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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是世界上禽畜饲养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被生态脆弱的波罗的海
环抱，不过这使得丹麦在禽畜粪肥处理上拥有创新技术和强大实力。随着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资源消耗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利用禽畜粪肥中的
能源物质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显示出了其巨大的潜能。今天，丹麦约五分
之一的养猪和养奶牛农户通过合作共有的工业型沼气厂从事基于禽畜粪肥
为原料的沼气生产。
该报告概括性地介绍了丹麦在从禽畜粪肥到能源的供应链中拥有的最先进
的技术和能力，以及其他相关的重要政策、法律文件和框架条款。另外，
还专门列出了相关技术供应商以及供应链中其他的公司和机构的信息，以
便读者快速查阅。该报告聚焦于如何通过采取创新举措减少禽畜饲养对环
境和气候的影响， 提高可再生能源生产以及应对日益增长的禽畜产品需
求，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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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畜粪肥在丹麦相关政策中的角色
>> 强硬的政策和严格的立法使丹麦在禽畜粪肥处理上的先进技术得到不断发展
，这首先是为了减少禽畜养殖对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同时也充分利用禽畜
粪肥来生产气候友好型能源。
说到丹麦的生物质，禽畜粪肥一直是
一种重要的资源。农业在丹麦的经济
中扮演重要角色，高禽畜产量使得丹
麦成为世界第一猪肉出口国。每年的
粪肥产量接近3500万吨，对于人口不
到600万的丹麦来说，相当于人均6吨
粪肥。

专业术语
禽畜粪肥是一种有机物质，
主要由均相的禽畜粪便、尿
液和草垫物质组成，还包括
其他禽畜养殖产生的废料，
比如，剩余的饲料，青贮污
水和工艺废水。
禽畜粪肥可细分为以下4种：
污泥
厚草垫废料
液体粪肥
固体粪肥
在丹麦，大约80%的粪肥主要来自养
猪和奶牛养殖农场的污泥。厚草垫的
来源广泛，是养鸡场的主要粪肥类型
。液体和固体粪肥主要来自装有可排
水的坚固地板的老式养殖场，现也称
源分离粪肥。

环境保护政策

粪肥储存量的下限。在此之后，欧盟
和丹麦加强了监管，技术也进一步得
到发展，所以今天粪肥中大量的氮和
磷的使用效率跟矿物肥料的一样高，
这不仅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还减少
了农户在购买肥料上的支出。
今天，人们对于环保的思考日益深入
：环保不仅意味着要防止污染，而且
还要注重资源利用效率，尤其是当下
磷和化石燃料的大量消耗引起了人们
的担忧。为此，欧盟制定了一项路线
图计划，作为其2020 年战略内容之
一，旨在将欧洲发展为一个以生物质
为基础的资源节约型社会。丹麦环境
部部长在2012 年秋天发布了“国家
资源计划”。

气候保护政策
不管是在丹麦，还是在其他国家，人
们意识到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危害，并
决定采取各项行动来减少其影响。联
合国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丹麦在
1990 年至2012 年期间至少要减少
21%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欧盟其他
国家的减排指标仅为8%。通过有效
举措，比如，欧盟的排放交易计划，
丹麦将能源生产转向经济收益高的生
物质能源生产，在2010 年就实现了
二氧化碳减排23%的目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禽畜粪肥
只被看作是一种天然的作物肥料，
因为在六七十年提高农作物产量至
关重要，再加上当时的能源价格便
宜，人们都使用矿物肥料。然而在
1985年，由于水质问题日益突出，
丹麦政府制定了NPO计划，旨在调
整农业区，限定禽畜数量以及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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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丹麦法律规定禽畜养殖场必须要具备储存污泥长达至少9 个月的能力。这一时间长短是根据有
关粪肥生产的官方默认值计算出来的。安全有效的粪肥储存是粪肥有效管理的前提条件，它能保证禽
畜粪肥的质量，这样农作物在春天生长需要营养时，污泥就可以用作肥料。该图片展示的是拥有预制
混凝土结构、湖石表面的农业沼气池。图片来源：A-Consult。

欧盟20-20-20 目标
欧盟在其2008 年12 月通过的关于气
候和能源的一揽子计划里已经对2012
后有关配额易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双重目标就是，到2020 年，欧盟的
二氧化碳整体排放量要比1990 年的至
少低20%，可再生能源比重要提高
20%，能源效率也要提高20%，可再
生能源在交通系统的使用要占到10%
。丹麦在“国家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
”里设定了更高的减排目标--30%的
二氧化碳减排量。这将给丹麦带来诸
多益处：就业增加，对于进口能源资
源的依赖下降，相关的外汇支出减少
，同时还可以实现废物处理和环境保
护的双重目标。
碳中性能源
欧盟的气候和能源一揽子计划（具体
在关于可再生能源的2009/28/欧盟
指令中）规定，基于生物质（比如，
禽畜粪肥）的能源按照欧盟关于废物

处理的相关规定属碳中性。另外，用
禽畜粪肥生产能源可以避免向大气排
放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因为当动物粪
肥分解时候，就会产生这两种气体。
它们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是二氧化碳的
21 倍和310 倍。而且，通过厌氧消
化进行能源生产，氮的生物可用性增
加，之后收集起来可以用于生产石油
化工肥料。所以，ISO 14064 审员完
全认可禽畜粪肥能源项目相比其他生
物质能源项目更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因此，禽畜粪肥能源项目被认为是
最经济划算的。奥胡斯大学的研究者
建议二氧化碳减排要制定市场价，目
前在欧盟市场，二氧化碳减排价格为
10-12 欧/吨。
生物安全问题
欧盟2003 年的卫生一揽子计划规定
，食品安全取决于供应链中从农田到
餐桌的每一步，也就是说，每个农场
都是供应链的一部分。食品安全要处
理因微生物、化学品和异物导致的食

从禽畜粪肥到能源--丹麦2012年禽畜粪肥能源的现状、技术和创新

5

物导致的食物污染问题。对于禽畜农
场来说，保证高质量的食品也就意味
着要防止禽畜粪肥污染牛奶生产。在
丹麦，农户组织、兽医及其他部门一
起制定了“卫生业务代码”（国家指
导性条令）。另外，还有一些非国家
性质的质量认证规定。对食品安全和
卫生的高度关注就对粪肥处理和加工
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使粪便不
泄漏，且便于清理。

