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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沼气工程运行效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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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新能源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大中型沼气工程的建设以及运行效率水平的提升至关重要。近些年来我国相关部门对沼气项目的研

发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这对于提高大中型沼气工程建设水平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系统的阐述了大中型沼气工程运行效率

水平的提升路径，旨在为优化大中型沼气工程的运行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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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

尝试建设大中型沼气工程，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实现了对原有大中型沼气工程的进一步

扩建，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可再生能源体系在

相关区域的全覆盖。到了“十二五”期间，

一些地区大中型沼气工程项目已经开始运

行，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加清洁和优质

的可再生能源，一定程度上为民众提供了更

加便利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改造能源结构

和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大中型沼气工程运行现状

（一）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笔者通过大量的研究与实践发现，现阶

段，我国部分地区的大中型沼气工程的建设，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迈上了新的台阶，但值

得注意的是，这些工程并没有实现可行性研

究中的预定目标，在日常的运行中往往处于

亏损状态，如果这一现象得不到解决，势必

对于大中型沼气工程的建立和运行带来阻碍

作用。深入的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我们不难发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主要产出物沼渣和沼液的运营收入非常微

薄，大部分人比较认可运输并使用养分单位

体积含有量高的化肥，放弃运输和使用养分

单位体积含有量沼渣和沼液，降低了工程的

经济收入，导致项目的经济产出不足，难以

实现收支平衡，甚至处于长期亏损状态。另

一方面在于在维持大中型沼气工程运行的过

程中，水泵、阀门比较容易出现损坏，所需

要的相关费用正在逐步上涨，运行费用的居

高不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沼气运行的成

本，高成本和低产出的双重作用下，使得大

中型沼气工程的亏损状态难以实现全面的有

效的解决。

（二）养殖业发展处于低谷状态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我国的猪肉和鸡

肉的价格持续降低，而与之相对应的是饲养

猪鸡等家禽的饲料成本居高不下，在这种情

况下，越来越多的农户已经告别了畜牧养殖

行业，已达到避免亏损的现状。不仅如此，

由于大规模开展养殖业的企业缺乏自有资

金，导致其难以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沼气工

程当中去，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大中型沼气

工程项目难以运行。

（三）对沼气集中供气工程的积极性

不高

为了实现沼气项目的科学合理的运行，

部分养殖企业依照政府的补贴规定向周边农

户给予集中供气的服务，但由于管道建设费

用以及安全隐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养

殖企业的沼气项目运行与村民的需求不相契

合，进而产生纠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养殖

企业的早期项目供应的积极性。就曾有建设

单位抱怨供气没有人员管理，很容易有问题，

就把沼气拉到村口，随他们用与不用。结果

相当于没有供气。

（四）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不够

受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很多养殖企业

没有设定相应的增温和保温等设施，使得在

寒冷的冬季，养殖企业所建设的沼气产气不

足，其实就是菌种发酵停止，对沼气发酵设

备的正常运转是非常不利的，沼气发酵再启

动费时费力以至于埋下巨大的隐患：沼气池

成为常规储存容具来使用，相当于粪污直排。

（五）企业难以实现发电并网

众所周知，绝大多数养殖企业在进行大

中型沼气工程运行的活动中，特别希望将

沼气发电设备产生的电供应给其他的电网公

司，从而实现对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的

享受，但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想

法难以得到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

业实现沼气工程运行的积极性。

（六）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沼气项目的运行

时间相对较短，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不能

够实现对沼气项目运行的科学合理规划，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沼气项目运行效率，与此

同时，由于工作人员缺乏严格的操作意识，

导致操作过程中出现不规范的行为，不利于

沼气工程项目的有效开展。

（七）补贴机制不健全，不科学

现在的沼气项目补贴基本集中在沼气工

程建设过程中，但对沼气工程的日常运行却

缺乏相应的补贴机制，部分养殖企业的沼气

项目运作效益不高，难以保证沼气工程的高

效运行，甚至不运行。

二、大中型沼气工程运行对策

（一）实现大中型沼气工程产品利用途

径的进一步拓宽

为了解决大中型沼气工程运行中存在的

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拓宽大中型沼

气工程产品的利用途径，从现有的大中型沼

气工程的分布情况出发，建设科学合理的复

合肥生产厂，将沼渣和沼液充分的利用起来，

制作相应的高质量的复合肥。与此同时，相

关部门还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对策，进

一步推进沼气多区域联供方式，实现大中型

沼气工程产品覆盖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二）沼气工程应当向专业化和规模化

的方向发展

为了实现大中型沼气工程产品水平的提

升以及应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化，我们应当

将沼气工程向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在沼气工程项目的运行过程中，依照一定的

标准和模块化，来加强对相关技术工作人员

的培训力度，使工程技术人员拥有更加雄厚

的专业知识和高水平的操作能力，以满足沼

气工程标准化和简单化的管理需求。向大众

普及所食用的猪鸡等家禽都是养殖场必须花

费时间设备处理粪污才养殖出栏的。

（三）加大政府对沼气工程的扶持力度

对于大中型沼气工程项目的运行来说，

政府的扶持力度至关重要。笔者通过对近些

年来沼气的建设和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

大中型沼气工程与小型沼气工程相比，受欢

迎程度相对较高，这与沼气工程今后的发展

方向是保持一致的，为此，相关部门应当采

取切实可行的对策，不断加强对养殖企业建

设沼气工程的补贴力度，提高广大养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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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开发商在进行建筑施工中的相关施工技

