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厂区出入口 洗消间 

  

前厂区现状 生活区现状 

  

南厂区现状 生活区现状 

 

 

插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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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厂区现状 未安装限位栏的猪舍现状 

  
安装好的猪舍现状 未安装设备的收纳槽现状 

  
安装设备后的下层猪舍现状 收纳猪粪尿后的垫料传输系统 

 

插 图 2 

上层猪舍 

核心猪舍 
新增猪舍所在地 

垫料加工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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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车间 

布风系统 

自动饮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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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纳槽 

倾斜挡板 

菌液喷洒系统 

垫料推送装置 

垫料输送装置

啊 

空猪舍由限位

栏可自由组合 

收纳猪粪尿的

垫料由此处传

送至环保车间 暂缺料斗 



  
后厂区现状 后厂区现状 

  
环保车间现状 环保车间现状 

  
新增猪舍项目现状 污水处理站调试现场 

 

插 图 3 

环保车间 核心猪舍 

新增猪舍所在地 

饲料加工车间 核心猪舍 

死淘猪通道 

此处建成后将封闭 

收纳猪粪尿的垫

料由此进入有机

肥加工车间 

死淘猪无害

化处理装置 

饲料加工车间 

新增猪舍项目所在地 

保留山体 

洗消间 入厂大门 

好氧池曝气 

生态池 

厌氧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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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b   项目改扩建前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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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  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包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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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  龙井乡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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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件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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