关于未来如何处理禽畜粪肥的思考
然而，禽畜粪肥中的病原体和化学残
留物也有可能在施肥的时候污染水源
，进而威胁人和动物的健康。事实上
，欧盟的“动物副产品规定”阐明，
禽畜粪肥属于第二类废料，只要相关
主管部门认为使用粪肥不构成健康
威胁，就可以使用。
禽畜生产单位的规模日益扩大。在丹
麦，一座普通奶牛场平均有140 头奶
牛及幼仔，而一座养猪场平均有
2,750 头猪。另外，除小型的休闲农
场之外，丹麦所有的禽畜农场都要执
行欧盟关于集中型养猪和养家禽农场
的环保认证的工业排放指令。环保认
证最难之处就在于附近居民的听证，
他们大都比较担心生产过程中和粪肥
播洒中产生的难闻气味。为了获得环
境认证，农场通常会进行技术投资，
首先在畜舍中使用空气净化技术，以
去除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臭味。
为了应对以上提到的各种有关禽畜粪
肥的挑战--环境、可再生能源、生物
安全、气味、资源利用率、小型和大
型禽畜生产单位，丹麦前政府在2009
年推出了“绿色增长计划”。这项政
策希望在2020 年，50%的禽畜粪肥
要用于能源生产(之后才作为农田肥料
），最终实现100%的目标。处理技
术包含厌氧消化、气化、热解、燃烧
，以及不同的预处理和后处理技术。

当前的政府支持该计划中的这部分，
而且一些政客也不断表示，要禁止播
洒未经处理的粪肥，这也暗示了将来
的政策方向。
2020 年能源协议
丹麦政府在2012 年初制定了一项能
源协议。该协议一直延伸至2020 年
，整合了关于鼓励使用禽畜粪肥生产
沼气的综合政策。
*

投资支持。这是基于对利用粪肥
生产沼气的环保效果的认可，该
支持增至30%，严格来说，这只
针对2012 年。以后的投资支持
取决于2013 年后农业发展项目
的资金分配情况。

*

生产补贴增至15.3 欧/吉焦。而
以前的补贴都只针对发电。新的
补贴支持沼气用于交通系统以及
热能生产。同时，该补贴会根据
沼气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整，以保
证其竞争优。

沼气生产可以获得高达30%的投
资支持。每生产1 吉焦可以得到
15.3欧的补贴。
.
丹麦立法当局目前（2012 年8 月）
还没完全执行该能源协议，具体情
况参见丹麦能源局的网站(http://
www.ens.dk)。然而，丹麦气候、
能源及建设部部长，马丁·里德嘉德
宣布，以玉米青贮为主要基质的新
建沼气厂不能获得补贴。

从禽畜粪肥到能源--丹麦2012年禽畜粪肥能源的现状、技术和创新

6

沼气
支持
欧的

禽畜粪肥处理技术
>>

有效的粪肥管理首先是安全储存粪肥，并且按照符合相关规定的施肥计划在作
物需要肥料时进行施肥，还包括使用空气净化和田地喷洒的创新技术。这使得
丹麦在过去的25 年间对矿物肥料中的氮消费降低了近50%。对农户而言，仅
氮肥, 每公顷土地就节省100 欧元。

不管禽畜粪肥是否用于能源生产，目
标仍然是要利用现有的系统生产高质
量的粪肥，而保持高质量的生产就取
决于有效的管理。
高质量的粪肥通常意味着有机物质的
浓度高，特别是用于能源生产的粪肥
，因为生产能源就是依靠粪肥中的有
机物质。
禽畜粪肥中的有机物质一定程度上取
决于饲料配给。这里指的是饲料中的
盐分和糖分、磷和蛋白质类型，以及
猪饲料中的苯甲酸和/或肌醇六磷酸
酶。然而，在特定的禽畜场，禽畜粪
肥的类型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禽
畜场的建筑设计以及所采用的粪肥处
理技术。
污泥
污泥是粪肥的一种，通常由禽畜
的粪便，以及有木屑或切断的秸
秆的草垫废料、清洁用水等组成
，从畜舍的全开槽或半开槽地板
上收集而来。污泥作肥料用时，
通常含有2%-10%的干物质。一
般说来，70%的干物质是有机物
。干物质中的成分有所不同，这
与处理污泥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有
关系，不管是粪便从动物体内排
出，再到利用处理完后的污泥进
行施肥。

室内处理禽畜粪肥
在丹麦，人们日益关注如何利用技术
来保持粪便从排泄收集到储存的过程

中的质量问题。首先要防止氨挥发。
粪肥中的一半的氨会因通风而散发，
给农户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同时，
挥发掉的氨还会污染空气，威胁人和
动物的健康，对环境无益。另外一个
重要方面就是要避免因使用过量的清
洁用水或漏水导致粪肥稀释。
植物中的营养成分
植物中的营养成分通常是指氮、磷
、钾，硫和镁也是肥料中的成分。
以下是植物营养成分的参考价，根
据市场上的矿物肥料价格计算得出
。
�
氮：1.5欧/kg
�
磷：4.0欧/kg
�
钾：1.3欧/kg
�
硫：0.8欧/kg
�
镁：0.6欧/kg
一头奶牛排出的粪便中植物营养物
质含量一般为127千克氮（有76kg
氨氮），21千克磷，116千克钾，1
千克硫和9千克镁。例如，100头奶
牛所产粪肥中有25%的氨氮（
NH4-N）会挥发，这造成的经济损
失每年为2，850欧元，相当于1，
900千克的氨氮。
污泥冷却处理
氨挥发与温度成反比。经验证，在传热
系数为24W/M2污泥通道里对污泥进
行冷却，可以减少31%的氨挥发。挥
发的多少取决于房屋的构造和冷却效果
。在畜舍的污泥或粪便通道里嵌入PEL
塑料管来进行污泥冷却处理。这些管子

从禽畜粪肥到能源--丹麦2012年禽畜粪肥能源的现状、技术和创新

7

的排列间隔为35至40厘米。在有污泥
冷却系统的畜舍里，冷却管可以直接
安装在通道底部的上面。这些冷却管
与热泵相连接。液体冷却在猪舍最常
见，而回收的热量可以用于对有母猪
和小猪的畜舍进行供暖。

图2：铺在地上的污泥冷却管将嵌入新修养猪
场的污泥通道地板里。图片由KH Nordtherm
提供。

经验证，污泥的室内酸化处理在牛舍
中可以减少70%的氨挥发，在猪舍中
可以减少60%。另外，在实地应用中
保存下来的60%的氨气相当于污泥中
氮的生物有效性增加了约20%。因此
，丹麦法律允许在实地应用中使用拖
曳软管运输酸化的污泥，而不允许注
射未酸化的污泥。禽畜养殖户们为自
己可以在污泥罐盖子上省下一大笔钱
而心存感激，现在他们自己就可以进
行污泥的室内酸化处理了。
然而对于农户来说，酸化污泥作为肥
料每吨会多出1千克氮和2千克硫。从
经济角度讲，这对受限于氮配额体系
的丹麦农作物种植户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在该体系下，农户只能选用比经
济上最优的肥料含氮少10%的那种。

