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介绍

我们的历史我们是谁 

SEBIGAS是一家知名的意大利企业，在国际范围内具有

多年专业经验，擅长设计、建造和管理厌氧消化系统，

用于生成具有能源用途的沼气。在其成长历程中，公司

参与建设了大量的项目，并且坚持不懈地开展研发，从

而专业能力越来越强，尤其擅长利用复杂的有机生物质

作为原料。

SEBIGAS秉承其承诺，为减碳和能源转型提供具体方案。

转"废"为"能"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契合了保护地球的

需要，也是未来的能源趋势。

2009
SEBIGAS加入了S.E.C.I ENERGIA，巩固了在意大利境内
的业务。

2013
通过和SEBIGAS UAC成立的合资企业，在泰国境内建成2
个项目，SEBIGAS开始了国际化之路。

2014
公司继续开辟国际市场，主要是得益于公司在糖和生物乙醇
生产行业的生物质处理技术能力，由此在巴西成立了 
SEBIGAS DO BRASIL。为了在国内提供及时高效的设施管
理和维护服务，SEBIGAS将该业务部门分拆出去成立了
AGRIPOWER公司。

2015
SEBIGAS成为可再生能源行业运营商S.E.C.I ENERGIA集
团下属公司EXERGY的一个部门。
其技术优势、融资能力以及在全球市场的多年经验有了更大
的用武之地。

2019
MASERATI ENERGIA项目投运，这是SEBIGAS首个城市
有机固体废弃物的生物甲烷项目。

2020
SEBIGAS加入了TICA集团，后者是基地设于中国的跨国工
业实体，是国际市场上成长的新宠。

2022
分公司NANJING SEBIGAS RENEWABLE ENERGY创立,
给亚洲市场的发展注入了强心针。 

2018
SEBIGAS重新在S.E.C.I ENERGIA集团内取得了独立，继续
在欧洲市场扩张。
合资企业SEBIGAS COTICA在巴西诞生，同时，农业副产
品的沼气项目在希腊、比利时和法国投入使用。

2012
在意大利沼气市场强劲发展的浪潮下，SEBIGAS成为行业
标杆，仅在一年内建成37个项目。

2008
SEBIGAS诞生，其秉承的创业理念就是满足意大利国内对农
业类沼气日与俱增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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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IGAS凭借多个项目、分公司以及活跃的商业网络立

