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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秸秆干式厌氧发酵快速

启动及稳定运行方法。该方法为：先将秸秆集中

收集、破碎预处理后堆垛密封保存；启动厌氧发

酵时，按一定干重比一次性添加猪粪等N源，并按

15‑25％接种比接种鲜牛粪或牛场沼液；运行厌

氧发酵时，控制温度35‑40℃，停留时间不少于30

天，固液分离液回流控制物料含固率10‑20％，每

间隔10‑20d补充1次N源，按处理1吨秸秆补充添

加50kg猪粪或其它N源添加剂，可实现干物质产

气量超过350L/kg  TS，沼气CH4含量稳定在60％

以上。该方法通过优化秸秆预处理、控制启动阶

段接种和料液回流等关键参数，可实现高C/N秸

秆类农业废弃物干式厌氧发酵的快速启动及稳

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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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秸秆干式厌氧发酵快速启动及稳定运行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按以下步骤进

行：

(一)秸秆预处理

根据农作物生长季节规律，收集秸秆，秸秆采用田间集中收集方式；将收集的秸秆进行

集中机械破碎，水稻、小麦秸秆破碎至5cm以内，包括玉米在内的其它有机废弃物秸秆破碎

至8cm以内；

(二)堆垛密闭保存

将破碎后的秸秆运至合理位置分散堆放，即堆成垛后存放；在堆垛过程中，破碎秸秆每

堆高15cm，均匀喷洒稀碱溶液或稀释沼液1次并压实；按照每吨秸秆喷洒150L稀碱溶液或稀

释沼液，调节破碎秸秆的含固率在15～35％；破碎秸秆堆垛覆膜密闭，四周垫高压实，贮存

至少30天以上；所述的稀碱溶液为8mg/L的Ca(OH)2溶液；所述的稀释沼液为处理系统固液

分离液的10倍稀释液；

(三)启动厌氧发酵

将厌氧发酵所需物料即堆垛保存后的破碎秸秆，通过车辆运输至处理系统的干式厌氧

发酵装置旁，经进料斗，通过进料器送入厌氧发酵池；

在进料斗中添加破碎秸秆时，按照20％的接种比，同步在进料斗中添加鲜牛粪或奶牛

场沼液，混合均匀后，经进料斗通过进料器送入厌氧发酵池；

并且，按照秸秆：猪粪为15:1的干重比例，一次性添加N源添加物猪粪，经进料斗通过进

料器送入厌氧发酵池，控制反应物料C/N≤50:1，大于30.4:1；

(四)运行厌氧发酵

在运行厌氧发酵中，排渣经固液分离机处理，按需将一定比例的沼液即固液分离液回

流至进料端，以调节控制反应物料含固率在10～20％；多余的沼液稀释后作为秸秆预处理

后堆垛时的喷洒液；并定期补充N源添加物，保障厌氧发酵系统稳定运行；在运行厌氧发酵

中，在调试产气率达300L/kg  TS以上、沼气CH4含量达60％以上后，每间隔15天集中补充添

加1次N源添加物猪粪，按照每处理1吨秸秆补充添加50kg  N源添加物猪粪，按干重计。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秸秆干式厌氧发酵快速启动及稳定运行方法，其特征在于，上述

步骤(二)中，破碎秸秆堆垛的高度控制在5m以内，占地控制在30m2以内。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秸秆干式厌氧发酵快速启动及稳定运行方法，其特征在于，上述

步骤(二)中，破碎秸秆堆垛用HDPE膜覆盖，四周垫高压实，密闭贮存至少30天以上。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秸秆干式厌氧发酵快速启动及稳定运行方法，其特征在于，上述

步骤(四)中，在运行厌氧发酵中，控制反应物料温度为35～40℃，物料停留周期不少于30

天。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秸秆干式厌氧发酵快速启动及稳定运行方法，其特征在于，上述

步骤(四)中，在运行厌氧发酵中，排渣经固液分离机处理，通过回流泵将部分沼液即固液分

离液回流至进料端，控制反应物料含固率在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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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秸秆干式厌氧发酵快速启动及稳定运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环境工程和生物质能源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秸秆干式厌氧发酵快

速启动及稳定运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农业废弃物产生量约40多亿吨/年，是农业废弃物产量最大的国家。其中，农

