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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５处沼气发电工程为例，介绍了德国典型的沼气发电技术，其普遍采用“混合厌氧发酵、沼气发电上

网、余热回收利用、沼渣沼液施肥、全程自动化控制”的技术模式．通过该模式的实施．最终实现发酵原料的全方
位综合利用；并通过电、热以及沼渣沼液的外售给工程运行带来收益，最终实现市场化运行。通过对此次考察相
关情况的介绍与总结，以期为我国大中型沼气工程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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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玉米青储、谷物、干草、牛粪，实现热电联产，

德国是目前世界上沼气工程发展最为成功的
国家之一，在该国《可再生能源法》等相关法律、法

发电装机容量为３５０ ｋＷ。主要工艺流程如图１
所示。

规的引导和刺激下，沼气主要用于发电上网。截止
至２００８年，德园已建成沼气工程３ ９００处。总装
机容量达ｌ

４００

ＭＷ。其中装机容量在２ ＭＷ的沼

气厂有４０家，最小装机容量为５０ ｋＷｌ“。为了学习
借鉴德国先进的沼气技术以及运行管理方式．在
由可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伙伴关系计划
（ＲＥＥＥＰ）资助的“大中型沼气工程市场化运营管

外运

理模式研究”项目支持下。北京能环公司等一行５

图１

人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１～２０日期间对德国相关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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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发电工程进行了参观考察。本文以５处沼气发

固体原料经进料机器搅拌均匀后进入水解酸

电工程为例。介绍了德国典型的沼气发电技术．以

化池．液体原料由泵泵入水解酸化池，池中设有潜

期为我国大中型沼气工程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一些

水搅拌器将原料搅拌均匀，并有加热系统，使得池

Ｋｌｅｉｎ

Ｓｃｈｗｅｃｈｔｅｎ沼气发电工程工艺流程

借鉴。

中料液温度保持２５℃．水力停留时间（ＨＲＴ）为

１德国典型沼气发电工程

２—３

１．１

Ｋｌｅｉｎ

Ｓｃｈｗｅｃｈｔｅｎ沼气发电工程

ｄ．同时添加化学脱硫剂进行原位脱硫；水解

酸化后料液经切割泵进入二体化ＣＳＴＲ反应器进

Ｓｃｈｗｅｃｈｔｅｎ沼气发电工程位于德国柏

行厌氧发酵，发酵周期为３０ ｄ，池内料液Ｔｓ为

林郊区一农场。由农场主投资建设．于２００６年建

６％．池内设有加热系统．使得料液温度保持４０

成并运行。该工程采用两步湿发酵工艺，发酵原料

℃，产生的沼气经反应器顶部储气膜暂存后进入

Ｋｌ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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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荣玉．等德国典型沼气发电技术及其借鉴

发电机组发电。其中发电量的６％～７％由农场自

喷一撇

用，其余并人电网，多余的沼气通过火炬燃烧：产
生的沼渣、沼液流人储存池，一定时期后外运作为
肥料施用于附近农田。
１．２

Ｆａｒｍ

Ｗｉｅｓｅｎａｕ沼气发电工程
Ｗｉｅｓｅｎａｕ沼气发电工程位于德国柏林

Ｆａｒｍ

郊区一农场，由农场主投资建设，分为两期工程，

Ｆｒｉｅｄｅｒｓｄｏｒｆ沼气发电工程工艺流程

图３

其中一期工程２００６年建成，发电装机容量为５００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ｆｏｒ Ｆｆｉｅｄｅｒｓｄｏｆｆ ｂｉｏｇａｓ ｐｌａｎｔ

ｋＷ．二期工程２００７年建成，发电装机容量为１

玉米青储与苜蓿堆放９ ｄ后与牛粪按比例混

ＭＷ。两期工程均采用一步法湿发酵工艺，发酵原

合。并调节偈至３３％，之后用铲车将混合后的原

料包括玉米青储、谷物、草、牛粪。主要工艺流程如

料运送至干发酵仓进行厌氧发酵，发酵周期为２４

图２所示。

ｄ．共有８个干发酵仓，交替式发酵，每隔３ ｄ对其
中１个干发酵仓进行进出料：发酵时产生的渗滤
液由发酵仓底流人地下水罐。水罐中的加热系统，
使罐中液体保持４３ ｏＣ；水罐中的液体由干发酵仓
顶部的喷头喷入仓内，保持发酵原料适宜的湿度，
同时也可以维持干发酵仓内４０℃左右的温度；发
酵产生的沼气进入膜储气柜中储存，加压后用于
发电上网；发酵残渣可堆肥，腐熟后的肥料施用于
附近农田：发电产生的余热除用于水罐中液体的
加热外，还用于农场附近学校等公共设施的取暖。
外运

