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未来的	
沼气生产
泵送、切割和分解技术	
设备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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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橡胶包覆转子泵的发明者，福格申数十年来一直是泵送和切割领
域内全球领先的机械工程公司之一。尤其是在沼气等具有未来前景的行
业中，人们已经了解并信任福格申系统的创新特色及卓越品质。

	 凭借丰富的经验和不断的研究，我们不但研发了功能强大，能长期不
间断运行的设备和系统，而且能确保他们使用方便。

	 福格申的设备生产与材质均是我们为客户利益而采取负责任行动的
明证。它们的适应性和通用性除了有利于提高产量，还有利于促进可持续
发展，使得农业经营可以根据现行法律要求做出高效应对。

值得您信赖
质量、经验和专业知识
保证技术与时俱进



福格申：		
简而言之，	
生产更多	
沼气
个性化任务的可靠组件

	 在向替代性能源变迁的过程中，沼气工厂现在已经成为
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天然气和能源生产领域的一个可靠的支
柱产业。沼气工厂的可靠性和效率取决于它们所采用技术的
质量--不论对于农场里用的小型沼气设备或者大型沼气工厂，
这一点都适用。福格申从一开始就是沼气技术领先企业之一，
如今仍然以高效、经济的系统为市场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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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知识优势
	 我们研发并不断完善的沼气工厂设备通过了全球各种
应用的考验。通过研究、持续深入开发和功能创新，我们帮助
工厂经营者最大限度地提高产气量。

高效沼气生产	
	 沼气工厂的成本效益主要取决于各种设备的效率。由于
采用优质材料和巧妙设计，我们制造的每一个零件都对该目
标有促进作用。各机器的智能化结合经过完美协调，在运行过
程中能充分协作。这些都为实现具有良好成本效益的沼气生
产提供了更多机遇。

经济的投资
	 福格申为您的应用量身定制可靠的产品和方案。这同样
适用于泵送、切割和发酵罐进料技术以及原料的分解技术：工
艺过程越稳定，流入发酵罐的有机悬浮液越均质，气体产量也
就越高。这些产品和方案甚至还有利于降低悬浮液泵送与搅
拌的能耗，从而也对整体经济效益带来积极影响。*

质量管理
	 对于福格申来说，质量控制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
们的产品都必须先经过彻底检验才能出厂。我们不断改进自
己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定期按照DIN	EN	ISO	9001:2000标准通
过认证。我们深知，经营之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附言：我们也提供先进的、功能齐全的固体物料进料设备，	
适用于发酵罐进料，可实现细菌培养理想的状态。此类技术	
不仅能提高气体产量，还有助于运营商减少沼气工厂进	
行破碎、搅拌和泵送处理所需的能耗。

欲了解详情，请浏览福格申手册中有关“创新性固体物	
料进料”的内容。

*		来源：欧盟研究项目EU	AGRO	BIOGAS的成果表明，与一个500	kW沼气工厂的运营
情况相比，成本削减最高达40%，气体产量提升最高达8%。



XRipper®
•  双轴破碎机，用于将较大固体物料破碎至合
适的尺寸，例如水果、蔬菜和大多有机废弃物

•  干性介质和液态介质均适宜	

DebrisCatcher
•  低能耗的主动型重物分离器
•  性能可靠，功能强大
•  分离杂质，保护下游设备组件

VX系列（转子泵）
•  体积小，耐用，易维护
• 	可自吸，耐干运行
• 	可以按需改变泵送方向	
• 	适用众多不同的泵送任务

IQ系列（转子泵）
•  		设计独特，十分易于使用和维护
•  液体进入口高，耐干运行
•  直接集成到管道系统
•  适用于众多不同的泵送任务

CC系列（螺杆泵）
• 	泵元件可个别或整体快速更换
• 	占用空间小
• 	为重负荷应用而设计
• 			适于泵送高磨蚀性介质和高含固率介质

BioCut®/CC-Cut
•  上游配备切割机的容积泵
•  专为沼气行业开发设计
•  切割并混合有机悬浮物，保护下游设备组件

BioCrack®	II
•  	动电分解工艺
•  溶解团状物和胶体并同时促进酶活性
•  降低运营成本，提高产气量
•  改装简单并适于所有沼气工厂

DisRuptor	
•  机械分解工艺，处理量高
•  增大细菌的目标面
•  降低粘度	
•  提高生产效率和产气量	

RotaCut®
•  切割机与重物分离器合而为一
• 可靠去除液体中的纤维和较大异物
•  保护下游设备部件
•  在线监控可选

福格申泵送、切割和分解技术在沼气工厂的应用



维修极方便的
强大设备
为重负荷应用而设计的	
实用型CavityComfort螺杆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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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集装式
机械密封

