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有机废弃物
制沼气技术

BI
OG

AS
 Kn

ow
-h

ow
_1



2

有机废弃物制沼气技术 
利用有机废弃物生产清洁能源与有机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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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观点
‘“只有将各种可再生能源的独特优势以最佳方式组合起来，才有可能实
现面向未来的可持续能源供应。沼气能够提供良好的灵活性，即便在
缺少风或阳光的环境中，沼气的使用也不会受到影响。沼气的用处是
多种多样的，它可以将有机废弃物转化为电能、热能、燃料和肥料，
是一种安全可靠且能惠及当地的气候友好型技术。沼气是未来能源发
展的方向！”

–德国沼气协会主席霍斯特·塞德（Horst Seide）

“能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发展政策的角度来
看，沼气具有诸多优势，其中包括创造就业机会、提供分散式清洁能
源、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完善固体废弃物
管理措施有助于创造大量的协同效应，例如最大程度地减少对人类健
康的威胁，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克里斯多夫·贝尔博士（Dr. Christoph Beier）

“沼气有效地将可再生能源、循环经济及废弃物管理密切连接。有机废
弃物主要在本地产生，所以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向市民描绘循环
经济切实利益的方法之一。最后，发展沼气是解决社区能源短缺和开
发分散式废弃物管理方案的绝佳工具。本手册旨在展示沼气技术的发
展和挑战，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沼气项目改善世界各地有机废弃物的回
收利用。”

– 国际固体废物协会主席
安东尼·马夫罗普洛斯（Antonis Mavropoulos）

“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努力寻求可持续的气候变化解决方
案。显而易见的是，由于沼气有助当地社区实现能源独立且作为一种
能源，优点诸多，因此开发沼气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一环。厌
氧发酵的应用有助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因为它有三个不同目的：它
产生可用于替代化石燃料的气态生物燃料；沼液作为有机肥料来平衡
养分循环；它提供一种废弃物管理解决方案，可以减少有机废弃物向
环境中的排放总量。将有机废弃物转化为沼气显然已经成为可持续满
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的一个重要手段。”

– 印度沼气协会主席
高拉夫·库马尔·凯迪亚（Gaurav Kumar Kedia）

各方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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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过去15年中，沼气利用技术的普及率大幅提高，在德国尤其如此。截至
2017年底，欧洲已有约1.34万家沼气厂，其中近9,500家位于德国。这些
沼气厂主要消纳来自于市政与工业源的有机废弃物（688家沼气厂）、
粪便、其他农业废弃物以及能源作物（12,721家沼气厂）。如果也将处
理填埋气与污泥气的工厂纳入考量，那么欧洲沼气厂总数将达至17,783
家。

德国9500家沼气厂的总装机容量超过4吉瓦，年沼气
发电量约占整个德国总发电量的5%，同时还为家庭、
工业、农场及其他建筑物供热。此外，欧洲约有450
家提纯工厂将沼气转化为宝贵的生物天然气，生物天
然气可以像天然气一样使用，也可用作运输燃料。除
了可再生能源，沼气发电厂还可以生产富营养和富含
腐殖质的肥料，从而使沼气技术成为真正的全能型技
术。

截至2019年，德国约有400家以有机垃圾为原料的沼
气厂。仅在当年，这些工厂中就有约135家使用了200
万吨来自家庭垃圾分类出的有机废弃物。全球范围内
垃圾制沼气的产量正在逐步增加，它可能成为发展中
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中最重要的废弃物管理与能源制备
系统。

有鉴于目前许多国家对沼气技术部署的兴趣和需求与
日俱增，德国沼气协会的这一出版物具有很强的时效
性。毋庸置疑，有机废弃物与残渣可以用于制沼，但
目前并未得到充分利用。相反，这些原料以不受控制
的方式等待自然降解，并最终释放出甲烷气，从而对
气候变化产生负面影响。

本手册旨在介绍以废弃物为原料的沼气生产技术，使
用方法及其多样的应用。此外，本手册还介绍了生化
处理工艺、有效利用沼气的不同方法，并比较了不同
原料的能量转化效率及其相应的处理与制备过程。此
外，本手册还进一步概述了目前常见的发酵技术，并
探讨了沼气厂运营中涉及的安全问题。

本出版物的合作伙伴包括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国
际固体废弃物协会(ISWA)及印度沼气协会(IBA)。这几
家合作伙伴机构致力于推广利用不同废弃物制取沼气
的关键技术、分享推进废弃物综合管理体系建设的经
验，并在国际上为沼气发声，尤其致力于普及沼气对
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环保和生态的贡献。

本手册旨在为完善和提升沼气厂的安全可靠性与效率
做出积极贡献，主要面向以不同种类有机废弃物为原
料，制取有机肥料、电能、热能或生物天然气（生物
天然气也可用作车用燃气）的沼气厂。数千家专业化
运营的沼气厂的数十载经验已经证明，沼气制取的技
术成熟且先进，因此利益相关方无须从零做起。对于
希望能够成功开展沼气项目并开拓市场的企业而言，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与致力于推广和执行沼气项目的
企业和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充分汲取和借鉴合
作伙伴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引言

1 引言
本手册主要介绍了以不同废弃物为原料制取沼气的技术，例如家庭
收集、工业及商业运营中产生的各种城市源有机废弃物，以及种养
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水、污泥、废弃物等动植物副产品。

尽管制取能源和生产肥料是沼气技术的核心，但在许
多国家中，这些都不是主要目的。尤其是在垃圾过度
填埋的国家，沼气发酵是一项值得推广的技术，可帮
助解决城市有机废弃物问题，并可减少工业与商业废
水对环境造成的生态污染。

有机废弃物堆肥能回收利用有机废弃物中有用养分，
但不能回收利用其能量；而有机废弃物焚烧则能够回
收利用其能量，但不能回收利用其有用养分，因为通
常必须将有机废弃物焚烧所剩的灰烬作填埋处理。厌
氧发酵技术既能回收利用有机废弃物中的有用养分，

厌氧消化 焚烧堆肥

6

沼气厂为农业地区生产
可再生能源和肥料



引言

生物天然气

电力

燃料

热能/冷却

8 9

6

5

1

4
2

3
7

使用不同类型的原料 
1  可以制取沼气，这些原料包括

城市有机废弃物、工业与商业废弃物、以及动植物副产
品（请参见第3章《沼气生产可使用的原料》）。液态
原料被储存在储罐中，而可打捆原料则被储存在专门
的仓库中 2 ，具体视所用原料的不同而异。储存打捆
原料的密闭仓库不仅应配备气体收集系统 3 ，并提供
足够空间完成其他预处理环节。此外还可额外配置生
物滤池 4 来消除有机化合物散发的异味。

原料在发酵罐中完成厌氧发酵过程 5 。本手册将在第7
章《发酵罐技术》中介绍不同类型的发酵罐并作进一
步说明。储气罐     是沼气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位
于发酵罐顶部或作为外部独立单元设置在发酵罐旁。

沼渣沼液

例如，热电联产（CHP）在使用沼气之前，必须首先
有效去除沼气中的硫化物和水。这一步骤在气体净化
系统中   完成。完成净化后，沼气就已准备完毕，可
以随时用于热电联产或在沼气厂中做进一步提纯处理
（请参见www.biogas-to-biomethane.com）。另一方
面，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渣、沼液将被收集在单独的储存
装置 

8  中，留待在后续步骤中使用。  此  外 ， 也可
采  用  固 液 分 离 、 干 燥 处 理 、 制 粒 以 及 好 氧
堆肥 等 方 式 提 高 沼 渣 沼 液 的 质 量  9 。沼渣
沼液中的水分可通过真空蒸发器或膜过滤器加以脱除；
而沼渣沼液中的有用养分则可采用沉淀法、固液分离法
或酸洗法加以提取。此操作不仅有助增加沼气厂的附加
值，还方便运输（请参见www.digestate-as-
fertilizer.com）。

最后，为防止人身伤害或环境破坏，还应采取安全措
施并配备相应设备。这些举措可以是简单的组织保障
措施，也可以是更为复杂的技术措施（请参见www. 
biogas-safety.com）。

7

又能回收利用其能量，可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在
《欧盟废物框架指令》中，厌氧发酵技术被认定为一
种用于回收利用和处理处置废弃物且能实现多重收益
的先进技术。本手册将分层递进地阐释沼气技术的多
样性，覆盖从投入（原料）到产出（能源与肥料）的
各个方面。本部分将简要介绍具有废弃物处理功能的
沼气厂所涉及的各个组成部分。

废弃物处理沼气厂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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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发酵的优势

2 厌氧发酵的优势
采用厌氧发酵技术处理有机废弃物与动植物副产品具有许多优势。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沼气厂的厌氧发酵工艺有助于解决化石资源短缺、
温室气体（GHG）排放及其导致的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

分类收集有机废弃物可以减少其他垃圾，因此能够降
低对垃圾焚烧厂和垃圾填埋场处理处置能力的需求。
此外，分类收集、处理有机废弃物还可以生产沼气。
因此，在对有机废弃物实施分类收集的地区，沼气制
取技术具有明显优势，因为该技术可以以沼气或生物
天然气的形式贮存能量并按需发电。此外，沼气还是
分布式能源直供的理想解决方案，尤其是在未与电网
连接但拥有丰富生物质资源的农村地区。在发展中国
家，沼气通常直接用于烹饪、供暖或燃气照明。

除可再生能源外，沼气厂还能生产富含大量营养元素
和腐殖质、价值高的有机肥料。原料中所含的所有营
养元素都被保留在发酵处理后的沼渣沼液中，可作为
肥料或土壤改良剂在农业、园林绿化和园艺中使用，
从而实现闭环的碳循环和养分循环。沼渣沼液与堆肥
是腐殖质的重要来源，有助保持土壤肥力、结构、活
性、通气性和保水性，并可防止土壤流失。相比之
下，化肥不会给土壤带来任何腐殖质。因此采用有机
肥替代磷肥和钾肥至关重要，毕竟磷肥和钾肥都属于
有限资源。此外，化肥中的镉和铀含量过高，极易引
发问题。

废弃物厌氧消化和化石燃料的排放

沼气发电

128 g * 
CO2eq/kWh

659 g2 
CO2eq/kWh

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
混合发电 （欧盟）

此外，通过补充化石能源、替代高耗能的化肥，沼气
技术还有助于大幅减少温室气体（GHG）排放量，
同时还可有效避免因堆放粪便、有机废弃物等可发酵
有机物质（例如垃圾填埋、开放的厌氧塘或其他类型
的储存）而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甲烷气。沼气制取技术
是一项能够以近乎碳中和的方式生产能源的技术，因
为植物生长期间会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CO2）并
将其以分子形态固定在植物中，从而减少了二氧化碳
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二氧化碳减排）。沼气燃烧
后，被固定的二氧化碳又会被等量的释放到大气中
（二氧化碳中和过程）。

以德国为例，有机废弃物消化技术让德国二氧化碳排
放量每年减少近200万吨。德国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
量约为10吨1。废弃物发酵过程可中和近20万德国居
民一年的碳排放量。其他国家的碳足迹则与德国不尽
相同。例如，印度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几乎不足两
吨。尽管沼气厂中所使用的不同有机废弃物和动植物
性副产品中能量含量各不相同，但每消化1吨有机废
弃物，平均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0千克。这意味
着，用沼气技术处理大约10吨的有机废弃物便可抵消
一位印度公民一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1 请参见 https://de.statista.com/statistik/daten/

studie/167877/umfrage/co-emissionen-nach-
laendern-je-einwohner/.

