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能源产业动态

2007 年 12 月第 3 期 1

生物能源产业动态

目

录

专家视点...........................................................................................................................................1
专家点评:甲醇经济时代即将到来..................................................................................1
能源合作可成为中美经贸合作新增长点.......................................................................2
政策规划...........................................................................................................................................3
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着力打破中国发展瓶颈...................................................................3
欧盟计划抢占低碳技术市场...........................................................................................5
美国 770 万美元投资四个生物燃料研究计划...............................................................6
企业...................................................................................................................................................7
原油...........................................................................................................................................7
国际油价如何影响世界经济...........................................................................................7
生物乙醇...................................................................................................................................9
丰原生化将改造燃料酒精项目.......................................................................................9
绿迪助力 新能源低温乙醇生物柴油崭露头角...........................................................9
中粮集团年产 20 万吨燃料乙醇项目投产在即...........................................................10
目前每销售 1 吨燃料乙醇亏损数百元.........................................................................10
生物柴油.................................................................................................................................11
昌大加快生物柴油产学研结合步伐.............................................................................11
年产 5 万吨生物柴油厂落户巫山.................................................................................11
陕西开发橡树生物柴油技术.........................................................................................11
生物柴油副产甘油的利用途径.....................................................................................12
TGI 公司生产麻荠基生物柴油 .....................................................................................12
阿根廷建生物柴油装置.................................................................................................12
芬兰石油公司将在新加坡建全球最大柴油加工厂.....................................................12
生物质发电.............................................................................................................................13
八成广州垃圾未来焚烧发电.........................................................................................13
江苏如东秸秆发电项目成功倒送电.............................................................................14
沼气.........................................................................................................................................14
每英亩土地年产纤维素沼气可供应一万英里车程.....................................................14
太阳能玻璃钢沼气罐问世.............................................................................................14
甲醇.........................................................................................................................................15
九江将成甲醇燃料基地.................................................................................................15
美国 SES 公司将在中国建煤制甲醇项目 ....................................................................15
其它.........................................................................................................................................16
可再生能源正从"替代能源"向"主流能源"转变 ..........................................................16
明年全球谷物库存将降至 35 年来的最低...................................................................16
07/08 年全球大豆产量将降至 2.227 亿吨....................................................................17
世界生物燃料产业增速有所放慢.................................................................................17
墨西哥生物燃料原料种植面积到 2012 年达 30 万公顷 .............................................17
2007 年 12 月第 3 期 1

生物能源产业动态

科研.................................................................................................................................................18
原料.........................................................................................................................................18
马来西亚发现一种植物油可作生物燃料.....................................................................18
甘薯可成为生产燃料乙醇好原料.................................................................................18
技术.........................................................................................................................................19
日本 16 家公司联手开发低成本纤维素乙醇技术.......................................................19
生物质葡萄糖驱动的新型燃料电池.............................................................................19
美国科学家利用纤维素转化为氢能.............................................................................19
以色列开发出车载制氢系统.........................................................................................20
科学家发现可帮助解决气候变化的嗜甲烷细菌.........................................................20
从大气中寻找燃料的太阳能-汽油装置........................................................................21
日本发现可使树木耐腐蚀的特殊酶.............................................................................22
生物转化法生产木糖醇新工艺通过专家鉴定.............................................................22
朗盛离子交换树脂令“未来燃料”生产更高效.........................................................23
百家争鸣.........................................................................................................................................24
基因工程改变木材成分——森林燃料之争.................................................................24
生物燃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灾难.................................................................................25
科普篇.............................................................................................................................................26
生物实验室安全性常识（化学药品篇）.....................................................................26
能源百科.........................................................................................................................27

2007 年 12 月第 3 期 2

生物能源产业动态

专家视点
专家点评:甲醇经济时代即将到来
作为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甲醇在我国的化工行业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油价的强势上涨和甲醇
应用技术的发展，甲醇及其衍生品作为替代能源的应用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在利润的驱使和市场需
求的推动下，我国大量煤基甲醇装置在建或者待建。笔者认为，在高油价的今天，甲醇经济的发展黄金时
代已经到来，将成为石油经济的重要补充。下面从原料供应、应用技术进展和发展前景等方面探讨了甲醇
经济。