室内酸化处理
对污泥的室内酸化处理是不断地在污
泥里混入硫酸，让污泥在畜舍的通道
中进行循环。不断的循环和加酸是为
了保证污泥的pH值维持在5.5。每吨
污泥要加入4至7升硫酸。

图3：室内酸化处理系统。图片由Infarm提供。

氨和铵
氨(NH3)和铵(NH4+)并不是一回事
。通过下面的化学方程式可以看出
氨和铵之间的关系：
NH3 + H2O � NH4+ + OH氨是气体，因此会挥发。
未经处理的污泥的pH值通常为6.5至
7，此状态下，50%至85%的氮都以
氨气的形式存在。要打破此状态，
就要加入酸。pH值为5.8时，或者为
5.5时，污泥里几乎不存在氨气。

酸化污泥的pH值仅为5.5，同雨水的pH
值相当，所以，酸化污泥不会腐蚀与之
接触的混凝土结构和设备。
硫酸属于强酸，要注意避免事故发生。
上图显示的系统包括有双层隔板的储酸
罐以及紧急喷淋装置。
酸化污泥的缺点是之后不能用于厌氧消
化，因为pH值太低会抑制甲烷生成。
所以，酸化污泥要进行厌氧消化，就得
同其他可以提高pH值的物质一起进行
消化反应。
空气净化
建立畜舍空气净化系统的动因来自于
国内和国际社会对农业生产施加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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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压力。对于禽畜养殖而言，
这就意味着要减少氨气排放和其他
氮化合物等物质，同时也要处理畜
舍的臭味。然而，当养殖户想修建
新型畜舍系统或拓展现有的系统时
，他们却要面对越来越多的限制。
其中就有除臭方面的限制，养殖户
对此表示抗议。
实验证明，化学空气净化技术可以
减少畜舍90%的氨排放，而生物空
气净化技术可以减少至少70%的氨
排放，同时减少40%-75%的臭味。
空气净化器可以用于有可控式通风
系统的密闭禽畜。但是，此类空气
净化器一般用于养猪场和家禽场，
而非奶牛养殖场。这就意味着，大
多数情况下，空气净化器不能用在
奶牛棚舍里进行减排。

图5：在奶牛棚舍中的有排水口的坚固地板
上使用拖曳式刮刀进行清洁工作。图片由
LJM提供。

实验证明，在奶牛棚舍里的有排水口
的坚固地板上使用拖曳式刮刀或自动
刮刀可以减少25%的氨排放。
在猪舍里，最常用的清洁方式是在开
槽地板之下的接粪盒中使用拖曳式刮
刀，或是通过拔插接粪盒进行清洁工
作。
一种特殊的V型污泥通道也可以安装在
棚舍的开槽地板下面，这样表面积就
比较小，从而减少氨挥发。另外，V型
污泥通道还可以安装冲水系统以及与
空气净化系统相连的低压通风系统。
这样，氨排放和其他干扰可以降到最
小。
粪肥储存技术

图4：生物空气净化系统作为通风装置安装在猪
舍上面。图片由SKOV提供。

空气净化系统也用于大型工业化沼气
厂，用来去除污泥储存坑和其他沼气
生产设施中的臭味。
畜舍清洁
棚舍的设计，特别是地板的设计，对
于氨挥发有很大影响。一般来说，保
持地板清洁和干燥很重要，而且粪便
要尽快处理。

干燥粪肥和厚草垫存放在有排水管
的混凝土板上，边缘有支撑墙或至
少2米高的混凝土墙，以防止渗漏。
污泥通常储存在罐中。
污泥储存和覆盖
在丹麦，人们通常使用预制混凝土
建材搭建的圆形罐来储存污泥。这
种储存罐十分耐用，而且使用安全
，因此这个方法也是最经济的。
养猪场和水貂养殖场里的新型存储
罐离附近民居不到300米远，所以
必须要用布、帐篷之类的东西遮盖
。如果粪便表面会自然结壳，需要
定期处理，那么就没必要安装固定
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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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行大范围喷洒已被禁止。春季，
农作物需要植物营养成分时，大都是
通过配有灌溉带系统的污泥罐车进行
施肥。

图6：被帐篷遮盖的污泥储存罐。图片由
Agro-Top提供。

根据规定，污泥储存罐若是修建在溪水
、水沟和表面积大于100平方米的湖泊
的100米半径范围内，或者是修建在坡
度为6度且朝向溪水或湖泊的地面，就
必须安装自动报警器。如果储存罐里的
污泥液面水位出现不正常下降，报警器
就会向相关负责人发送信息。根据储存
罐具体的位置和周围地形，储存罐周围
会按要求修建阻拦设施，比如，混凝土
墙或地坑。这些规定将避免粪肥意外泄
漏以及溪水和湖泊污染事故发生。

图7：污泥储存罐上的光伏报警器。图片由
Skovgaards Beholderkontrol 提供。

图8：大部分污泥在春季用作冬季作物的肥料
，施肥时使用有灌溉带系统的污泥罐车。图
片由AP Gyllevogne 提供。

如上图所示，污泥喷洒设备大且昂贵
。因此，大部分运输和喷洒都是靠成
组的机器完成，这样就能在短时喷洒
中充分利用污泥喷洒设备。
而在荒地、草地以及生态脆弱区域就
必须进行污泥注射。

图9：污泥注射需要更多的能源，而且注射宽
度比使用灌溉带系统的窄。在此图中，由于使
用了拖曳式注射泵，工作宽度增加到12米，安
装在污泥罐车前部的备用储存罐也提高了罐车
的储存量和牵引车的动力传输。图片由Harsø
提供。

丹麦的“十年污泥储存控制”规定要
对粪肥的质量进行监控。
运输和实地应用技术
运输和实地应用
丹麦大多数农场拥有的禽畜数量和对应
的农场面积大小是合理的。通常，农场
会在畜舍周围3至5公里的范围使用粪便
进行施肥。然而，在非自有土地上进行
禽畜养殖是合法的。
从2001年和2002年起，出于健康和环
境保护考虑，用灌溉机喷洒液体粪肥或