2 图中数据是基于欧盟关于促进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指

令（RED II）(RED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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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原料

3 可用原料
沼气厂使用的原料由各种可以被微生物厌氧消化的有机物质组成。此外
原料的清洁度与纯度决定了发酵后的产品质量（沼渣沼液），并由此决
定对沼渣沼液制备的要求与潜在应用领域。

适合用作沼气生产原料的有机废弃物和残余物种类繁
多。除其他要素外，在选择合适的处理处置方法时，
有机废弃物的含水量与可降解性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例如，餐厨垃圾及其他湿度过大且缺乏堆肥可行性的
可消化废弃物，实际上是厌氧发酵工艺的绝佳原料。
尽管如此，并非每种有机物质都可以在发酵罐中降
解。沼气制取工艺的主要局限之一是无法降解木质素
（木材的主要成分），但可通过好氧降解工艺（堆
肥）来实现。

在本手册中，沼气生产可使用的原料被分为5类，即市
政有机废弃物（经分类收集或技术分离）、市政污水
污泥、工业与商业废弃物、动物副产品（包括液体与
固体粪便）以及植物副产品。玉米、青贮等能源作物
或野生植物混合物也可被用作生产沼气的原料，因此
在沼气制取工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在德国尤
为突出。但鉴于本手册侧重废弃物处理，便不再对能
源作物多做赘述。本手册将使用统一的指示符号来代
表各种不同原料，但请注意，有些原料可能属于多个
类别（例如，屠宰场废弃物可能同时属于动物副产品
和工业废弃物）。

原料类别

城市固体废弃物（MSW）主要是在私人家庭
和公共场所产生的。城市固体废弃物中的有

机废弃物主要由各种有机物成分组成，例如厨房与餐
厅中产生的餐厨垃圾，或庭院与公园垃圾，例如草屑
与枯枝等。技术上可以采用筛分法、空气分离法和金
属沉积法（请参见第5章《原料制备》）等方法提取
和净化这些废弃物，以便为后续的生化处理（堆肥、
厌氧发酵）做好准备。在使用有机废弃物生产肥料
（堆肥、沼肥）的国家，应强制性要求对危险废弃物
进行单独收集，以确保城市固体废弃物中不含有害物
质。

在大多数中欧与北欧国家，只有将这些有机废
弃物单独分类收集，才能用来生产肥料。这些

有机废弃物通常投入家庭垃圾回收桶或放置在公共场
所的容器中，这些垃圾桶或容器会与存放纸张、玻
璃、塑料及其他废弃物的垃圾箱、垃圾袋和容器一起
被清空（请参见第4章《城市废弃物收集》）。垃圾
回收团队将垃圾箱或容器中的垃圾倒入垃圾车中，然
后将收集到的有机废弃物运送至沼气厂。园林垃圾通
常在垃圾收集点收集或直接运送至生化处理处置设
施。尽管沼渣沼液的直接使用在某些（北欧）国家亦
十分普遍，但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市政有机废弃物在
处理处置中产生的沼渣沼液会做后续堆肥处理。

            除固体废弃物之外，中欧与北欧国家还收集
     市民日常家庭生活产生的生活污水，污水排入

下水道之后，通过城市管网进入污水处理(WWTP）。
来自不同处理净化步骤的市政污泥还可以被输送至当
地发酵罐、污水处理厂或分散式沼气厂中用于制取沼
气，并通过混合使用不同原料来提高沼气产量。尽管
针对市政有机废弃物、污水污泥及动物性副产品的法
定要求可能会大相径庭，但废弃物的处置都必须严格
遵守有关的法律规定。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污水处
理系统中的污水可能含有抗生素（因使用药物而导致
的抗生素残留）、激素和非生物物质。

城市固体废弃物（MSW）中
的有机废弃物

源头分类后的市政有机废弃物

市政污泥

工业与商业废弃物

动物副产品

植物副产品

能源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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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食品、饮料或饲料所产生的有机废渣（包
括零售业产生的餐厨垃圾和过期食品）属于工

业与商业废弃物，会用单独的容器收集。工业废液、
污泥和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垃圾用垃圾箱/桶进行收集
和运输；家庭厨房和食堂产生的厨余垃圾用厨余垃圾
桶收集；超市产生的则用超市周转箱收集。通常情况
下，这类制沼原料的沼气产量较高，是进行厌氧发酵
的绝佳原料，但根据包装方式和杂质含量的不同，拆
包和预处理等方面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

《欧盟动物副产品法规》（第1069/2009号法
  规）将动物副产品（ABP）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动物性副产品会对农场动物、野生动物以及人
类健康源产生威胁，因此禁止在沼气生产中使用。第
二类动物副产品包括动物粪便（包括饲养牲畜和马的
排泄物或尿液）、消化道内食物、初乳等。采用厌氧
发酵技术处理这类动物副产品不仅能够生产可再生能
源，还可以减少动物粪便在露天堆放状态下向大气中
排放甲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第三类动物副产品包
括屠宰场废弃物和食品生产加工废弃物（如脂肪、动
物下水等）以及其他动物副产品（如羽毛、毛发、羊
毛、乳清、蛋、蛋壳、血液、皮等），这类动物副产
品需要采用巴氏消毒法在70°C下灭菌1小时，才能用
作生产沼气，后续可用于生产肥料。 

           农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植物副产品（如秸
秆或收割后的农作物残余物）。这些植物副产

品用于生产沼气，可以在几乎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提
高沼气产量。当沼气厂采用富氮原料（如动物副产
品）作为其主要原材料时，适当添加植物副产品有助
于降低氨氮含量，减少氨氮抑制风险，提高工艺稳定
性。其他植物副产品还包括酿酒谷物、面包、淀粉、
糖蜜、果壳、水果、蔬菜、青贮饲料等。

原料的特性及混合方式对沼气制取和产量都有
重大影响。若进料的有机废弃物纯净度较高，则沼渣
沼液还可用作有机肥或土壤改良剂。反之，若不能保
证沼渣沼液的质量，则必须做填埋或焚烧处理。

除可直接施用的动物粪便或植物副产品外，
大多数有机废弃物与动物副产品需要经过消

毒灭菌处理，减少或清除其所携带的动植物病原体或
种子，达到相应的卫生要求。可采用巴氏消毒法将原
料（如果仅有部分进料需要进行消毒，则仅消毒部分
原料）在70°C以上的温度下消毒1小时。这一步可在
原料进入发酵池之前进行，也可在发酵完成后进行。
除了巴氏消毒法，还可采用高温发酵法进行消毒（需
在50°C以上的温度下进行），或采用后堆肥、石灰
法等工艺。无论采用哪种消毒方式，都需要保证每个
颗粒在高温发酵的停留时间内得到充分加热。同时，
沼气制取过程中的生物反应将大大消灭较低温度下产
生的病原体。如前文所述，只有在需要完全灭菌的情
况下，才需要延长保留时间或提高温度。除消毒灭菌
之外，厌氧发酵还可以确保有机废弃物的稳定性，这
对于减少异味、甲烷（CH4）、笑气（N2O）及其他
气体的排放至关重要。

可用原料

运入沼气厂的
植物废弃物



有机废弃物消毒灭菌的不同方法

有机废弃物

方法 1

方法 2

方法 3

方法 4

有机肥料消毒灭菌 稳定化

高温消化 (> 50°C)

高温堆肥  

其他经验证的方法

巴氏消毒
(> 70°C; 1h, 12 mm) 中温消化

可用原料

总而言之，不论是生物上还是技术上，原料都是沼气
工程的重要参数。稳定的原料供应不仅决定着技术选
用，还与沼气厂的财务状况密切相关，关乎收集、运
输、填埋场进场费、处理处置费用等成本因素。但同
时，原料作为沼气厂生产清洁能源的来源，其沼气产
量可以给沼气厂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沼气厂
的设计应该以拟用的原料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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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原料的甲烷产量取决于其成分构成以及蛋白质、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含量。例如，过期面包的碳水化合
物比例较高，单位进料的沼气产量较大。由此可见，
原料成分会对沼气厂的生产及运营带来重要影响。反
之，某些原料可能会对发酵微生物产生不利影响，例
如油菜籽饼等蛋白质含量高的原料会产生高浓度的硫
化氢（H2S），对发酵微生物、机械设备和人体健康
带来毒副作用。由于不同的原料对沼气成分的影响不
同，因此对其的监测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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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垃圾收运

4 城市垃圾收运
从家庭生活和商业活动中收集的有机废弃物是沼气生产的重要原料。本
章将为城市管理者和相关方提供参考，以构建适宜的城市垃圾分类及收
集体系，提高城市有机废弃物的收集率，降低有机废弃物中的杂质含
量。

欧盟国家有机废弃物平均占城市固体废弃物总量的
39%，即每人每年产生约175公斤的有机废弃物，其
中包括家庭生活产生的厨余垃圾、餐厅及其他餐饮活
动产生的餐厨垃圾以及可生物降解的园林垃圾（如树
叶、草类植物、修剪后的碎枝叶等）。放眼全球，低
收入国家有机废弃物占城市固体废弃物总量的40%- 
65%。在这些国家，有机垃圾不仅是城市垃圾管理的
主要部分，也是温室气体和填埋渗滤液排放的主要来
源。无法进行厌氧发酵处理的或会对发酵过程带来负
面影响的废弃物会干扰有机废弃物的处理处置过程。
因此，有机废弃物的单独收集，及从单纯的垃圾处理
到垃圾回收的转变，能够在减少城市生活垃圾填埋量
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并生产可再生燃料（经
厌氧发酵处理后可制取沼气）和有机肥料（沼渣沼液
和/或堆肥）。

各欧盟国家采用不同方法分类收集有机废弃物，这些
举措提升了有机垃圾的回收率。由于餐厨/厨余垃圾
中的含水量高、油脂含量高，单位进料的产沼量大，

因此欧盟各国为了方便厌氧发酵制沼，便会在垃圾收
集时就做出相应规定，控制大件的、较干的园林垃圾
的收集。不过，垃圾收集方案还是会因地制宜，由地
方政府和城市垃圾处理公司共同决定。 