由于目前 80%以上的甲醇来源于煤炭转化，充足的煤炭供应是甲醇经济长久发展的保
障。据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数据，我国累计探明可供建井的煤炭精
查储量 2000 多亿吨，占全国已探明精查储量的 90％以上，按我国近几年平均 20 亿吨/年左
右的开采量计算，仅目前探明的储量就可以至少开采一百年。
甲醇作为化工原料，其下游化学衍生品非常丰富，也是煤基甲醇化工可作为石油化工重
要补充的原因。传统工艺上甲醇可以用来生产甲醛、合成橡胶、甲胺、对苯二甲酸二甲脂、
甲基丙烯酸甲脂、氯甲烷、醋酸、甲基叔丁基醚等一系列有机化工产品。
除了传统应用，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甲醇化工应用技术近期还取得了两方面新的突破。
一方面是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和上海金煤化工合作研发的煤基甲醇制乙二醇技术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并成功应用于内蒙古通辽经济开发区已开工的 20 万吨/年乙二醇项目。另
一方面是甲醇制烯烃和甲醇制丙烯技术，中科院大化所的 DMTO 技术已中标神华集团的百
万吨级甲醇制烯烃项目，而清华大学和淮化集团等开发的万吨级甲醇制丙烯中试装置也于
10 月份在安徽淮南开工。
化工应用只是甲醇经济的一小部分，而甲醇作为替代燃料近年的发展尤为迅猛，源于甲
醇的替代燃料主要包括甲醇掺混汽油、二甲醚、甲醇制汽油和燃料电池。
甲醇掺混汽油是指在汽油中掺入 5％、15％，
、25％和 85％的甲醇。07 年 8 月份，奇瑞
甲醇燃料汽车的技术改造基本完成，由奇瑞研制的 10 辆 M85 高比例甲醇燃料样车已在山西
进入试用阶段。而早在 2005 年 10 月至 2006 年 6 月，山西省已在阳泉、临汾、晋城进行
M15 低比例甲醇汽油的试点封闭运作。
甲醇制二甲醚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替代燃料方案之一，至 2007 年底，全国二甲醚总产
能将突 100 万吨，目前规划和建设中的总产能达到千万吨以上。二甲醚既可以作民用燃料，
也可以作车用燃料。随着 8 月份建设部二甲醚民用燃料标准的出台，二甲醚替代城市煤气和
液化气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二甲醚车用燃料也已取得突破性进展。07 年三季度，由上海交
通大学、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等单位组成团队研制成功
的二甲醚公交车投入上海 147 路公交车车队试验运行与示范，同时建成了国内第一个车用二
甲醚加注站。车用二甲醚燃料的国家标准正在制定中，预计 08 年将出台。
甲醇制汽油（MTG）是甲醇燃料应用的重要领域。除了埃克森美孚公司的 MTG 技术，
中科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与化学工业第二设计院共同开发的一步法甲醇转化制汽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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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其能源化工中试基地完成中试。与埃克森美孚公司的二步法技术相比，国产技术具有工
艺流程短，汽油选择性高，催化剂稳定性和单程寿命长等优势。
甲醇还可以用于燃料电池。直接以甲醇为燃料，以甲醇和氧的电化学反应将化学能自发
地转变成电能的发电技术称之为直接甲醇燃料电池（DMFC）。能量转换实际效率可达 70％
以上，具备高能源密度、高功率，零污染等特性，直接甲醇燃料电池已成为近年来最被看好
的未来电子用品的主流电源。
无论如何，煤基甲醇经济不可能完全替代石油经济，但是在高油价的现状下，甲醇经济
可以成为石油经济的一个重要补充。不管是作为化工原料，还是作为替代燃料，甲醇及其下
游衍生物都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甲醇制二甲醚，应用技术
和国家标准都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生产企业和中间环节分销商积极性很高。