足国际市场，基于当地的法律法规和市场需求来设计方

案。SEBIGAS在欧洲、美洲、亚洲市场久经考验，因而

有能力开发出适应于不同行业应用场合下的厌氧消化系

统方案。



可持续方案

SEBIGAS承诺提供有助于能源转型的方案。SEBIGAS技

术让各个客户公司成为应对环保局势变化的翘楚，让其

业务变得更具可持续性和可循环性。

我们SEBIGAS人坚信，转化废弃物变成价值能源是至关

重要的。我们坚持不懈地恪守承诺和奉献，确保我们的

项目一直堪称可再生能源生产的典范。

我们每个人都身体力行，对环境满怀敬意：未来取决于

我们的选择。

沼气和环境

为什么说我们是循环经济？

通过可再生原料产生能源

转化废品废弃物变成能源
 

生产优质肥料和土壤改良剂
 

给公司创造经济效益
 

在可持续发展产业链上创造就业

在自我循环中创造价值减少能源、生物燃料生产中的CO2影响

将养分回馈给土地

因为原料来自于各类废品废弃物，但是通过我们的项目

可以将其转化成有价值的能源。

沼气项目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不仅可以提供土壤所需

要的高质量肥料，还可以为周边居民和用户提供能源。



效益

凭借专业性、研发性、灵活性，SEBIGAS可以为客户在

各种复杂棘手的生物质处理上提供定制方案。经过多年

的成长，SEBIGAS研究分析了70种以上的生物质原料，

成为行业领域内最专业最可靠的合作伙伴。

通过提供生物质分析和工艺方案，SEBIGAS充分利用原

料特性，向客户保证效益最大化。

农业副产品
果蔬、稻草、
叶子和玉米芯⋯⋯
 

能源作物
高粱、黑小麦、
玉米、干草、
象草⋯⋯

屠宰废料
脂肪、动物残食
瘤胃和胃内容物、
内脏、血液⋯⋯
 

OFMSW
城市有机固体废弃物

畜禽粪污
牛、猪、羊、
等畜禽⋯⋯

农产品加工业副产品
咖啡、蔗糖、乙醇、
果汁、酒精饮料、油、
米其他谷物、
番茄酱等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废弃物⋯⋯
 

污泥
 城市废

水和工业净化
设施的衍生品

+70种生物质



技术

SEBIGAS推出了一种使发酵原料和微生物处于完全混合

状态的厌氧处理技术（CSTR）技术，生物质原料输送至

反应器内，在可控的温度下，进行连续搅拌，保证物料

的充分混合。

湿式厌氧工艺的发生需要以下几个必要条件：干物质含

量小于等于10%；发酵温度处于50-55℃（高温发酵）

或38-43℃（中温发酵）；水力停留时间介于25至50天。

固态和液态生物质通过预处理罐或给料机装载到混凝土

或钢制的发酵罐内。发酵罐内配置有高速和低速的搅拌

器，既用来保证发酵工艺的发生，又保证原料的充分混

合，防止其结盖和沉积。

发酵罐的顶部安装有可承压或可进行气体计量的圆形设

备，以确保安全储存一定量的沼气。

预处理罐

给料机

生物甲烷

CO₂

热能

副产物

沼气

锅炉

发电机组

提纯

电能和热能

土壤改良

有机肥

净化水

干物质含量

≤ 10%
水力停留时间

25-50 天

通过不同的工艺处理，沼气可通过热电联产产生电能和

热能，也可以提纯分离，得到生物甲烷和工业级或食品

级的二氧化碳。

甲烷重整制氢的技术已经开始进入研究了。

厌氧消化工艺的副产物可进一步分离，通过深度处理产

生土壤改良剂和有机肥（固态、液态），或者通过脱氮

等污染物进行水质净化。

发酵罐



结果和输出

年运行效率

连续生产，持续盈利

SEBIGAS的项目因每年平均运行时长达到总时间的

98.2%而闻名。

SEBIGAS技术的优势在于可靠性，日常维护活动简单易

行。

通过跟踪运营记录，SEBIGAS取得了满负荷运行工况下

年平均利用小时数8600小时的优秀记录，充分挖掘了

生物质的能源潜力和项目收益。

能源
(电能、热能和生物甲烷)

固态和液态副产物
(有机肥、土壤改良剂、净水)

产生的电能
副产物里富含氮、磷、钾元素，所以肥料价值很高。

固/液分离可以让副产物得到更好的利用：

固态和液态部分都可以作为有机肥和土壤改良剂的中

间产品供应。

沼渣具有双重双重价值：

98,2%
年运行小时数

8.600 小时/年

天然气输送他用或进入管网；

附近的CNG和LNG补给站;

供给热电联产系统。

出售给电网。

系统和项目自用。

余留的二氧化碳可以销售给化学/或食品公司

液态部分可作为速效肥料而使用

固态部分可作为土壤改良剂，能够显著改善农业
土壤的结构。

为植物提供矿物质元素

有助于在土壤中储存碳。

维持系统工艺的热平衡。

对外供热的热源点。

热能

沼气提纯和净化得到的生物甲烷有以下用途：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

SEBIGAS有专业的技术处理农业及衍生行业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有机物，主要包括：畜禽废弃物、农业副产品、