酒店、餐厅及其他餐饮活动是城市有机废弃物的主要
来源；分类收集此类有机废弃物相对容易，可为每个
餐馆配备一个或多个专门用于投放和收集有机废弃物
的带轮垃圾桶，并确定好收集频率。德国就用这种方
法，实现了“少户收集，总量较大”。德国汉堡市每年
收集约22,600吨商业活动产生的有机垃圾，在城市固
体废弃物总量中占比不足3%。

但是，家庭才是有机垃圾产生量最大的地方。为了避
免过于复杂的垃圾分类方案带来的不便，鼓励居民参
与垃圾分类，适宜的垃圾分类体系至关重要。意大利
米兰市的年人均厨余垃圾收运量为103公斤，其中包
括从餐饮业活动中收运的餐厨垃圾，收运总量高达每
年14万吨。

地方政府组织收运家庭有机垃圾的第
一步，是推行简便易行的家庭垃圾分
类投放制度，但这一步极具挑战性。
为了从家庭中收集餐厨垃圾，通常会
根据采用专门的收集工具，拦截含水
率高的易腐垃圾。目前，收集厨余垃
圾采用的标准工具是6-12升的厨余垃
圾筐，与不透水密封袋搭配使用。小
尺寸的垃圾筐可以避免家庭投放过大
尺寸的杂物，如瓶和罐等。通气设计
可有效减少渗滤液的产生并可防止蚊
虫滋生。不透水密封袋甚至可用于肉
渣、鱼渣以及果蔬残渣的混合收运，
同时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垃圾桶的
干净整洁。

米兰市有机废弃物分类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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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有纸袋的
厨余垃圾筐

套有生物降解塑料袋的
厨余垃圾筐

米兰市
（意大利）

自2012年以来，米兰市开始收集家庭产生
的厨余垃圾；使用透气性强的厨余垃圾筐和
可堆肥垃圾袋；2017年米兰市厨余垃圾的人
均分类收集量超过100公斤，杂质含量低于
5%。

卡塞尔市
（德国）

卡塞尔市对透气性良好的厨余垃圾筐和可堆
肥垃圾袋进行了调研。经技术改进后，有机
废弃物的收集量上升23%（杂质含量下降
56%），这主要归功于使用可生物降解垃圾
袋取代PE塑料袋。

斯莱戈市
（爱尔兰）

通过向居民提供可堆肥垃圾袋和厨余垃圾筐
及开展教育，斯莱戈市进行厨余垃圾分类和
单独投放的人数增加一倍，污染水平从18%
降至1%；一年后，污染水平仍处于3%的低
水平。

欧盟的经验表明，通气设计的厨余垃圾筐和可堆肥生
物垃圾袋的组合使用可大幅增加有机废弃物的收集
量，并降低垃圾中塑料、金属和玻璃等杂质的含量，
详见下表：

通过厨余垃圾筐和可堆肥生物垃圾袋的组合使用来提
高有机废弃物收集量的成功案例

在挑选与厨房垃圾筐配套使用的垃圾袋类型时，应避
免使用塑料袋（包括可氧化降解的塑料袋），因为此
类材料往往会堵塞沼气厂管路系统，而且在加工过程
中容易碎裂，成为沼渣沼液中所含的杂质。许多欧盟
国家使用由纸张或生物可降解塑料制成的可堆肥垃圾

袋，收集有机废弃物。然而，生物降解可堆肥垃圾袋
的设计并不能确保其在厌氧发酵工艺中完全分解，因
此如果不作堆肥处理，可能会形成沼气回收过程中的
不良品。这个问题可以在沼气厂中解决，比如可以对
沼渣沼液进行好氧处理（堆肥），在这个过程中完成
对此类垃圾袋的完全分解。

收集家庭有机废弃物的第二步，是选择合适的收集方
案，避免垃圾的混合收集。有机废弃物的收集方式主
要有两种：定点投放收集制度（bring scheme）和路
旁投放收集制度（Kerbside collection）。下表对比
了这两种收集方式。定点投放收集制度通常会在路边
设置大容量垃圾筒，垃圾产生者则负责将其有机垃圾
投放至路边垃圾回收桶中；但这个方式无法检查所投
放废弃物的质量，并且由于匿名投放，无法向垃圾产
生者反馈信息。路旁投放收集制度通常会根据每个家
庭具体的有机垃圾产生量，为每户家庭配备特定类型
或特定数量的垃圾筒，如果是公寓楼，则按住户的数
量相应扩展垃圾筒的类型与数量。在这两种制度中，
路旁投放收集制度的使用率较高，因为其可以拦截园
林垃圾等大件有机垃圾，且其中的杂质的含量通常较
低。

实行路旁投放收集制度时，政府部门应在夏季或炎热
季节提高垃圾收运频率。收集有机垃圾的频率应该比
收集其他垃圾的频率更高；以上两类措施都是居民友
好型的方案，有助于提高家庭垃圾分类和单独投放的
参与度。

城市垃圾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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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垃圾收运

进行家庭有机垃圾收集的最后一步是落实居民指导与
监督。进行有机垃圾收集时，需要开展居民意识提升
活动，使其了解有机垃圾分类的正确方法、拟用的收
集工具以及收集的频率与时间。向居民下发的用户指
南应包括：垃圾收集日程安排、信息手册、专题网站
及其他工具（例如手机应用软件或社交网络传播工
具）。

鲜物质中杂质超过5-8%（根据进行发酵工艺之前预
处理的类型不同而异）可能会对沼气厂处理有机垃圾
的正常流程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沼气产量下降，处理
后不良品的增多。因此，垃圾收运公司应进行流程管
控及杂质监测，及时向垃圾产生者反馈垃圾分类错误
相关的信息。下表列举了监测与控制有机垃圾收集质
量的不同建议。给居民免费发放适宜的垃圾收集工具
有助于提高家庭有机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对于含有玻
璃、塑料和/或金属等杂质的垃圾框或垃圾箱，还应

制定相应惩罚措施，管控不合规行为。确保每位用户
都能获得有关不合规行为的反馈，这一点至关重要。
反馈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在垃圾箱上张贴显眼
标签、暂停垃圾箱清运甚至不再收集该地垃圾并对违
规者家庭处以罚款等方式。

建立有机垃圾分类收集制度通常需要重新考虑城市的
现行生活垃圾管理计划。可以向区域级或国家级沼气
和/或堆肥机构寻求技术支持，也可以登录相关网站
（www.giz.de或www.iswa.org），查阅相关资料。

在低收入国家，配置垃圾筐、垃圾箱、垃圾袋等基础
费用成为限制当地政府开展这项工作的限制因素。但
这笔费用应该与整个“供应链”上所减少或节省的费用
结合考虑，还应考虑单独收集有机垃圾可以将其转化
为沼气和/或堆肥产品的积极效应。

工具 厨余垃圾筐和
可堆肥垃圾袋

垃圾收集人员目检 电子设备
信息技术检测

地点 厨房内
适用于垃圾篓和/或带轮
垃圾桶内的垃圾收集

仅适用于带轮垃圾桶
内的垃圾收集

措施 提升用户友好性 贴标签、给予反馈、
停止清运

贴标签、给予反馈、
停止清运

费用 基本费用（垃圾筐）
可选费用（垃圾袋）

低成本，基于垃圾收集人
员或“废弃物目检人员”

高成本，仅适用于带轮
垃圾桶内的垃圾收集

监测有机废弃物收集质量的不同措施

定点投放收集制度 路旁投放收集制度

收集餐厨垃圾与园林垃圾 可以分类收集厨余垃圾

运输安排相对简单 运输复杂且劳动密集

无法查验杂质，杂质可能
产生重大影响

可以控制和减少
杂质含量

垃圾收集量较少 垃圾收集量较多

两种回收制度的比较

塑料不应该扔进有机垃圾桶中在堆肥厂进行直接的园林垃圾定点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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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料制备
为了防止发酵过程中出现故障，并生产出优质沼渣沼液或堆肥，必须
去除塑料、玻璃、纸张、金属、石块或过大的杂质。为此，可以在发
酵过程之前的水解阶段、发酵过程中的产沼阶段或发酵后的固液分离
阶段，可以采用湿法或者干法技术去除杂质。

原料的质量至关重要，如果打算在农业、园艺或园林
绿化领域使用所生产的肥料，则物料质量更需严格把
关。原料的制备需要配比合理，以确保作业条件的稳
定，获得理想的沼气产量，并且维持设备和机械的预
期使用寿命。因此，为了保证沼气制取工艺与沼渣沼
液和堆肥的质量，工业或农业等受控来源的清洁原料
是最佳选择。其他有机废弃物可能含有不可生物降解
的或不合适的物质和污染物。例如，超市的过期食品
可能仍被包装在玻璃、塑料或纸板容器中。餐厨废弃
物可能含有餐具或骨头。如上一章所述，家庭中按源
头分类的有机废弃物可能是一种极难处理的原料，原
因在于，这些有机废弃物的清洁度取决于个人的意
识，他们是否可以正确进行废弃物源头分类，而不是
将无机物质（如电池或酸奶罐）扔进有机废弃物的垃
圾桶。所以这种有机废弃物的质量因社会结构、受教
育水平、地理位置（农村或城市）和人口密度等多种
因素而迥异。因此，若要控制收集到的有机废弃物的
质量，首先必须开展公众教育，并对垃圾桶采取管控
措施。然而，即使具有环保意识的人，也可能在无意
中错扔掉不该扔的物品（如全新的园艺剪），因此任
何情况下都有必要对沼气厂进行管控。

去除杂质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可供选用，具体取决于进
料类型、浓度和所含杂质的种类。在本手册中，使用
以下符号来表示脱袋与破碎技术以及湿法、干法除杂
技术。除杂可在生物沼气制取过程之前、之中或之后
进行。

每种方法的效率取决于技术设备、能耗和分离出的杂
质所占份额。在去除杂质的同时，还会分离出有机化
合物。针对这类物质，必须进行相应的处置（如焚
烧），不可将其再次用于沼气和沼渣沼液的生产。但
其实，即使是城市生物废弃物也可以制备成合适的厌
氧发酵原料，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在法律上允许
使用其所产生的沼渣沼液和堆肥。

            制备过程的第一阶段通常涉及脱袋与破碎技 
            术。目的是减小颗粒大小，去除包装，并为
后续的发酵过程制备出更均匀的原料。相应的方法包
括挤压、切割、研磨或粉碎物料。在分解过程中，可
能会吹出塑料等轻质物料。通过挤压产生压力、或通
过桨叶产生离心力，有机物在通过筛网的过程中可与
包装分离。也可使用水力机械碎浆机，原料被分解
后，轻的杂质浮到表面，而重的杂质下沉到碎浆机底
部，类似于下文描述的沉浮分离。 

湿法除杂

脱袋与破碎技术

干法除杂

垃圾车将有机
废弃物卸入仓库中

原料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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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法除杂技术适用于以液态输送的有机废弃物
物，或者固体有机废弃物需要被分解成小颗粒