能源合作可成为中美经贸合作新增长点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接受中国日报专访时表示：中美在
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和发展清洁能源方面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和巨大商机，能源合作可成为中
美经贸合作新增长点。
他认为美国在提高煤炭使用效率和发展清洁能源方面有先进的技术和较丰富的经验，并
希望中美双方能够进行深入交流和磋商，共同探讨和发掘中美能源合作的新亮点。
马凯建议双方能够马上着手进行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尽快启动能效合作。 在今年召开的第三次中美能源政策对话期间，国家发改委和
美国能源部签署了《关于工业能效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他希望两国工作层能够尽快完成各
项准备工作，早日启动，早见成效。
二是积极推进生物质能合作。目前中美双方就开展在生物质能领域的全面合作已经基本
达成共识。 希望《中美生物质能合作协议》签署以后，双方能尽快明确合作团队，制定工
作计划，及时高效地开展工作。
三是全面规划能源合作未来。为推动双方在能源领域内的务实合作，国家发改委已经组
织有关专家制定了《中美能源环保合作指南》，在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
节能环保五个领域提出了三十四项合作倡议。
马凯认为，中美能源环保合作能够帮助中国改善能源结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污
染，同时又能够使美国先进环保节能技术有广阔的商业化价值，实现双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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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着力打破中国发展瓶颈
12 月 3 日，我国能源领域的基础性法律—《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各界征集修改、完善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征求意见稿，该法共 15 章 140 条，包括
总则、能源综合管理、能源战略与规划、能源开发与加工转换、能源供应与服务、能源节约、
能源储备等内容。
市场调节：价格形成机制主导
各种能源的价格形成机制，是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在总则中，征求意
见稿确定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原则，规定“国家积极培育和规范能源市场，发挥市场在能
源领域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鼓励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从事能源开发利用活动”。
根据征求意见稿，未来的能源法所规范的能源是指能够直接取得或者通过加工、转换而
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其中包括煤炭、原油、天然气、煤层气、水能、核能、风能、太阳
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一次能源，电力、热力、成品油等二次能源以及其他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有关专家据此推断，包括成品油在内的各种高度关系国计民生的能源产品的价格，
将伴随能源法的出台而进一步走向放开。
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按照有利于反映能源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
本的原则，建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以市场调节为主导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具备
市场竞争条件的能源产品和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设定了价格激励与约束政策，规定
对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依法实行激励型的价
格政策。对国家限制发展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产品和服务，依法实行约束型的能源价
格政策。
市场化在能源紧缺时代，可能带来能源产品的一系列涨价，所以在市场化的同时，政府
也进行干预，防止能源价格过高影响经济发展和民生。意见稿明确要求，电力、石油、燃气
等自然垄断经营的能源输送管网的输送价格及关系公共利益的重要能源产品和服务价格，不
得擅自涨价或降价，而应在政府调控下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
“开源”与“节流”并重
能源短缺并不是一个科学判断，应当是结构性短缺。因为可再生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不存在总量短缺问题。结构性短缺实质是技术性短缺、管理性短缺、资本性短缺和制
度性短缺。
在能源消费领域中，我国产业结构重型化格局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重工业耗能大。2006
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约折合 24 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9.3%。其中，钢铁、有色、电力、
石油、石化、化工等六大行业增长了 20.1%。 “开源”与“节流”并重，是征求意见稿推进能
源市场机制形成的特色之一。在此领域，征求意见稿确定了我国能源科技发展方针，规定“国
