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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沼气助力乡村振兴要要
要以寿县沼气发展为例
周 任
渊寿县农村能源办公室袁安徽淮南 232200冤

摘要 本文以寿县农村沼气发展为例袁分析了寿县农村沼气发展现状袁探讨了农村沼气的重要作用袁并提出了建议袁以期为农村沼气
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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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袁截至 2015 年底袁全国户用沼气达到 4 193 万户袁

受益人口达 2 亿人曰各类沼气工程超过 11 万处袁生物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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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农村沼气的重要作用
农村沼气是农村清洁能源的主要来源

气工程开始试点建设袁在集中供气尧发电上网及并入城镇天

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路水电气网等基

覆盖沼气用户 74%以上[1]遥农村沼气不仅可以将大量农村废

多采用液化石油气和薪柴袁液化石油气属于化石能源袁成本

弃物变废为宝袁防止农业面源污染袁其所具有的产业效应也

高于天然气袁灌装不方便袁而天然气通到农村每户有难度遥

能够带动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良性循环发展袁是一种投资小尧

薪柴运输不方便袁贮存安全隐患大袁且使用时烟熏火燎袁热值

然气管网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曰乡村服务网点达 11 万个袁

见效快的好方法袁越来越得到国家与政府的重视[2]遥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为野产业兴旺尧生态宜居尧
乡风文明尧治理有效尧生活富裕冶袁农村沼气立足于乡村的产
业尧生态尧文化等资源袁旨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尧解决农村清
洁用能尧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尧建立可持
续的内生增长机制遥在使乡村更美尧环境更优尧产业更兴旺尧
人民更幸福的伟大进程中袁农村沼气始终走在乡村振兴战略
的前列袁散发出巨大的生机活力遥
寿县位于安徽省中部袁属季风性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区遥

总面积 2 989 km 2袁耕地 12 万 hm 2袁总人口 140 万人袁是农业

础设施建设遥目前袁野路水电冶已基本完善袁安徽省农村炊事

低遥沼气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袁用途广泛袁不仅可以用于炊
事袁也可用于发电尧烧锅炉袁相较于液化石油气和薪柴袁沼气

作为一种清洁燃料袁发热量可达到 20 800~23 600 kJ/m 3 [3]遥据

测算袁1 个 15 m 3 沼气池 1 年所产沼气的能量相当于 0.4 hm 2
薪炭林 1 年的产柴能量袁可代替薪柴 5 000 kg袁节约造林费
用 1 300 元遥同时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5~4.5 t袁减少氮化物

排放 1.10~1.96 t遥因此袁农村沼气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4]袁发

展沼气事业能够更好地实现乡村绿色尧可持续发展遥
2.2

农村沼气是农村废弃物处理的基础设施
乡村振兴袁生态宜居是关键遥长期以来袁农村随处可见

大县尧生猪养殖大县尧农村能源利用重点县遥每年的人畜粪

的畜禽粪污尧秸秆尧生活垃圾等得不到有效处理袁严重影响

左右袁数量巨大遥若这些农业废弃物和人畜禽粪便得不到有

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遥一是当前正在开 展农村厕所改造袁

效处理袁将成为严重的环境污染源遥

对厕所进行改造时袁同步进行沼气收集设施安装袁既可消化

便排泄量达 250 万 t 左右袁农作物秸秆实物量可达 160 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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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农村沼气发展现状

寿县农村沼气利用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袁发展并

了乡村人居环境遥农村沼气以其为原料袁在农村人居环境整

畜禽粪污又能产生能源效应遥二是周边养殖场粪污处理可
与周边沼气农户签订用粪污合同袁既解决了沼气原料短缺

不顺利袁但进入 21 世纪初袁寿县从小型公益农村沼气项目

问题袁又保证了养殖场的粪污处理遥三是沼气农户也可以用

的实施袁可以说近 20 年是寿县农村沼气发展的野黄金期冶袁

这样一来袁农村沼气真正变成了农村废弃物处理基础设施遥

开始到国债沼气项目再到世行贷款生态家园富民工程项目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遥2018 年寿县政府出台的叶关于乡村振兴

秸秆等农业废弃物替代粪污作为沼气原料进行沼气生产遥
2.3

战略实施意见曳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中

农村沼气是有机肥生产的绿色工厂
农村沼气产生的沼液尧沼渣可作为有机肥袁减少化肥尧

明确提出院全力推进农村环境野三大革命冶袁到 2020 年袁完成

农药用量袁同时具有一定的杀虫灭菌效果袁使用沼液尧沼渣

和庄台要率先完成野三大革命冶任务袁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

质尧增加土壤腐植酸尧改善土壤板结状况尧建设绿色生态循

自然村 9.7 万常住农户卫生厕所改造袁其中行蓄洪区保庄圩
处理达到 70%以上袁乡镇政府驻地和美丽乡村中心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遥

据统计袁截至 2019 年袁寿县沼气项目涉及村居 216 个袁占

制作的有机肥可以发挥节肥节药的作用袁对提高农产品品
环农业有积极作用遥目前袁寿县利用沼肥种植了有机蔬菜尧水
果尧水稻等农产品袁有效提高了作物品质袁使农村农业生产
模式发生了从资源消耗型到资源利用型的完美转型袁使农村

全县村居总数渊282 个冤的 76.6%曰户用沼气 32 073 个袁占全县

沼气将畜禽养殖与种植业很好地联系起来袁在一定程度上降

农户的厕所通过野一池三改冶达到了卫生厕所标准遥年产沼

业振兴尧助力农村高质量脱贫尧助推农民致富增收意义重大遥

宜建池农户渊9.9 万户冤的 32.4%袁12.8 万人受益袁其中 8 432 个

气 914 万 m 3袁减排二氧化碳 8.9 万 t袁节约标准煤 640 万 t遥

收稿日期 2020-04-20

低了农业生产成本袁形成了良性的农业产业链[5]袁对于乡村产
2.4

农村沼气是农民脱贫致富的金钥匙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袁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袁就必须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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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为农民谋幸福遥近年来袁随着农村沼气的大力推广袁农民

