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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物质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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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生物质经济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减少化石能源消耗，改善生态环境，发展潜力巨大，但其发展仍面
临诸多挑战。本文在对我国生物质资源进行总量分析的基础上，评价了生物质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提出了生物质经济发
展的战略目标、发展重点、技术路线图和对策建议。研究认为，我国生物质能资源丰富，生物质成型燃料、规模化沼气工程、
发电和热电联产等技术相对成熟，已呈现出规模化发展的良好势头，是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利用方式。我国生物质经济的发
展思路为以县级区域为单元，立足区域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需求，明确面向 2025 年、2035 年和 2050 年的
发展目标，逐步实现生物质经济发展从发展成熟阶段、机制体系创新阶段到规模替代阶段的跃升。本文从技术研发、激励政
策、市场培育和资金投入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我国生物质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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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biomass economy is conducive to economic growth and rural development; it reduces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improv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iomass economy has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s, but it still faces various challenges. In this
article, the biomass resources in China a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he industry and its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are evaluated,
and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key project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re proposed. China is rich in biomass
resources, and biomass briquette fuel, large-scale biogas engineering, biomass power generation and cogeneration technologies are
mature. These technologies have exhibited a good momentum of large-scale development and will be the main utilization approaches
for a period of time in th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idea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for the biomass economy in China regards each
county-level region as a unit and considers regional resource endow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biomass economy in China are clarified as becoming mature, system innovation, and
large-scale replacement by 2025, 2035, and 2050,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in terms of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centive policy, market cultivation, and capital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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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测 算， 我 国 猪 牛 鸡 等 畜 禽 粪 便 排 放 量
为 2.61×109 t，可转化沼气资源量为 1.30×1012 m3，折

一、前言

物、畜禽粪便、城市固体废物等可再生或可循环的

合约为 9.30×107 tce（折标系数为 0.714 kgce/m3）[5]。
4. 适合种植能源作物的土地资源

生物质资源为原料，发展生产生物质能和生物基产
品，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 [1]。

根 据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调 查 [6]， 我 国 盐 碱 地 约
为 1.02×107 hm2，主要分布在西北、华北的干旱和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物质资源丰富，《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半干旱地区；粮改饲面积为 1.67×106 hm2，压采地
下水耕地面积为 7.26×106 hm2，适合种植耐盐碱、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推

耐干旱的甜高粱、菊芋等含糖作物，可用于生产液

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9 月 22 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中国

体生物燃料和生物化工产品。另外，农业农村部已

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CO2 排放力争于 2030 年
前达到峰值，争取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发展

推进北方农牧交错带农业结构调整工作方案》中。

生物质经济（biomass economy）指以农林剩余

生物质经济，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农民增

将甜高粱纳入《粮改饲工作实施方案》和《2017 年

（二）林业生物质资源

潜力巨大。

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表明 [7]，全国
8
2
森林面积为 2.2×10 hm ，其中可利用的林业抚育和

二、我国生物质资源总量分析

木材采伐剩余物生物质资源年产量约为 1.95×108 t，
折合约为 9.75×107 tce（折标系数为 0.5 kgce/kg）。

收，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发展

我国生物质资源种类繁多，根据来源不同，可
以分为农业生物质资源、林业生物质资源、城市固
体废物、废弃食用油脂等。

（三）城市固体废物
2019 年， 全 国 城 市 生 活 垃 圾 清 运 量 约
为 2.42×108 t，无害化处理量为 2.40×108 t，生活垃
圾处理率为 99.2% [8]。其中，全国已建立垃圾焚烧
厂 389 座，并网装机容量为 9.16×106 kW，年垃圾