图10：随着禽畜场规模不断加大，污泥喷洒就
需要更有效的运输。使用卡车运输污泥，也许
再用上备用储存罐和自动加载式污泥罐车，会
带来更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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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法律使采用灌溉带系统进行酸化
污泥喷洒成为可能。一种可能性是在
喷洒过程中进行酸化处理。这种方法
已经获得了许多商业上的成功，因为
它能在喷洒过程中减少牛粪中50%和
猪粪中40%的氨挥发，从而为农作物
生产保留更多氮营养。

因此，丹麦大多数粪肥处理技术都有客观
详尽的对其经验证过的效果和执行成本等
内容的文件资料。这也提升了技术制造商
的信心。一项调查表明，只有11%的买家
相信技术供应商给的资料。
接下来介绍几种不同的测试和认证体系。
ms:

VERA是农业生产环保技术的简称。
VERA根据不同测试协议对不同技术进
行测试。丹麦、德国和荷兰都承认此
VERA的技术认证结果。

图11：装有酸化处理系统和灌溉带系统的污泥
罐车。图片由BioCover 提供。

除在牧草区进行注射外，还可以使用
带酸化系统的罐车。喷洒前，在污泥
中加入硫酸，同时进行均质处理。

DANETV（丹麦环保技术验证）是一
个有5家知名技术机构共同持有的认证
品牌。DANETV的认证在丹麦国内和
国际上都受认可。
给养殖和环境带来的积极影响

图12：实地喷洒前，在污泥储蓄池里加入硫酸
进行搅拌。图片由HARSØ 提供。

以下图表显示，在过去的25年里，丹
麦农户减少了50%的含氮化肥的使用，
而农作物肥料和禽畜粪肥中的氮含量大
体上保持不变。这得益于粪肥处理、储
存和喷洒的创新性技术。

环保技术认证
以上提到的很多技术都列在丹麦环保局
的技术表上。此技术表列出了丹麦环保
局规定禽畜农场必须要采用的生态环保
技术。
只有通过相关研究机构进行的相关测试
的技术才能选入此表，并被视为丹麦“
目前最先进的技术”。这些测试主要检
验某项技术的环保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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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
吨

矿物肥料

禽畜粪肥

农作物肥料

表1：有效的粪肥管理首先是安全储存粪肥，并且按照符合相关规定的施肥计划
在作物需要肥料进行施肥，还包括使用以上提到的其他技术。这使得丹麦在过去
的25年间对矿物肥料中的氮消费降低了近50%。对农户而言，仅氮肥, 每公顷土
地就节省100欧元。数据由农业知识中心 Leif Knudsen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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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粪肥进行能源生产
>> 今天在丹麦，已经有10%的禽畜粪肥用于能源生产，使得丹麦在领域处于领先
地位，而且拥有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过去的10年里，利用禽畜粪肥生产
能源给禽畜养殖场和社会带来了诸多
好处，尽管现阶段的能源值还不能保
证在市场上获得推广。
用于能源生产的粪肥的价值主要取决
于有机质、粗灰分和水的含量。

固体粪肥的能源密度
一般情况下，只有含水低于60%的粪肥
才能燃烧。有一个例外就是马粪，即使
含水量高达70%也仍然能燃烧，但是能
源产量不大。
以下表格列出了不同燃料的能源密度。
表格1：不同燃料的能源密度
1

利用湿粪肥进行能源生产
一般而言，各种型类的禽畜粪肥原
料以及加工后的原料，特别是分离
过的固体粪肥，都可以进行厌氧消
化。
特别是在沼气生产方面，通常要计
算挥发性固体（VS）的含量，这是
指在600度高温下点燃干燥固体样本
后挥发的固体含量。根据经验，除
非进行更详细的分析，禽畜粪肥中
的VS含量占干燥物质（DM）含量
的75%。
每立方米猪粪污泥和牛粪污泥可以
生产290立方的沼气，而每立方的挥
发性干物质可以生产210立方的沼气
。牛粪比猪粪含有更多的挥发性干
物质。
1头牛或61头猪的粪便所产的电
能可以满足一个人的电量消耗。
一头牛奶或61头猪（重30至
102公斤）的粪便所生产的沼气
可以满足一个人的全部用电需求
和25%的供热需求。
然而，由于以下原因，现实中的沼气
生产方式存在着许多不同。
�* 技术配置，比如预处理技术；
�* 个体基质和混合基质的质量；
�* 管理质量。

燃料

能源密度，
单位MJ/KG

甲烷 (1.2 kg/Nm3)*

55.6

天然气 (0.83 kg/Nm3)

53.6

汽油

46.4

生物柴油

42.2

含水11%的干燥粪肥/粪肥颗粒

1
4.9

含水36%的肉鸡粪

10.0

含水24%的母鸡粪

6.9

含水70%的马粪

3.5

* 沼气含有大约65%（50%到70%之间）的甲
烷，所以沼气的能源密度大概在27.8MJ/KG。

因此，采用燃烧或其他热能生产方式处理
粪肥最好选用含水量少的厚草垫和干燥的
粪肥。然而，考虑到潮湿的气候、能源价
格和技术上的难题，在丹麦进行粪肥干燥
处理并不经济划算。
保留营养物质的能源生产受青睐
在丹麦，基于粪肥的能源生产主要运用厌
氧消化来保留住营养成分。今天，近10%
的禽畜粪肥由沼气厂进行处理，近20%的
丹麦禽畜养殖户参与到沼气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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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气生产
>> 丹麦沼气技术能够处理以禽畜粪肥为主要成分的基质混合物，保证电能生产中的
热量得以利用，进而保证高产能效率，为农场规模大小和工业型的工厂提供适合
的能源，因而享誉世界。
沼气生产或厌氧处理是指在一系列的生
物过程中，微生物在缺氧的条件下分解
有机分子，产生一种叫沼气的混合气体
，主要由甲烷和二氧化碳组成。
丹麦农业沼气生产有以下特点：
�* 基质至少含有75%的禽畜粪肥
，包括来自屠宰场的动物内脏；
�* 农场规模大小的工厂和工业型
的工厂都进行沼气生产；
�* 用于供热和发电的沼气利用率
高。

所以，请专业咨询公司共同参与策划对
沼气厂的商业成功十分重要。
咨询公司可以参与到各个方面，比如可
行性研究、环保审批、投标材料准备、
监督修建/安装过程以及工厂投产。
组织
农业沼气厂可分为农场规模大小的工厂
和大型工业工厂。
工业型沼气厂

生产策划
沼气厂的运营需要很复杂的技术配置和
操作，涉及各学科知识，比如工程、生
物、化学、贸易、农业和物流等。
修建沼气厂一般需要获得几个审批，比
如环保审批和修建审批。另外，进入投
资前一般还要签订几项协议，比如沼气
、热能和/或电能供应方面的协议。
沼气生产不存在“一个方案打遍天下”
的情况，因为每个工厂都有自己的特殊
情况，比如可获得的基质类型和多少就
有所不同。