作物秸秆年产生量约为7.3亿吨，含稻秸2.3亿吨，小麦秸秆1.2亿吨，玉米秸秆2.2亿吨，其

他秸秆1.6亿吨，总体利用率约65％，就地粉碎还田利用是较为普遍的处置方式。而在广大

南方地区，全量还田产生的腐解液会对后茬作物生长产生“化感效应”，且可通过径流排放

造成极大的农业面源污染。在此背景下，离田化产业发展迅猛，并呈现出饲料化、材料化、能

源化等多元化技术特征，尤以厌氧发酵技术为核心的能源化利用方式应用最为广泛。

[0003] 采用传统湿法厌氧发酵工艺处理秸秆，不仅需水量大、能耗高，且浮渣结壳问题会

严重影响产气效率，为此干法厌氧发酵技术处理秸秆越来越受到关注。但由于水稻、小麦、

玉米等纤维秸秆类农业废弃物C/N往往高达48:1～86:1，无法满足产酸菌、产甲烷菌等厌氧

菌群的快速新陈代谢需要，单独厌氧发酵反应时间长，通常需要混合畜禽粪便、厨余垃圾、

有机污泥等富氮物质发酵产沼，以此获得稳定的沼气生产。而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种养不

平衡，富氮有机废弃物获得性差，特别在水源水库区等环境敏感区域，出现了纯种植的单一

农业经营模式。另外，秸秆细胞壁中纤维素由木质素和半纤维素包裹，而木质素有完整而坚

硬的外壳，不易被生物降解，快速启动发酵反应困难。综上，尽管目前干式厌氧发酵工艺及

反应器设计研究较多，并在餐厨垃圾、畜禽粪便的处理方面得到应用，但以高C/N秸秆类农

业废弃物为主发酵原料的厌氧处理工程应用却鲜有报道。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秸秆干式厌氧发酵快速启动及稳定运行方法，该方

法基于单相干式厌氧发酵理论，通过优化秸秆预处理、启动阶段接种和料液回流等关键参

数，能够实现高C/N秸秆类农业废弃物干式厌氧发酵的快速启动及稳定运行，实现高效处理

秸秆和获取生物质能源的双重目的。

[0005] 本发明的构思：考虑我国广大纯种植或多种植地区农业结构的特殊性，采用干式

厌氧发酵技术处理秸秆，不仅能够产生清洁能源沼气，亦可生产高品质有机肥料或基质，沼

气用于农产品加工、大棚保温等，沼渣有机肥可就地回田利用，无沼液产生杜绝后续处理压

力，处置手段符合区域特点。因此，本发明通过系统性研究秸秆储存预处理、启动阶段接种

物和氮源添加、运行阶段温控沼液回流等关键工艺参数，以实现高C/N秸秆类农业废弃物干

式厌氧发酵的快速启动及稳定运行。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本发明一种秸秆干式厌氧发酵快速启动及稳定运行方法，包括：先将秸秆集中收

集、破碎预处理，然后堆垛保存，在堆垛保存过程中，喷洒稀碱溶液或稀释沼液调节破碎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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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的含固率在15～35％；之后，将堆垛保存后的破碎秸秆运至干式厌氧发酵装置处，启动厌