（一）农业生物质资源
1. 农作物秸秆
秸 秆 是 成 熟 农 作 物 茎 叶（ 穗 ） 部 分 的 总 称。

处理量 1.21×108 t，折合约为 2.76×107 tce（折标系
数为 0.271 4 kgce/kg）。

我 国 秸 秆 资 源 丰 富，2017 年 我 国 秸 秆 产 生 量 为
8.05×108 t，秸秆可收集资源量为 6.74×108 t，秸秆
8

利用量为 5.85×10 t。其中，可能源化利用的秸秆
8

7

（四）废弃食用油脂
废食用油脂主要来源于家庭烹饪、餐饮服务

资源量约为 1.45×10 t，折合约为 7.25×10 tce（折

业和食品加工工业（如油炸工序）。根据国家粮

标系数为 0.5 kgce/kg）[2]。
2. 农产品初加工剩余物

油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8—2019 年，我国食用
7
油市场的总供给量为 3.91×10 t [9]。按照每消耗

农作物收获后进行初级加工时，如在粮食加工

1 kg 食用油脂产生 0.175 kg 废食用油脂，废食用

厂、食品加工厂、制糖厂等进行加工时，会产生废

油 脂 的 回 收 率 按 50% 计 算 [10]，2019 年 我 国 可
回收废食用油脂为 3.42×106 t，可生产生物柴油为

弃物，主要包括稻壳、玉米芯、花生壳和甘蔗渣等，
产量大且容易收集，可作为燃料使用。2019 年，我
国农产品初加工剩余物约为 1.24×108 t，可供能源
7

7

化利用的约为 6.2×10 t，折合约为 3.1×10 tce（折
标系数为 0.5 kgce/kg）[3]。
3. 畜禽养殖剩余物
2019 年，全国猪牛羊肉禽产量为 7.65×10 t，
7

禽蛋产量为 3.31×10 t，牛奶产量为 3.20×10 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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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6 kgce/kg）。
综 上 所 述， 我 国 生 物 质 资 源 总 量 约 为
3.26×108 tce/a（见表 1）。我国农作物秸秆、农产品
初加工剩余物、林业剩余物等资源总量丰富，是未

7

7

2.91×106 t， 折 合 约 为 4.15×106 tce（ 折 标 系 数 为

来开发利用的重点。但是，我国农业生产以家庭承
包为主，户均种植面积小，秸秆分布分散，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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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季节性强，收集困难且成本高。林业资源主要分
布在东北、西南几大林区，尚未形成规模化、规范

（二）生物质成型燃料供热
我国生物质供热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始于

化、集约化的专用能源林基地；林业资源密度低、

2006 年，发展态势迅猛，但受高污染燃料争议的

单位面积产出低、林区交通条件差，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近年发展受到了一定限制。生物质成型燃料

影响了林业生物质资源的应用。另外，限于我国土

成型设备解决了功率大、生产效率低、成型部件磨

地、水资源等的发展现状，可利用的后备土地资源

损严重和寿命短等问题，秸秆成型燃料专用供热锅

紧缺，利用木薯、甘薯和甜高粱茎秆等非粮能源作

炉、燃料燃烧等技术日益成熟，具备规模化、产业

物发展燃料乙醇的空间有限。

化发展基础。山东省阳信县等地也积极探索，开
展生物质清洁取暖改造试点，初步构建了集投资、

三、生物质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建设、运营和综合服务于一体的商业化生物质供
暖模式 [13]。目前，生物质成型燃料年利用量约

近年来，我国生物质资源呈现多元化利用态势，
规模化沼气工程、生物质供热、生物质发电 / 耦合
发电等各种利用方式并举，技术不断进步，规模化

6
为 8.0×10 t，主要用于农村居民炊事取暖用能、工

业锅炉、发电厂燃料等。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明确提出生物质能清洁供

发展取得较大进展。

暖就地加工转换、就近消费、分布式开发利用，以
（一）规模化沼气工程

用于北方生物质资源丰富地区的县城及农村取暖。

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用于农村沼气建设的
10

总之，生物质能供热可利用本地生物质资源，构建

投资累计约为 1.42×10 元，在政策的激励下，农村

城镇分布式清洁能源供热体系，对减少农村秸秆露

沼气事业持续快速发展，逐步由以户用沼气为主转

天焚烧、替代燃煤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中小型燃煤

化为供气、发电等多元化发展的格局。截至 2017 年

供热锅炉数量较多，生物质能供热今后有较大发展

5

年底，全国建设的沼气工程达 1.13×10 处，总池容
7

3

9

空间。

3

为 2.07×10 m ，年产沼气为 2.61×10 m ，供气户数
达 到 1.98×107 户， 年 发 电 量 为 7.6×108 kW·h [11]。 （三）生物质发电 / 耦合发电
另外，出现了一批规模超过 1×104 m3 的特大型沼气
工程，大型生物天然气工程也开始建设试点。
发展生物天然气等规模化沼气工程 [12]，有

