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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字背景

⚫ 农业废弃物量大

我国年产生养殖粪污约38亿吨、

农作物秸秆约9亿吨。

⚫ 资源化利用率低

目前，我国有机肥资源总养分

约7000万吨，实际利用不足50

％；其中，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仅为60%左右。

⚫ 化肥施用量太高

我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21.9

公斤，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每亩8公斤)，是美国的2.6倍，

是欧盟的2.5倍。



1.1 数字背景



1.1 数字背景



1.1 数字背景

*来源：美国中西部农业服务指南



1.2 国家出台系列重要文件

2006.02.07，
国务院《国
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

2013.11.11，
国务院发布
《畜禽规模
养殖污染防
治条例》

2015.02.17，
农业部《到
2020年化肥
使用量零增
长行动方案
》

2017.05.31，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
快推进畜禽
养殖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
的意见》

2017.07.07，
农业部印发
《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
行动方案
(2017-2020
年)》
2017.08.09，
农业部印发
《种养结合
循环农业示
范工程建设
规划(2017-
2020年)》

明确将 “综合治

污与废弃物循环
利用”作为优先

发展主题

“在规模化养

殖场发展以沼
气和有机肥工
程为核心的生
态农业循环模
式是未来的重
要发展模式”

“力争到
2020年，主

要农作物化
肥使用量实
现零增长”

建国以来首
个聚焦畜禽
养殖环境问
题的指导性

文件

具体行动指南



1.2 国家出台系列重要文件

➢ 农业部、财政部关于做好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
实施工作的通知 (农牧发
[2017]10号)

➢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整县推
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
作的通知 (发改办农经
[2017]1352号)

➢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畜
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
利用设施建设规范(试行)
的通知(农办牧[2018]2号)

➢ 农业部环境保护部关于印
发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工作考核办法(试行)
的通知(农牧发[2018]4号)

《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
（2018-2030年）》

➢ 节能低耗智能化农业装备

➢ 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

—重点研发：秸秆肥料化高效利用工程化技术及
生产工艺；畜禽粪污二次污染防控健全利用技术；
农业废弃物直接发酵技术

—集成示范：规模化畜禽场废弃物堆肥与除臭技
术。开展技术评估和市场准入标准研究… …

—推广应用：畜禽养殖废弃物堆肥发酵成套设备
推广、家庭农场废弃物异位发酵技术… …



1.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2016年12月23日：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

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关系6亿多农村居民生

产生活环境，关系农村能源革命，关系能

不能不断改善土壤地力、治理好农业面源

污染，是一件利国利民利长远的大好事。

以就地就近用于农村能源和农用有机肥为

主要使用方向，力争在“十三五”时期，

基本解决大规模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和资

源化问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8年9月25日：要把发展农业

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

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

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北大荒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考察时的讲话



1.4 主要目标

2020年，建立科学规范、权责清晰、约束有力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制度，构建种养循环发展机制

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70%,2019.04）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5%以上（63%,2019.04）

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提前一年达到100%

畜牧大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和现代农
业产业园率先实现上述目标

2017.05.3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



1.5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

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支持薄弱环节适用农机研发，

促进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

加强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力度，开展农业节肥节药行动，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推进畜禽粪污、秸秆、农膜等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实现畜牧养殖大县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治理

全覆盖



1.6 农业补贴--十大倾斜

1、向种植者倾斜

2、向耕地地力倾斜

3、向农机补贴倾斜

4、向保护草原倾斜

5、向轮作补贴倾斜

6、向重金属污染治理倾斜

7、向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上倾斜

8、向深松整地倾斜

9、向秸秆综合利用倾斜

10、向残膜回收利用倾斜

➢ 养殖粪污处理设
备列入目录

➢ 新增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机具

生猪、奶牛、肉牛养
殖大县为重点，全面
启动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整县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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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用主要技术路径

农业

废弃物

能源化

饲料化

材料化基料化

肥料化



2.1 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



2.2 能源化-肥料化工程案例



2.2 能源化-肥料化工程案例

嘉立荷/山东牧业
万头牛场沼气发电项目

⚫ 建设时间：2014年10月
⚫ 工艺选择：全混合厌氧

发酵工艺(CSTR)
⚫ 建设规模：12000m3

⚫ 沼气用途：发电自用



2.2 能源化-肥料化工程案例



典型技术模式1：
温室底部通风翻抛槽式

典型技术模式2：
温室静态翻抛槽式

典型技术模式3：
露天翻抛条垛式

2.3 典型现代好氧堆肥工程技术

国内典型技术模式4：
密闭反应器式



主要参数

总动力 (kW) 14.84

其中 主轴
曝气
风机

除臭
风机

提升
电机

4 5.5 1.6 3
罐体容积 (m3) 50

上料斗容积 (m3) 1

处理能力 (t/d) 3.5至6.0

密闭式好氧堆肥反应器系统



2.4 牛床垫料化利用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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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牛床垫料化利用工程技术