无需打开泵体便
可更换密封件

无需拆解管道



螺杆泵

体积紧凑，
维修便捷

带保护套的坚
固万向轴



	 福格申的CavityComfort（CC系列）旋转式容积泵久经考
验，特别是在沼气行业。这种坚固耐用的容积泵在涉及各种高
粘性，高磨蚀性和高含固率的应用中证实它们优秀的耐久性
和可靠的泵送性能。CC系列泵采用创新型设计，特别适用于不
能长期停机检修的场合。

原理
	 福格申的CC容积泵采用在螺旋支架上以定子围绕螺旋
转子的设计。利用其几何结构和偏心运转的转子和定子间形成
腔室，使高粘性介质被排出。由于该泵送原理依赖于转子和定
子之间的密封接触，可以在高压下工作且不会造成功率损失。

SERVICEplus：独一无二的零件快速更换理念
	 CC泵的泵送元件可以直接触及，这一特点我们的沼气客
户非常欣赏。对螺杆泵来说，更换零部件空前地简单又快捷，
从而可以在很短时间内使泵重新投入运行。定子和转子可以
作为一个整体更换，必要时还可以更换整个旋转单元（定子、
转子和万向轴）。此外，也可以先整个旋出泵腔组件，再将定子
移除，然后根据需要更换转子和/或万向轴。不论你决定用什
么方式，均无需拆除万向轴上的保护轴套。由于采用了更为巧
妙的旋转结构，因此检修维护时不需要拆卸管道。

实用的密封更换方式
	 泵轴封采用可靠的集装式机械密封。由于它是一种预
装配机械密封件，可以便捷地在现场更换，通常在将万向轴
从泵腔拆除之后就能进行。在拆除平行轴齿轮减速电机之
后，可以从驱动端接触到该密封件，只需几步就能完成置换，
无需打开腔体。

巧妙的细节设计确保长使用寿命
	 在设计CC系列产品时，福格申研发人员便努力优化会
影响使用寿命的因素。例如，为了防止故障，万向轴采用大尺
寸设计，并采用经久耐用的轴套作为标配对轴进行保护。稳
定的平行轴齿轮电机提供动力。流量优化的StreamLine吸入
口，保证了可通过的异物尺寸最大化，防止堵塞。另一种选择
方案是，MultiConnect吸入口则支持与各种不同尺寸的管路
系统和连接件直接连接。内置重物分离器保护设备不因重物
而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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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结合：可靠的泵送过程	
和简便的零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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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系列的转子泵



	 对液体粪便以及出自工业化农厂的其他废弃物进行泵送
时，尤其需要采用精密、耐用且性能强大的泵送技术。粗糙的
固体和纤维物质或高粘度液体对于抽吸力和泵的耐久性两方
面都有很高的要求。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团状物、大块的破坏
性异物可能导致泵出现故障，并致使其他系统（例如固体物料
进料系统）宕机。

	 我们研发了这种设备，并不断完善。如今，橡胶包覆转子
泵成为全球范围内许多行业可靠、耐用泵的标准。

福格申泵产品优势一览

•  设计紧凑，最大限度地减少占地空间

•  适用于需要泵送方向可逆的场合，可自吸，	
可干运行，易操作

•  创新的喷射系统保护转子不被损坏

•  采用高效率，无脉动HiFlo转子促进经济运行

•  易于保养	，方便维修、高可用性，停机时间短

可靠的性能	
灵活的应用
福格申转子泵	–	可靠性	
经过各种泵送应用广泛验证



原理
	 福格申转子泵为非接触式、旋转式容积泵。由于采用无脉
动HiFlo转子，使其具有极低的振动和泵送均匀性。其独特设
计使泵体耐受异物和干运转。福格申转子泵的流量与转速成
正比，经验证它们是适用于沼气工厂内几乎所有类型泵送任
务的高效选择。

广泛适用于沼气行业
	 福格申泵产品的用途实际上没有局限。福格申转子泵可
用于泵送各种介质，从沼渣沼液到磨蚀性介质，比如含沙的液
体粪便，再到含大量纤维，高含固率，高粘度的有机悬浮液。由
于最大可通过异物的直径可达90mm，即使是大块的东西也
能顺利通过。

设计紧凑，节省空间
	 由于泵体积较小，可以整合进任何系统，即使在最有限空
间的情况下也如此。福格申转子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非常
易于改装。