我国生物质发电主要包括农林生物质发电、垃
圾焚烧发电和沼气发电。近年来，生物质发电保持
持续增长，截至 2019 年年底，我国已投产生物质

利于构建分布式清洁燃气生产消费体系，对有效

7
发电项目共计 1094 处，装机容量为 2.25×10 kW，

治理县域生态环境污染，增加国内天然气供应，

年发电量达 1.11×1010 kW·h，其中，农林生物质发

提高能源安全保障程度具有重要意义。未来，沼

电并网装机容量达 9.73×106 kW [14]。2020 年 1 月，

气工程将朝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和市场化方

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印发

向发展。

了《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
表1

来源

我国生物质资源量汇总表

资源种类

产生量/×108 t

可能源化利用量/×104 tce

农作物秸秆

8.05

7250

农产品初加工剩余物

1.24

3100

畜禽养殖剩余物

26.10

9301

林业

林业生物质资源

1.95

9754

城市

城市固体废物

2.42

2764

废弃油脂

0.034

415

农业

合计

32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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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

主要以废弃的食用油脂为原料 [18]。2018 年，上海

明确提出以收定支，合理确定新增补贴项目规模，

印发《上海市支持餐厨废弃油脂制生物柴油推广应
用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在全市 21 个加油站试

稳步推进新增农林废弃物发电项目建设。
2017 年 11 月， 国 家 能 源 局、 生 态 环 境 部 印

点 B5 生物柴油，年消纳地沟油约为 3.0×104 t。目

发《关于开展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改试点工作的

前，我国生物柴油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与国外

通知》，提出依托现役燃煤高效发电系统，重点在
13 个粮食主产省份，消纳农林生物质、生活垃圾和

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具体来看，我国生物柴油的生

污泥等，对存在秸秆消纳困难、田间直燃致霾严重
等情况的地区进行重点布局，并确定了 84 个技改

低、原料供应不足、质量标准不一、市场流通不规

产多以民营企业为主，存在装置规模小、技术水平
范、综合利用和深加工水平偏低等问题。

试点项目。广东、宁夏、湖北等地也相继启动了一
批煤炭与农林生物质、污泥等耦合发电试点项目。 （五）生物基产品
目前，生物质发电 / 耦合发电领域仍存在难以计量、
生物基产品指以可再生生物质为原料制造的
补贴政策不明确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
新型材料和化学品等 [19]。生物基产品在天然环境
的发展。
（四）生物液体燃料
1. 燃料乙醇
在“十五”期间，我国粮食产量相对过剩，在
河南、安徽、吉林和黑龙江等地分别建设了以陈化
粮（玉米、小麦）为原料的燃料乙醇生产企业，年
6
产燃料乙醇约为 1.34×10 t，并在 9 个省开展车用
乙醇汽油销售。在“十三五”期间，燃料乙醇已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和应用。2017 年 9 月 13 日，

下易分解，属于环保型产品，对降低化石资源依
赖、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具有重大
意义 [20]。2017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
的《“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提高
生物基产品的经济性和市场竞争力。我国相关企业
建成了一批生物基塑料、生物基乳酸等生产线，如
2015 年 12 月，浙江建成了万吨级聚乳酸生产线，
可 生 产 聚 乳 酸 树 脂 及 改 性 产 品 30 余 种。2020 年
7 月，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从乳酸菌
4
种、发酵、提纯、丙交酯合成到聚合的年产 5.0×10 t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等十五部门联

聚乳酸生产线成功投产，聚乳酸纤维成本已低于棉

合印发《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
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案》
，提出到 2020 年，在全国