氧发酵；启动厌氧发酵时，按照15-25％的接种比例接种鲜牛粪或奶牛场沼液，并加入N源添

加物；最后，运行厌氧发酵；在运行厌氧发酵中，排渣经固液分离机处理，按需将一定比例的

固液分离液(即沼液)回流至进料端，以调节控制反应物料含固率在10～20％，并定期补充N

源添加物。

[0008] 本发明的秸秆干式厌氧发酵快速启动及稳定运行方法，具体按以下步骤进行：

[0009] (一)秸秆预处理

[0010] 根据农作物生长季节规律，收集秸秆，秸秆采用田间集中收集方式；将收集的秸秆

进行集中机械破碎，水稻、小麦秸秆破碎至5cm以内，玉米等其它有机废弃物秸秆破碎至8cm

以内。

[0011] (二)堆垛密闭保存

[0012] 将破碎后的秸秆运至合理位置分散堆放(即堆成垛后存放)；在堆垛过程中，破碎

秸秆每堆高10-20cm，均匀喷洒稀碱溶液或稀释沼液1次并压实；按照每吨秸秆喷洒120-

180L稀碱溶液或稀释沼液，调节物料(破碎秸秆)的含固率在15～35％；破碎秸秆堆垛覆膜

密闭，四周垫高压实，贮存至少30天以上。

[0013] 进一步地，破碎秸秆堆垛的高度控制在5m以内，占地控制在30m2以内。

[0014] 进一步地，在堆垛过程中，破碎秸秆每堆高15cm，均匀喷洒稀碱溶液或稀释沼液1

次并压实；按照每吨秸秆喷洒150L，调节物料(破碎秸秆)的含固率在15～35％。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的稀碱溶液为5-10mg/L的Ca(OH)2溶液；所述的稀释沼液为处理系

统固液分离液的8-12倍稀释液。

[0016] 进一步地，破碎秸秆堆垛用HDPE膜覆盖，四周垫高压实，密闭贮存至少30天以上。

[0017] (三)启动厌氧发酵

[0018] 将厌氧发酵所需物料(堆垛保存后的破碎秸秆)通过车辆运输至处理系统的干式

厌氧发酵装置旁，经进料斗，通过进料器送入干式厌氧发酵装置的厌氧发酵池；

[0019] 启动厌氧发酵时，在向进料斗中添加破碎秸秆的同时，按照15-25％的接种比(鲜

重比)，同步在进料斗中添加鲜牛粪或奶牛场沼液，混合均匀后，经进料斗通过进料器送入

厌氧发酵池。

[0020] 并且，按照秸秆：猪粪为10:1-20:1(干重)的比例一次性添加N源添加物(猪粪、鸡

粪或相应N含量的有机污泥、无机肥等)，经进料斗通过进料器送入厌氧发酵池，控制反应物

料C/N≤50:1；

[0021] 因猪粪富含有丰富的有机、无机N素及其他适于微生物活动的S、P等营养元素，且

具有不同类型的厌氧微生物，较适合作N源添加物。在猪粪获得性差的情况下，可用相应N含

量的有机污泥、鸡粪等代替。

[0022] (四)运行厌氧发酵

[0023] 在运行厌氧发酵中，排渣经固液分离机处理，按需将一定比例的沼液(即固液分离

液)通过回流泵回流至进料端，以调节控制反应物料含固率在10～20％；多余的沼液稀释后

作为秸秆预处理后堆垛时的喷洒液；并定期补充N源添加物，保障厌氧发酵系统稳定运行。

[0024] 进一步地，在运行厌氧发酵中，考虑能源自身消耗，通过保温措施控制反应物料温

度为35～40℃，物料停留周期不少于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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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进一步地，在运行厌氧发酵中，在调试产气率达300L/kg  TS以上、沼气CH4含量达

60％以上后，每间隔10-20天集中补充添加1次N源添加物，按照每处理1吨秸秆(干重)补充

添加25-75kg  N源添加物(干重)；该N源添加物优选猪粪，也可为鸡粪、相应N含量的有机污

泥或无机肥。

[0026] 进一步地，所述的N源添加物为猪粪、鸡粪、有机污泥、无机肥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8]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秸秆干式厌氧发酵快速启动及稳定运行方法，该方法基于单相

干式厌氧发酵理论，通过优化秸秆预处理、堆垛密闭保存、启动阶段的接种和稳定运行阶段

的料液回流等关键参数，能够实现高C/N秸秆类农业废弃物干式厌氧发酵的快速启动及稳

定运行，实现高效处理秸秆和获取生物质能源的双重目的。

[0029]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秸秆干式厌氧发酵快速启动及稳定运行方法，可显著加快秸秆

干式厌氧发酵启动速度，提升秸秆处理效率。启动厌氧发酵阶段，与未经预处理和堆垛密闭

保存的秸秆直接发酵处理相比，产气峰值提前10天，达50％总产气量时间缩短3天以上；系

统稳定运行后，干物质产气量超过350L/kg  TS，达理论产气量的70％以上，沼气CH4含量稳

定在60％以上，秸秆半纤维素降解率在约10％左右，接近稻秸常规堆肥条件下的半纤维素9

～15％的降解率。

[0030] 本发明为我国农村地区提供了一种技术可行、连续稳定的秸秆干式厌氧发酵方

法，不仅可解决农业废弃物处理问题，还能填补有机肥供应、提供清洁再生能源，可在推广

秸秆机械化还田的同时，拓展秸秆处理利用的新途径。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发明中的处理系统及干式厌氧发酵运行的示意图；