实用、易于维护
	 福格申泵产品易于操作和维护，这确保了较短停工时间、
较高可用性，最重要的是降低了运营成本。

	 由于采用快速维修设计理念，只需打开泵盖就能方便地
接近泵腔，易损件可以在瞬间完成更换，无需将泵从管道上完
全拆除或是拆卸泵体。为提高高压下运行的稳定性，泵在端盖
面配有第三套支撑轴承。

驱动
	 有多种驱动方式可供选用--内燃机、液压马达和电机，例
如：由一台带减速齿轮的电机进行驱动，或者采用更紧凑的背
包式皮带减速电机驱动。所有的泵都可设计成通过变频驱动
实现控制功能，始终确保最佳运行状态。

泵轴质保
	 大截面、无台阶的泵轴设计，其结果是：福格申泵产品具
有抗断裂的泵轴！有鉴于此，我们为VX系列的所有泵产品提供
长达5年的防轴断裂*质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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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按照我们的质保条款实施	

	 福格申转子泵已经在工业和农业应用中经过数十年的检
验，它们也被用在全球数千座沼气工厂中。凭借持续不断的开
发和为该行业专门设计的创新功能，它们具有很高的泵送效
率和可维护性，这一特点无疑成为了所有在乎经济性的运营
商手里的决定性王牌。

始终引领	
技术潮流
可选标准机型	
和定制解决方案



专业密封技术
	 为了实现快速可靠的密封件更换，集装式机械密封已经成
为VX系列泵多年来的标准配置。这些完全预装的单元包含所
有组件，从而确保高度的可用性和运行可靠性。这些特殊的机
械密封100%经过测试，可按沼气工厂的需要供货。

福格申的喷射系统
	 在传统的转子泵里，杂质和固体物料不会立即进入泵腔，
而是在腔体前不停打转。这往往导致泵体损坏和转子翼尖磨
损。创新型喷射系统可以将异物直接喷射进泵腔。这样既防止
了异物与转子翼尖碰撞，也加强了泵内部的密封。喷射模块应
用灵活，可在现场针对不同流向进行调整。

控制技术
	 不断进步的控制技术显著提高了我们的转子泵的性能与
效率。压力、耗电量和（可选）速度均受到持续监控；它们之间经
过智能化连接相互关联。通过这种方式，性能控制单元(PCU)
能够通过合适的控制干预自动记录负荷并确保泵在最佳区间
内运行。

系列
	 VX系列转子泵共有四个系列。每台泵均可根据应用要求
和场合进行单独配置。内部涂层、转子材料和驱动类型均根据
沼气厂的需要而分别定制。

特殊设计

	 在用户需要时，我们还能通过内部开发进行特殊设计，以
满足特定需求。例如：
•	多级泵
•	潜水泵
•	移动泵车
•	不同驱动类型组合
•	径向耐磨板
•	ATEX防爆泵

传统设计的转子泵在入口上游
处形成一个紊流，造成转子翼尖
损坏的异物就聚集在此。

福格申的喷射系统则防止该紊	
流的形成，它能减少因异物造成
的破坏并提高效率和吸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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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152转子泵

设计独特，	
易于维护和操作
减少维护保养，	
提高成本效益



	 福格申	IQ系列产品采用十分新颖的设计，证明了即使是
成功实行多年的技术也有改进的价值。泵腔内基本组件的数
目显著减少，而基本结构也完全重新设计。这样，与VX系列相
比，操作和维护都变得更加简便。		

原理
	 IQ系列转子泵是配有无脉动HiFlo转子的容积泵。由于泵
壳带有喷射系统，它们对异物具有极高的耐受性，保护转子不
受损害并确保稳定的吸入能力。作为标准配备的连接件能存
储液体防止泵出现空转。

	 与VX系列相比，IQ系列的泵壳是单个组件，只需几个动作
就可以将其拆卸，从而在保持泵体安装在管道上的同时就可
以接触到泵送元件。

简单集成
	 IQ系列泵上的各种连接件适用于大多数普通的安装场
合。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各种场合快捷地连接或安装，包括在
槽车和移动泵车上，而无需使用特殊接头。

使用寿命长，运营成本低
	 喷射系统的作用不止提高泵的吸入能力和效率，在现场
测试中，这种巧妙的杂质处理设计可以使泵的使用寿命提高
150%。

	 除了简化的设计之外，与传统的设计相比，核心的备件数
量也减少了一半，从而节省了费用。这些备件不仅本身较为便
宜，而且所需维护与更换时间也较少。IQ系列泵经过设计使得
所有易损件的更换时间缩短了一大半，包括转子、耐磨板、泵
壳体和密封件。

安装在抗扭矩电机底座上的IQ152–158。
灵活的连接件可以轻易地适应常见的场合。

IQ系列的优点

•	快速接触到泵送组件

•	智能化异物处理

•	卓越的自吸能力和集成式干运转保护

•		显著降低备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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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有ACC	plus的切割头