并与水、循环处理水或其他液体混合用于湿法发酵。
通过打开发酵罐并保持有效工作容积，除杂将最大限
度地减少发酵罐除泥所需的停机时间。至于石块、骨
头和沙子等重型物料，可以通过在大盆、容器、集沙
器、碎浆机中沉淀的方式将其去除，或直接用刮刀在
发酵罐底部将其去除。可以使用集沙器或水力旋流
器，利用更高的离心力去除砂砾和沙子。

通过沉浮分离，纺织品和塑料薄膜等轻质物料浮出水
面，可在水面将其去除。也可在消化过程中撇去消化
器内容物表面的塑料膜。例如，可以使用分离、螺旋
或活塞式压力机，通过筛网重压液态有机废弃物，从
而产生清洁的有机组分。使用分离压力机、鼓式或弧
形筛网，则可轻松去除塑料等小尺寸杂质，并可实现
高清洁度，具体取决于孔的尺寸。筛子或压力机应设
计用于过程末端的全流去除步骤，用作所产生沼渣沼
液的终端控制装置，以获取优质肥料，同时避免将所
含的相关杂质作为肥料投放市场。

 实施干法除杂技术，以对所制备的原料进行
      洁和调节，使其具有适当的有机废弃物含量。

可以通过筛选进料（如在滚筒筛或星状筛中）去除大
于筛孔直径的物体。针对生产出的堆肥，也可根据筛
孔尺寸（如0-15毫米），利用筛网对其进行清洁，并
将其制备成符合标准的尺寸，具体的要求取决于堆肥
的用途、消费者意愿或与园艺土壤进行混合。如果厌
氧发酵步骤对含杂率要求不高（通常为干发酵），则
无需分解步骤。仅需安装破袋装置，避免将塑料薄膜
切成小块，因其在生物过程之后更难去除。因此，在
筛分堆肥的过程中，可能会将杂质聚集到筛出的大颗
粒中，污染严重的颗粒不能用作肥料，需要采用焚烧
等其他方式处理处置。塑料薄膜等轻质物料可以使用
空气分离法吹出。将磁铁与输送带相结合，可以去除
金属。涡流分离器在有色金属上诱导产生交变磁场，
有色金属与其他物料会产生不同的轨迹，从而被分
离。利用滚动、反弹等其他物理特性，或将颜色、形
状和材料识别的传感器与空气喷射相结合，都可以实
现分离。对于种类繁多的有机废弃物，例如来自家庭
的有机废弃物，可以在传送带上安装分拣装置，（人
工）挑选出不需要的物料。

确保肥料的质量——清洁且不含污染物和有害杂质
（如锋利物体）——对于肥料销售与提高公众对沼
气技术的认同度至关重要。为生产出这种清洁的终端
产品，既要保证高纯度的优质原料，又要有适当的技
术处理各种杂质。对此，欧洲和大多数成员国都在使
用相应的质量保证体系，提升并管理肥料品质。（请
参见www.ecn-qas.eu）。

包装依然完好的
酸奶和牛奶

仍带有塑料包装的
废弃水果

原料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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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沼气和沼渣沼液的产生 
沼气的产生在自然界极其普遍，例如，可以在沼泽和湿地中观察到，也
可以在动物消化道中，特别是奶牛的瘤胃中观察到此过程。当有机质在
没有游离氧的条件下被微生物菌群分解时（厌氧发酵），会产生高热量
的甲烷和有机肥。

沼气技术利用不同微生物群体的自然反应过程，即在
厌氧（即无氧）条件下将有机废弃物、餐厨垃圾或
粪便等有机物料转化为甲烷（CH4）和沼渣沼液。
根据所使用的原料类型，沼气中的甲烷含量通常
在50%至70%之间。占比第二的组分是二氧化碳 
（CO2），占沼气的30%至45%。此外，还
有少量其他组分，如水、氧气、微量硫化物
和硫化氢。

沼气的产生涉及四个连续的生化过程。在水解过程，
原料中复杂的长链化合物，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
脂肪等被分解成分子量较低的有机化合物，如氨基
酸、糖和脂肪酸。参与其中的水解菌释放水解酶，在
微生物细胞外对物料进行生化分解。在酸化过程中，
上述中间产物会转化为丙酸、丁酸和乙酸等低级脂肪
酸，并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氢气——它们是降解过程中
的副产物。在乙酸化过程中，产乙酸菌将丙酸和丁酸
转化为乙酸、氢气和二氧化碳，它们是产生甲烷所需
的基本物质。最后，在产甲烷过程中，作为地球上最
古老的生命形式之一，古菌通过将氢与二氧化碳结合
或裂解乙酸来产生甲烷。

通常，上述四个过程在一个密闭的搅拌装置中进行，
即所谓的发酵罐。然而，所涉及的生化过程依靠不同
种类的微生物进行，每种微生物所需的最佳生长条件
不同。为了给不同种类的微生物创造最佳条件，可以
将这些过程放置在不同的容器中进行。例如，有些沼
气厂会设置一个单独的水解罐，用来预制备厌氧消化
过程中所需的有机废弃物。沼气厂会为水解菌而优化
水解罐中的温度、含氧量和pH值，并为产生甲烷的古
生菌而优化主反应器中的相应条件。

温度是产生沼气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作业温度
有不同水平，如嗜冷性（低于25°C）、中温性（从
35°C到48°C）和嗜热性（大于50°C）。低温的优点
是减少需要添加到该过程中的热能，但反应速度很
低。这导致沼气产量较低，或者需要更长停留时间。
正如前文所述，在消化废弃物和动物副产品时，较高
的温度对于消除有害细菌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然
而，温度的变化可能会破坏沼气产生过程的稳定性，
并且降低或消灭微生物的活性。其他因素也会阻碍甲
烷的产生：例如，高浓度游离氨会迅速抑制细菌，因
为氨和水的化学反应会在发酵罐内产生铵离子和氢氧
离子，在pH值较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持续监
测相关参数对于防止工厂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至关重
要。

过程描述

阶段1
水解

水解
微生物 微生物

产酸 产乙酸 产甲烷

阶段 2
酸化

阶段 3
乙酸化

阶段 4
甲烷生成

H2 / CO2

乙酸

沼气
CH4 / CO2

糖类
氨基酸
脂肪酸

生物质
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脂肪

脂肪酸
(丙酸)

沼气和沼渣沼液的产生

生物天然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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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罐技术

7 发酵罐技术
发酵罐是沼气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市面上有多种有机废弃物处理技
术。因此应基于原料与当地情况做出正确选择。

所采用的技术和部件必须成熟可靠，以确保整个系统
经久耐用，提供高水平的性能，并且保证安全运行。
因此，经营者的专业知识以及参与沼气项目的各方
（如项目规划者、制造商、工程建筑公司和经营者）
之间的良好合作是成功实施沼气项目的重要因素。 

发酵罐是沼气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发酵罐中，微
生物将有机物料（原料）转化为沼气。发酵罐最重要
的功能是为微生物提供最佳生长条件，并努力提高沼
气产量。沼气系统往往根据其采用的发酵工艺类型进
行分类：

不同干物质含量下适用的技术模式概述*

* 几乎所有原料都可以稀释到每种发酵术所需的干物质含量。
** UASB: 上流式厌氧污泥床技术是一种专为高含水量物料设计的厌氧消化形式 （如废水或工艺用水处理） 

0 % 10 % 20 % 30 % 40 % 50 %干物质
含量

焚烧

堆肥

干法序批式发酵

湿式发酵

厌氧塘

户用沼气池

干式连续发酵

UASB**

干式连续发酵 干法序批式发酵湿法连续发酵

进料 温度 搅拌 原料 可靠性 适宜气候

湿法连续发酵 连续 中温或高温 CSTR 反应器有搅拌器
水压式反应器无搅拌器

易于泵送，适用于
不同原料

杂质可能引起
技术问题

全球，无限制

推流反应器 连续 通常高温，
但中温亦可

沿着或垂直于物流，
立式系统无搅拌器

可泵送，主要适用
于市政有机废弃物

对杂质的耐受性高

车库式系统 非连续 通常中温，
但高温亦可

无搅拌器，渗透式
液体分布

可堆叠，主要适用
于市政有机废弃物

反应器稳健，
无移动装置

厌氧塘 连续，停留时间长
 (> 100 天)

室温 通常无搅拌器 液态，通常用于工
艺用水或废水

低纬度，
如热带地区

户用沼气池 几乎连续 室温 通常无搅拌器
当地现有的有机废弃
物，粪便，农业残余

反应过程不可
有杂质 温度 > 10°C

选择何种合适的技术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原料供应
情况和特性、原料数量和质量、干物质含量和卫生要
求；能源使用和激励措施（如上网电价）以及当地能
源需求；进料价格；运输条件；沼渣沼液的预期最终
用途；经营者的技能和知识；当地气候条件；当然还
包括可用的财政资源。

在确定最佳技术方面没有通用规则，因此，在建设沼
气厂之前，必须就选择最合适的技术征求专家意见。
作为一般指导，本章简要总结了几种最常见的方案。

不同发酵罐技术的特征

杂质可能引起
技术问题

全球，无限制

全球，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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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湿法连续发酵
最适合湿法发酵的原料是液态有机废弃物，如工业与
商业废弃物或粪便。然而，完成制备后，每种原料都
可以用工艺水、循环水或其他液态生物质稀释后进行
湿法发酵。城市有机废弃物种类尤为多样，并含有较
高比例的超大组分（如木材）和杂质，因此必须对其
进行预处理。发酵罐进行保温处理并加热到中温或高
温，为微生物提供最佳生存条件。在发酵罐内搅拌液
态生物质，使原料与微生物接触，以避免下沉或浮
层，并将加热系统中的热量分配到整个发酵罐中。 

发酵后产生的沼液也可用于稀释固态原料。如果希望
获得堆肥，则必须把沼渣沼液分离。沼液可以作为肥
料直接铺洒在农业区。

在连续搅拌反应器（CSTR）中，原料以（准）连续方
式进料。原料的干物质含量在5%至15%之间。发酵
罐内的物料为液态，因此可泵送。此过程可为单阶段
或多阶段（即使用单独的水解罐）。通常需要安装

一个或多个主发酵罐、一个后消化器和沼渣沼液贮存
装置。针对农村产生的植物副产品，连续搅拌反应器
是最常用的发酵技术。这项技术简单高效，适用于各
类原料。只要可以混合处理，几乎任何尺寸的发酵罐
都可被使用。在实际应用中，单个发酵罐的尺寸限制
是数千立方米。如果需要更大反应器容积，则可以建
造多个发酵罐，这些发酵罐可以并行或成排工作。