１．４

Ｓｃｈｔｉｌｌｎｉｔｚ沼气发电工程

Ｆａｒｍ Ｗｉｅｓｅｎａｕ沼气发电工程工艺流程

Ｓｃｈｆｉｌｌｎｉｔｚ沼气发电工程建成于２００７年，是

Ｗｉｅｓｅｎａｕ ｂｉｏｇａｓ ｐｌａｎｔ

德国一家能源公司专利工艺的示范工程，该工艺

图２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ｆｏｒ Ｆａｒｍ

固体原料经进料机器搅拌均匀后直接进入

将沼气发酵中的水解酸化阶段和产甲烷阶段分离

ＣＳＴＲ反应器，液体部分经储液池被泵人ＣＳＴＲ

开．从而实现高原料产气率及沼气中高甲烷含量。

反应器．同时向储液池中添加化学脱硫剂进行原

采用的发酵原料为玉米青储、草、牛粪，实现了热

位脱硫：反应器中料液不断被泵入外部热交换器

电联产，发电总装机量２５０ ｋＷ。工艺流程如图４。

中进行热交换，使得反应器中的料液温度维持在
４０℃：料液在ＣＳＴＲ反应器中厌氧发酵２１ ｄ．发

ｉ兰竺堡兰Ｉ

堆肥辈罢几：弭坚十而ｔ－一外捧
堆肥＋’＝＝ｄ发酵仓卜·一—叫气体过滤器

酵后料液进入一体化二次发酵反应器进行３０～
４０

ｄ二次发酵。产生的沼气与ＣＳＴＲ反应器中产

生的沼气在反应器顶部经生物脱硫后于储气膜

蹴Ｉ区鲴
Ｉ水解液

ｌ广——Ｊ——］

———Ｉ—＿］沼气广————１
产甲烷反应器卜－一．｜膜式储气柜卜－‘

渣沼液池储存，一定时间后外运作为肥料施用于
附近田地。
Ｆｒｉｅｄｅｒｓｄｏｒｆ沼气发电工程
Ｆｒｉｅｄｅｒｓｄｏｒｆ沼气发电工程位于德国柏林郊

余热

ｌ外酃热交换器ｊ－‘…。…一‘一一……一

中暂存．用于发电上网，产生的沼渣沼液进入沼

１．３

＋外捧

外运

图４

发电上罔

Ｓｃｈ６Ｈｎｉｔｚ沼气发电工程工艺流程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ｃｈａａ ｆｏｒ Ｓｃｈ６ｌｋｉｔｚ ｂｉｏｇａｓ ｐｌａｎｔ

区一农场，于２００５年实现正常运转。该工程采用

混合后的发酵原料（ＴＳ为１２％～１４％）由铲车

干发酵工艺，发酵原料为玉米青储、苜蓿、牛粪等，

运送至发酵仓水解酸化，水解酸化过程中产生的

实现了热电联产。发电总装机容量５００ ｋＷ。主要

气体经气体过滤器过滤，去除有害气体后外排，发

工艺流程如图３所示。

酵残渣堆肥后用作农肥，水解液由发酵仓底部小
·１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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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流入水解缓冲罐．经外部热交换器加热后少部