	 无故障地持续运行过程是沼气工厂高效产气必不可少的
先决条件。在使用粪便和青贮草料时，其中会掺杂较多金属
件、石子和其他异物，例如混入沼气工厂的马蹄铁、树枝、稻草
绳和网。它们经常是造成设备堵塞甚至零件损坏的元凶。同
时，特别是在极富纤维性的物料（诸如稻草或饲料车草）进料
时，有机悬浮液的粘度会上升，这会在发酵罐中快速形成漂浮
层。所有这些都会降低工厂效率并增加搅拌能耗。

	 RotaCut对重物进行可靠分离，破碎大块异物，并切割纤
维性的生物质料。它使有机悬浮液均质化，从而确保设备可
靠、经济地运行。不论是用于液体进料、发酵罐循环或再次输
送至消化罐、物料分离的前段工序或换热器的前段，RotaCut
都具有多功能性并能显著提高沼气工厂的效率。

RotaCut®优点一览	

• 可靠地切割纤维物质和粗糙物质

• 保护所有下游组件不受异物损害

•  由于悬浮液的均质性和可流动性均得到提高，搅拌器
和泵的能耗需求降低	

• 物料表面积增加，因此产气量提高

•  采用自动切割控制(ACC)功能实现全自动、不间断和低
维护成本运行

• 通过PCU（可选）实现设备全自动监控和故障排除

运行不间断
和均质	
悬浮液
集成重物分离器的流体	
切割机RotaCut®	–	
可靠的工艺和低维护成本

福格申针对每种破碎比使用公司优化软件计算出最佳的
几何形状。对用户而言这意味着：始终能获得实现平稳运
行和最小磨损所需的最佳几何形状。切割屏采用耐磨特
种钢制造，可两面使用。	



原理
	 RotaCut是一种处理或多或少有一些粘性的介质的切割
破碎设备。它具有两个功能：重物分离和固体减量。它把固体
物料切割成易于泵送的大小。在介质持续流经RotaCut之时，
诸如石子或金属件之类的重物通过重力作用被分离出去。这
些重物稍后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清洁口清理出去。介质中的所
有漂浮和悬浮物质（纤维、毛发、骨头、木头、缠结物、整株植物
或草料）通过液流输送至切割屏，被具有自动磨刀功能的旋转
刀片切碎。与此同时，介质也实现了均质化。

ACC®：功率恒定，使用寿命长
	 自动切割控制(ACC)功能持续保障RotaCut卓越的切割性
能。无需进行人工维护，因为ACC会自动调整RotaCut的刀片，
保持必要的恒定接触压力，并在满足加工需求的情况下尽可
能使压力维持在低水平。这意味着无需中断运行也可随时使
压力适应介质的需要。这样不仅降低能耗需求，还减少磨损并
显著延长刀片寿命。

ACC®	plus随时监测运行情况
	 可选的ACC	plus	功能可以为RCQ和RCX系列设备实现
RotaCut的在线监控。采用一个外部显示器和/或控制器来显
示刀片状态，并在需要更换刀片时告知用户，这样用户就可以
提前安排好备件订单和维护作业。因此，ACC系统是效率增益
的基础，也为持续运行的应用提供最大程度的自动化。

性能控制单元(PCU)：以智能控制技术提高效率
	 如果将多台泵和切割机组合成为一个单元，则性能控制
单元(PCU)会对每台机器的工作过程以及其他参数进行检
查。它确保在机器之间实现最佳通信并持续监视各个设备的
负荷情况。各个组件也受到控制以确保设备整体达到最优效
果。PCU在故障发生初期就可以侦测到并在造成麻烦之前矫
正，这一过程完全自动。所有参数都能通过Profibus传输至中
央控制室，以便于远程监控。通过全自动控制设定好的运行参
数，故障会降至最低，使用寿命会延长，费用会缩减，从而使运
营商受益。

通过DRS系统能更快速清除异物
	 选择的物料性质决定了最终会有大量杂质被输送到沼气
工厂，这些异物的清除工作一般需要耗费大量精力，而以福格
申开发的创新型DRS作为RotaCut	RCX的辅助设备物超所值
的原因就在于此。无需关机或打开RotaCut	RCX壳体，在机器
运行的同时就能清除分离出的异物。

	 与传统解决方案相比，DRS可以将此项工作耗费的时间
缩短到原先的六分之一，甚至可以通过适当控制手段实现部
分自动化。而且，仅仅约15	升的物料连同重物被排出。这不但
可以防止RotaCut	RCX长时间停机，而且还意味着只有少量物
料需要回收到系统中去。