[0032] 图2是本发明中的应用试验例1中的厌氧发酵系统运行曲线图；

[0033] 图3是本发明中的应用试验例2中的厌氧发酵系统运行曲线图(日产气量)；

[0034] 图4是本发明中的应用试验例2中的厌氧发酵系统运行曲线图(沼气中的CH4含

量)。

[0035] 图1中，1、破碎秸秆堆垛；2、破碎秸秆运输车辆；3、进料斗；4、进料器；5、干式厌氧

发酵池；6、固液分离机；7、沼液回流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7] 实施例1

[0038] 本发明一种秸秆干式厌氧发酵快速启动及稳定运行方法，具体按以下步骤进行：

[0039] (一)秸秆预处理

[0040] 根据农作物生长季节规律，收集秸秆，秸秆采用田间集中收集方式；将收集的秸秆

进行集中机械破碎，水稻、小麦秸秆破碎至5cm以内，玉米等其它有机废弃物秸秆破碎至8cm

以内。

[0041] (二)堆垛密闭保存

[0042] 将破碎后的秸秆运至合理位置分散堆放(即堆成垛后存放)；在堆垛过程中，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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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每堆高15cm，均匀喷洒稀碱溶液或稀释沼液1次并压实；按照每吨秸秆喷洒150L左右，

调节物料(破碎秸秆)的含固率在15～35％。其中，所述的稀碱溶液为8mg/L的Ca(OH)2溶液；

所述的稀释沼液为处理系统固液分离液的10倍稀释液；破碎秸秆堆垛的高度控制在5m以

内，占地控制在30m2以内；破碎秸秆堆垛1用0.5mmHDPE膜覆盖，四周垫高压实，密闭贮存至

少30天以上。

[0043] (三)启动厌氧发酵

[0044] 将厌氧发酵所需物料(堆垛保存后的破碎秸秆)通过车辆2运输至处理中心的干式

厌氧发酵装置(该干式厌氧发酵装置包括：进料斗3、进料器4、厌氧发酵池5、固液分离机6、

回流泵7)旁，经进料斗3，通过进料器4将经预处理并堆垛保存后的破碎秸秆送入厌氧发酵

池5。

[0045] 启动厌氧发酵时，在向进料斗中添加破碎秸秆的同时，按照20％的接种比(鲜重

比)，同步在进料斗3中添加鲜牛粪或奶牛场沼液，混合均匀后，经进料斗3通过进料器4送入

厌氧发酵池5；

[0046] 并且，按照秸秆：猪粪为15:1(干重)的比例一次性添加猪粪N源，经进料斗3通过进

料器4送入发酵装置(厌氧发酵池5)，控制反应物料C/N≤50:1。

[0047] (四)运行厌氧发酵

[0048] 运行厌氧发酵中，排渣经固液分离机处理，按需将一定比例沼液回流至进料端，用

于调节反应物料含固率，并定期补充N源添加物，保障厌氧发酵系统稳定运行。

[0049] 运行厌氧发酵中，考虑能源自身消耗，通过保温措施控制反应物料温度为35～40

℃，物料停留周期不少于30天。

[0050] 运行厌氧发酵中，排渣经固液分离机6处理，通过回流泵7将沼液(即固液分离液)

