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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宗旨/ 产品：

项目概述

模块式生物气装置

与气候无关的生物气装置（生物气装置）的创造
与生产采用嫌气发酵过程催化的物理方法，并在
用新型复合材料制造的模块式反应器基础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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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气装置生产的组织，年生产力为60台/年，在
实现项目的5年之内，直销的进款为12,5亿卢布，
在实现项目5年之后起，6亿卢布/年。

项目资源：

•生物气装置生产与使用的专利技术（专利号：
RU №2518307“嫌气反应器”、专利号：RU
№2536988 “生物量处理用的嫌气反应器”）

•“阿王嘎尔德”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的生产能力

•在“萨佛诺沃”工业园框内，提供商业运转的
优惠条件

•在畜牧业、种植业、物业部的排水与排污系统
的废物利用0处理）的问题解决市场存在需求。

项目的创始者与参加者

“吉尔吉雅M”有限责任公司、俄罗斯联邦乌拉尔
大学、“阿王嘎尔德”有限责任公司、““萨佛
诺沃”工业园”有限责任公司

“萨佛诺沃”工业园，俄罗斯
联邦，斯摩棱斯克州，萨佛诺
沃市

项目的场所：

2012年11月

项目开始实现的时间：

О“吉尔吉雅M”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管理公司：

项目结果：

项目名称：
有机废物绿色环保无废物处理装置制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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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小队

谢克雷银·谢尔盖·叶夫格尼液位器
项目科学指导员

工作范围：
电力工程。节约能源。原子能工业与再生能工
业。俄罗斯联邦功勋电力工程师。“2010年V.I.
维尔纳德斯寄的国家生态奖金”获得者，技术科
学博士，教授

阿尔布佐哇·叶列娜·瓦列里耶夫那
项目技术指导员

工作范围：
电力工程。节约能源。原子能工业与再生能工业。

布勒金·伊戈尔·阿纳托列维奇
项目财政经济与投资部的分主管，管理，经济与
财务管理。

工作范围：组织计划、商业计划、项目管理、会
计报表与财务报表、与伙伴和承包单位协调和交
流。经济、金融，用复合材料制造的工业设备生
产与开发。“吉尔吉雅M”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欧吴秦尼克·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
项目商务主管

工作范围：作业管理；项目销售与商务部分的

组织，与各种科研院和生产公司的伙伴关系，建
筑与设计的组织。““萨佛诺沃”工业园”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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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伙伴与参加者

模块式生物气装置 4

АССОЦИАЦИЯ 
«СМОЛЕНСКИЙ 
КОМПОЗИТНЫЙ 
КЛАСТЕР»

工业伙伴

“阿王嘎尔德”有限责任公司（斯摩棱斯克州，
萨佛诺沃市）- 对用复合材料制造的嫌气反应器负
责

资源伙伴

“萨佛诺沃”工业园”有限责任公司 – 为生物气
装置生产的工程项目建设、交通与工程网，保证
施工现场，包括其维护和操作

管理伙伴

“斯摩棱斯克州复合集群”协会 – 与政权单位和
管理机构、发展学院交流，解决优惠和优先权的
问题

商务伙伴

“泼罗菲-EK”有限责任公司 （叶卡捷琳堡市） -
在乌拉尔地区，商业代表和经销

“乌里扬诺夫斯克电力”开放式股份公司（高效
节能项目运用的管理）- 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代
理和经销。

http://ulenergo.ru/
http://ulenergo.ru/


项目概述

BGU-100耐侵蚀性环境的模块式生物气装置用
于把27种危险级很高的有机原料无废物地处理
成生物肥料、电能、热能、天然碳酸气。本装
置装备采用在云工艺基础上的远程访问的自动
控制系统，由1位操作员进行操作。

活性污泥、污水处理厂的产物，

大家畜粪，

鸟粪，

脂肪类、青贮饲料、固体日常生活
废物，

农稼与废物，

森林作物与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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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装置用的原材料 装置维护

维护职员 –
1位操作员，

技术维护 – 每年一次；

操作费用 –
24万卢布/年；

关于装置操作参数，在线通知生产者的技
术支持服务；

售后服务 - 与“吉尔吉雅M”有限责任公
司签字单独的合同



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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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U-50 BGU-75 BGU-100
生物气装置的容积，m3 50 75 94

沼气池实物量（进料量），m3 35 50 70

进入工况时间，天 至 14

加热系统的载热体量，升 300 400 500

进入工况前，自耗电，千瓦时/天 15 25 30

进入工况后，自耗电，千瓦时/天 5 7 10

m3 50 2x50 2x50

气体成分，% (50-75)СН4 (25-50)СO2

生物肥的湿度，% 30

反应器的外形尺寸：

长度，m 10 14 17

高度，m 4,4 4,4 4,4

直径，m 2,88 2,88 2,88

50m*贮气罐的外形尺寸：

长度/宽度/高度，m 8,6 / 6,8 / 1

长度（有燃气往复式电厂/无燃气往复式电厂）宽度/高度，m 6,4 / 2,3 / 2,4

生物气装置施工现场的外形尺寸：

长度/宽度，m 30 / 15

反应器重量，吨 7 9 12

辅助设备的重量，吨 1,5



BGU-100处理产物的产量（1台模块）

原材料类型
处理量，
吨/天

气体产量，
m3/天

生物肥产量，
公斤/天

发电，
千瓦时/天

热产量, 
千瓦时/天

大家畜粪 5 100 750 240 800

猪粪 5 110 750 260 840

鸟粪 3 90 500 240 780

羊粪 3 90 500 240 780

污水、活性污泥
（与有机生物量的混合）

至 5
至 2

至 130
500
500

至 280 至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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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财务数据