RC5000	Compact	 RC10000	Compact	XL RCX-58G配D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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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的优点

• 无需对刀片进行任何人工调整：全自动，不中断运行

• 易于根据介质调整接触压力，无需中断运行

• 磨损减小，能耗降低，运营成本下降

• 	稳定可靠的卓越切割能力和恒定的切割比带来最佳
效果

PCU的优点

• 自动操作减少维护

• 运行参数根据工况实现全自动控制，提高运行效率

• 使用寿命长，运营成本低

• 自动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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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ut是CC系列螺杆泵和RotaCut的组合

高效组合
专为沼气工厂开发的	
BioCut®和CC-Cut：		
容积泵和切割机合二为一

对各种难处理的介
质都能可靠泵送

各部件工作非常协
调，使泵送更经济



BioCut是VX系列转子泵和RotaCut的组合

设计紧凑，占用空间小 

现场维护便捷

在泵上游完成
重物分离和粉
碎破坏性物质



	 在多数沼气工厂，需要抽吸，泵送和混合各种形式的液体
介质，其通常含有大量固体和纤维物质，还有诸如树枝、马蹄铁
之类的破坏性物质。这些介质不仅有很大的粘度而且还含有许
多杂质。福格申专门为这些高难度的泵送任务开发了两套紧凑
型泵送系统：BioCut和CC-Cut。这两套系统均由一台结实耐用
的容积泵和上游的一台性能强劲的切割机组成。

原理
	 BioCut配有自吸式转子泵，而CC-Cut则通过螺杆泵来
泵送介质。这两种系统都集成了一台专门型号的久经考验的
RotaCut，使得整套系统具有极其紧凑的外型尺寸。作为中央
泵送系统，这些设备占用空间小，可确保石子和金属件之类的
重物从液体肥料、有机悬浮液或其他液体中可靠分离。在输送
生物料的同时，它们还对介质中具有破坏性的物质进行切割，
使悬浮液均质化，从而使泵送过程变得平稳、简单。完美的破碎
过程既可以减少漂浮层形成的概率也可以降低介质的粘度，从
而使搅拌能耗最大限度地降低，气体产量也随之提高。

易于维护
	 如同福格申为沼气工厂打造的其他各种设备一样，Bio-
Cut和CC-Cut的维护与零件更换工作也很便捷，无需拆散就可
以在现场对所有易损件进行更换。与此同时，福格申的客户一
向重视的优异易接近性和速维护的功能也能在这些泵中完整
保留。

使泵送更经济的
两套紧凑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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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ipper	XRL



	 XRipper	XRL坚固耐用，主要用于粗物料减量，例如水果、
蔬菜和其他有机废料。在被送进发酵罐之前，谷物、食品残渣和
食品工业废料必须经过预处理才能以最优方式在沼气工厂中
进行处理而不会引起任何故障。XRipper	XRL可以增大生物原
料的表面积，从而加快发酵过程，并同时防止沼气工厂遇到故
障、损坏和维修昂贵等麻烦。

原理
	 XRipper	XRL采用由特种钢制成的整体一片式撕扯刀片撕
碎固体物料。锋利的刀片尖角切碎长纤维物质，粗料和脆性的
物料则被碾碎。破碎比可通过调整XRipper刀片的宽度与轮廓
进行调节。

易维护设计	
	 Ripper刀片安装在大尺寸的粗轴上，加上十分稳固的双
端支撑QD设计，刀片一体化制造，更加确保了高功能性和稳定
性。基于福格申广为人知的顾客导向快修理念，可以实现快速
在线维护。

XRipper®的优点

• 设计坚固耐用，使用寿命长

• 维护时间少，可用性高

• 破碎大量粗物料更经济

• 优化原料预处理过程，实现快速分解，提高气体产量

发酵工艺的
完美预处理
处理大量固体物料的	
XRipper®	XRL双轴破碎机



预防故障的	
顶尖技术
DebrisCatcher的主动杂质	
分离技术给予工厂最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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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risCatcher



	 诸如金属和石子之类的重物往往给沼气工厂平添了许多
烦恼。它们除了会在发酵罐中滞留，时间长了会降低发酵容
积，还经常会导致泵、搅拌器和厂内其他设备损坏或故障。作
为行业专用泵技术专家，福格申提供一种主动式高能效的重
物分离解决方案：通过滤网和非接触式的清理装置将主动式
和被动式的杂质分离设备相结合。小型的DebrisCatcher作为
福格申产品的补充，保护泵和工厂设备，确保达到目标产量，
免受因故障中断运行带来的损失。