图13：沼气生产厂的规划对于今后的商业成功
至关重要，此过程往往需要数年时间。
PlanAction和工厂主正在讨论改进现有沼气厂
的可行性。图片由Henning L. Foged提供。

工业型沼气厂的特点是规模大，平均
每年能够处理10万吨以上的禽畜粪
肥和其他基质。这类工厂通常是由农
民合作社组织修建，而在一些情况下
，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是工厂所有人，
比如能源公司。这样的工厂一般能够
处理40到100个农场的粪肥，有时甚
至更多，并雇有专业人员负责工厂的
生产活动。
丹麦工业型农业沼气厂
目前，丹麦拥有20家工业型农
业沼气生产厂，每年能够处理
5万吨到50万吨的基质。这些
工厂所处理的粪肥来自1600
家禽畜养殖场。
工业型沼气厂的优势在于其经济规模
，使其能大量投资高效技术。这对农
户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们只需把粪肥
送到沼气厂处理，除了交一定的定金
外，不用自己花钱投资工厂。另外，
工厂也是厌氧消化粪肥产品（沼液）
的区域集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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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Thorsø 沼气厂是一家工业型沼气厂，每年处理近12万吨基质，其中近65%的禽畜粪肥来自附近60家农
场，35%的动物内脏、污泥及其他有机废料来自一家奶牛厂和屠宰场，还包括一些废水处理污泥。厌氧消化要
在高温条件下进行。约30%的沼液分配给农作物种植户，剩下的返还给禽畜养殖户。沼气通过管道运至附近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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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rsø 村，进行气候友好型的集中供热。图片由Burmeister & Wain 斯堪迪纳维亚那承包有限公司提供。

农场型沼气厂的特点是只处理来自一
家农场的禽畜粪肥，并作为该农场的
合法经济资产。
农场型沼气厂对于大型禽畜养殖场来
说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该类型沼气
厂的生产规模适中，不会对附近居民
的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影响。
农场型沼气厂的优势有：
�* 工厂修建的决策过程简单快速
�* 供热方面可以自给自足，尤其是对
养猪场来说。

丹麦农场型沼气生产厂
目前，丹麦拥有57座农场型沼气
厂，每年能处理近2.5吨基质。

技术配置
有几家公司在丹麦有专门生产零部件的
沼气工厂。一些主要的组件的设计和功
能是至关重要的生产力和经济的沼气厂
,是消化池设备,和混消化池设备,
消化罐
丹麦的一些公司专门为沼气厂制造生
产设备。这些设备的构造和功能对沼
气厂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收益至关重要
，比如，消化罐和消化罐中的搅拌器
。消化罐的关键就在于它能够保持罐
内恒温，不受外界温度影响，将对热
量的需求降低到最小。隔热材料比较
便宜，但绝对不能薄。对于高温隔热
和中温隔热而言，隔热材料厚度分别
为20至30厘米和15至20厘米。

图15：消化罐是沼气厂的核心所在。对基于
粪肥的沼气生产来说，圆柱型钢铁罐是最好
的选择，一般工厂会配备一个主消化罐和次
消化罐。外内层钢板之间还有20厘米厚的岩
棉作为绝缘材料。图片由Assentoft Silo 有
限公司提供。

在很多情况下，工厂会修建两个相连
的消化罐，即主消化罐和次消化罐，
这样可以多生产10%至15%的沼气。
对消化罐里的物质进行搅拌十分重要
，这样可以充分激活生成甲烷的微生
物的活性，以及使沼气从沼液中释放
出来。一般而言，沼气厂的电消耗量
不到热电联产厂的10%，而消化罐中
的搅拌工序就消耗了最大部分的电量
。因此，沼气厂为了获得更多利润，
就要提高搅拌的能耗效率。沼气厂通
常会使用浸入式推进器搅拌机。
在高度比直径大的圆柱型消化罐内进
行禽畜粪肥搅拌是最节约能源的。

热交换器对于热能替代值高的沼气厂
来说是有利可图的，特别是对于高温
沼气厂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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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农场型沼气厂。图中从右往左分别是消化罐、储存罐，以及各种沼气净化和生产管理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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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17: Farm-scale biogasant.
pl Photo provided by XERGI.
备、次消化罐和封闭的沼液储存罐。图片由XERGI提供。

沼气厂还有其他一些特殊设备，
比如：
� * 生物搅拌器。它能搅碎颗
粒比较大的物质，比如厚草垫废
料。
� * 碎渣机。它能切碎颗粒大
和木质纤维素含量高的物质，比
如后草垫废料，使其易于消化，
防止消化罐中出现漂浮物。
� * 消毒设备。它能对基质进
行高压消毒。根据欧盟动物副产
品规定，屠宰场的动物废料属于
第二类废料。
物流

图17：基于沼液和沼气循环管的消化罐搅拌技
术。图片由Landia提供。

禽畜粪肥分离
将污泥分离为液体和固体两部分是一
项独立技术。然而，许多粪肥分离机
通常同沼气生产过程相连，有的是在
消化反应之前或者之后，也可能之前
之后都有。

对工业型沼气厂来说，在禽畜养植
物和沼气厂之间来回运输禽畜粪肥
是一项重要生产活动。为了提高运
输效率，使用载货量大的卡车就变
得很重要。为了避免疾病传染，每
次运输后要清洗卡车，另外还要注
意在运输和装卸货过程中避免粪肥
溢出。

图19：装污泥和沼液的卡车在农场和区域
性的沼气厂之间来回穿梭。
图18：移动式分离机每隔两周在6个养猪场之
间来回穿梭，既保证了分离出来的固体物质的
新鲜程度和沼气的高产量，也为农场提供了营
养价值高的液体肥料。图片由Henning
Lyngsø Foged。

其他技术
沼气厂开发商在修建过程中需要同
硬件设备供应商合作，后者向其提
供沼气厂所需的各种标准化设施，
比如接收坑、阀门、管和泵、屏幕
截取和数据分析（SCADA）系统、
火炬、沼气缓冲储存器和沼气净化
器等。

研究工作
丹麦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负责沼
气生产方面的研究工作。研究的主
要目的是以可持续性的方式提高以
粪肥为基质的沼气生产的经济效益
，比如，采用先进的预处理技术，
使用添加剂和酶，优化饲料组合，
尝试新的基质和其他废料作为禽畜
粪肥的补充，比如，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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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奥胡斯大学的研究型沼气厂拥
有各种尺寸的消化罐，从125升到1，
600立方米不等，并且可以根据沼液的
预处理和后处理进行多种配置。这绝对
是开展研究的绝佳场所。图片由
Flemming Nielsen, Story2Media提