花、天丝、莫代尔等，可广泛应用于服装、床上用

范围内基本实现车用乙醇汽油全覆盖的目标。国投
5
生物能源（海伦）有限公司年产 3.0×10 t 燃料乙醇

综上，从我国生物质能资源禀赋和技术发展
水平来看（见图 1），生物质成型燃料供热技术已

项目等相继开工建设。我国在连续固体发酵甜高粱

趋于成熟，可替代煤炭为农村和城镇提供热源。

生产乙醇技术方面也取得了突破，生产乙醇后的酒
糟可做牛羊饲料 [15]。2018 年 12 月，山东东营市

规模化沼气工程技术成熟，可替代天然气进入管

弘力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利用耐盐碱甜高粱秆
连续固体发酵年产 3.0×104 t 变性燃料乙醇项目获

是今后一段时期规模化利用的重要方式之一，生

得核准。

学技术的进步，纤维素类、微藻等生物质能资源

品等领域，替代石油基一次性塑料和化学纤维。

网，或作为车用燃料。生物质发电和热电联产仍
物质能梯级综合利用将是主要发展方向。随着科

我国人口基数大，耕地资源紧缺，粮食供需处

将不断发展；聚乳酸、非粮燃料乙醇在技术上取

于紧平衡状态，未来以粮食为原料的燃料乙醇产业

得突破。今后，生物质能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将主

发展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近年来，纤维素乙醇逐
步成为研究的热点 [16]。但是，受国际原油价格下

要围绕第二代生物液体燃料技术、微藻的第三代
生物液体燃料技术、生物基产品等 [21]。

跌以及技术不成熟等因素影响，大部分正式运营的
已具商业规模的纤维素生物燃料设施已关闭 [17]。

四、生物质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2. 生物柴油
2019 年，我国生物柴油的产量约为 1.2×106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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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成熟度高

技术成熟，市场潜力一般，
发展
——生物柴油

技术成熟，市场潜力大，
优先发展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技术
——规模化沼气工程
——生物质发电/热电联产/耦
合燃烧发电

市场潜力小

市场潜力大

技术成熟，市场潜力一般，
暂不发展

市场潜力大，技术尚未成熟
优先研究
——纤维素乙醇
——聚乳酸
——微藻能源

技术成熟度低

图 1  生物质技术的成熟度和市场潜力

生态环境，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载体，综合效益

混合原料发酵装置、大型低排放生物质锅炉等现

明显，但其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代化专用设备，提高生物天然气和成型燃料工程
化水平。另外，纤维素乙醇关键技术及工程化尚

（一）认识不到位

未实现突破。

对农业生物质能利用的认识不够，尚未将农业
生物质能作为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

（四）政策体系不完善

地方甚至出台限制生物质成型燃料应用的政策措

生物质经济涉及原料收集、加工转化、能源产

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物质经济和产业的发

品消费、伴生品处理等诸多环节，目前相关政策分

展、应用和推广。

散，难以形成合力。另外，尚未建立生物质能产品
优先利用机制，缺乏对生物天然气和成型燃料的终

（二）收储运体系不健全

端补贴政策支持。

农作物秸秆量大、分散、体积蓬松、收获季节
性强，存在运输难、堆存难、经济性差等问题，再

五、我国生物质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

加上农忙时劳动力缺乏、储存场地少，以及收集、
运输等环节经济实用的技术装备不足，使秸秆收储
运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林业抚育和采伐剩余物大多

（一）总体要求
坚持因地制宜、综合利用、就地消纳、多能互

分布在山地和沙丘，相对分散，主要以人工收集、

补、城乡互助的原则，以县级区域为单元，立足区

运输为主，存在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

域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需求，以农
林剩余物能源化利用为重点，实行政府规划、市场

（三）技术有待突破

为主、农民参与，鼓励试点先行、创新机制、创设

部分生物质经济技术仍处于发展初期，专业

政策，努力建立起政府补助与市场经营相结合、企

化程度不高，市场体系不完善。如亟需开发高效

业与农民利益相统一、县乡城镇与农村供能相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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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效运行机制，为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

