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滲水系統

滲水系統一般包括隔濾裝置、集水井、化糞池、滲水池及坑和有關的糞渠等。凡能
將絕大部份固體廢物清除而用水量又偏低的農場（如雞場及小規模的鴨場），一般也無須
設置化糞池。但豬場若有廢水排出，便須設置化糞池。圖一顯示滲水系統組件的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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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一般滲水系統組件

一般滲水系統組件的細節如下： 

I )	 糞渠


目的：收集及輸送廢水至集水井。


設計時需顧及的重點：
 

( i ) 闊度應足以便利進行定期維修及清理。 

( ii ) 斜度應足以讓廢物隨廢水自流。 

( iii ) 防止雨水流入或滿溢。 

( iv) 設固體廢物隔濾裝置。



   

 

  

 

  

  

  

   

維修保養要點：

每次清洗飼養禽畜的農舍後，須把沉積於糞渠及隔濾所得的廢物及落葉
等清除，及以符合禽畜廢物管理工作守則的方式處置。 

II ) 隔濾裝置

目的：隔除廢水中的懸浮及體積較大的固體。

設計時需顧及的重點： 

( i )	 網孔必須大小適中，既可隔存固體廢物但又有足夠空間讓廢水流
走。 

( ii )	 須易於清除隔渣。

維修保養要點：定期清除隔渣及清洗隔濾裝置。 

III ) 集水井

目的：收集糞渠的廢水及方便除去固體廢物。

設計時需顧及的重點： 

( i )	 體積應足以防止廢水溢流。 

( ii )	 應能篩去固體廢物及砂礫。 

( iii )	 易於清除固體廢物及砂礫。 

(  iv ) 給予遮蓋，以防雨水流入。


維修保養要點：


每次完成清洗禽畜及農舍後，即將隔渣及砂礫等清除。 

IV ) 化糞池

目的：使廢水中的微粒易於沉積及分解。（在一般情況下，由於飼養家禽的
農場能將絕大部份的固體廢物趁乾剷出，故無須設置化糞池，但滲水池／坑必須裝
置。）



設計時需顧及的重點： 

(  i  ) 體積應足以讓廢水最少儲存三天及可儲存每次清除污泥前所積聚的所
有污泥。故此化糞池的體積須視乎清洗用水量、流入化糞池的廢水中
所含的固體量（與趁乾剷出廢物量成反比例）及清除污泥次數；表一
說明不同操作與豬場所需化糞池體積的關係。假設每頭豬每天用15公
升水，且在清洗前已將八成糞便剷出，而污泥則每三月清除一次，化
糞池所需的體積為每頭豬約需0.15立方米。無論如何，為便於維修保
養，任何化糞池的體積均不應少於 2.5立方米。 

(  ii  ) 保持空氣流通，並應設有通風管道，避免有沼氣及其它有害氣體
積聚。 

(  iii  ) 防漏。 

(  iv ) 應予以遮蓋，以防有外間的固體物體積聚或有雨水流入。 

(  v ) 應設開口以便機械清除污泥。

  

維修保養要點：定期清除污泥，至少每半年一次，但一般是每三個月一次。

表一 豬場在不同操作情況下所需的化糞池體積 

每日清洗用水量
（公升／豬）

清除污泥間隔時間
（月）

所需的化糞池體積（立方米／豬）

70% 80% 90% 

15 
3 0.20 0.15 0.10 

6 0.35 0.25 0.15 

10 
3 0.18 0.13 0.08 

6 0.32 0.23 0.13 

5 
3 0.16 0.11 0.07 

6 0.30 0.21 0.11



  

  

    

V ) 滲水池／坑

目的：使廢水滲入四周的下層土壤。

設計時需顧及的重點： 

( i )	 滲水池的體積須足以防止滿瀉及溢流。容量最少須等於每次清洗所產
生的廢水量。若每天清洗農舍一次以上，則該池的最細容積須等於每
天所產生的廢水量。而以最高的水量為依據。 