图21：Morsø 生物能源是一家基于对固体分离粪肥进行消化处理的工业型沼气厂，通过在农场使用
移动式分离机，每年可以处理37.5万吨污泥。该厂只将固体分离粪肥而非液体粪肥运至工厂，因此节
省了95%的运输费用。同样，该厂对沼液进行分离，并把固体分离物推销给花园业主和其他需要的人
，而不是返还给禽畜养殖场。图片由Flemming Nielsen, Story2Media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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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气的使用
>>

大多数沼气厂利用沼气发动机将沼气转化为电能，产生的余热还可以输送给当
地的集中供热厂使用，因此这种方式的产能效率最高。而且现在的政策使净化
沼气达到天然气品质的工艺变得更加有意思，现在的丹麦天然气网络既可以储
存天然气，也可以为交通系统提供能源。

沼气主要有三方面的用处，即发电、
供热，以及在提纯为天然气之后投入
交通系统中使用。
发电
通过沼气发电机发电必须对沼气进行去
硫化处理，也就是说要将沼气中的硫化
氢含量降到最低。否则，硫化氢会在燃
烧过程中转化为硫酸，进而腐蚀发电机
，影响其使用寿命。净化过程其实是基
于硫氧化细菌的生物过程。基于禽畜粪
肥的沼气含有约3000ppm的硫化氢，
净化后的浓度必须低于200ppm才能进
行燃烧。

供热
沼气厂的净余热所产的电量大概相当于
所产沼气的能源的35%至45%。储存
在热水的热能可以直接用于供热。对于
农场型的沼气厂来说，这样的热能可以
用在农户住宅或禽畜棚舍，而工业型沼
气厂就可以把热能卖给当地的集中供热
厂。
然而，也有一些沼气厂会燃烧掉所有沼
气来获取热能。比起将热水输送进附近
的集中供热系统，将沼气输送到集中供
热厂的锅炉房更为经济。

图23：10兆瓦的燃气锅炉。图片由
Hollensen能源提供。
图22： Maabjerg 生物能源厂的沼气净化设
备。该厂每年使用大约50万吨禽畜粪肥进行沼
气生产，产量约为1840万立方米。生物洗涤
在前面的三个罐子中进行，而储存罐是用来对
这个过程进行技术控制的。图片由
Biogasclean提供。

如果沼气生产补贴是与发电挂钩的，
那么利用沼气发电当然是最佳的选择
了。然而，沼气发电机的转化率水平
为35%至40%。大型发动机的效率比
小型的高点。
余热交换器会收集烟气中的热量。沼
气厂一般只会使用所产沼气中的15%
（中温加热）至25%（高温加热）的
能源来加热消化罐中的生物质。

交通系统中的使用
沼气的另外一项主要应用就是在交通
系统里，即将沼气提纯为天然气。因
为汽车如果要使用生物燃料的话，就
要通过天然气网络获取。
提纯的过程基本是分离的过程，要去
除沼气中的杂质，即含量为30%至
45%的二氧化碳以及小部分氨气、硫
化氢和氢气，以提取出含量为55%至
70%的甲烷。根据现行标准，这个过
程可以提取到浓度为98%的甲烷，接
下来会加入一点丙烷，将其至少压缩
为200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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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丹麦的天然气网络由长达860公里的
输气管、燃气储蓄站和46座调节站组成。
网络与地区性的输气管相连。

将沼气提纯为天然气的技术有很多种，
其中最成熟的要数变压吸附（PSA）、
膜分离技术、物理吸附（这里指水洗涤
）以及化学吸附（这里指胺洗涤）。

图24：将沼气提纯为天然气的过程主
要是将甲烷从二氧化碳以及其他不需
要的气体中分离出来。这里，此过程
是通过在图片中的柱子里进行胺洗涤
完成的。
图片由Ammongas提供。

从禽畜粪肥到能源--丹麦2012年禽畜粪肥能源的现状、技术和创新

23
22

沼液的使用
>> 使用沼液时，还应该采取一些防止氨挥发的技术，即用消化罐储存沼液，喷洒
时使用注射法或拖曳灌溉带系统，以及对其进行酸化。
如果法律允许未经厌氧消化的共基质作
为农作物肥料，那么处理基于禽畜粪肥
的沼气厂的沼液就可以像处理污泥或其
他液体粪肥一样。

因此，使用沼液时，还应该采取一些
防止氨挥发的技术，即，用消化罐储
存沼液，喷洒时使用注射法或拖曳灌
溉带系统，以及对其进行酸化。

在欧盟，厌氧消化反应不会改变禽畜粪
肥在法律上的定义，它是一种经过加工
的废料，可以作为农作物肥料使用。

减少臭味、增加化肥值

污泥原材料和沼液的主要区别如下表：
.
表格2：污泥原材料和沼液的主要化学特点。
干燥物
质%

pH
值

6.0

6.5

5.0

2.8

猪粪污泥

4.0

7.0

5.0

3.8

沼液

2.8

7.5

5.0

4.0

牛粪污泥

氮含量 氨氮含量
，kg/吨 ，kg/吨

虽然氨挥发的可能性较大，但是沼
液没有污泥原材料的气味大。这是
因为沼液的黏性较低，同质化程度
更高，颗粒更小，因此能够快速渗
透到土壤中。正是因为附近居民担
心禽畜养殖场的气味问题，所以农
户是否要进行沼气生产就成了问题
的关键所在。
农场使用氨氮含量高的沼液作为肥
料，要比使用其他同效果的肥料节
省10%至20%的用量。

显然，沼液的pH值较高，矿化氮的成分较
大，因此氨挥发的可能就较高。

图25：储存和处理沼液时都需注意氨挥发的问题。图片由Agrocover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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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技术
>>

丹麦的公司制造各种尺寸的锅炉，可以燃烧不同类型的固体禽畜粪肥，比如养
鸡场的厚草垫。对不同型类的固体禽畜粪肥进行气化和热解似乎已成为未来的
理论研究方向。

有关利用禽畜粪肥生产能源的热化学
技术包括直接燃烧、混烧、气化和热
燃烧
直接燃烧是指直接燃烧生物质来获取
热能和电能。燃烧产生的热蒸汽驱动
涡轮机，进而使发电机工作。如果粪
肥含水量小于60%，则可以直接燃烧
。但是，由于燃烧后其灰分含量（无
机残留物，比如土壤和其他燃烧后留
下的无机物质）比燃烧其他生物质（
比如，木料和秸秆）和化石燃料（比
如，煤炭）的高，所以直接燃烧粪肥
的效率并不高。