家积极推进能源科技自主创新，依靠科技进步保障国家能源战略的实施。能源科技发展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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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增强能源供应和安全输送能力、保护环境”。
依靠科技进步推进新能源的开发，是推进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煤
炭比重过大，油、气、水、新能源比重低的局面，短期内仍难以彻底改变。据悉，目前我国
能源综合利用率仅为 33.4%，比世界先进水平低约 10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是世界上
最大煤炭生产和消费国，在能源产业中煤炭的生产结构比重占 70%左右，比国际水平的 27%
高出 40 多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在我国能源生产领域中，能源经济的增长方式粗放，能源
结构不合理，新能源开发利用不够。
为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我国能源供给结构，征求意见稿强调，国家应积极构建政府主导，
能源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协同合作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与此同时，国家还将
进一步“鼓励和支持能源资源勘探开发技术、能源加工转换和输送技术、能源清洁和综合利
用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及能源安全生产技术等的创新研究和开发应用”。
金融支持能源发展需要创新
能源发展的资金需求，带来了能源金融的发展良机，能源金融已发展成为我国能源产业
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能源产业是资本与技术高度密集型产业，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往
往与金融政策的支持以及金融资源的配置密切相关。一方面银行信贷资金是能源建设投资的
主要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大大拓展了能源企业的融资渠道。
随着《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的实施，我国的能源产业发展已进入新的战略转型期，
能源产业的技术升级将主要靠大量的资本投入来支撑，能源金融也必将随之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我国能源发展“走出去”战略的稳步推进，对外能源合作更加广泛深入，为能源金融创新
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能源金融将迎来面向世界的新格局。但不可否认，由于金融机构提
供的能源金融产品单一，加之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能源项目建设主要依赖
于银行贷款。面对我国“十一五”能源发展的新形势，应尽快解决制约能源金融创新与发展的
深层次问题，实现能源与金融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金融支持能源产业发展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扣能源发展战略目标，合理配
置金融资源，创新金融服务，促进能源产业走资源可循环利用的永续发展的路径。要努力实
现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效对接，增强两项政策对接实施的“造血”功能，合力开辟新的融
资渠道；要努力实现货币信贷政策与能源产业政策的有效对接，促进可持续信贷投入机制的
形成；要采取积极的金融调控措施遏制信贷资金投向资源浪费型和环境污染型的低水平能源
开发项目，加大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项目的信贷支持，促进能源产业由粗放式增长向
集约化增长方式转化。
当前的能源问题，既是一个牵动世界神经的话题，又是中国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
关键性问题。虽然中国每年能源生产的总量在增加，能够满足眼前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
但是以煤为主，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还很低，能源结构很不合理，能源使用中潜在浪费现象还
十分严重，电力、石油、燃气等自然垄断经营的企业在承担相应的社会公共责任上还存在不
小差距，滥用垄断或者支配地位损害国家和公共利益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切都需
要一部能源基础大法——《能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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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计划抢占低碳技术市场
11 月 22 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战略能源技术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新的低碳技术
研究与开发，以达成欧盟确定的气候变化目标。
欧盟为自己确定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是：
到 2020 年减少 2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到 2050
年则希望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60%至 80%。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既定目标需要新技术，
遗憾的是欧洲能源研究目前正处于投资不足、分散且协调不良的局面。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欧洲在能源创新过程中存在结构上的弱点，能源研究公共预算业已持续下降。