原理
	 福格申DebrisCatcher独特的外壳形状是借助对金属件
与石子分离的最佳重力应用进行流体模拟后开发出的结果。
介质中所含重物沉入分离器，液流中携带的其他杂质则被过
滤网截留，然后由旋转的清理装置导入分离器。

高效持久
	 清理装置的低速运行及其非接触作用方式使磨损降至最
低。驱动轴借助于一个反向轴承，即使在处理顽固杂质时也
能达到所需的稳定性。尽管驱动功率较低，扭矩却很大。在含
固率含量高达13%时，处理量轻松做到150	m3/h。这保证了
DebrisCatcher可靠地发挥作用，避免泵和管件因杂质而引起
损坏及堵塞。

DRS全自动清除杂质
	 结合创新的福格申	DRS系统，无需停机或打开Debris-	
Catcher就可以将分离出的杂质自动清除。	

应用

DebrisCatcher尤其适于使用预破碎原料的沼气工厂，	
例如青贮玉米或切碎的青贮草料。其他如新鲜的浆料或
粪肥中也会含有异物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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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rack II



BioCrack®	II优点一览

• 	发酵原料活性提高

• 能耗降低，沼气产量提高

• 投资成本和能源费用低

• 加装到各种类型的沼气工厂都很方便灵活

• 无定期维护要求，无磨损

让您的沼气
工厂更强大
提高产气量的细胞破壁机	
BioCrack®	II高压电分解工艺

	 沼气工厂的气体产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厌氧微生物对原
料分解的强度。BioCrack	II强化了酶的活性并确保细菌更容易
接触到发酵罐中的营养物质，充分利用所有生物质潜力。

原理
	 在电分解过程中，BioCrack	II模块内会产生高压电场。没
有活力的有机质和细菌组成的凝聚物（聚合物与胶质物）被瓦
解，酶活性增加，发酵菌更容易的接触到营养物质。最终提高
气体产量，原料也被充分利用。

BioCrack®	II数据
	 数据结果是产气量提高18%，这意味着改造的费用可以
在很短时间内回本，加上降低发酵罐内搅拌与泵送的耗电量，
能耗最大可节约30%。



内电极

BioCrack壳体

电极头

BioCrack®	II模块截面

	 	

	

	

	
 

 
 
 
 

BioCrack® II
在沼气生产中的明显优势

实惠的价格，高效的表现
  BioCrack II每个模块功率仅35瓦，对电力的需求极低，

使经营者受益于相对较低的能耗支出。与其他分解方法相
比，BioCrack系统的投资成本也最小。此外，BioCrack II没有
易损件，它随时可以运行，无需定期维护或更新。

适用于所有沼气工厂
  BioCrack系统的模块不仅可以水平安装，还能以任何角

度安装，改装起来也非常方便灵活。

在沼气厂使用BioCrack® II的优势
      • 发酵罐内再循环

• 直接循环
• 两个发酵罐之间循环
• 换热器回路
• 再循环物质重新进料

BioCrack®	II和RotaCut®	–	无敌好搭档
	 BioCrack	II和RotaCut的组合为整套系统的成功运行提
供强有力的支持。RotaCut对物料进行预处理以增大其表面
积，这样能提高BioCrack系统的效率，避免异物对模块造成损
坏。它与福格申泵结合使用形成无可匹敌的“福格申组合”，帮
助产生高活性的悬浮液，从而显著提高沼气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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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灵活
DisRuptor可单独适用	
于固体物料机械破碎

DisRuptor		
DR7000



	 优化有机质的分解是决定沼气产量的关键因素。这就是
福格申为生物分解提供继续处理方法的原因：设计灵活的新
型DisRuptor。在减小粒径的同时分离纤维，增大所用固体物
料的表面积。这样更利于细菌接触有机质，加快转化，并提高
气体产量。	

原理
	 DisRuptor功能单元由一个转子、六个刀片和一个外部
DisRuptor环组成。在转子高速旋转下，悬浮液中的固体物料
在转子单元和外环之间的狭窄缝隙中受到碾磨。该窄缝可以
根据具体应用和物料进行单独调整。由于这些独特功能，Dis-
Ruptor提供特别灵活且高效的机械处理过程。

可调构造
	 DisRuptor调节结构易于操作。通过液压辅助手段，Dis-
Ruptor头部可以很容易地向上转动，从而可以方便地接近功
能单元。只需少许步骤且无需借助特殊工具就能针对每种基
质对刀片与外环之间的缝隙进行单独调整。