回流至进料端，控制反应物料含固率在10～20％；多余的沼液稀释后作为秸秆预处理后堆

垛时的喷洒液。

[0051] 运行厌氧发酵中，在调试产气率达300L/kg  TS以上、沼气CH4含量达60％以上后，

每间隔15d集中补充1次N源添加物，按照处理1吨秸秆(干重)补充添加50kg猪粪(干重)。

[0052] 实施例2

[0053] 本发明一种秸秆干式厌氧发酵快速启动及稳定运行方法，具体按以下步骤进行：

[0054] (一)秸秆预处理

[0055] 根据农作物生长季节规律，收集秸秆，秸秆采用田间集中收集方式；将收集的秸秆

进行集中机械破碎，水稻、小麦秸秆破碎至5cm以内，玉米等其它有机废弃物秸秆破碎至8cm

以内。

[0056] (二)堆垛密闭保存

[0057] 将破碎后的秸秆运至合理位置分散堆放(即堆成垛后存放)；在堆垛过程中，破碎

秸秆每堆高20cm，均匀喷洒稀碱溶液或稀释沼液1次并压实；按照每吨秸秆喷洒180L左右，

调节物料(破碎秸秆)的含固率在15～35％。其中，所述的稀碱溶液为10mg/L的Ca(OH)2溶

液；所述的稀释沼液为处理系统固液分离液的12倍稀释液；破碎秸秆堆垛的高度控制在5m

以内，占地控制在30m2以内；破碎秸秆堆垛1用0.6mmHDPE膜覆盖，四周垫高压实，密闭贮存

至少30天以上。

[0058] (三)启动厌氧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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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将厌氧发酵所需物料(堆垛保存后的破碎秸秆)通过车辆2运输至处理中心的干式

厌氧发酵装置(该干式厌氧发酵装置包括：进料斗3、进料器4、厌氧发酵池5、固液分离机6、

回流泵7)旁，经进料斗3，通过进料器4将经预处理并堆垛保存后的破碎秸秆送入厌氧发酵

池5。

[0060] 启动厌氧发酵时，在向进料斗中添加破碎秸秆的同时，按照25％的接种比(鲜重

比)，同步在进料斗3中添加鲜牛粪或奶牛场沼液，混合均匀后，经进料斗3通过进料器4送入

厌氧发酵池5；

[0061] 并且，按照秸秆：鸡粪为20:1(干重)的比例一次性添加鸡粪N源，经进料斗3通过进

料器4送入发酵装置(厌氧发酵池5)，控制反应物料C/N≤50:1。

[0062] (四)运行厌氧发酵

[0063] 运行厌氧发酵中，排渣经固液分离机处理，按需将一定比例沼液回流至进料端，用

于调节反应物料含固率，并定期补充N源添加物，保障厌氧发酵系统稳定运行。

[0064] 运行厌氧发酵中，考虑能源自身消耗，通过保温措施控制反应物料温度为35～40

℃，物料停留周期不少于30天。

[0065] 运行厌氧发酵中，排渣经固液分离机6处理，通过回流泵7将沼液(即固液分离液)

回流至进料端，控制反应物料含固率在10～20％；多余的沼液稀释后作为秸秆预处理后堆

垛时的喷洒液。

[0066] 运行厌氧发酵中，在调试产气率达300L/kg  TS以上、沼气CH4含量达60％以上后，

每间隔20天集中补充1次N源添加物，按照处理1吨秸秆(干重)补充添加75kg鸡粪(干重)。

[0067] 实施例3

[0068] 本发明一种秸秆干式厌氧发酵快速启动及稳定运行方法，具体按以下步骤进行：

[0069] (一)秸秆预处理

[0070] 根据农作物生长季节规律，收集秸秆，秸秆采用田间集中收集方式；将收集的秸秆

进行集中机械破碎，水稻、小麦秸秆破碎至5cm以内，玉米等其它有机废弃物秸秆破碎至8cm

以内。

[0071] (二)堆垛密闭保存

[0072] 将破碎后的秸秆运至合理位置分散堆放(即堆成垛后存放)；在堆垛过程中，破碎

秸秆每堆高10cm，均匀喷洒稀碱溶液或稀释沼液1次并压实；按照每吨秸秆喷洒120L左右，

调节物料(破碎秸秆)的含固率在15～35％。其中，所述的稀碱溶液为5mg/L的Ca(OH)2溶液；

所述的稀释沼液为处理系统固液分离液的8倍稀释液；破碎秸秆堆垛的高度控制在5m以内，

占地控制在30m2以内；破碎秸秆堆垛1用0.5mmHDPE膜覆盖，四周垫高压实，密闭贮存至少30

天以上。

[0073] (三)启动厌氧发酵

[0074] 将厌氧发酵所需物料(堆垛保存后的破碎秸秆)通过车辆2运输至处理中心的干式

厌氧发酵装置(该干式厌氧发酵装置包括：进料斗3、进料器4、厌氧发酵池5、固液分离机6、

回流泵7)旁，经进料斗3，通过进料器4将经预处理并堆垛保存后的破碎秸秆送入厌氧发酵

池5。

[0075] 启动厌氧发酵时，在向进料斗中添加破碎秸秆的同时，按照15％的接种比(鲜重

比)，同步在进料斗3中添加鲜牛粪或奶牛场沼液，混合均匀后，经进料斗3通过进料器4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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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发酵池5；