这项新的战略能源技术计划列出了多个行动方案，试图解决目前欧洲能源研究的分散局
面。相关措施包括设立欧洲产业倡议，以将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以及核裂变等某一特定
行业的相关资源和参与者汇集起来。委员会建议设立一个欧洲能源研发联盟，以增强与能源
技术影响研究相关的多个学科，如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之间的合作关系。
为了加强能源行业的所有政策制订者和利益相关者对这些最新技术和理念的认识，委员
会将设立并运行一个欧洲能源技术体系。它将提供关于新技术及其壁垒的最新信息，以便加
以吸收和进一步发展之用。欧盟委员会还将成立一个欧洲战略能源技术社会督导小组，以便
欧盟成员国和委员会对联合行动方案作出规划，以及对政策和方案加以协调。
将欧洲的能源基础设施和网络转变为低碳系统将需要作出大规模的改变，也必将伴随相
关行业的大量投入。因此，如何尽可能高效地落实这些改变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优先课题，委
员会将在 2008 年提出这方面的发展思路。鉴于缺乏资金已成为能源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欧盟委员会也将在 2008 年底前就低碳技术投资事宜提出一项报告。报告将调查资源需求，
并订出可行办法以多方调动更多的投资。
预定于 2009 年举行的欧洲能源技术峰会，则将对新的行动计划中设立的倡议所取得的
进展作出评估。
欧盟能源专员安德里斯·皮耶巴尔格斯称，这项决定将在未来 10 年至 15 年内对欧洲的
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产生深远影响。如果在日益加剧的赢得低碳技术
市场的全球竞争中落后，欧洲就将面临靠引进技术来达成减排目标的风险。
欧盟研究专员雅奈兹·波托奇尼克表示，我们有机会在低碳技术上成为世界领先者，但
如果欧洲不采取更有效的共同行动，我们将会浪费机会，向低碳经济过渡带来的经济利益也
会离我们远去。欧盟委员会今天提出的计划，将使欧洲发展出廉价、清洁、高效和低排放的
世界级能源技术。
欧洲可再生能源理事会对欧洲产业倡议的构想表示欢迎，但也对该倡议将重点主要集中
于电力和交通运输行业表示遗憾。该理事会政策部主任奥利华·舍费尔认为，供热和制冷行
业占据了近一半的欧盟最终能源消费，但该倡议对相应的解决办法却未予提及。
另外，绿色和平组织也对该计划对矿物燃料和核能的支持提出了批评。绿色和平组织能
源问题专家指出，在“低碳”技术的保护伞下，该计划并未能在那些真正能解决气候危机的技
术、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技术以及核能技术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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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770 万美元投资四个生物燃料研究计划
美国能源部今年宣布拨款 10 多亿美元用于生物燃料的研究发展计划。作为布什政府正
在推行的投资清洁能源技术以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能源部部长塞缪尔·W·博德曼 12 月 4 日宣布，能源部计划拨款 770 万美
元投资选出的四个生物燃料研究计划。这些计划将用实验论证热化学转化过程，即将稻科植
物类、干草、农作物不可食用部分以及其它材料转化为生物燃料的过程。加上今天宣布的投
资金额，在本日历年度，能源部已宣布拨款 10 多亿美元用于投资生物燃料的研究与发展（多
年资助）计划。
能源部长博德曼称：“我们正致力于扩展可持续生产和利用生物燃料，这些计划将帮助
我们开发出更清洁的将各种各样原料转化为燃料的方法。这些计划的成功实现将重新定义我
们生产美国燃料的方法，并且遵循布什总统对于让我们摆脱对石油资源依赖的呼吁。”
这些计划是能源部为实现布什总统 10 年内将美国汽油消耗减少 20%的目标所作出努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四个计划是经过激烈竞争选出的拨款的谈判对象：
美国犹他州盐湖城金刚砂能源公司
金刚砂能源公司（EEC）将与塞拉曼技术(Ceramatec)公司以及西部研究院（WRI）论证
一种新的低成本用于减轻生物合成气中焦油与油含量的技术，此项技术还能同时处理其它杂
质。这项计划还将在一个后处理液态燃料催化过程中对使用合成清洁煤气的技术生存力进行
检验。金刚砂能源公司打算使用一种“高冲击”生物量如玉米干草作为它们计划的高冲击生物
量。能源部将为此项耗资 290 万美元的计划投资 170 万美元。
美国爱荷华州艾姆斯的爱荷华州立大学
爱荷华州立大学将与康菲石油公司合作检验一种将生物量与液体结合的系统，即通过油
洗涤而不是水洗涤使气体冷却，再使用气体冷却达到将废水处理最小化的目的。柳枝稷将是
用于气体发生器中的生物量原料。然后，气体－油洗涤液体将被作为一种原料送到一个目前
用于石油提炼的焦化设备中。康菲石油公司拥有专利权的硫磺移除技术也将用于这种气体清
洗过程。非专利技术将被用于移除氨、氯化物以及其它强碱材料。能源部将为此项耗资 520
万美元的计划投资 200 万美元。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区三角研究所
三角研究所、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以及犹他大学将展开合作，以从木质生物量中提取出
合成气。一种二元流化床反应器将允许一种催化剂的不断再生，这种催化剂能够同时改造、
撕裂和移除焦油、NH3 和 H2S，并使它们达到 PPM 标准。在第二阶段中，三角研究所将设
计和建造一个浆体泡罩塔反应堆系统，以将清洁的合成气转化为一种液态运输用燃料。能源
部将为此项耗资 310 万美元的计划投资 200 万美元。
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南方研究院
与颇尔公司、热化学回收国际公司以及 Rentech 技术公司进行合作，南方研究院将使用
一种 1 兆瓦热化学生物量气体发生器来生产合成气。建议的陶瓷过滤器技术和经过检验的气
体清洗吸附剂和催化剂系统有望胜过由 Rentech 技术公司提出的污染物移除标准。这种独特
的清洗技术将与传统的气体发生器和增泽过滤器相结合。能源部将为此项耗资 450 万美元的