( ii )	 土壤的滲水性。假若土層滲水率太快，廢水便可能未經有效處理便流
入附近溪流。但若土層滲水率過慢，滲水坑則會很快淤塞而引致溢
流。故有必要進行土壤滲透測試以確定其滲水率。表二說明建議的滲
水池及坑的最高容許負荷。一般滲透測試的簡易步驟如下： 

●	

●	

●	

挖掘一個平面正方每邊300毫米的測試井，其深度須與滲水
池及坑擬建的深度相同。 
將水注入井內至大約150毫米深，讓水完全滲去，毋須計
時。 
重新將水注入井內至大約150毫米深，繼而觀察井中的水
需時若干（以分鐘計）方完全滲去。

表二 在不同滲透率的土壤中所需的滲水面積

測試井內
水下滲 150毫米所
需的時間（分鐘）

滲水坑所需底部面積
（平方米）

以每天滲水 1000公升計

滲水井所需滲透面積
（平方米）

以每天滲水 1000公升計 

6或以下 31 23 

12 38 29 

30 51 38 

60 72 53 

180 152 111

注意：

１．	 本表專供小型旱地鴨場及擬以趁乾剷出法處理禽畜廢物者使用。

２．	 豬場廢水必須先經化糞池。



     

( iii )	 滲水範圍足敷應用。適中的滲水率一般約為每  60 分鐘下滲  150
毫米。根據此滲水率，如豬場每頭豬在每天進行清洗時用15公升
水，且在沖洗前已將八成糞便剷出，滲水坑所需的最少面積是每頭豬
需 0.9平方米（如坑長 0.75米及闊1.2米）。表三說明滲水坑體積與
不同操作的關係。如雞場每頭雞在每週進行清洗時用  0.4公升
水，且在清洗前已將百分之九十七糞便剷出，滲水坑所需最少面積為
每一百頭雞需 0.4平方米（如坑長 0.33米及闊 1.2米），表四說明滲
水坑面積與不同操作的關係。同樣地，如鴨場每天產生一千公升廢水，
滲水坑所需的面積即為72平方米（如坑長 60米及闊 1.2米），表二
說明在不同土壤滲透率下所需的滲水坑面積。

表三 豬場在不同的操作情況下所需的滲水坑面積

固體糞便趁乾剷出率 

70% 80% 90%

滲水坑所需最少面積
（平方米／豬）

1.1 0.9 0.7

注意：

以上所需最少面積是基於如下假設： 

1.	 水在測試井內下滲 150毫米需時 60分鐘（注意：如滲透率增加，所需滲水坑面積或可依表
二的比例減少；相反地，如滲透率較慢，所需的滲水坑面積應增加）；

2.	 廢水先經化糞池；及

3.	 每頭豬每天所需清洗用水量為 15公升（注意：滲水坑所需面積可因減少沖洗用水量而略
減）。

表四 雞場在不同的操作情況下所需的滲水坑面積

每次清洗用水量
（公升／雞）

清洗間隔時間
（天） 

相對不同固體糞便趁乾剷出率
最少所需的滲水坑面積（平方米／ 100頭雞）

95%    97%
  99%
 

0.4
 

3
 0.70
 0.46
 0.22
 

7
 0.64
 0.40
 0.16
 

28
 0.61
 0.37
 0.13


          

          

注意：

以上是根據在測試井內水下滲 150毫米需時 60分鐘的滲透率計算（注意：如滲透率增加，所需滲
水坑面積或可依表二的比例減少；相反地，如滲透率較慢，所需的滲水坑面積應增加）。



(  iv )	 滲水池或坑應遠離建築物地基、水道或井，以保障公眾衛生及不致損
害鄰近建築物的結構。一般的安全距離約為距水井及水道30米，及
離建築物 3米。

維修保養要點：定期清除積聚的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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