农产品加工业副产品、二次作物和能源作物。

SEBIGAS凭借其权威的能力，以充分挖掘原料的能源潜

力作为目标，设计出可满足任何客户需要的方案。

农产品加工业类
SEBIGAS工艺可以为农产品加工业中产生的副产品提供

优质高效的处理方案，包括：咖啡、蔗糖、乙醇、果汁

、酒精饮料、油、米和其他谷物、番茄酱生产的衍生品

、屠宰废料等农产品加工业副产品。

SEBIGAS针对这类最复杂的原料做了针对性的方案，如

卫生清洁、巴氏杀菌和除砂。在我们的系统处理后，不

论是固态还是液态的发酵副产物都还需要进一步处理，

最终作为土壤改良剂、有机肥和净化水使用。

农业类

SEBIGAS可以利用农业类的农副产品、能源作物、畜禽

粪污中的有机物作为原料，在其持续产生的过程中，获

取持续的能源，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客户可以通过SEBIGAS工艺整合其全生产系统，完成良

性的生产循环：产生的能源不仅可以出售给国家电网，

还可回收并用于自身生产。而发酵产物则成为生态、经

济的有机肥，替代合成肥料。

 农业副产品

果蔬、稻草、叶子和玉米芯⋯⋯

双季作物和能源作物

高粱、黑小麦、玉米、干草、象草⋯⋯

畜禽粪污

牛、猪、羊、家禽、马⋯⋯

农产品加工业副产品

咖啡、蔗糖、乙醇、果汁、酒精饮料、油、米和其他谷物以

及番茄酱生产的衍生品，屠宰废料⋯⋯



SEBIGAS农业领域 案例

SALERA
地点
意大利克雷莫纳省

投运时间
2011

原料
猪粪、黑麦青贮、玉米青贮

装机功率
625 kW

电能/热能用途
电能出售给电网并取得专用补贴。热能则用于生物螺旋藻培养。

副产物
用作土壤的氮源

DEBO
地点
意大利库内奥省

投运时间
2015

原料
掺杂稻草的污水和牛粪

装机功率
300 kW

电能/热能用途
电能出售给电网并取得专用补贴。热能用于农场的生产和发酵
罐的保温

副产物
取代化肥，作为土壤的改良剂和有机肥



装机功率
1 MW

电能/热能用途
电能出售给公共电网，热能用于建筑保温、巴氏消毒、发酵罐
保温。

副产物
作为畜禽饲料作物的有机肥料。 

FARMA-CHALASTRAS
地点
希腊塞萨洛尼基市

投运时间
2018

原料
牛粪、屠宰废料、过期食物、啤酒生产废料、乳清。

BIOQUERCY
地点
法国格拉马

投运时间
2017

原料
屠宰及衍生品废料

装机功率
1.800 kW

电能/热能用途
电能出售给电网并取得专用补贴，热能用于发酵罐保温和巴氏
消毒。

副产物
用作项目周边作物的有机肥。

SEBIGAS农产品加工业  案例





城市有机固体废弃物

通过对湿式厌氧系统工艺和技术的研究，以及对发酵副

产物预处理和利用的探索，SEBIGAS为城市有机固体废

弃物专门开发了一项实用的技术方案。

从家、酒店、餐厅、咖啡馆和大型零售商等场所收集城

市有机固体废弃物，通过储运体系将部分有机物运送到

项目地。SEBIGAS系统将有机物和无机物进行分离，利

用有机物生产生物甲烷、净化水和土壤改良剂。

意大利每人每年可产生100KG的有机废弃物，因此厌氧

消化处理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不仅可以回收大量的

废弃物，还可以转"废"为"能"。

由于城市固体废弃物组成复杂且杂质较多，必须要配套

一个预处理单元去除杂质，防止其流入到厌氧消化设施

内，还务必对发酵产物进一步处理，确保符合再利用或

环境排放标准。 
 

