执行报告提交率作为核查重点。普及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点，避免排污单位建立“生产台账

即环境管理台账”的错误理念。地方环保部门应当采取措施监督排污单位按时按要求提交年

度执行报告和季度执行报告，并对提交的执行报告开展质量抽查。将逾期未提交报告的或

提交的执行报告质量较差的企业名单向社会公开。

10.2.5 加大对企业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宣传培训力度

国家排污许可制度对各行业提出了精细化管理要求，本标准涉及的环境管理内容多，

技术要求高，而畜禽养殖行业的环境管理水平不高，之前未发放过排污许可证，对排放量

管理体系理解与认识远远不足，因此，应加大对企业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培训，帮助理

解技术规范的要求，指导企业申请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核发。

10.2.6 开展标准实施评估

建议结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工作，适时开展本标准实施效果评估，必要时开展本

标准的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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