料或再燃材料，提供有机物质--尿素
和氨。粪肥和煤炭共燃时，粪肥会释
放氨气，氨气会同氮氧化物结合并生
成无害的氮气和水。但是，粪肥和煤
炭共燃也有负面效应，它会破坏农业
生产中磷的循环利用。
粪肥燃烧在丹麦还没进入商业化模式
。部分原因是技术上的问题，但是主
要原因是欧盟法规仍旧将粪肥视作废
料。这就意味着燃烧粪肥必须要交税
，因而会减少其经济效益。另外，在
烟气排放的在线监测等方面，粪肥燃
烧厂还必须达到同废料焚烧厂一样的
标准。
气化

图26：燃烧鸡草垫的工业型锅炉。图片由
KEM提供。

由于动物粪肥的含水量高且不稳定，所
以经常会加入其他一些干燥燃料一起进
行燃烧。一种方法就是共燃，它是指在
传统的发电厂里将生物质和化石燃料进
行混合再燃烧。比如燃煤发电厂，采用
共燃体系的发电厂能大幅度减少二氧化
硫的排放。二氧化硫是燃烧煤炭后所生
成的空气污染物。
粪肥和煤炭共燃还可以减少污染空气的
氮氧化物的排放。这取决于粪肥是否在
适合的位置被注入燃烧，比如在次燃烧
锅炉室里。在那里，粪肥作为补充性燃

气化过程是指含碳燃料（任何化石
燃料或含碳的生物质燃料）在未完
全燃烧的情况下转化为可用的气体
。这个过程发生在高温缺氧的条件
下。生成的燃料是煤气（合成气体
），主要由氢气和一氧化碳组成。
通过化学反应或在传统锅炉里进行
燃烧，合成气体还可以进一步转化
为其他燃料和物质。另外，它可以
代替天然气在燃气轮机中使用。
热解
热解是一个热化学过程，生物质
在高温且完全缺乏氧化剂（氧气
）的条件进行加热。此过程的产
物包括可燃气、冷凝液和木炭。
液体部分的产物叫做热解油，可
用于燃烧发电，也可以作为塑料
和其他生物制品生产中的化学添
加剂。然而，禽畜粪肥气化和热
解技术现在并未投入到商业使用
中，但是的确为未来发展提供了
有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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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业务简介

,

公司

科 研，咨
询， 行业协会等

有禽畜粪肥产能资质的生物质创新网络成员名单

BioGasclean A/S
Hvidkærvej 41

生产和销售生物沼气脱硫设备。沼气清洁去除

DK-5250 Odensen SV

硫化氢（H 2 S），以便用在高效率的汽油发动

Tel. +45 6617 2177

机燃烧和用于热电联产的生产。

•

www.biogasclean.com
AP Gyllevogne
Østermøllevej 42
DK-7900 Nykøbing Mors
Tel. +45 9772 1261

制造和生产泥浆罐车，浆料的拖车，地面设
备，滴洒杆和泥浆喷射器系统。

•

www.ap-gyllevogne.dk
Haarslev Industries

Haarslev Industries公司是一个过程技术公

Bogensevej 85

司，为全球环境的利益提供强大的解决方案。

DK-5471 Søndersø

我们提供用于加工动物副产品，污水污泥，生

Tel. +45 6383 1100

物燃料，以及食品和饮料生产副产品的完整系

www.haarslev.com

统和设备。

NISSEN energi teknik A/S

NISSEN energi teknik 公司是丹麦领先的分

Byvej 25

散式能源产业销售和服务的公司之一。我们设

DK-8654 Bryrup

计，制造，供应和安装基于天然气和沼气的发

Tel. +45 75756500

动机，以及代理荷兰Zantingh公司的天然气和

www.nissenenergiteknik.dk

石油的燃烧设备。

•

•

VM Tarm A/S
Tværvej 25

VM Tarm 公司是北欧最大的不锈钢液体肥料船

DK-6880 Tarm

制造商。我们在运输粪便和肥料方面拥有超过

Tel. +45 9737 1644

15年的经验，开发出了高品质的液体肥料船。

•

www.vmtarm.dk
Swea Produktion
A/S Vestervang 14

生产肥料运输设备，泥浆和生物垃圾分离器，以

DK-6000 Kolding

及更多的相关设备。

•

Gydevang 35

BWSC提供集中的生物厌氧消化过程产生能源

DK-3450 Allerød

的农场沼气池。

•

Tel. +45 7556 8333
www.swea.dk
BWSC A/S

• • •

Tel. +45 4814 0022

从禽畜粪肥到能源--丹麦2012年禽畜粪肥能源的现状、技术和创新

25

www.bwsc.dk
Lundsby Bioenergi A/S
Nørrevangen 18

生产大多数类型的固体燃料或者生物燃料的
手动锅炉和全自动燃烧装置，包括从10-

DK-9631 Gedsted

6500千瓦的用于秸秆，木屑，谷壳，刨花，

Tel. +45 9649 4300

锯末，球团矿，煤炭的自动装置。

•

• • •

•

•

• •

•

www.lundsby.dk
Jørgen Hyldgård
Staldservice A/S
Nørgårdsvej 18

开发，生产和销售粪便处理装置，包括硫酸处

7500 Holstebro

理和沼气。

•

Tel. +45 9742 8189
www.jhstaldservice.dk
A-Consult Agro A/S
Fabriksvej 8, V. Lyby
Dk-7800 Skive
Tel. +45 9687 5800