在水压式发酵罐中，以（准）连续方式投料。只要流
动性足够大，可以发酵几乎任何一种原料。原料的干
物质含量在6%至16%之间。发酵罐由两个隔间组成。
大部分沼气在主隔间内产生。由于沼气产生过程导致
压力升高，次隔间内的液态生物质被抬高。当两个隔
间中的阀门打开时，液体向下冲，释放出高动能。挡
板将下冲转化为搅拌效应。无需机械搅拌器，而且反
应器内部无活动部件，从而实现低电耗和低维护成
本。工艺温度为中温或高温。通常储罐会被加热，为
微生物提供最佳温度。

1   进料 2   生物质 3 搅拌器 4 加热系统 5 沼气储存 6   沼气利用 7   排出

1

6

2

7

5

4

沼气

7
1

65

4 3 2

沼气

连续搅拌反应器 (CSTR) 水压式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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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料 2   生物质 3 搅拌器 4 加热系统 5 沼气储存 6   沼气利用 7   排出

7.2 干法连续发酵

干式连续发酵在推流反应器中进行。原理如下：生物
质从进口缓慢（水平或垂直）的被输送到出口，因此
理想情况下，所有颗粒在通过反应器时，停留时间都
是相同的。不过，根据原料和内部结构的不同，也可
能出现一些短路。纵向推流反应器运行过程中没有搅
拌器辅助，会利用重力和泵混合生物质。为确保最佳
处理条件，横向推流反应器会配备强效搅拌技术，可
顺沿或垂直于物料流动方向运行。

干式连续发酵以（准）连续方式投料。几乎所有有机
物料都可作为原料使用，但这项技术主要针对不同的
城市有机废弃物设计。原料的干物质含量在15%至
45%之间。反应器负荷可能很高。由于会受到强大的
径向力的冲击，反应器的容积通常限制在1000至2000
立方米之间。不过，几个反应器可以并行运行。工艺
温度通常为高温，也可能是中温。

沼渣沼液被分离后，沼渣通常处理为堆肥，沼液则作
为肥料喷洒。

7

1

3

6

沼气

4

2

卧式或立式推流反应器

建造中的推流反应器搅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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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罐技术

沼气

2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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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库式系统

 1 气密门

 2 生物质

 3 渗滤液排水系统

 4 加热系统

 5 沼气储存

 6 沼气利用

 7 渗滤液分布

 8 渗滤液储罐

7.3 干法序批式发酵

干法序批式发酵罐主要采用车库式系统的形式，原料
分批处理。原料在发酵罐中保留一段规定时间，通常
一个月左右。之后清空发酵罐，并重新装满下一批次
原料。沼渣沼液可以不经过分离步骤直接堆肥。新进
原料与上一道工序中在车库式反应器内的沼渣混合接
种。源自排水系统的沥滤液作为渗滤液进行再循环并
喷洒在原料上，以此给原料接种细菌，并增加降解生
物质之间的接触。  

物料流动不是连续的，会利用轮式装载机将原料和沼
渣沼液运进、运出车库式反应器。原料必须是可堆放
的，因此需要含有大量结构材料。此项技术适用于干
物质含量在30%以上的原料。反应器中没有活动部
件，坚固耐用，运行可靠，维护成本低。沼气产量可
能低于使用搅拌系统的产量。原料进料采用人工方

7.4 其他发酵罐技术

迄今为止已经介绍了欧洲最重要、最常用的技术。不
过，许多国家还使用其他技术。这里将简要介绍另外
两类技术。

在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厌氧塘非常普遍。
传统上，工业或农场加工产生的水（如废水、生产用
水、粪便和其他流出物）储存在厌氧塘中，往往会向
大气排放甲烷，并向土壤和地下水排放硝酸盐，对环
境构成威胁。

为了应对此问题，这些厌氧塘通常覆盖一层塑料薄
膜，通常是高密度聚乙烯（HDPE）膜，以建造一个
简易的发酵罐。然而，这种解决方案存在一些技术缺

式，因此与自动化系统相比需要更多人力。渗滤液分
配系统可以保证最佳的含水量，工艺温度为中温或高
温，并至少需要三个发酵罐才能使产气量达到平衡。

陷，因为很难将这样的大尺寸塑料薄膜固定在地面上
而不被吹走。此外，通过覆膜厌氧塘仍无法避免对土
壤和地下水的潜在排放。覆膜厌氧塘的容积可能高达
几十万立方米，导致很难有效、高效地搅拌其中的液
体，甚至几乎不可能。将厌氧塘加热到最佳温度也极
具挑战性。通常，覆膜厌氧塘在环境温度下运行，这
会导致沼气产量较低且季节性较强，这就要求更长的
停留时间，从而导致了需要更大的容积。

如今，通过配备搅拌器和加热系统，人们能够安全高
效地运行覆膜厌氧塘，不过这会增加投资成本，并提
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搅拌和加热大量原料颇具挑战
性）。



发酵罐技术

厌氧塘

沼气储存

沼气管道

厌氧塘出水
厌氧塘进水

覆盖

池1 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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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浮桶式沼气池

另一种沼气技术是户用沼气池。每天只需投入几公斤
原料（通常是一户或几户家庭的产生量）。沼气产量
很低，每天仅几立方米。反应器容积通常只有几立方
米，最高可达100立方米。这项技术成本较低，相对
简单。机械部件（如有）通常结构简单，坚固耐用，
而且不是电子驱动。通常不加热或搅拌反应器，因此
停留时间必须很长才能实现足够的沼气产量。

户用沼气池包括三种类型：

f 塑料袋式沼气池。原料被投入塑料袋中，在袋中
产生沼气，储气方式通常采用外置气球的形式。
优点：相对坚固耐用，气液密封，耐腐蚀材料。

f 浮桶式沼气池。由两个套在一起的桶组成，浮筒
可以表明储气量。

f 硬顶沼气池。优点是可以就地取材，例如砖块。
缺点是气密性（甲烷排放！）和耐腐蚀性方面存
在问题

所用原料应为液态或至少经过稀释（例如在反应器中
稀释的粪便或食物），并不含较大颗粒（例如没有树
枝）。户用沼气池没有消毒装置，因此不可使用可能
被病原菌污染的废弃物。

沼气通常用于炊事，也可用于照明。小型沼气池的产
气量太小，无法以经济可行的方式发电。建设和操作
相对简单。然而，和在工业工厂一样，专业知识和明
确责任是长期运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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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气厂

热电联产

发酵罐

外部热电联产

处理系统

加气站

燃气加热器
燃气灶等

热电联产

电网

临近村庄

远郊村庄

空调

内部热能消耗

近郊热能消耗 热能/冷却

热能/冷却

天然气管网沼气管线

电网

游泳池

沼气利用

可在温室大棚使用生物
天然气提纯产生的热能
和二氧化碳

8 沼气利用
在可再生能源技术中，沼气是真正的全能型技术，通过生产一次能源
（即甲烷），可用于提供电能、热能、天然气，并为燃气汽车提供燃
料，具有极强的灵活性。

厌氧发酵过程中产生甲烷，意味着原料所含的能量可
以实现多种用途。最常见的方法之一是利用热电联产
系统（CHP）将气体转化为电能和热能。在沼气用于
发动机前，气体必须进行净化。未经加工的沼气的含
水量达到饱和状态，且含有硫化氢（H2S），最终会
腐蚀工厂的发动机以及暴露在气体中的其他金属、混
凝土或木材部件。为了确保沼气厂的使用寿命并保护
其部件不受硫化氢的影响，必须对沼气进行脱硫。可
以采取以下方式：

f 在发酵罐中加入金属盐，

f 内部或外部生物氧化（比如控制发酵罐内的空气
注入），或

f 用吸硫材料（如活性炭）洗涤沼气。



24

沼气利用

提纯后的沼气，即所谓的生物天然气，可以直接并网
现有天然气网，并储存在天然气储存罐中。为了将沼
气提纯并达到生物甲烷/天然气质量，必须去除沼气中
含有的二氧化碳，以确保混合气体中的甲烷含量达到
高浓度，通常超过96%，目前也有多种提纯技术可供
使用。一旦沼气提纯为生物甲烷并被并入天然气管
网，便可有与天然气相同的功效。例如，沼气可用作
汽车燃料，压缩在储气罐中（如供当地使用），或在
所产生的热量能够得到最高效再利用的地方将其用于
热电联产系统。生物甲烷能够对交通运输行业的可持
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对于使用废弃物生产的纯
生物甲烷的车辆而言，其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使用化石
燃料的车辆低90%左右。

干燥气体是提纯过程中的另一个常见步骤。一种常用
方法是冷凝干燥：即将沼气冷却到一定温度，在该温
度下，水分冷凝并被冷凝盘收集。

经过该提纯过程，沼气适合在热电联产系统中燃烧。
在该系统中，发动机驱动发电机。燃烧过程中产生的
热量也可以通过热交换器收集。大约四分之一的热量
必须用于加热发酵罐，剩余部分则可有多种其他用途
或出售，例如为农业生产建筑和农村住宅供暖或烘干
（如农作物或木材）。对于全年需要供暖的场所，例
如社区建筑、游泳池、温室、酿酒厂或其他工业企
业，这种全年不间断的热能尤其有用。热能还可用于
运行供冷系统，这对气候炎热的国家颇有吸引力。

沼气发电的一个好处是沼气的灵活性：储存沼气比储
存电能容易得多，因此可以实现按需发电。这样的设
计可以抵消波动不定的能源（如风电和光伏系统）导
致的发电量下降，因此有助确保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德国越来越多的沼气厂不再全天候发电，而是按需发
电。该方法使发电商能够在需要时发电，从而也为离
网解决方案带来了巨大机遇。

利用沼气厂产生的热量来加热游泳池
利用天然气/生物天然气的公共巴士

沼气厂产生的电力可
以按需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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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出版物

9 其他出版物
沼气工程的安全、沼气提纯及沼渣沼液的应用、提纯和市场化等也是沼
气领域颇为重要的课题。“沼气技术知识集锦系列”（Biogas know-
how）围绕以上主题出版相关手册，欢迎登录德国沼气协会（German 
Biogas Association）官网下载和订购。

沼气厂的安全运行至关重要。《安全第一！（Safety 
First!）》手册阐述了如何安全地建造和运行沼气厂，
涉及排放控制、产品安全、水体保护和作业安全等方
面，同时还考虑了许多其他问题及其保障措施。

沼气厂通常存在环境风险和安全风险，其中，环境风
险包括由于结构故障或操作失误而导致的温室气体排
放或沼渣沼液泄漏到水体中。安全风险可能威胁沼气
厂的工人或第三方（如工厂周边社区）人员，主要包
括：气体危害（如爆炸）、火灾危害、机械危害和电
气危害，以及噪声污染和有害物质排放。

沼气厂最常见的风险并非由沼气本身引起，而是由跌
落、切割和物理撞击等器械原因引起的。生产过程中
使用或产生的一些有毒、有害和/或致敏化学物质，
如硫化氢（H2S）是非常危险的。生产过程中的添加
剂（例如必需的养分）、生物制剂或用于对沼气脱硫
化合物也会对沼气厂的运营人员和员工带来隐患。