经济效益
	 由于采用DisRuptor进行物料分解有助于防止漂浮层形
成，同时减少有机悬浮液粘度，搅拌器和泵的耗电与能源需求
也显著降低。而且，可以通过再对齐对环与刀片上的磨损进行
补偿，从而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

出色的性能
	 DisRuptor是福格申经过深思熟虑专为沼气工厂所用产
品系列开发的辅助产品，推出以来获得了许多独立专家委员
会的赞誉：DisRuptor是2016年EnergyDecentral上获得创新
奖的赢家。 DisRuptor的优点

• 	增大细菌作用靶面

• 	降低粘性

• 	加快气体生产效率并提高产量

• 	确保高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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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沼渣	
沼液的价值
利用福格申农业技术，	科学	
经济地管理沼渣与液态肥

	 自1929年成立后不久，福格申便成为德国北部最重要
的农用罐车制造商之一。Helmut	Vogelsang发明的弹性体涂
层转子泵作为水肥车上的移动泵技术得到了应用，这是当时
最大的农业技术进步之一。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福格申同时也成为了业务遍及全
球的机械工程公司，并不断推出用于农业领域的新产品。如
今，这家受人尊敬的制造商提供一系列广泛而现代的解决方
案，用于厩液、沼渣沼液和其他液体肥料的泵送与施洒。将这
些产品用于您的整个农场，您也能分享这份成功。	

农场用泵
	 运输、卸载、装载		–	每天无论发生什么，工作都要正常
进行。福格申转子泵具有许多有利的特点帮助您完成日常工
作。其中包括喷射系统和集装式机械密封。

播撒灌车用设备
	 泡沫少，完全填充，吸力大，流量大，排放均匀：由于福格
申生产的转子泵和RotaCut切割设备所需维护少，可以发挥
您的播撒车的最大潜能。

移动解决方案
	 福格申通过田边料仓、灌装站和槽车为高效施肥提供卓
越的泵送能力：经验丰富、技术先进的解决方案帮助用户提高
效率。

多种解决方案
	 福格申的泵提供各种配置：固定安装，三点式底座，电机
或液压马达驱动，或PTO驱动。





切割设备

	 RotaCut	MXL：完全可靠、耐用的切割系统。它与杂质分
离器结合使用在罐车上可增加运行安全性。

采用福格申拖曳系统和滴灌系统可贴近地面播撒液体肥料

	 为了以尽量低排放和高养分效率的方式播撒液体肥料，
福格申提供各种功能强大的滴灌系统和拖曳系统。这些系统
支持槽车最大作业宽度36米，支持自走式农用车最大作业宽
度18米，可供各种规格的农场和田地选用。取决于牵引车的
情况，这种管道系统因其重量轻、分配精度高和下料距离均匀
而具有出色表现，还有许多设备选项赋予农场主和承包商必
要的灵活性以使他们能够高效地完成作业。	

Strip	Till：液体肥料根部施肥

	 除了传统的滴流管系统之外，福格申还提供两种不同机
型迎合不断增长的对条带耕作设备的需求。取决于耕地的特
性，可采用XTill	ProTerra或XTill	VarioCrop对土壤进行选择
性耕作，以进行条耕作物的播种，它们具有耕作与液体肥料根
部施肥相结合的特点。

福格申转子泵让工作更简易

	 R系列：我们的经典型号。操作简便、性能强劲的泵技术。
性能：最大压力5	bar，最大流量6,000	l/min。

	 农场用泵：为满足农业需求而设计。采用油循环润	
滑，经久耐用，使用方便。性能：最大压力8	bar，最大流量
4,500	l/min。

	 VX系列：安全性、耐久性和维护要求方面均为领先技术。
包括HiFlo转子、喷射系统、集装式机械密封、支持易损件快速
更换的独特的快速维修设计理念。性能：最大压力16	bar，最
大流量23.600	l/min	。

沼渣沼液与液体肥料管理的专用解决方案

	 TopService：转子泵在罐车上安装位置巧妙从而支持快
捷维护：直立安装在拉杆上，可选角齿轮箱和齿轮减速装置。

	 DuoShift：用于罐车的创新概念。它可以在牵引车电机
转速下进行快速填充，并且在播撒过程中以及在电机高速搅
拌过程中降低给料速度。	

	 带齿轮箱的泵：可以在牵引车驾驶舱中方便地调节泵的
流量。

	 PowerFill：液压操作的槽罐填充加速装置。填充槽罐时
间节省多达30%，液体肥料在充填过程中被均质化。

	 FillMaster：应用于液体肥料链中的高效解决方案。采用
VX系列的泵产品，液体肥料槽车可以很容易地在任何地方进
行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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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rgyJet®