计划投资 2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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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原油
国际油价如何影响世界经济
12 月 5 日，石油输出国组织部长级会议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13 个欧佩克成员
国一致同意维持目前原油日产限额不变。
国际油价在本世纪初不过是每桶 20 美元左右。今年升幅最大，年初至今涨了 60%，若
按现价计算，当前价位已与 1970 年代石油危机时的价位相若，引起市场对经济前景产生忧
虑。油价高企对经济带来的冲击相当于加税。对于厂商而言，油价急升使成本上涨，如果产
品售价不能上调，将意味着一些产品变得无利可图，结果是减少生产。对于消费者而言，如
果收入不变，这意味着必须节省其它开支，结果是需求减少。
然而，三十年前石油危机的爆发曾使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大衰退，陷入高失业和高通胀
的困境，但六年来急升的国际油价却似乎并未拖慢这些国家乃至全世界经济的增长，原因何
在？麻省理工的法籍经济学家布兰察(Olivier Blanchard)不久前发表了一篇研究油价冲击的
论文或许能提供一些答案。论文研究比较了 1970 年代与当前油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发现
由于发达国家经济适应力以及央行控制通胀的能力均有所增强，油价波动对其经济的影响已
今不如昔。这包括了五个主要因素：其它商品的价格并未跟随油价剧烈波动；各国厂商和消
费者对短期油价波动已有一定承受能力；工资刚性减弱；货币政策的有效运用；石油在消费
和生产中比例下降。
1970 年代，西方工业完全依赖石油，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均未出现，石油被称为“工
业的血液”，因此石油危机破坏之大可想而知。现时，七大工业国的平均油耗产出比已较七
十年代初提高了一倍，因此油价高企带来的冲击也减弱。
三十年前，发达国家都实施了严格措施保障工人收入，加上工会势力强大，油价高企时
工资水平仍须相应提高，以确保生活水平不变，但结果却是雇主们减产裁员，反而加剧了油
价冲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现在由于工资刚性减弱，雇主和工人必须共同面对油价高企，无
疑使这一杀伤力减弱。但是，要求工人忍受油价上升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外部条件，那便是
央行有能力控制油价高企可能带来的通胀现象。比较两个时期的数据发现，现时的油价剧涨
并未使通胀预期急速上升，反映了发达国家消费者对央行控制通胀的信心增强。同时，工人
并未因为油价上升而急于要求加薪，工资水平相对稳定给予了央行进行微调的空间，不必如
1970 年代般地压抑通胀。
诚如布兰察所言，油价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已大为减弱，但其分析的主要对象始终只是发
达国家，经济部门的适应力也仅限于中短期。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仍相当依靠石油，油
价走高使炼油工业利润下降，除非调整价格反映成本，否则油品短缺几乎难以避免。国际货
币基金(IMF)在油价仍是每桶 75 美元时曾指出，油价每上升 10%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
0.1~0.2%，因此如果油价维持在 100 美元，明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将从 4.8%调低至
4.2~4.5%。值得一提的是，美元疲弱能部分抵消这种影响。过去一年美元兑欧元和日元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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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了 12.8%和 8.8%，若以这两种货币计价，油价涨幅分别是 42.5%和 46.6%。
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随着制造业快速发展使得对原油等能源消费急剧增加，
而且进口逐年攀升。同时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工业原料，原油价格波动不仅会影响下游所有产
业的利润，同时还将带动各种产品价格的波动。原油价格的上涨必然引起与原油相关产品的
价格上涨，造成中国企业成本提高，直接给交通运输、冶金、渔业、轻工、石化、农业等相
关产业带来程度不同的影响。这些产业因油价上升抬高的生产成本不能全部或大部分向下游
企业或最终消费者转嫁出去，各行各业的盈利水平就会因此下降甚至导致严重亏损。而转嫁
出去的部分则会增加居民的消费支出。
但是，高油价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趋势。首先，目前的石油价格上涨是各
种偶然因素对接而成的结果，不具有长期性特征，油价将回落到一个较适宜的价位。其次，
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有助缓解中国石油市场的紧缺现状，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
压力。第三，目前我国企业的效益比较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化部分高油价带来的成本压
力。今年前 7 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保持了 39.7%的利润增速。第四，中国能源消费
结构中，原煤等所占的比重约 70%，石油约占 23%，不具主导力量。原油、天然气的比重
虽然在升高，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其影响尚在掌控之中。
下图显示了在过去的三个月中，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我国燃料油、汽油和柴油的
价格变化。