首农畜牧金银岛牧场
引进德国BRU系统



2.4 牛床垫料化利用工程技术

首农畜牧自主研制的
BRU系统



2.5 好氧发酵原理与产物

有
机
废
物 新陈代谢

微生物

稳
定
的
有
机
残
余
物

二氧
化碳

热量水氧
气

＋ ＋ ＋ ＋

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

有机肥 牛床垫料 基质/调理剂



1、气流由底部沿堆体内较大孔
隙快速溢流，堆体有效供氧不足、

发酵不良，耗能高、排放大

2、智能传感、在线监控水平不高

3、密闭型装备成本高、轻简性差

2.6 存在问题与思考



好氧发酵颗粒单元量化表征

堆肥颗粒的好氧层/厌氧区结构

傅里叶变换显微红外光谱冷冻切片处理

Jinyi Ge, Guangqun Huang, Zengling Yang, Jing Huang, and Lujia Han*. 
Environ. Sci. Technol. 2014, 48, 5043−5050



好氧堆肥颗粒
（固、液相）

低耗供氧、有效耗氧、减排提质量机制

微正压-O2

CO2+H2O+热量

可溶基质+O2
气
液
界
面

过
渡
区

难溶基质

可溶基质

好氧区厌氧区

CH4
CO2

CH4



走自主创新发展之路

⚫ 生产能耗显著降低

⚫ 发酵效果显著提升

⚫ 气体排放显著减少

⚫ 智能水平显著提高

2.6 存在问题与思考

研发推广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

先进适用的绿色智能型好氧发酵装备技术



2.7 开拓创新、系统研究

➢ 立足青藏高原，瞄准节能环保、优质型

先进好氧堆肥装备技术

➢ 保证项目研究内容前沿性和技术先进性的

同时，适合我国国情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青藏高原规模化养殖场固废膜
堆肥技术研究2015DFA90370”，2015.4-2017.12

国家首次立项支持
膜覆盖好氧堆肥智能装备技术国际科技合作



生产性试验

物料混合 建堆

覆膜 堆肥开始



生产性试验

静态箱气体取样

戈尔膜：中间层孔径0.2微米



效果评价

4+2+2模式

研究表明:能耗、减排均达30%以上



温室气体减排



最终产品质量

Xiaoxi Sun, Shuangshuang Ma, Lujia Han, Renquan Li, Uwe Schlick, Peizhi Chen, Guangqun

Huang*..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 204: 778-787 (SCI, IF=6.395, IF5year=7.651)



功能膜+核心工艺+智控—突破

Jinyi Ge, Guangqun Huang, Jing Huang, Jianfei Zeng, 
Lujia Han*.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6, 50: 4374-4383



⚫ 北京市除城市农业圈区域外
的近郊和远郊农业圈区县

⚫ 现有有机肥加工厂

⚫ 畜禽规模养殖场

⚫ 市政污泥、生活垃圾等有机
固废处理场等

北京市2017年农业科技项目
“膜覆盖好氧堆肥节能减排工
艺及智能装备技术试验示范
20170149”，2017.1-2017.12

2.8 自主创新、产业升级

北京首次立项支持
膜覆盖好氧堆肥智能装备自主研发



自主研发、升级改造与生产示范

试验示范地点：北京市重点龙头企业-北

郎中农工贸集团所属有机肥厂，位于北

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北郎中村，其为北

京市重点科技创新型企业，具有实施所

需的良好平台条件和前期合作基础

技术推广辐射：通过专题技术培训，辐

射京郊主要区县规模化养殖企业、有机

肥生产企业和技术推广、管理单位

关注国产膜的保压、选择性透过性能
智控设备轻简化



技术升级示范



在线监控装备技术体系



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关键指标内容

1 创新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适用的功能膜好氧堆
肥节能减排工艺及智能装备技术1套，建立示范基地1个

2 好氧发酵过程大于50℃的天数符合国家《粪便无害化卫
生标准》，杀灭95%以上的病菌和虫卵

3 应用该装备技术比传统技术模式减少能耗30%以上

4 应用该装备技术比传统技术模式减少臭气和温室气体排
放量30%以上；产品质量优；成套装备成本降低50%



便携式智能控制平台



系列在线实时传感器和分子膜



功能膜好氧发酵工程装备技术体系



工程模式--功能膜+核心工艺+智控



工程模式--功能膜+核心工艺+智控



集成创新-服务产业



比较分析—好氧堆肥为例



比较分析—好氧堆肥为例



农业废弃物绿色智能好氧发酵整体解决方案

功能膜覆盖智能型好氧发酵反应器

规模化功能膜覆盖绿色智能型好氧发酵系统

分子功能膜



➢ 一种节能环保高效型好氧堆肥系统

➢ 一种膜覆盖好氧堆肥系统

➢ 一种膜覆盖好氧堆肥多梯度压力监测装置

➢ 一种膜覆盖好氧堆肥兼用型气、压监测装置

➢ 一种卷膜装置

➢ 一种便携式膜堆肥智能监测控制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 一种用于工厂化膜堆肥试验的装置

➢ 一种膜覆盖好氧堆肥反应器试验装置

➢ 一种便携式工厂化好氧堆肥多梯度温度监测装置

➢ 工厂化好氧堆肥多元立体数据实时获取系统.

