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it Specs 2.0m3

FTM 4.5 m3 9 m3 20m3

Footprint
(inc external unit and clearance)

3.5m x 
3m

3.2m x 
3m

4.5m x 
4m

8m x 
2.5m

Net Weight aprox.
(BiobiN® only)

500 kg 650 kg 1000 kg 4000 kg

Gross Weight
(est. maximum)

1950 kg 3650 kg 8500 kg 20000 kg

Net organics 
capacity
(averaged estimate. Variable 
according to material type)

1450 kg 3000 kg 7500 kg 1600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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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biN® 附加配件和功能
BiobiN® 生物处理箱能加装一些其它的配件，以便
更易装载垃圾箱， 这些配件包括了：

脚蹬/踏板
车轮
翻倒装载箱  
移动式垃圾箱升降器
液压盖

什么时候应该清理BiobiN®

仅仅只需要在BiobiN® 生物箱装满有机垃圾时，用空
的生物箱将其替换即可。这样可以最大化垃圾收集效
率，同时减少不必要的交通运输费用。 

垃圾收集公司可以通过定期或者电话预定的方式来安
排上门收集服务，将用户满载的BiobiN® 生物箱运

走。 对用户产生有机垃圾进行最简单，有效并且可
靠的管理。

什么是 BiobiN® 

BiobiN® 是一个具有专利权的有机垃圾处理系统，能
在其十分便利的容器中，实现对有机材料的现场收
集，储存以及生物处理。

BiobiN®曝气系统专利技术始于对有机材料的堆肥处
理过程，这个过程能有效减少臭味并抑制细菌和其
它病原体的滋长。

经BiobiN®生物处理箱收集处理的有机材料，无论是
完整处理还部分处理，均能添加到有机堆肥处理过
程中，从而进一步生产出如土壤调理剂，有机肥料
和生物燃料等有机产品。这样能为农业耕种土壤、
园林景观用品以及代用燃料提供宝贵的碳氮元素和
有机物质。

除臭味
降低垃圾收集成本和次数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适用于活性或有机垃圾

对于那些偏远落后地区，自我维护系统能让生产者
在BiobiN® (2.0 FTM)生物处理箱中轻松完成对有机垃

圾的堆肥处理*，同时也有助于减少对家用垃圾箱的
使用。仅仅需要一辆载重2.5吨的小型叉车就能安全
有效地使用BiobiN® 生物箱。此外，离网供电设备也
可以提供。
*在BiobiN® 系统中要完成整个处理过程还需要添加额外的材料和相应流程

管理。

BiobiN® 专利系统技术

生物
过滤器 

过滤扇空气

有机物质

循环空气

曝气管

是否还在为
如何处理家禽粪便而苦恼？

为什么使用 BiobiN®

BiobiN® 

冷凝器



“BiobiN®为家禽养殖场就死亡家禽管理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可靠，有效，干净
绿色，有经济效益且能确保生物安全性的解决方案。其独特的曝气和生物过
滤系统，使得农场主们能在养殖场内处理死亡家禽的同时也确保了生物安全
性，而且BiobiN®还能在对当地环境毫无负面影响的前提下，有效地控制臭味
和抑制病原体滋长。” 

Laura Fell, RJ&LA FELL Turkey Farm, President, SA Inghams Turkey Grower Group

生物安全性和环境效益
 BiobiN®生物处理箱技术让家禽粪便垃圾远离了过去填埋式
的处理方案，排除了现场垃圾管理和生物安全性的风险，
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并且优化了运输成本。

在垃圾填埋场，有机材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会产生并排放各
种温室气体，其中包括了甲烷这种温室气体，其温室效应
比二氧化碳要强25倍。

另外，BiobiN® 系统以及它的所有成分部件，在其使用寿命
周期之后都是可被回收再利用的。

由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于2007年进行的数次科研测
试证明，细菌性病原体在BiobiN®系统中呈现很快的死
亡率*。其中的两种主要指标性细菌，大肠杆菌和沙门
氏菌，均被进行了检测。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将高温
和由BiobiN®专利处理流程所产生的氨气相结合的方
式，这两种指标性细菌都被有效地抑制到可被检测的
水平以下。

*根据生产供应商所提供的规格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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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服务

2.0FTM型的生物箱是专门针对配备了一辆小型叉
车(装载2.5吨)或者类似运输装载车辆的单一操作
员而设计。当满载有机垃圾时，BiobiN® 生物箱就

能提供生物处理服务，而经过处理的有机残渣可
被倾倒于合适的场所从而进一步完成堆肥处理过
程。或者，也可以在生物箱容器内完成这一堆肥
处理过程，以便日后直接使用来自BiobiN®箱内的

堆肥*。

BiobiN®服务
容量介于4.5m3 - 20m3 的BiobiN®系统主要是为家禽

养殖厂提供一个高性价比，简单易操作，且储存
可靠的有机垃圾处理系统。这类型的BiobiN®生物

箱通常都应用于处理那些来自养殖场内部且需要
合适设备进行加工处理的有机垃圾。

BiobiN® — 您的最佳选择
如果您认为BiobiN®也许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联系我们，我们会协助您确定BiobiN®是否适合您

的业务。

9.0m3
4.5m32.0m3

serviced unit only serviced unit only

设备规格 2.0m3

FTM 4.5 m3 9 m3 20m3

占地规格
(包含外部设备和清洁区域)

3.5m x 
3m

3.2m x 
3m

4.5m x 
4m

8m x 
2.5m

BiobiN®箱体净重
(只包含BiobiN®处理箱)

500 kg 650 kg 1000 kg 4000 kg

总重量
(预估最大值)

1950 kg 3650 kg 8500 kg 20000 kg

净有机物容量
(平均预估值，变化取决于材料类型) 1450 kg 3000 kg 7500 kg 16000 kg

总公司
PO Box 66, Willunga SA 5172

电话:  + 61 8 8556 5295 
邮箱:  info@biobin.net 
网址:  www.biobin.net 

BiobiN® 科技
这项具有专利权的BiobiN®系统是由Peats Soil and Garden 
Supplies Pty Ltd公司所研发。Peats Soil是一家具有创新精神并
且在有机材料回收再利用领域处于领军地位的南澳州企业。

BiobiN® 系统主要是为如今日益增长的对垃圾处理的需求而设
计，它提供了一种就地处理大量有机垃圾和湿物料的解决方
案，而并非将其进行填埋处理。

BiobiN®系统提供了一种十分具有经济效益又可持续的方案来
解决太平洋地区、亚洲、北美洲、中东、日本、中国以及非

洲的有机垃圾处理问题。

BiobiN® Technologies Pty Ltd

printed on 100% recycled materials

“BiobiN®系统是一个操作
简单又安全可靠的有机废物
垃圾管理系统，特别是在处
理易腐烂的垃圾时，能有效
降低，甚至消除相应的风险
和危害。这些生物箱是无缝
衔接，并且应用了我们最好
的操作管理原则。”

Hiro Ujie, FTZ Company, Fukushima, 
Japan

哪一种规格的BiobiN®生物处理箱
才最合适您的业务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