伦敦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原油价格走势图(美元/桶)

华北地区-北京-中国石化-柴油价格走势图(元/吨)

华北地区-山东-青岛石化-燃料油价格走势图(元/吨)

华北地区-北京-中国石化-汽油价格走势图(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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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乙醇
丰原生化将改造燃料酒精项目
丰原生化 11 月 29 日发布公告，公司计划投资 13418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安徽丰原燃料酒
精有限公司实施 32 万吨/年燃料酒精装置技术改造项目，以及投资 7027 万元对该子公司实
施 3 万吨/年玉米胚芽毛油项目。
公司表示，安徽丰原燃料酒精有限公司 32 万吨/年燃料酒精装置于 2006 年上半年投产
以来，运行较为平稳。为进一步提高原料的利用效率，降低蒸汽、水资源消耗，降低燃料酒
精生产成本，该子公司拟对 32 万吨/年燃料酒精装置进行技术改造，将现有清液发酵生产工
艺改为带渣发酵生产工艺，以降低装置的原料消耗、能量消耗、一次水消耗，提高装置的综
合经济效益，降低环保处理的压力，实现循环经济。
公司称，技术改造完成后预估每吨燃料乙醇的经济效益可提高 300 元左右。该项目已经
蚌埠市经济委员会批准立项，总投资 13418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1182 万元，铺垫流动
资金 2236 万元。
考虑到玉米油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该子公司还拟实施 3 万吨/年玉米胚芽毛油项
目，将 32 万吨/年燃料酒精生产装置现有的玉米干法粉碎工艺改为干法脱胚粉碎工艺，将胚
芽从玉米中提取出来制油，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该项目总投资 7027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
资 6629 万元，铺垫流动资金 398 万元。

绿迪助力 新能源低温乙醇生物柴油崭露头角
在近日结束的“2007 欧亚经济论坛”上，能源合作成为重中之重，世界各国在新能源
开发和利用上，寻找着新的切入点。陕西绿迪集团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项目-耐低温生物乙醇柴油技术引起了与会嘉宾、领导、专家学者和企业的广泛关注，成为业界瞩
目的焦点。
目前，在生物质燃料发展方面，巴西、欧美以及我们国家都是以植物油料作为原料，所
生产的生物柴油与现行的普通柴油在理化性能方面基本相当，但仍然存在着或与粮争地、或
热值低、或需要改变发动机等问题。而陕西绿迪集团所研制的耐低温生物乙醇柴油项目技术，
却恰好弥补了这些不足。耐低温生物乙醇柴油项目技术是将橡子淀粉等木本非粮淀粉生产的
工业乙醇与专用增能剂经高速剪切设备充分混溶，制成热值及理化性能与普通柴油相当的乙
醇生物柴油，可 100%替代普通柴油；技术上还具有无须改动发动机、耐低温、易启动、可
耐-70℃低温、环保、成本低等特点。前哈萨克斯塔总理、现任总统特使谢捷列先科，国务
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等领导以及与会的专家学者都对该项技术高度重
视。会后，捷列先科先生专门约见了绿迪集团总裁黄一钊先生，并详细询问了此项目的发展
情况，双方探讨在今后的对话中，进一步深化合作，以实现此项目的扩大和推广。
据业内人士分析，该项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将会在能源发展领域，产生数百亿元乃至上
千亿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替代石油燃料、保障能源安全、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
济和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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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集团年产 20 万吨燃料乙醇项目投产在即
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快再生能源建设步伐，年产 20 万吨燃料乙醇的中粮集团
一期项目已经进入投产倒计时阶段。
按国家规划，
“十一五”期间非粮燃料乙醇产业在广西建设产能达 100 万吨。据介绍，
广西中粮年产 20 万吨燃料乙醇一期项目位于合浦工业园，将于今年 12 月 31 日正式投产，
投产后年需鲜木薯 150 万吨，折合干木薯片约 60 万吨，日加工新鲜木薯 4000 吨，是配合国
家能源战略部署，贯彻落实国家车用乙醇汽油扩大推广使用工作的试点项目，已列入自治区
2006 年 10 大重点项目。
为了落实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等上级部门相关文件的指示精神，发展好农产品
综合深加工产业，2008 年广西中粮将不断采取各种扶农助农措施。计划建设高产高淀粉木
薯原料基地，在合浦县的 15 个乡镇分别设置高产示范基地，基地面积总量达到 2 万亩以上。
并在北海地区签订 8 万亩的订单，所有村委可以组织村民统一签订，农民朋友也可以自己与
中粮公司签订，增添农民对中粮的信心，所有的木薯不限数量收购。中粮集团与农户共同合
作建设高产示范基地，免费提供种苗、科学管理、技术指导。引导和鼓励农民开荒种薯，利
用边缘地块发展木薯产业，并给予开荒农户每亩 80 元的开荒补助，以扩大开荒种薯的面积，
同时，广西中粮还免费提供华南 3 号良种苗、科学管理和技术指导。
与此同时，广西中粮向种植木薯的农民全面提供技术服务、跟踪服务以及收购服务，制
定各项惠民采购制度，从而塑造中粮品牌，用心回报农民，按照自治区农业厅提出的打造优
势产业的规划要求，将木薯产业打造成广西的“民心产业”、“民心工程”。