流能源，生物质燃气的年利用量达 3.8×1010 m3，生

作出重要贡献。

物质成型燃料年利用量达 5.0×107 t。开展纤维素乙

我国生物质经济发展的技术路线，如表 2 所示。

醇、航空生物燃料、微藻能源等先进生物燃料技术
示范。
（1）加快非粮生物液体燃料技术研发。突破

（二）战略目标和发展重点
1. 近期（2020—2025 年）

关键设备和工艺，降低纤维素乙醇生产成本，提高

生物质经济发展进入技术和产业成熟阶段。全

经济性，建设一批规模化纤维素乙醇示范工程，配

面实现生物质供热、规模化沼气工程等技术的商业

套建成纤维素酶生产基地，纤维乙醇生产能力达

10

3

化应用。生物质燃气的年利用量达 2.3×10 m ，生

到 5.0×105 t/a；积极推进以废弃动植物油脂、木本

物质成型燃料年利用量达 1.0×107 t。

油料作物为原料的生物柴油和航空生物燃料示范工

（1）积极推进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完善原

程及应用，航空生物燃料产量达到 2.0×105 t/a。

料收集、储存、运输、预处理到成型燃料生产、配

（2）鼓励微藻能源产业化示范。利用工业废水

送和应用的整个产业链；结合大气环境治理和北方

和 CO2 废气，建设含油微藻规模化养殖场，开展微

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需求，大力推动城镇燃煤锅炉改

藻生物燃料的多联产示范，在生产微藻生物燃油的

造为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在人口居住分散的农村

同时生产高附加值的功能性食品等。

地区，推广户用生物质成型燃料炉具，为农户提供

3. 长期（2036—2050 年）

炊事及采暖用能。

生物质经济发展进入规模替代阶段。生物质能

（2）积极发展沼气工程。在农林生物质资源

大规模替代化石能源，实现能源生产消费结构的基

丰富，农民经济条件较好，具备铺设燃气管网条

本性改变。生物质燃气的年利用量达 1.0×1011 m3，

件的乡镇或村庄，推广沼气集中供气工程；在乡

生物质成型燃料年利用量达 1.0×108 t。

镇设置沼气能源服务站点，为周边居民提供罐装
沼气，加快构建与新型农村社区配套的分布式生

六、对策建议

物能源体系。建设大型生物天然气工程，将经净
化提纯的沼气输入城市天然气管网或作为交通车
辆的燃料。

（一）加强技术研发
建议整合现有资源，组建技术研发平台，集中

（3）有序推进生物燃料乙醇。利用盐碱地、干

力量对生物质经济共性技术开展科研攻关，攻克能

旱地等边际土地种植甜高粱，生产燃料乙醇和饲料，

源植物的筛选与高效培育、成型燃料高效清洁燃烧

带动畜牧业发展。

技术、纤维素酶等技术难点；加大对生物质能装备

2. 中期（2026—2035 年）

制造体系的发展力度，重点支持规模化生物质原料

生 物 质 经 济 进 入 机 制 和 体 系 创 新 阶 段。 到

收集设备、甜高粱茎秆乙醇规模化装备和规模化沼

2030 年，生物质能要成为国家能源供应体系中的主

气生物净化与提纯、沼气发电及其余热利用等装备

表 2  我国生物质经济发展技术路线
发展路线

2025 年

2035 年

2050 年

发展阶段

生物质经济技术和产业发展
成熟阶段

机制体系创新阶段

规模替代阶段

发展目标

生物质燃气的年利用量达
2.3×1010 m3，生物质成型燃料
年利用量达1.0×107 t

生物质燃气的年利用量达
3.8×1010 m3，生物质成型燃料
年利用量达5.0×107 t

生物质燃气的年利用量达
1.0×1011 m3，生物质成型燃料
年利用量达1.0×108 t

发展重点

积极推进生物质成型燃料的
产业化、规模化生产及应用
模式；积极发展沼气工程

开展纤维素乙醇、航空生物燃料、微藻生物柴油等先进生物燃
料技术示范

装备制造

突破关键设备和集成工艺，提高成套设备制造能力，降低纤维素乙醇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性，
大力推进生物质能装备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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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_55183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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