[0076] 并且，按照秸秆：有机污泥为10:1(干重)的比例一次性添加有机污泥N源，经进料

斗3通过进料器4送入发酵装置(厌氧发酵池5)，控制反应物料C/N≤50:1。

[0077] (四)运行厌氧发酵

[0078] 运行厌氧发酵中，排渣经固液分离机处理，按需将一定比例沼液回流至进料端，用

于调节反应物料含固率，并定期补充N源添加物，保障厌氧发酵系统稳定运行。

[0079] 运行厌氧发酵中，考虑能源自身消耗，通过保温措施控制反应物料温度为35～40

℃，物料停留周期不少于30天。

[0080] 运行厌氧发酵中，排渣经固液分离机6处理，通过回流泵7将沼液(即固液分离液)

回流至进料端，控制反应物料含固率在10～20％；多余的沼液稀释后作为秸秆预处理后堆

垛时的喷洒液。

[0081] 运行厌氧发酵中，在调试产气率达300L/kg  TS以上、沼气CH4含量达60％以上后，

每间隔10天集中补充添加1次N源添加物，按照处理1吨秸秆(干重)补充添加50kg有机污泥

(干重)。

[0082] 应用试验例1

[0083] 以水稻秸秆为处理对象，用日处理100kg/d的干式厌氧发酵设备，采用本发明实施

例1的方法进行干式厌氧发酵，观测厌氧发酵系统运行情况。

[0084] 启动阶段，添加预处理并堆垛保存后的破碎稻秸从10kg/d逐步过渡到80kg/d，在

第45天达到稳定进料80kg/d，奶牛场沼液接种物和猪粪N源按照相应比例添加。运行结果

(见图2)显示，内部发酵物料在达35℃以后，日产气量逐步增速，首个产气峰值为19.5m3/d，

沼气中CH4含量稳定在60～70％，可不经脱水脱硫直接燃烧；第47天开始按20kg/d的量排

渣，沼渣含固率约19.5％，低于发酵原料的59.5％。按照稳定进出料60天的观测数据计算，

干物质产气量达361.7L/kg  TS，达到了理论产气量的71.1％；在稳定进料阶段，前面运行一

段时间后，按20kg/d添加猪粪N源(图2中的6月22日到7月22日)，但从停止添加猪粪之后的

第32天，单日产气量下降至10.3m3/d，产气量削减近50％；之后，连续3天，按照100kg/d添加

鲜猪粪(图2中的8月25-27日)即集中补充添加猪粪300kg后，单日产气量逐步回升至20m3/d

上下，再运行一段时间单日产气量达到25-30m3/d，说明针对纤维秸秆类农业废弃物，干式

厌氧发酵过程中定期补充N源十分重要。

[0085] 应用试验例2

[0086] 以水稻秸秆为处理对象，采用4套全自动不锈钢厌氧发酵罐装置(非标定制)，单个

厌氧发酵罐罐体容积5L，采用本发明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干式厌氧发酵，观测厌氧发酵系统

运行情况。

[0087] 首先，将稻秸粉碎至≤3cm后堆垛密闭保存1个月；然后，启动厌氧发酵，按20％的

接种比(鲜重比)接种奶牛场沼液；之后，运行厌氧发酵，排渣经固液分离机6处理，通过回流

泵7将沼液(即固液分离液)回流至进料端，控制反应物料含固率在20％(即进料TS控制为

20％)，反应温度35℃，每12h搅拌翻动物料30min，搅拌机转速20r/min；分2批考察启动厌氧

发酵时8个梯度的猪粪接种量对秸秆干式厌氧发酵效率的影响。

[0088] 运行结果(见图3、图4)显示，综合考虑沼气产量和质量，稻秸：猪粪为15:1(干重，

C/N为50:1)最优，干物质日产气率7.35m3/d·tTS，达80％总产气量在第28d，CH4含量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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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第12d，与低C/N组无差别，但优于其他高C/N处理组在总产气量和CH4含量达50％时

间上的表现，说明秸秆干式厌氧发酵C/N最好控制在50:1以下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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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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