为确保沼气厂的运行不会造成安全或环境危害，设备
制造商、设计规划团队和运营者必须始终紧密合作，
在沼气厂设计规划阶段就避免问题的发生。几十年来
建造和运营数千座沼气厂的经验表明，沼气厂能够安
全稳定的运行。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可靠的技术、标
准的实施和开展培训来确保沼气厂的安全运行。我们
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安全生产。更多与沼气
安全生产相关的信息，欢迎访问：www.biogas-
safety.com。

沼气提纯为生物天然气的方法多种多样，主要通过二
氧化碳分离和甲烷浓缩技术（例如，膜提纯、洗涤技
术、变压吸附或低温处理）。生物天然气的用途多
样，如果能够将提纯后的沼气并入现有天然气设施
中，那么利用有机废弃物制取的沼气就可以实现暂时
储存，并根据需求加以利用。这样一来，可以在热电
联产发电及热能的直接利用过程中实现效能最大化，
不仅能稳定能源供应，还可以平衡风能、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的生产波动。生物天然气可持续生产证书可
供交易。

除此之外，生物天然气还可用作车载燃料（用于客
运、卡车和轮船等重型运输，或用于工业和农业），
也可作为其他材料生产的原料。此外，沼气生产的副
产物——二氧化碳（CO2）可用于电转气。生物天然
气这种独一无二的灵活性使其可以适应各地集中式和
分散式的应用场景。更多与沼气提纯及生物天然气应
用相关的信息，欢迎访问：www.biogas-to-
biomethane.com。

沼渣沼液用作优质肥料，富含腐殖质和养分。沼渣沼
液可以直接以液肥的形式施用，或者将沼渣分离，直
接施用于农田。沼液沼渣完整保留了沼气生产原料中
所含的养分和微量营养元素，因此，发酵进料决定了
沼液沼渣的成分。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主要是氮、磷
和钾。厌氧发酵后，由于铵浓度的升高，氮素的可利
用性提高，有利于增加土壤营养。此外，沼渣沼液中
宝贵的有机碳是腐殖质的关键成分。分离、堆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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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Membrane separation

Membrane separation methods ar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that gases diffuse through the 

membranes at different speeds. A variety of polymers can be used as membranes.

A good membrane is highly permeable to smaller mol-

ecules such as CO2
, and impermeable to larger mol-

ecules such as CH4
. The aim is to achieve the highest 

possible permeability with high selectivity. For mem-

branes typically used, the permeability of CO2
 is about 

twenty times higher than CH4
.

Membranes are usually formed into hollow-fibre poly-

mers, which are combined in a tube bundle to provide 

maximum surface area. When raw biogas is blown into 

the tube, gas components such as CO2
, O2

, H2
O and 

H2
S that diffuse well through the fibre wall are dis-

charged outside the hollow fibre. CH4
 and N2

 remain 

inside. The membranes are very thin (about 0.1 – 0.2  

micrometres) and are thus unstable. The tube shell 

protects the membranes, prevents bending and thus 

provides the optimum shape. 

Membrane separation methods are available in very dif-

ferent designs. Typical operating pressures are 7 to 20 

bar.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 methane purities, the tube 

bundles are often connected in two-stage or three-stage 

cascades. A two-stage cascade means that the biogas is 

separated in an initial column. The exhaust gas is blown 

off. Subsequently, the methane-rich product gas – which 

still contains CO2 – is passed into a second column in 

which CO2 is further diffused. This results in higher CH4 

concentrations in the product gas. CH4
 also diffuses 

through the membrane, causing methane losses into the 

exhaust gas which should be converted to CO2. 

The process of membrane separation has been substan-

tially improved over the past 10 years. Initial problems, 

such as high pressure loss with an excessive power re-

quirement, high methane loss or limited membrane ser-

vice life, have largely been resolved.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membranes, fine desulphurisation and drying are 

carried out before the gas enters the hollow fibre.

Advantages of membrane separation methods:

 Few moving parts, extremely robust design. 

System availability dependent (almost) solely 

on the compression blower;

 Modular design available;

 Can also be adapted for smaller volume flows.

Disadvantages of membrane separation methods:

 Power requirement between 0.18 and 

0.33 kWhel per m³ of biogas; 

 Methane loss between 0.5 and 2 vol%;

 A lean gas burner is advisable and in some 

countries required;

 Only limited practical experience available 

for new developments.

Exhaust gas

BIOGAS
BIOMETHANE

CO2

CH4

Physical and technical principle of membrane separation

Biogas upgrading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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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Scrubbing technologies

Scrubbing, also referred to as absorption, is based on the effect whereby gas components are soluble in 

different fluids to varying degrees. For example, CO2 dissolves much better in water than CH4.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tial variables in 

scrubbing processes result from the proper-

ties of the solvents used and the solubility 

of the gas components. In general, the solu-

bility of the gas improves with increasing 

pressure or decreasing temperature.

In this section, the design principles in-

volved in the scrubbing process are ex-

plained in general terms using pressurised 

water scrubbing as an example. The sub-

sequent sections outline the properties of 

other solvents.

Physical scrubbing methods are based on 

the physical solubility of gas components in 

a wash solution without chemical reaction.

Water is used as a solvent in the pressurised 

water scrubbing method. Since much more 

CO2
 is dissolved in the water when the sys-

tem is pressurised, water scrubbing usually 

takes place at a pressure of 4 to 10 bar. 

A tall scrubbing column is used, in which 

water is sprayed from above, similar to a 

shower. The biogas is directed upwards from 

the bottom of the scrubbing column. As it 

rises, the gas is brought into contact with 

the falling liquid. In order to ensure a greater 

transitional surface area, filling bodies are 

added to the columns, in which the water 

runs down. In addition, multiple intermedi-

ate floors are installed, in which the water is 

collected and sprayed again into the lower 

gas space below. The purified biometh-

ane, with small constituents of O2
 and N2

, 

is suctioned off at the top of the scrubbing 

column. Depending on the design of the col-

umn the methane purity is 90 to 99 vol%. 

The water is collec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column, charged with CO2
 and small 

amounts of other gas components (e.g. H2
S 

or NH3
). In order to regenerate the liquid, it 

is first pumped into a vessel referred to as a 

flash column, where the pressure is partial-

ly released. In this process, some dissolved 

gas components are released. Since CH4
 is 

discharged along with CO2
 in this column, 

the flash gas is fed back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cess, which decreases methane 

losses. Subsequently, the pressure in the 

stripping column is released to ambient 

pressure and air is blown in. The principal 

removal of the carbon dioxide takes place 

at this point – it is usually blown off into the 

environment as exhaust gas. The regener-

ated water is now pumped back to the first 

process step inside the scrubber.

During compression, the temperature of 

the biogas increases. According to ther-

modynamic principles, at higher tempera-

tures less gas is dissolved in liquids. The 

compressed biogas is therefore cooled. The 

temperature inside the scrubber is about 

15–20°C. This cooling makes it possible 

to recover surplus heat from the scrubbing 

process, which can then be made available 

for external use such as digester heating.

A proportion of less soluble gas compo-

nents (e.g. CH4
) will, however, always dis-

solve in the washing liquid, just as some 

of the readily soluble gas components will 

not dissolve. The separation can never be 

absolute. In terms of emission regulation,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keep the methane 

loss as low as possible. Biomethane plants 

based on simple technology may have 

methane losses reaching several percent. 

Therefore, all pressurised water scrubbers 

must be equipped for post-combustion of 

the exhaust gas.

Since hydrogen sulphide also dissolves very 

well in water, the product gas contains very 

little H2
S. For this reason, the treatment 

also functions as a desulphurisation tech-

nique, which simplifies the pre-treatment 

of the sulphur. In practice, however, an ad-

Technical scheme of scrubbing technologies

BIOMETHANE

Scrubbing  
Column

Stripping  
Column

Flash  
Column

H2
O

H2
O + CO2

Air
Flash gas

BIOGAS

Exhaust gas

Biogas upgrading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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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estate upgrading techniques — Pelletising 

6.3 Pelletising 

The goal of pelletising is to compact the dried 
digestate into digestate pellets in order to im-
prove the density as well as handling and ap-

pearance. This requires a DM content of the dried diges-
tate of 85-90%. The digestate is pressed through dies 
under high pressure. This results in very high tempera-
tures on the surfaces, which means that the digestate
pellets melt on the outside and have a glassy shine. 

In the ring die, the digestate is pressed from inside
to outside through the annular die from inside rollers.

Alternatively, the digestate can be fed to a
pair of hollow rollers and pressed into the
interior of the dies or through a folding die 
of bollards above. The power consump-
tion for pelletising dried digestate is about
30-50kWh

el/ton. 

Loose dried digestate has a bulk density of 
250-350kg/m³. Pelletising produces pel-
lets with a bulk density of 700-750kg/m³
and thus considerably decreases transport
costs and increases storage suitability.

The digestate pellets can be optimally mar-
keted in smaller packages in garden cen-
tres and hardware shops. Because of their
cleanliness, they are easy to use for the end 
customer. In addition, larger quantities
can be sold in new spreading areas, such 

as vineyards, where conventional spreading of liquid 
digestate is not common. The digestate pellets dissolve 
when exposed to moisture, which means that the nu-
trients contained are provided to the plant. At present, 
only a few biogas plants pelletise dried digestate and 
subsequently market it outside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lthough the potential is estimated to be very high. Di-
gestate pellets can additionally be refined to special
fertilizers with mineral or organic additives.

Ring die

Press channel 
drilling

Shearing knife

Feeding

Roller
Digestate 
pellets

Dried 
digestate

Sale of digestate pellets 
in retai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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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Biological treatment   
The main goal of biological treatment is to stabilise 
organic material with aerobic treatment or combined 
anaerobic and aerobic treatment. Odour emissions are 
reduced and nitrogen is fixed as bound organic nitrogen 
or converted into atmospheric nitrogen

With composting, solid digestate from dry
digestion plants or from separation can be
converted into compost by targeted aerobic 

rotting (addition of structural material, regular turning, 
and optionally aeration). They are subdivided into fresh and matured composts and are both soil additives and 
fertilizers accepted commercially, for gardening, land-
scaping work as well as for private customers. During
rotting, the soluble nutrients and carbons contained 
are converted into more stable humus complexes. Due 
to the aerobic biological conversion processes, tem-
peratures of more than 70°C arise, which means that 
post-composting of solid digestate from the digestion 
of municipal biowaste can be used as sanitation due to 
its germicidal effect.  