OFMSW厌氧消化的优势有哪些？

OFMSW
挨家挨户的收集

 非家庭类食品废物

来自酒店、餐饮、酒吧和咖啡馆

 到期和不合格食品

大型零售商和分销商

垃圾的充分利用

减少处置费用

生产电能、热能或生物甲烷

生产农业用途的优质肥料和净化水



预处理

原料进入系统后，首先进入预处理单元，目的是去除那

些影响发酵性能的杂质，该单元主要包括以下功能：

开袋

筛选和去砂

移除金属

巴氏杀菌（选配）

有机悬浮液的均质化

液体部分的消化

发酵后的副产物进入脱水单元（固液分离）。

为了确保设施的环境可持续性，副产物的液态部分需进

一步处理。

如需要将此类污水排入地表水体，务必首先采用生物处

理、超滤、反渗透和蒸发，从而取得符合法律规定最低

排放标准的净化水。

消化产物的堆肥

分离出的固体部分需要和木质纤维素材料（填充物）混

合，然后进入生物氧化阶段，即通过好氧状态下的曝气

，获得性能稳定的富含矿物质产品

在生物好氧之后，产物进行堆放腐熟，以便最终用于农

业使用或装包。

厌氧消化

湿式厌氧消化的特点在于干燥物质含量低，后者等于或

低于10%。为了确保生物工艺的稳定，系统需具备以下

主要功能：

避免残留物沉积的技术

高效的混合系统

元件易于更换且维护简单



MASERATI ENERGIA
地点
意大利皮亚琴察省

投运时间
2019

原料
50,000 吨/年的城市有机固体废弃物以及5,000 
吨/年的公共绿化废弃物

生物甲烷产量
5,100,000 Sm³/年

有机肥的生产
10.000  吨/年

净化水产量
36.000 吨/年

厌氧消化
脱水

固态部分

达标排放

固/液分离

OFMSW输入

工艺

输出

区域 1 区域 2 区域 3 区域 4

割草和修剪

接收和
预处理

提纯

生物甲烷 电能和热能

热电联产

堆肥

有机肥





污泥类

在市政污泥和工业污泥方面，不论是公共企业还是私人

企业，越来越需要可持续治理的方案。污泥只要处理得

当，是具备能源属性的，将有益于循环经济。这是由于

污泥是由大量的水组成，而这些水里富含各种无机物、

有机物、营养物质、细菌（包括一些病原体），因此需

要对其进行初步净化。

哪些类型的污泥可以进行厌氧消化处
理

通过厌氧消化处理，SEBIGAS创造了一个可持续的污泥

处理良性循环，污泥会用于生产电能、热能、生物甲烷，

这样不仅实现了碳减排，还能供水处理单元等系统自用。

污泥处理的阶段有哪些？

污泥再利用的可持续性

初沉池污泥：来自初沉池的沉淀过程。凭借约

300-400 NM3/TODS的产甲烷能力，具备了良

好的甲烷特性，易于发酵。

二沉池污泥：源自生物氧化工艺所产生的污泥沉

积，因其已经过厌氧发酵，产甲烷能力

(200-300 NM3/TODS)

浓缩：

增加污泥的干物质含量，减少原含量体积。

生物消化：

将易腐烂物质矿物化，消除细菌。

脱水：

脱除大部分水，让污泥的干燥物质含量变为约

18-22%，采用离心、带式压缩、压滤等技术。

烘干：

通过加热，进一步削减污泥的含水量。



SEBISLUDGE
工业污泥

通过厌氧消化处理工业废水，可以释放其产甲烷能源的

属性。通过可再生能源的自给自足，工业生产工艺中的

温室气体排放得到削减，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度也有所降

低。

工业污泥

肉类、鱼和奶制品加工企业，软性饮料的生产企业，啤酒厂，
糖果公司企业，造纸厂，纺织工业 ...