供应用于农业，供水和沼气厂的预制混凝土水
箱。

www.aconsult.dk
ASSENTOFT SILO A/S
Silovej 1, Assentoft

设计，生产和架设由螺栓固定钢板的沼气反应

DK-8960 Randers SØ

器和储罐，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做成隔热。尺寸

Tel. +45 86494566

从500立方米到7000立方米不等。我们提供相

info@assentoftsilo.dk

应的指导和帮助以设计完整的系统。

• •

•

www.assentoftsilo.dk
AgroTech A/S
Agro Food Park 15

为粪便处理的各个方面，包括农业生产到沼气

DK-8200 Århus N

发电和废弃物还田提供意见和发展相关项目。

Tel: +45 8743 8400

• • •

•

www.agrotech.dk
STARING A/S

Staring公司是不使用聚合物和任何添加剂的

Staringvej 9-11

100％的机械操作粪便分离的供应商。一个32

DK-9700 Brønderslev

微米屏幕和高效螺杆结合，使得本系统达到高

Tel. +45 98821622

效运转。公司还提供一系列装有导轨系统的潜

www.staring.dk

水肥料搅拌器和泵，渣浆泵和混频器等。

• • • •

Xergi A/S
Hermesvej 1

承包商和O＆M运营商的全包沼气厂。在设

DK-9530 Støvring

计，工程，采购，施工管理，调试和运营服务

Tel. +45 99351600

有超过25年的经验。

• • • •

•

• • • •

•

www.xergi.com
AMM
ONGA
S A/S

AMMONGAS A/S
Ejby Mosevej 5
DK-2600 Glostrup
Tel. +45 4363 6300

沼气净化效率可高达99％的甲烷和1 ppm的
H 2 S。该绿色过程只使用较少的电力和释放并
出<0.1％CH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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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mmongas.dk
RENEW ENERGY A/S
Kullinggade 31
DK-5700 Svendborg
Tel. +45 62 22 00 01
www.renewenergy.dk
Landia
Industrivej 2
DK-6940 Lem St.
Tel: +45 9734 1244
www.landiaworld.com

成立于2007年的工程服务公司，提供在可持续
生物能源生产的系统咨询。基于在厌氧发酵和
生物炼制的解决方案方面超过20年的经验，提
供沼气发电厂，沼气分离厂和生物炼制厂，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乙醇厂，酿酒厂和其他工业厂房集成的技
术。
Landia公司是重型斩波泵，潜水搅拌器，射
流曝气装置和先进工艺单元的世界领先制造商
Landia成立于1933年，该公司在生产高品质
的泵送和混合设备有着近80年的经验。

BioCover A/S
Veerst Skovvej 6
DK-6600 Vejen
Tel: +45 29634936

开发和销售酸化泥浆的警报器技术，可持续的
浆料应用，减少水体富营养化和气味技术。

• •

www.biocover.dk
Danish Technological
Institute
Kongsvang Alle 27
DK-8000 Aarhus C
Tel: +45 7220 1000

通过研究，测试和验证，开发和编制
分离，沼气生产的预处理和优化，减排，传感
器等技术。

www.dti.dk
Ceno Top
Mølbjergvej 6
DK-6340 Kruså
Tel. +45 2612 7987
www.ceno-top.dk

Ceno Top公司在北欧销售沼气储存罐，属于
世界领先的存储系统，具有使用寿命长，免维
护，永久气密性，高运行可靠性，适用于大风
雪荷载等优点。

C.F Nielsen

C.F. Nielsen公司成立于1889年，是当今世界

Solbjergvej 19

领先的机械压块机的制造商。我们在世界5大

DK-9574 Bælum

洲提供工业和个人消费者的压块解决方案，木

Tel. +45 9833 7400

材废料和其他生物产品的安装。

•

www.cfnielsen.com
Agrometer A/S
Faelledvej 10
DK-7200 Grindsted
Tel. +45 7672 1300

生产将浆料分离成液体和干物质的机械螺旋压
力机

•

www.agrometer.dk
Hexa-Cover ApS

Hexa-Cover®公司生产的浮盖应用在任何形

Vilhelmsborgvej 5

式的液体表面上都是完美的。此种浮盖可用

DK-7700 Thisted

于：气体排放，臭味，蒸发，有机的生长，抗

Tel. +45 9617 7800

紫外线，热损失等方面

www.hexa-cov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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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M A/S
Haandvaerkervej 4
DK-6880 Tarm
Tel. +45 97 37 21 00
www.kem.dk

KEM公司设计生物质燃烧的蒸汽锅炉，被用于
发电和区域供热，以及从家禽粪便，秸秆，谷
壳，木材，橄榄生产能源。KEM 公司还生产
起重机，燃料供应系统，格栅和除灰设备。

• •

•

•

Hollensen Energy A/S
Finsensvej 3

开发和提供生产热电设备。生产气体和燃油锅

DK-7430 Ikast

炉厂，燃气电机厂和生物质燃料锅炉厂的组件

Tel. +45 97142022

和全套设备。

•

www.hollensen.dk
HMN Naturgas I/S
Vognmagervej 14
8800 Viborg
Tel. +45 8727 8727

开发分布在丹麦中部和北部日德兰半岛和哥本
哈根天然气。

•

•

www.naturgas.dk
Novozymes A/S
Krogshøjvej 36
DK-2880 Bagsvaerd
Tel. +45 4446 0000

Novozymes公司开发和生产生物能源的水解
酶。

•

•

www.novozymes.com
Pon Power
Øresundsvej 9
DK-6715 Esbjerg N
Tel. +45 7614 6400
www.pon-cat.com
KH nordtherm A/S
Rømersvej 30
DK-7430 Ikast
Tel. +45 9715 4600

Pon Power公司是Caterpillar公司柴油和燃气
发电机组在北欧的经销商，机组功率从4009700千瓦不等。所有Caterpillar气体发电机组

•

与天然气和生物气体兼容。我们提供24小时的
授权技术人员服务和原装配件。 通过ISO
9001和ISO 14001
KH Nordtherm公司是丹麦农业方面最大的余
热回收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例如生产浆料冷却

•

系统和动物的房屋系统供热设备。

•

www.khnordtherm.dk
GasCon
Vejlsøvej 23

GasCon公司在设计和建设的大型沼气厂拥有

DK- 8600 Silkeborg

丰富的经验。我们作为顾问的首要想法，是通

Tel. +45 2171 52 16 /+45

过可行性分析，招标，合同和建设阶段，确保

8680 1953

工厂操作合乎规范。

•

www.gascon.dk
Sauer Roldskov Law Firm
Soeren Frichs Vej 42 A
DK-8230 Aabyhoej
Tel: +45 7070 2928
www.sauerroldskov.com

Sauer Roldskov公司是一个在在丹麦和国际上
为可再生能源领域专门提供法律咨询的律师事

•

务所，客户包括生物量和生物制品的相关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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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c Denmark
Silkeborgvej 260

Organic Denmark为有机食品生产中的沼气

DK-8230 Aabyhøj

厂的投资和经营和相关补助申请提供咨询意

Tel. +45 87322700

见，

•

www.okologi.dk/biogas

KU-life - Plant &
Environment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Thorvaldsensvej 40
DK-1871 Frederiksberg C
Tel: +45 3533 3470

通过研究厌氧消化，气化和热解以使粪便转化
成能源，特别注重肥料的能量和营养的表征方

•

法，消化的营养恢复，灰土，土地施肥，NH3
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固体堆肥。

www.agreco.life.ku.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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