As implemented in municipal waste water 
treatment plants (WWTP), the conversion of 
the nitrogen compounds contained in the di-

gestate into atmospheric nitrogen (N
2) is also consid-

ered a biological process. This works by combining ni-
trification, an aerated (aerobic) conversion of NH

4 to 
nitrate, and denitrification, the anaerobic conversion of 
nitrate to atmospheric nitrogen (N

2). Larger tanks are 
usually necessary for this, which are used for ventila-
tion, sedimentation, clarification, and if necessary pre-
cipitation. The aim is to then discharge the purified
water into the receiving water bodies. Due to the sur-
plus of nutrients in agriculture, processes based on
these biological mechanisms of action have recently
attracted greater interest, although in the past they 
were presented as nutrient elimination, as the circula-
tion is interrupted here, and nitrogen for the production 
of mineral fertilizers has to be recovered from the air
again at a great expense of energy.

Municipal waste water 
treatment plant (WWTP)

Turning of compost 
windrows by means of 
wheel loaders

燥、造粒、制粒、真空蒸发、膜过滤（如超滤或反渗
透）、沉淀或养分剥离等技术可以用来进行沼液提
纯，有助于降低成本（储存、运输和应用），开拓新
市场（如园艺中心、家装商店和零售市场）。

沼液沼渣用作肥料可以实现养分和碳的闭环循环，减
少化肥的使用。化肥不仅在使用过程中涉及长途运
输，还在生产的过程中耗能较高，导致温室气体排放
较多。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磷的短缺不仅即将对
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还已经使目前无机磷肥中铀和镉
的含量接近临界水平。随着化肥价格的上涨，正是发
展有机肥作为其替代品并找到商业价值的绝佳时机。

沼渣沼液作为肥料不仅具有环保价值，也有一定的经
济价值。比如可以节省污水处理厂处理沼液的高昂处
置成本。沼液沼渣的质量始终取决于进料质量。因
此，沼气厂设计规划时必须考虑原料的选择，才能确
保肥料的质量。理想情况下，优质肥料凭借其所含的
养分和腐殖质，可以为沼气厂带来更多收益。更多与
沼液沼渣制肥相关的信息，欢迎访问：
www.digestate-as-fertiliz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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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废弃物厌氧发酵对
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沼气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废弃物及资源综合管理中发挥重
要作用。有机废弃物的厌氧发酵有助于解决废弃物管理问题、减少环境
污染、提供绿色能源以及实现闭合养分循环。

中低收入国家城市垃圾缺乏管理，会造成严重的环境
问题，构成健康威胁。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垃圾总
量的持续增加更加剧了这一挑战。有机垃圾一般占城
市垃圾总量的50%以上，最高甚至可达70 %-80 %。
针对这些有机质含量较多的垃圾，选择适宜的处理方
法，可以帮助缓解城市垃圾问题。此外，清洁、可再
生能源仍是全球关注的重点。出于国家能源安全考虑

各国都致力于发展木制能源作为炊事和供暖的主要能
源，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但木制能源的使用导
致森林遭到严重砍伐。因此，禁止倾倒或填埋有机垃
圾大有裨益：不仅可以减少垃圾填埋气体的产生，缓
解垃圾填埋场容量不足的压力，还可以减轻倾倒或填
埋所产生的冲突、成本和社会负担。

有机废弃物的厌氧发酵可以生产沼气，产生的沼渣沼
液还可以作为高热量的有机肥，有助于实现优化废弃
物管理，减少环境污染，支持能量回收，闭合养分循
环等多个目标。有机废弃物供应来源充足，因此不需
要专门种植的作物（即能源作物）作为原料。采用这
种路径，可以在改进废弃物管理的同时，达成可持续
能源生产目标。此外，有机废弃物生产沼气有助于实
现碳中和循环，沼气燃烧所排放的碳被新的农作物吸
收，而农作物残余又可以被用作沼气生产的原料。有
机废弃物的厌氧发酵和沼气的充分利用直接或间接地
帮助实现温室气体减排。首先，通过控制垃圾填埋或
堆放等途径地甲烷排放，直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其
次，还可以通过沼气替代化石燃料地使用，间接减
排。但无论哪种情况，都请牢记：人类活动导致的甲
烷排放是导致气候变化的第二大因素，仅次于二氧化
碳排放。

沼气厂处理有机垃圾能够减少垃圾无序堆放，这些垃
圾如果不加以管理，就会向空气、水和土壤中排放污
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加剧温室气体排放。对农民来
说，沼气厂产生的沼渣沼液是宝贵的肥料，尤其在土
壤环境质量较差（薄腐殖质表层和低有机含量）或因
过度集约耕作和使用化肥而土质退化的国家，这种肥
料用处很大。

收集有机废弃物用于
生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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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利用有机废弃物
生产沼气

报道过沼气工程相关活动
的国家与地区

此外，由于原料收集和处理所需人员较多，废弃物能
源化利用过程往往呈现劳动力密集的特征。但这个过
程中也会减少臭气污染、疾病传播、土壤污染及地表
水和地下水污染，有助于改善劳工的工作安全及健康
状况。因此，沼气可以作为全球性能源进一步发展，
也将成为废弃物处理的优质选择。很多国际机构，如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就会定期开展与废弃物
综合化、能源化管理及能源回收等话题相关的项目。

研究表明，中低收入国家的农村地区在建设中小型发
酵装置方面，知识充足，经验丰富，一般以畜禽粪污
和某些生活垃圾为发酵原料。但厌氧发酵在其城市地
区普及率却较低，多用来处理园林垃圾、厨余垃圾、
商业垃圾等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机垃圾部分。近年
来，配备有先进的自动化机械化控制系统的大中型厌
氧发酵工程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日益普及。但这
些自动化技术引入中低收入国家，需要因地制宜，不
然可能会导致失败。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厌氧发酵工艺也已经发展了数
十年：据报道，早在1859年印度孟买就建造了厌氧发
酵池，用于污水处理。此后，这项技术在亚洲逐渐广
泛应用。而非洲直到二十世纪50年代才开始建造第一
批厌氧发酵装置。很多沼气国际合作项目聚焦养牛
场，以动物粪便或人类粪便为原料，混以少量的厨余
垃圾，生产沼气，以此来减少柴火消耗和森林砍伐，
减少室内空气污染，提高土壤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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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填埋场内压实
混合垃圾

经过约25年的发展和改进，沼气仍然持续引发关注。
作为可再生能源的重要补充，沼气可以帮助人们摆脱
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据统计，截至2011年，中国共安
装了4000万套户用沼气池。印度拥有大约400万套家
用沼气系统；截至2010年，越南已安装10万多套沼气
系统。在这方面走在前列的亚洲国家还有柬埔寨、老
挝、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 (截至2011年：22.5万套)。
由于气候原因，非洲的厌氧发酵普及度不高，肯尼亚
和乌干达（截至2017年：约7500套）等国是发展户用
沼气的领跑者。南非共和国则建造了很多的大中型沼
气厂。拉丁美洲除了在农村发展农村地区小型户用沼
气外，还实施了多个农业废弃物处理项目，同时还在
城市中利用垃圾填埋场中的填埋气生产沼气。

如前所述，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建造高科技的沼气
厂，利用厌氧发酵对有机生活垃圾进行集中式处理，
已经逐渐形成标准体系。但反观发展中国家，大多数
地区甚至没有找到适当的低技术含量的处理技术，因
此厌氧发酵技术作为一种废弃物处理手段，在处理厨
余垃圾和商业垃圾中使用率不高。同时，发展中国家
缺乏相应的信息获取渠道，不了解厌氧发酵在技术和
运营中的难度，及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发展中国家城市生活垃圾中的占比最大的是有机垃
圾，其次是相对较少的玻璃、金属、纸张和塑料。不
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生活方式和地理位置对城
市生活垃圾组分有很大影响。此外，根据季节变化和
生活习惯的改变，城市生活垃圾组分在一年的不同时
间也有所变化。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于有机废弃物的回收和再
生利用还很不足。除了直接用作动物饲料、花园肥
料、堆肥或焚烧外，最常见的做法是其倾倒在卫生条
件不好的垃圾填埋场或露天的垃圾堆场，和其他垃圾
混合堆放。回收有机垃圾可以大大减少其他垃圾的处
理量，降低垃圾处理设施的处理成本，延长处置设施
的使用寿命。由于有机垃圾会极大程度的导致污染性
渗滤液、甲烷和异味等问题的产生，有机垃圾处理量
的减少还可以减轻垃圾处理厂的环境影响。将有机垃
圾的厌氧发酵或堆肥列入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体
系，可以减少有机垃圾的填埋。当然，是否采用厌氧
发酵技术还要看市场对沼气产品（沼气、沼液沼渣和
肥料）的需求，以及各个设施的技术和组织情况。此
外，废弃物管理的法规、政策和市政管理体系是成功
进行厌氧发酵的另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废弃物的收集体系将极大程度上影响用于生产沼气的
废弃物t性质，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有机垃圾受无
机物质的污染程度。如果做好垃圾源头分类投放及收

生产1 – 1.5立方米沼气通常需要大约10公斤厨余和
商业垃圾，发电量可达约6千瓦时，相当于0.5升柴
油的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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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那么将提高沼气厂进料质量，减少厂内分拣压
力，从而降低对废弃物处理设施和劳动力的需求。在
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很少对家庭有机垃圾进行单独
分类收集，导致收集到的有机垃圾混合了其他垃圾，
有机垃圾的处理也对后端分拣提出要求，这些不仅额
外增加成本，还会导致有机垃圾作为沼气原料品质的
下降，除非收集到的有机垃圾本身无机质含量较少，
例如来自菜市场、餐馆或者食品加工厂的餐厨垃圾。
因此，沼气厂需要建立在有机垃圾较多、对电力和热
能（或作为燃料的天然气）存在需求、有机肥可以直
接施用或者售卖的地区。

如果沼气厂的主要目的是处理废弃物，在不考虑成本
或沼渣沼液质量的前提下，该沼气厂适合收集混合垃
圾，分拣随后进行发酵处理。若沼气厂旨在生产优质
沼渣沼液，那么废弃物的纯度至关重要，该沼气厂适
合收集已经分类好的有机废弃物。

源头分类后的有机垃圾通常质量较高，所含的玻璃、
塑料、橡胶、石块、沙子和有害和/或有毒物质等不可
降解物更少，这种相对“纯净”的有机垃圾是沼气厂理
想进料。无论如何，垃圾源头分类是必不可少的，要
确保原料中的杂质被去除，不堵塞进料管道，不然会
导致沼气产量下降，沼渣沼液的质量降低。不过近年
来，一些专门从事废弃物收集处理的公司有时会在垃
圾车顶部对混合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和分拣，以便下
一步的处置或再利用。

如果实在无法推行垃圾源头分类，则应该考虑有机垃
圾的其他或附加来源（如食品批发商、餐厅和餐饮
业、食品加工业的产生的垃圾）。这种情况下，仍需
优化收集体系，避免有机物（原料）损耗或过早降
解，尤其是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可以使用可密封垃圾
箱或容器来收集有机垃圾。由于有机物分解速度较
块，位于热带、亚热带和干旱气候区国家面临的一大
挑战是如何最大程度的缩减已收集的有机垃圾的储存
时间。因为废弃物降解过程会损失部分能量值，所以
储存时间越长，沼气产量越低。 