可以将污泥转化成能源再利用，作为可再生能源。

削减并优化管理成本。

可通过工业用水的再利用，增加资源的使用效率。

减少污泥的细菌数量。

减少需处理污泥的体积以及处置成本。

畜禽、鱼肉和奶制品加工企业

软性饮料制造企业

啤酒厂

糖果公司

造纸厂

纺织工业

厌氧消化处理的优势有哪些？产生工业废水的主要企业有哪些？



所谓市政污泥，是指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含有多

种污染物的污泥。这种残留物更加浓缩，主要由水、有

机物、宏观生物、微观生物和惰性物质构成。

消化和净化两个工艺结合在一起完美互补，改善了污泥

的稳定性以及气味影响。依据工艺或设施需要，可以在

不同阶段将厌氧消化单元安装在净化器内部。

减少待处理污泥体积以及相关费用

减少即净化水需要的能耗费用

通过稳定污泥来减少细菌数量和气味

可以将碳固定在缓慢释放的腐熟物质上

环境

水体净化的管理者

公共行政机关

综合服务公司

市民

 市政污泥

来自净化单元的污泥和城市污水处理厂

SEBISLUDGE
市政污泥

应用

谁会从污泥厌氧消化输出中获利？ 污泥厌氧消化中的技术优势

初沉污泥

二沉池污泥

脱水污泥

物质（DS）

4 - 15%

2 - 4%

18 - 22%

70 - 78%

76 - 80%

78 - 80%

300 - 400 Nm³/tODS

200 - 300 Nm³/tODS

200 - 300 Nm³/tODS

有机物质（ODS） 产沼能力



我们的服务

SEBIGAS提供了综合性服务体系，在厌氧消化项目的规

划、设计、运营等各个阶段助力客户。从可行性研究到

施工图设计，从特定的物料平衡计算到审批手续的办理

，从工程初步构想到整体建设完成，从服务支持到项目

的运营管理（O&M）。

项目开发

依托TICA集团的实力，SEBIGAS可以帮助客户寻找融

资，开展初步可行性研究，从而支持商业规划举措，精

准分析每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

SEBIGAS还会发挥初步可行性研究的能力，从技术乃至

经济、融资角度帮助客户实施投资评估。这项服务针对

私人和公共管理机构，直至商业创意得到落实，项目符

合客户预期。

SEBIGAS还协助完成设施的审批手续，与客户及其咨询

机构一起与主管部门合作，以获得审批手续。

为了响应不断发展的行业需求，SEBIGAS作为技术合作

伙伴为开发商和投资者提供服务，帮助审批和建设高质

量高利润的项目。

工程设计和施工

SEBIGAS提供综合性方案，旨在开发符合客户需求的工

程项目，并确保达到预期的性能水平。

作为技术供方，将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为沼气系统的技

术提供持续的服务

凭借可靠的专业能力，SEBIGAS可以管理整个项目过程，

为项目的交钥匙而提供EPC（设计-采购-施工）服务。

SEBIGAS还可以为现有的沼气项目提供改造和性能升级

服务。在对现有设施进行细致深入的评估后，SEBIGAS

提出实现性能最大化，延长设施剩余寿命的最佳方案。 



生物学服务

凭借自建的内部实验室，SEBIGAS可以提供专业的生物

学服务，从而监视厌氧环境以及沼气连续生产的特性。

监视生物质的生物学效率至关重要，有助于控制系统的

运营成本，获取预期的营业收入。

SEBIGAS在项目建设前、建设中、建设后充当顾问，提

供基于系统特征的个性化生物学服务。

提供服务如下：

理论生物甲烷能力试验

连续运行测试

远程设施监视

系统分析和优化咨询

FOS-TAC、PH和温度的现场取样分析

发酵原料的实验室分析

操作和维护

SEBIGAS在项目管理中协助运营商，可以派遣人员亲临

设施现场，也可以通过系统配备的自有软件远程给予服

务和协助。

SCADA系统以其直观的界面和高效的数据趋势特性，

在过程管理的溯源、有效和及时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

研究和开发

对于SEBIGAS而言，开发更好的解决方案是其不断研发

工作的动力。

为了维持客户对我们项目高性能的印象，并给他们一个

切实的方案，使他们的业务可持续循环盈利，SEBIGAS

研究和选择先进的工艺和技术，并不断升级系统标准。



Sebigas Renewable Energy srl

有限公司 Santa Rita 路14号

邮编 21057 意大利瓦雷泽省 Olgiate Olona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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