（２）沼气发酵原料多样化，多以玉米青储为

分水解液回流至发酵仓以保持原料湿度及仓内发

主，同时生活垃圾的厌氧发酵处理也较普遍；沼气

酵温度，其余泵入产甲烷反应器厌氧发酵产沼气，

发酵通常采用ＣＳＴＲ湿发酵工艺。选用各种搅拌

生成的沼气进入膜储气柜储存，加压后用于发电；

方式（如机械搅拌、沼气搅拌、料液回流搅拌等）对

最终产甲烷反应器出水作为肥料施用于农田。

发酵料液进行搅拌，提高原料的产气率。干发酵工

１．５

Ｒａｄｅｂｕｒｇ垃圾及废水处理工程

艺的应用亦趋于成熟。节约工程占地，降低运行能

Ｒａｄｅｂｕｒｇ垃圾及废水处理工程于１９９９年建

耗：所参观的每处沼气工程均根据发酵原料的不

成．已经成功运行ｌＯ年，该工程用于处理Ｒａｄｅ．

同对发酵工艺加以灵活改进。沼渣沼液最终作为

ｂｕｒｇ市１０万居民的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发电

有机肥被完全消纳利用；一方面能促进农作物优

总装机容量１ ＭＷ．实现了废物的减量化、资源化

质生长；另一方面是避免沼渣沼液的二次污染。沼

和能源化利用。其中生活垃圾采用厌氧湿发酵处

气脱硫普遍采用生物脱硫方法，降低脱硫成本；有

理。生活污水采用好氧处理。该工程的生活垃圾处

些工程将化学原位脱硫与生物脱硫相结合，更有

理单元主要工艺流程如图５所示。

效地去除沼气中硫化氢成分，在实际运行中有些

对Ｒａｄｅｂｕｒｇ市经分类的生活垃圾依次粉

工程产生的沼气中硫化氢含量低于５０ｘ１０。６。

碎、灭菌后进入预处理仓处理，预处理时产生的

（３）沼气工程配套设备与技术装备先进，如进

废气经过填料滤池过滤后排放：预处理后垃圾在

料设备、搅拌设备、脱硫设备、沼气存储设备、热电

ＣＳＴＲ反应器中进行混合发酵．产生的沼气进入

联产成套设备等优良性均处于世界沼气行业的领

膜式储气柜储存。一部分回流用于ＣＳＴＲ反应器

先地位，并且沼气工程自动化程度高，此次考察的

中料液搅拌，其余沼气用于发电上网：发酵后料

所有沼气工程无论规模大小全部只需一人管理即

液进入缓冲罐暂存，之后进行固液分离，得到的

可稳定运行。节省人力资源，降低运行成本。

沼渣进一步堆肥处理后作为农用肥，沼液与生活

３借鉴之处．

污水一同经好氧处理后达标排放。

结合我国沼气工程发展现状。笔者提出几点
借鉴之处供同行参考。
（１）适当引进德国先进的沼气技术，同时推崇

粉碎机

国内技术创新。缩短新技术的工程应用时间，因地

匦弘阿．．摊放
ｌ灭菌器ｌ

Ｌ——————Ｊ

葶萄二串１
＾料液

ｌ缓冲罐ｌ

发电卜网

ｌ崮瓶竹罔矶ｌ

稻渣ｌ

ｌ沼液

堆肥好氧处理

图５

Ｒａｄｅｂｕｒｇ垃圾处理工程工艺流程

Ｆｉｇ．５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ｆｏｒ Ｒａｄｅｂｕｒｇ Ｂｉｏｇａｓ Ｐｌａｎｔ

２德国沼气发电技术特点
经过此次对德国沼气发电工程的参观考察。
我们总结以下德国典型沼气发电技术的特点。
（１）德国沼气工程普遍采用“混合厌氧发

制宜．灵活运用各种发酵工艺，最终形成适合我国
国情的高效沼气技术。
（２）加强沼气工程配套设备的研发，引进国外
先进设备或将国内其他行业的先进设备引入到沼
气行业中，使得沼气工程最优化运行，最终实现我
国沼气行业的规范化、先进化发展。
（３）建议国家加快对沼气发电上网补贴价格
的实施。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沼气发电配额细则；
加快沼气其他形式的高品位利用，提高沼气工程
收益．如发展沼气车用燃料、沼气电池、沼气制取
二甲醚等：努力将沼气工程项目发展成ＣＤＭ项
目。尽快完善沼气工程市场化运行机制，降低工程
运行成本。

酵、沼气发电上网、余热回收利用、沼渣沼液施
肥、全程自动化控制”的技术模式，通过该模式

参考文献：

的实施，实现发酵原料全方位综合利用，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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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沼气发电技术的发展状况.根据制沼原料中总固体、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和挥发性性固体的4项判别指标,结合实际的发酵工艺原理,得出
不同制沼原料的产气量.针对沼气发电工程的实际情况,探讨了沼气发电余热利用的几种方案的可行性.

2.会议论文 郑戈.李景明.张岫英 中国沼气发电技术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 2000
本文通过对中国沼气利用现状和沼气发电工程市场前景的调查与分析,描述了沼气发电技术发展现状及其能源利用市场潜力,对影响沼气发电商品化
和市场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和主要障碍进行了分析评价,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和措施.

3.会议论文 曾邦龙.吕增安 欧洲沼气发电技术引进与应用 2007
中国畜牧养殖场应用沼气发电技术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欧洲先进的沼气发电技术和发展模式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中荷项目选择引进的捷克
TEDOM公司生产的沼气发电机组在兰州花庄进行了成功的试点运行,为今后西部地区建设沼气发电工程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4.期刊论文 史艺华.陶菊辉 新技术之花结出的丰硕之果上海东海啤酒有限公司采用新技术处理生产废水 -环境保
护2007,""(9)
沼气发电工程作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清洁能源的有效方法,其运行不仅解决了沼气工程中的一些主要环境问题,而且高效率地产生大量电能和热能
,为沼气的综合利用开拓了更广泛的应用前景.上海东海啤酒有限公司采用国内刚刚兴起的沼气发电技术,变害为宝,取得了社会、经济、环境的效益三丰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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