3.3

生活质量显著改善袁生活水平稳步提高遥农民收入增长袁一
般一个 3耀4 人的家庭袁修建一个 8耀10 m 3 的沼气池需 1 500耀

2 000 元袁全年可产沼气 350耀450 m 3袁能解决一家全年燃料
的 80%~90%曰折合成蜂窝煤计算袁可节省 300耀400 元曰同时用
沼气点灯袁全年可节省电费 100 元左右 遥农民的生活品质
[6]

得到提高袁农村沼气的应用使农民从繁重的家庭劳务中解脱
出来袁更好地享受城镇生活袁更好地实现了城乡融合发展遥
3

坚持市场运作
实践证明袁市场化运作袁企业生命力强遥农村沼气工程

也一样袁对于沼气工程的原料和产品都应采取市场化运作遥
养殖场处理粪污袁应按照野谁污染谁治理冶的原则袁养殖企业
应该支付处理污染的费用曰处理秸秆和厕所粪便袁政府应给
予补贴遥农村沼气的产品尧沼液和沼肥都应按照市场机制袁
谁受益袁谁付费遥这项工作完全可以依托现有的村级沼气服
务网点来运作袁因为它们现在的性质就是第三方服务机构袁

发展建议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袁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袁是实施乡村振

其从事的后续服务完全是市场化行为遥他们从事这项工作的

兴战略的重要内容遥寿县农村人居环境发生变化从真正意

一专多能袁他们既掌握各种发酵原料的特性尧发酵原理尧运

义上来说是从农村沼气的实施开始的遥当时的建设目标就是

行维护及安全生产袁又拥有进出料设施设备遥

猪进圈尧粪进池尧气进灶尧沼渣沼液进地尧厨房无炊烟尧厕所

3.4

无臭气遥禁止乱搭乱建尧乱堆乱放袁路亮化尧硬化尧绿化遥寿县
乡村振兴战略正在按照县委尧县政府出台的叶关于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曳实施袁在巩固现有沼气设施的基础上袁
采取改造一批尧复活一批尧新建一批的指导思想袁遵照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工作会议上指出的

优势有很多袁首先熟悉情况袁大多数工程由他们建设曰其次是

坚持智能管理
把物联网这种新兴信息技术运用到沼气安全日常管理

上遥寿县早在 2017 年就依托海南龙翔信源科技有限公司对

境内 11 处养殖小区小型沼气工程建立了远程监控平台袁之

后这几年连续推广应用袁实现了远程监控每处沼气工程的产
甲烷浓度尧厌氧发酵罐内压力尧发酵原料的 pH 值尧瞬时产气

野要坚持政府支持袁企业主体袁市场化动作的方针袁以沼气和
生物天然气为主要处理方向袁以就地就近用于农村能源和

管理袁实时进行数据采集尧数据分析和数据处理袁使沼气管

农用有机肥为主要使用方向冶指示精神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

理更精准袁既节约了沼气管理成本尧增大了安全系数尧提高

量和累计产气量等运行情况遥运用智能化手段进行监控与

略的征程中袁农村沼气一定能够展示出更加强大的科技魅

了运行效益袁又将寿县沼气管理提高到了新水平遥

力遥建议在具体工作中从以下几方面开展遥

4

3.1

坚持政府支持
要坚持统筹规划尧集中建设袁把沼气工程作为农村的重

要基础设施遥对于沼气设施的建设尧运行尧维护袁政府要给予
资金支持遥巩固建设成果袁将后续管护资金纳入县级财政预
算袁在经费保障的情况下袁加强后续管护袁使之发挥可持续

效益[7]遥落实资金袁把寿县现有的 92 个沼气村级服务网点这
支管理队伍充分利用起来袁让他们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与后续管理服务上遥据测算袁每口沼气池的年运行维护费
包括零星配件及人员工资等袁需要 10~15 元袁而每口沼气池
年效益为 1 500 元左右袁单从每年维护费与每年产生效益对
比来看袁成效显著遥
3.2 坚持专业主体

农村沼气建设和运营管护需要有专业队伍和专业人员
运用专业技术知识进行[8]遥这些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需要政
府有计划尧有步骤地分期组织进行袁且应建立野培育出袁留得
住袁用得上冶的农村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运行机制袁鼓励专业
技术人员为乡村振兴出力遥寿县持有野沼气生产工冶证书的

专业技工 422 人袁他们是这项事业建设与管理的中坚力量袁

有计划地对他们进行培训野充电冶势在必行袁以适应新技术

新工艺和管理科学化的需要遥
渊上接第 129 页冤

困难和问题袁只有深入分析问题袁提出有效尧科学尧合理的解
决措施袁才能保证基层农机推广工作的全面落实和顺利开
展遥由于该工作的推广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袁因而相关部
门和领导要加强对推广工作的重视度袁立足基层农业发展的
实际情况袁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袁不断提升我国农业机械化
水平袁最终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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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农村沼气在处理农村畜禽养殖污染尧农村生活环境治理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遥随着我国畜禽养殖规模和养殖方式
的发展袁农村沼气事业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遥因此袁应继
续深化扩 展农 村沼 气的 作用袁实 现与 一 尧 二 尧三 产 业 的 融
合发展袁并通过市场机制袁实现沼气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袁
增强农村沼气的产业竞争力袁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支撑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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