➢ 一种工厂化好氧堆肥泵吸式氧浓度在线监测装置

➢ 一种在线监测好氧堆肥的无线传感系统

➢ 一种智能型好氧堆肥反应器系统

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国家专利30余项



国家专利(续)
➢ 一种工厂化好氧堆肥作业装置

➢ 一种用于好氧堆肥物料的螺旋取样器

➢ 一种用于堆肥的通风排水系统

➢ 一种好氧堆肥多梯度氧浓度在线监测装置

➢ 一种规模化好氧堆肥物料内部气体收集装置

➢ 一种好氧堆肥反应器氧浓度实时监测系统

➢ 一种在线气体检测装置

➢ 一种有机肥养分含量快速分析方法

➢ 一种获得好氧堆肥微结构表征参数的方法

➢ 一种沼渣好氧堆肥发酵腐熟度的表征方法

➢ 一种沼渣联合好氧堆肥方法

➢ 一种鸡粪好氧堆肥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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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校企合作、全国推广

规模化养殖场、种养循环县域：集中处理粪污

中小规模养殖场：就地处理粪污

畜牧大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可持续
发展试验示范区和现代农业产业园：综合利用



全国应用：20余省40余地/市/县的200个系统



分子膜与常压好氧发酵反应器研究级平台



江苏兴化赛科星-大规模养殖场



湖北武穴优然牧场-大规模养殖场



河北省秦皇岛市-中小规模养殖场

能耗降低50%、
减排90%以上！



湖北省钟祥牧原-改造槽式换新生



黑龙江肇东优然牧场-大雪低温我不惧



北京金银岛牧场-轻简型牛床垫料再生系统

快速进入高温发酵、发酵产物安全优
质、设备投资和生产成本低，效益好



2018年列入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目录

农业农村部领导专家组现场考察



河北秦皇岛昌黎集中处理/种养循环中心

2019-8-27按照国家领导人有关指示
农业农村部专家组现场考察



农业废弃物好氧发酵系列产品



绿色发展、提质增收、产业兴旺

牛床垫料



汇报提纲

国家重大需求

研究应用现状

未来发展趋势

1

2

3

4



我国农业将进入3.0时代

中国制造2025



国际学术和学科前沿
➢智能农业装备是全球农业装备价值链的高端。

➢智能农业装备技术推动下的“精准农业”“智慧农业”是
国际前沿创新领域。

➢美国白宫2020财年预算研发重点，明确要优先支持先进

和精确的农业和水产养殖等智能农业装备技术，包括使
用嵌入式传感器、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以最大限度地减
少农业投入，提高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中美贸易争端卡脖子技术领域。





产业需求和市场潜力巨大

国家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绿色和智慧农业的背景下，
农业废弃物技术经济性兼具的好氧发酵装备技术及产业应用

大有用武之地！

农业有机固废资源化利用/有机肥生产设备行业，

未来10~20年所产生的市场空间应该在千亿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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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污处理 设备升级换代 有机肥替代化肥



农业产业化5个方面与欧美比较



➢ 发酵转化：又好又快
➢ 生产技术：绿色智能
➢ 二次污染：产排均少
➢ 环境风险：可防可控

绿色化、智能化、标准化、全程化

➢ 制定国家(行业)标准

➢ 关键部件国产标准化

➢ 产学研协同的共同体

“以农业产业发展需求为导
向，加快推动形成产学研紧
密结合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促进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
要强化农业科技攻关，加快
突破绿色投入品、农业机械
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 胡春华，
2019-04-09于中国农业大学

团队首席科学家韩鲁佳教授
向胡春华副总理汇报



面向产业需求，坚持创新发展，

研发行业用得起、用得好的绿色技术
和轻简化智能型装备产品！

中国梦 大家的梦



➢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物质装备技术”创新团队

➢ 教育部“农业生物质工程基础”长江学者创新团队

➢ 国家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创新联盟

➢ 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

➢ 国家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科技创新联盟

➢ 动物营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农业部可再生能源清洁化利用技术重点实验室

➢ 现代农业装备与设施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 现代精细农业系统集成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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