此外，尤其在建设大中型沼气工程时，应有相关的数
据证明有机垃圾来源的充足性、稳定性和质量，不
能“想当然”地认为原料供应一定是稳定的。这实际上
要求整个废弃物管理体系（即有机废弃物原料的收
集、运输、搬运和储存）的稳定运行。

事实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简单真理”：有机垃圾
的厌氧发酵，不论是废弃物管理还是能源生产都有成
本。因此，一般而言，大中型工业沼气工程前期的高
额投资就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项目开发
商、政府部门和投资者面临的主要障碍。

人们普遍认为，相比于其他废弃物处理方法，将垃圾
填埋或者堆放在不经管控、不合标准的垃圾场成本最
低。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没有考虑其所产生的沉重
环境和社会负担，并将这些负担转嫁给后世子孙。

相较于“简易”堆肥或者垃圾填埋，沼气处理设施往往
需要更多的投入。事实证明，除非地方政府可以提供
担保、补贴、上网电价等政策支持，否则在当前经济
和组织条件下，很多沼气项目并不可行。因此，为了
应对这些挑战，沼气工程投资者和运营者需要有足够
的收入稳定性和价格浮动的适应性，为其目标的实现
打下基础。

在户用沼气池中
生产沼气



当然，还需要开展一些额外工作。废弃物管理横跨多
个领域，若想成功实施有机垃圾产沼项目，需要满足
一系列政治、制度、社会、财政和技术条件。一些国
家或地方和地区政府切实提供了有利的体系支持——
例如通过实施（国家）战略、提供可再生能源奖励、
签署长期合约和确保所产能源价格稳定。这些国家或
地方和地区政府大幅增加了利用有机源头废弃物生产
沼气方面的投资。

私营部门的参与至关重要，可以推动新技术或尖端技
术的应用，引发行业转型。企业参与有利于吸引投
资，发展高效运营服务。例如，企业可以提高服务效
率，从而降低单位成本。吸引私营部门参与的另一个
必要条件是保证企业能够收回其在融资、建厂和运营
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合理成本（并可以实现盈利）。因
此，与私营部门签订合约之前，必须准确了解所提供
的服务涉及的全部成本，以及企业收入是否可以承受
这些成本。同时，也要为政府和企业都提出要求，确
保双方都具备相应的条件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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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府以及相关部委提供一系列资金支持，支
持德国企业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当地伙
伴建立合作关系，实施和发展沼气项目。其中包
括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http://
www.bmz.de/en/index.html）、德国联邦经济
事务和能源部（BMWi–https://www.bmwi.de/
Navigation/EN/Home/home.html）、德国联邦
环境、自然保护、建设和核安全部（BMU-
https://www.bmu.de/en/）资助的项目。例如，
通过develoPPP.de项目模式，BMZ向在发展中国
家投资的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必要时也提供技术
支持。自2008年以来，BMU发起的国际气候倡
议（IKI）持续资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
以及转型国家的气候和生物多样性项目。德国复
兴信贷银行集团（KfW Group）旗下子公司——
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DEG）为在发展中国
家和新兴国家投资的私营公司提供融资和咨询服
务。此外，为了推广气候友好型技术，DEG在
BMWi的支持下实施“与私营部门建立气候伙伴关
系”（Climate partnerships with the private 
sector）项目，旨在是动员私营部门参与发展中
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气候保护工作，促进技术和
知识转移，支持发展气候友好型经济。

在发展中国家，动物通常
会直接接触到有机废弃物。

废弃物厌氧发酵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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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情况下，应将政策和法律框架落实到位，确保对
不同固体垃圾组分按源头分类。国家和地方法律框架
应明确规定参与主体的角色和责任，并且应当包括关
于垃圾收集、融资机制、废弃物处理和处置设施标准
以及沼气厂产出（如沼渣沼液）的使用标准的规定。
管理机构需要具备必要的权力，能够妥善开展废弃物
管理工作并管控废弃物处理厂的正常运营。

政府部门应该实行市场调控机制和经济工具，确保财
政可持续性，量化沼气生产的环境效益，创造沼气的
市场价值。向国内外私营部门寻求建议。收集数据，
评估当地条件，确定是否有足够的原料、沼气产品
（沼气、电力、热力/蒸汽、生物甲烷、沼渣沼液等）
市场等，这项工作至关重要。落实可行的国家补贴制
度（如上网电价）：上网电价（FiT）是支持沼气项目
（包括沼气发电项目）发展最常用的政策工具。能源
供应商在一段时间内向电网提供能源，获得有保证的
价格补贴，可以确保工程可行性，提高收入保障性，
吸引项目投资。

沼气项目——无论规模大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
大挑战通常是融资方式。金融可行性是沼气厂可持续
运营的关键。沼气厂可以通过售卖沼气产品盈利，但
未必能够与总生产成本相抵。因此，沼气厂应当征收
垃圾管理费，并将沼渣沼液制成肥料，额外获得收
入。此外，地方政府以及德国发展合作机构
（Germ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提供的金融
和资助方案也可以帮助项目启动。

最后，社区参与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确定分类收集方
案，提升沼气产品的接受度和使用水平时，社区的参
与愈发重要。

总而言之，为了提高废弃物和资源综合管理水平，提
升绿色能源市场竞争力，应大力倡导发展中国家和新
兴经济体的商业沼气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私
营部门、各协会以及国际发展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合
作，分享最佳实践范例，加强德国与国际利益相关方
之间的知识交流及协作。

Significance of waste diges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小规模沼气生产

在重新设计生活垃圾管理体系时，不仅要考
虑正规企业，也要考虑非正规从业人员。在
许多中低收入国家，非正规从业人员是废弃
物管理系统的关键部分，主要从事可回收物
的小规模回收。通过让非正规从业人员参与
废弃物管理，不仅能够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
情况，还可以提高再生利用率。

产生的沼气可
直接用于烹饪

废弃物厌氧发酵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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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沼气协会

德国沼气协会（GBA）的成员包括沼气厂的运营者、设备商、
设计方、科研机构以及所有关注沼气行业的业内人士。协会成
立于1992年，目前拥有4700多名会员，现已成为全球沼气领
域最具影响力的独立组织。协会在欧盟、国家和地方州层面开
展活动，积极推广使用沼气和生物天然气技术。此外，协会还
积极促进沼气信息和知识的交流，收集、评估和传播最佳可行
技术和实践案例，同时参加行业会议、展览及其他活动。

德国沼气协会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UNIDO）、国际固体废物协会（ISWA）以及欧洲沼气
协会（EBA）等国际组织密切合作。作为是欧洲沼气协会的创
始成员，德国沼气协会积极促进沼气行业国际经验交流。

德国沼气协会在沼气领域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与众多德国官
方组织以及国际机构保持合作，共同研讨和制定相关沼气标
准。

成立年份：1992 年 | 员工人数：41 人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GIZ) GmbH 

Dag-Hammarskjöld-Weg 1-5

65760 Eschborn · 德国
电话：+49 6196 79-0

传真：+49 6196 79-11 15

E-mail: solid-waste-management@giz.de

URL: www.giz.de

Fachverband Biogas e.V. 

Angerbrunnenstraße 12  85356 

Freising · 德国 

电话：+49 8161 9846-60

传真：+49 8161 9846-70

E-mail: info@biogas.org 
URL: www.biogas.org

组织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GIZ)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始终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
国际合作，在经济发展与就业、能源与环境、和平与安全
等众多领域拥有50余年经验。

作为一家非营利性联邦政府企业，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为德
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等政府机构以及130多
个国家的政府和企业提供支持，助力国际合作。有基于
此，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将与各合作伙伴共同努力，改善生
活条件，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美好前景。

成立年份：2011 年 | 员工人数：22000 人

mailto:solid-waste-management@giz.de
www.giz.de
mailto:info@biogas.org
www.bioga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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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WA – the International Solid Waste Association 

Auerspergstrasse 15

TOP 41

1080 Vienna · 奥地利
电话：+43 1253 6001

E-mail: iswa@iswa.org

URL: www.iswa.org

ISWA – 国际固体废物协会

国际固体废物协会（ISWA）是一个全球性、独立性、非营利
性行业协会，关注社会利益，是唯一一个致力于废弃物管理的
可持续化、全面化、专业化发展，促进循环经济转型的全球性
协会。

国际固体废物协会广泛吸纳来自全球各地从事或关注废物管理
的人士，包括科研学术、公众机构、政府和私营企业的组织和
个人。国际固体废物协会是唯一一个全球性废弃物组织，为其
成员搭建了与行业专家、企业和机构的沟通平台。

国际固体废物协会的使命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发展可持续
的、专业的废弃物管理。为此，协会开展以下工作：

f 通过推广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提升资源效率，促进
循环经济；

f 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提供支持；

f 通过教育和培训推动废弃物管理；
f 推广适宜的和最佳可行的技术及实践；
f 通过资格认证提高专业化水平

成立年份：1970 年 | 员工人数：11 人

Indian Biogas Association 
233, Tower-B2, Spaze-i-Tech Park 
Sector-49, Sohna Road, Gurgaon 
Haryana - 122018 · 印度
电话：+91 124 4988-622

E-mail: info@biogas-india.com 

URL: www.biogas-india.com

印度沼气协会

印度沼气协会(IBA)是印度第一个全国性专业沼气协会，其
会员包括沼气厂的经营者、设备商、设计方、政府人员和
科研人员。目前，协会成员涉足沼气及沼气推广的各个相
关领域，代表沼气产业界、学术界、研究机构、政府和非
政府组织，为实现印度沼气发展愿景做出直接或间接贡
献。

印度沼气协会始终致力于搭建交流平台，促进沼气行业发
展。帮助其会员单位和沼气行业探索国家和国际沼气发展
道路。通过在国家和地方开展宣传，协会将推动起草并通
过与沼气行业的支持性政策和方案。此外，协会还参加各
类会议，着力提高与会者对沼气行业的认知水平；在印度
各地举办培训会，并通过新闻简报、杂志及宣传手册等方
式分享经验和行业最新动态。

印度沼气协会成立于2011年，总部设在印度古尔冈，下设
董事会，成员四人，均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拥有丰富经验。
协会共有130名来自印度各地的成员和国际社会的代表。

成立年份：2011 年 | 员工人数：6 人

mailto:iswa@iswa.org
www.iswa.org
biogas-in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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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法连续发酵

干式连续发酵

干法序批式发酵

燃料

热能/冷却

生物天然气

电力

沼渣沼液

以上所描述的符号在全书中被反复使用。

城市固体废弃物（MSW）
中的有机废弃物
源头分类后的市政
有机废弃物

市政污泥

工业与商业废弃物

 动物副产品

植物副产品

能源作物

符号说明:

脱袋与破碎技术

湿法除杂

干法除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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