术图纸和资料，为结构改造提供充足的依据。

（三）外立面装饰改造

在既有建筑室内装饰设计中国，立面改

造也是重要的装饰设计环节，在进行里面改

造中，需要确保满足总的设计改造需要，结

合既有建筑自身的建筑和受力原理，进行相

应的设计改造，要体现装饰设计的时代感和

设计感，根据具有的设计需要来进行方案制

定。例如，在厦门鼓浪屿老宅的装饰改造设

计中，考虑到厦门是一个有着小资情调的城

市，而厦门鼓浪屿更是一个浪漫的地方，这

里不仅有美味的海鲜，更有很多百年老宅，

而改造老宅便成为了岛上的一道特色，何如

在不破坏原有建筑基础上，更好的改造空间

和外立面，使其焕发新的活力，这便是探索

鼓浪屿老区改造设计的意义，这只介绍一个

典型案列，一家近百年的红砖私宅餐厅，在

设计师的改造下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座南洋私

密豪华会所。有效的老区装饰设计，对于提

升建筑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在进行既有建筑

的装饰设计中，对于外立面装饰改造更应该

体现特色，让既有建筑在改造设计后体现不

一样的价值。

（四）既有资源利用

在既有建筑室内装饰设计中，要尽可能

坚持节约环保的设计原则，这对于降低装饰

设计的成本也具有一定作用。例如，在进行

旧城区的二手房装饰改造中，如果没有明确

的装饰风格倾向，不妨保留原有的一些传统

的家具。如这两把灰白方格图案的扶手椅，

其朴素的颜色，传统的外观可以使它们轻松

融入任何设计当中。茶几可选择比较常规、

价廉物美的产品。使用上一段时间，仔细感

受一下这样的布置装饰是否符合自己最初的

设想。

（五）价值再提升

既有建筑在进行重新的室内装饰设计

中，设计的基本目标中，就包括进一步提升

建筑自身的价值，实现巨大的装饰后使用效

应。针对室内装饰设计工作，需要进一步强

化管理，做好整体设计优化，注重对于地区

的优秀文化的融入，在设计中，体现建筑的

功能性和实用性，致力于实现建筑使用价值

的不断提升。设计者需要根据具体的建筑使

用用途进行设计价值提升规划，例如，将就

厂房改造成地区的展览会所，在具体的改造

中，就需要设计一定的空间层次感，相应的

背景色设计也需要结合具体的展览需要进

行，相应的内部空间布局、灯具设计、展示

平台营造等，都需要设计者有一定的空间设

计思维，能够实现整体设计价值提升，让改

造后的建筑能够承担起高品质的展览活动，

实现整体建筑价值的不断发挥，甚至让建筑

创造价值，这才是设计需要实现的目标。

在以上改造的技术措施的基础上，还有

通过装饰美学特征进行改造设计。

结论：文结合具体工程实践的研究，总

结了既有建筑适应性改造技术。从历史风貌

建筑与一般性建筑等方面分析了改造设计方

法，又从建筑改造、立面改造、室内改造三

方面论述了当下装饰设计问题。通过这些适

应性改造，最终使得既有建筑重新焕发青春，

得以满足现在的使用要求。既有建筑装饰的

改造，核心在于再利用和融入城市。减少资

源浪费，装饰美化城市，使其更好的服务于

社会，把握相关设计要素，对于切实提升既

有建筑室内装饰设计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邢蓓琪（1983-），本科，

中级，研究方向为室内装饰及室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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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沼气工程的积极性。除此之外，在建设

沼气工程用地和用电等方面也应当给予必要

的优惠举措。

（四）充分发挥政府在把握沼气工程建

设质量方面的作用

在建设大中型沼气项目的过程中，我们

不应当一味地关注沼气项目的建设数量，还

应当重视沼气工程建设项目的质量，完善设

施以保证沼气工程的全年不休运行与养殖生

产运营相配套。只有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才能够确保大中型沼气工程项目的正常有序

运行，为此，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在把握沼气

工程建设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以财政补贴

作为依据，将沼气工程的生态效益落实到实

处，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

（五）实现沼气工程建设标准的科学化

和合理化

为了实现新建沼气项目的有效运行，有

必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沼气工程建设标准，实

现沼气全年稳定运转，与此同时进一步提高

沼气工程的能量利用效率，为大中型沼气工

程项目的运行指明方向。

（六）实现沼气发电上网相关审批流程

的简化

各级政府应当对沼气发电上网的相关审

批流程进行梳理和简化，帮助沼气项目运行

的企业实现电能销售，与此同时，将沼气发

电作为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政策并建立全面的

补贴机制，以进一步提高沼气发电上网为突

破口，实现沼气工程利用效率水平的提升。

电企因为不愿多设置专用调度设备为了个别

沼气发电，主要是发电量不是很大，调度起

来比较困难，只有把沼气发电规模做得够大，

达到了发电站水准才能实现发电并网。

（七）加强沼气工程科研投入，鼓励开

发建设“三沼”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积极鼓励沼渣施肥、种植，沼液喷施、

育苗，沼气转天然气、化工等项目的研究、

示范、推广工作，建立起可推广、可复制、

有效益的“三沼”利用示范项目。加大宣传，

让平常民众都知道“三沼”可以在更低的成

本前提下替代现在许多的现需的肥料，燃料。

（八）沼气工程在减缓温室气体（甲烷）

排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要加大沼气工程在《京都议定书》CDM（清

洁发展机制）项目上的支持力度，体现出沼

气工程在缓解全球气候变暖过程中的突出作

用，进一步增加沼气工程的盈利空间，实现

沼气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结语

总而言之，大中型沼气工程运行现状不

容乐观，需要我们给予高度的重视，采取切

实可行的对策，包括加大政府对沼气工程的

扶持力度以及充分发挥政府在把握沼气工程

建设质量方面的作用等举措来实现大中型沼

气工程运行水平的提升，为广大民众提供更

加清洁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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