卢布

千瓦时电能生产价格 1,8

1m3生物气生产价格 3,5

1吉卡热能生产价格 550

1吨有机废物利用价格 500-2000

1公斤干（水分40%）生物肥 10
BGU-100价格

1500 万卢布

设计、建筑安装工程、
投入

250万卢布

计划进款

第1-第5年内12,5亿卢布/年

从第6年起6亿卢布/年

维护人员数，人 1

装置重量，吨 130

安装时间，天 25

投入时间，天 5

使用寿命，年 20

1台模块价格，千卢布 12 000

回收期，年 5

定期维护，次/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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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财务数据

模块式生物气装置

1850 万卢布
止于2015年06月01日，实际投入

施工名称、阶段 2012 2013 2014
2015年
第一季

2015
第二季

2015
第三季

2015
第四季

工艺开发 150万卢布

试验的生物气装置制造
1700万卢布

试验的生物气装置测验（2台） 250万卢布

生产设计 800万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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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品的目标购买者

模式快生物气装置

因其经营而造成大量有机废物的单位，而且造成原材料的最低量为3吨/天，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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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 养禽场 养猪场

养大家畜场
物业部属下的单位 –从事水
管的单位以及其他的服务排水设
施、给水设施、水干线设施的单
位

电力

热能

肥料



产品特性

模块式生物气装置

促进作出采购决定的驱动因素：

价位最低

装置的生产能力高 运行费用极低
有试运行的期间后，分期付款的机

会

运用时，国家提供支持 装置的车间操作准备程度高 –
装置的安装与投入的暂时费用极低

安装与操作方便 基于生物量的成分，选用酵素时，
采用用户的工艺流程的特性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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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的评价

М模块式生物气装置

10 10

80 80 80

150 150 15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生物气装置的市场规模，
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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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 1250

6700 6700 6700

13750 13750 1375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生物气装置的市场规模，
反应器的立方米/年

130,5 130,5

700 700 700

1625 1625 1625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以价值形式的市场规模，
百万卢布/年



弱点 危险

SWOT 分析

模块式生物气装置

•独一无二的工艺

•制造成本低

•可靠性、质量高，生物气装置的操作参数不断地
改进

•工艺的通用性：可用于有机废物的各种基物

•系统的现代化开放

•公司在市场上还没认识

•客户财务方案（信贷、租赁、补贴）的缺乏

•潜在消费者售出废物的问题 （畜牧业、物业部、
种植业）

•监督机构对侵蚀性生无废物利用的要求更严，包
括小中型企业。

•物气装置在低温环境下能够操作的特点，使其使
用地理扩大

•供不应求，并因国产产品的粮食进口替代，而市
场规模不断地增长

•给区域和大城市提供维修服务的规划实现 – 额外
收入

•在俄罗斯，有机废物处理市场不发达

•目的群购买力所及的需求的财务保障不够

•将剩余电能实现到国家电网的不可能性

•没有对生物气燃料控制的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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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点 能力



市场营销计划的关键参数

模块式生物气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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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5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公司在生物气装置市场上所占比例
的目标指数

当前状态

成立自己的商业分司

（租赁产物的产品发
展，与银行同制定与生
物气装置采购所有关的
信贷产品）

止于2015年06月01日的预订购：

•“惹福晋斯克养禽场”开放式股份公司（斯维
尔德洛夫斯克州）

•“欧啊基思”（斯摩棱斯克州）

•“帕特卢拾”农业公司和“束寄喜恩斯卡娅”
农业公司（UGMK公司）

•“进步-欧亚”有限合伙（哈萨克斯坦）- 正式
订购申请

•博罗伟慈E.E.属于的农民农场（克拉斯诺德尔
边疆区）

•“乌里扬诺夫斯克电力”开放式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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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职业单位 专业展览会网页：
«биогазовыеустановки.р
ф»

经销联网

（目前，与三家单位洽谈订
货：“泼罗菲”有限责任公
司，叶卡捷琳堡市 - 在乌拉
尔地区的经销，博罗伟慈
E.E.属于的农民农场 – 在克
拉斯诺德尔边疆区的经销，
“乌里扬诺夫斯克电力”开
放式股份公司 – 在伏尔加河
沿岸联邦区的经销

成立地方维护服务中心
联网

从事有机废物的处理，
销售生物气、电能、热
能、以及生物肥料

推进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