无障碍地对可再生资源和粪便进料的高效解
决方案。该系统抗磨损且耐杂质，将结构化物
料与悬浮液混合成为粉碎的有机悬浮物。

	 			 	BioCrack®	II
采用电解工艺。是通过提高气体产量和减少泵
与搅拌器能耗来降低运营成本和提高效率的
理想技术。

	 			 	VX系列和IQ系列
凭借其紧凑设计、自吸性能、检修维护便利等
出色特性，福格申转子泵成为各种不同泵送
任务的经济型解决方案。

	 			 	RotaCut®

切割机与重物分离器相结合。可靠分离诸如
石子或金属件之类杂质，高效切碎液体介质
中的纤维和粗糙物质，从而确保悬浮液有更
好的均质性和流动性。

	 			 	CC-Mix
以经济的方式对略粘稠固体物料进行流动进
料。对悬浮液进行优化搅拌，增大气体产量并
减少泵和搅拌器的能耗。

	 			 	PreMix®

通用型四合一固体物料进料器。分离出杂质，
以最佳方式处理各种有机质，分解粗糙和纤
维性物质，并将优化处理的悬浮液进料至若
干个发酵罐。

	 			 	DisRuptor
采用可调节功能单元对结构化基底进行灵活
高效的机械破碎。增大表面积加速转化和提高
气体产量。防止漂浮层，并减少有机悬浮液的
粘度。

	 			 	CC系列	
泵送高粘度和磨蚀性介质，以及高含固率的
介质。其创新设计理念为检修维护作业设立
了新标准。转子和定子可以作为一个单元实
施快速更换。

各种任务的经济型解决方案

	 			 	XRipper®

促进水果、蔬菜和各种有机废料的高效发酵。性
能强大的双轴破碎机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处
理液体或干性介质中的粗大固体物料。



经济型	
沼气生产
得益于稳定高效的技术

液体肥料
食物残渣和有
机废料 可再生原料蔬菜和水果

固体物料和液体物料 食物残渣和有机废料

可再生原料

蔬菜和水果

液体肥料

破碎有机质

有机悬浮液/再循环物料

破碎池/容器 PreMix® CC-Mix EnergyJet®

存储罐发酵罐 二级发酵罐

液态有机质

巴氏杀菌

分离外部加热器外部加热器	

作为液体肥料施用



福格申精确分配器

	 液体肥料的正确可靠分配要求做到精确定量配给。福格
申提供若干选择满足这一需求：

	 DosiMat	LVX：一种液压驱动的切割与配量系统，从上部
进料，通过一种转子向出口均匀分配液体肥料。其设计原理确
保实现高分配精度和高运行可靠性。

	 ExaCut	ECL：基于转子技术的精确分配器采用自磨式刀
片确保卓越的切割性能，将液体肥料均匀地分配至18到48个
出口。集成重物分离器保护整套播撒系统不受破坏性杂质的
损伤。

	 ExaCut	ETX：ETX的偏心分配技术运行非常安静并且达
到很高的分配精度。此外，相对较低的机械负荷确保低维护需
求和长使用寿命。



自始至终的支持与供应服务
	 我们懂得，亲近客户对于我们双方的成功而言都至关重
要，所以我们努力提供让客户最满意的服务。在德国和其他
有分公司的国家，福格申通过服务中心及签约合作伙伴与客
户进行高效对话并提供可靠支持。

自1929年创建以来，福
格申已经发展成为一家
国际认可的机械工程公
司，下设众多分公司、销
售中心和附属公司。

	 这意味着您在与我们合作的每个阶段都始终能获得精准
的支持。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有高素质的职员，
他们是专家咨询师和技术员，对您的福格申设备有彻底的了
解。

我们提供	
尽善尽美的服务
全面服务保障平稳运行和长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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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谋远虑
	 我们从大量细致的产品文书工作做起，为您的
切身利益深谋远虑。由于我们采取高度的纵向一体
化生产方式，备件在短期内就可供选购。此外，您始
终能在当地找到经授权的服务合作伙伴，他们在检
修和易损件更换方面为您提供帮助。福格申的服务
包让服务至臻完美。不论您是需要初创、现场培训、
在福格申接受培训，或是通过维护合约和易损件服
务套餐获得全面服务支持，我们均能提供专为您的
需求而量身定制的支持方案。



我们的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适用于以下行业的解决方案：	
农业、沼气、工业、运输业、废水处理业

我们提供广泛的产品与服务
•	咨询与服务
•	数据管理与控制技术
•	分解技术
•	为特殊应用专门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	泵和泵系统
•	固体物料进料系统
•	固体物料切割、分离器和搅拌器
•	播撒技术
•	供应、处置与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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