目前每销售 1 吨燃料乙醇亏损数百元
2008 年，国家将再次对燃料乙醇财政补贴政策进行调整，即在实行弹性补贴政策时，
除参考石油价格外，还将参考粮食价格。
2006 年，财政部等联合下发了《关于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
见》。
《意见》称，将建立风险基金制度与弹性亏损补贴机制。当石油价格高于企业正常生产
经营保底价时，国家不予亏损补贴，企业应当建立风险基金；当石油价格低于保底价时，先
由企业用风险基金以盈补亏，如果油价长期低位运行，将启动弹性亏损补贴机制。
新的弹性补贴政策，国家将根据国内汽油价格变动情况，建立参考保护价，燃料乙醇价
格低于参考保护价的部分，国家将给予补贴，从而使企业最大程度地避免亏损。
据天冠集团分析，实行弹性补贴政策后，企业得到的补贴金额将会逐年下降，国家对燃
料乙醇生产将逐步放开，实现燃料乙醇的完全市场化。2007 年国家对燃料乙醇补贴统一减
少到每吨 1373 元，比 2006 年减少了 255 元，比 2005 年减少了 500 元。
我国自推广乙醇汽油以来，一直对定点燃料乙醇生产厂家实行财政补贴政策。这是由于
我国汽油和燃料乙醇价格都实行国家统一定价，存在价格倒挂状况。国家规定燃料乙醇价格
执行同期公布的 90 号汽油出厂价乘以价格系数 0.911。由于国际油价猛涨，国内油价调整相
对滞后，同时玉米价格上涨较多，目前，每销售 1 吨燃料乙醇要亏损数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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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柴油
昌大加快生物柴油产学研结合步伐
11 月 22 日上午，南昌大学生物质转化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举行首届技术委员会议，审
议并确定中心的发展规划。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学文出席会议。下午，该校与九江江南生
物能源有限公司合作建立的工程研究中心生物能源联合实验室正式挂牌，表明南昌大学加快
了生物柴油产学研结合步伐，为缓解能源市场的压力带来了希望。
南昌大学生物质转化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是全国首家专门研究生物质转化的工程研究
中心。目前，该中心在生物柴油的原料开发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已经与 3 家企业合作，进行
年产总计 20 万吨生物柴油的生产。
11 月 23 日，该校生物质转化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九江江南实验基地将在九江成立，并
点火生产生物柴油。

年产 5 万吨生物柴油厂落户巫山
香港环球再生资源系统有限公司与巫山县政府正式签订协议，计划于明年内在巫山建成
年产 5 万吨的生物柴油厂，共同开发巫山乌桕资源。
据了解，乌桕又称木梓树，是我国特有的经济林木。巫山县乌桕生产历史悠久，早在清
朝已形成一定规模，1975 年被国家确立为主要种植区，目前巫山全县有乌桕树 100 万棵，
主要分布在海拔 800 公尺以下的农田内，年产量在 500 万公斤以上，位居全国第三位。据悉，
香港环球再生资源系统有限公司在今年 10 月通过实地考察后，于 11 月 30 日与巫山县政府
正式签订协议，计划在 2008 年底以前在巫山建成用乌桕做原料、年产 5 万吨的生物柴油厂。

陕西开发橡树生物柴油技术
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以橡子为原料的耐低温乙醇生物柴油技术，2007 年 11 月
中旬由陕西绿迪投资控股集团公司研制成功，该公司还计划建设 100 万吨/年的工业化项目。
我国目前生物柴油项目多以木本油料植物为原料。该技术是以橡树种子淀粉为原料生产
工业乙醇，将其与专用增能剂经充分混溶，制成热值及理化性能与普通柴油相当的生物柴油。
该生物柴油无需改动发动机，可直接用于一般柴油车，并有高耐寒、低排放、低成本等特点。
陕西绿迪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林业、新能源、生物工程为主营业务的高科技
企业，也是全国最大的林业企业之一，拥有橡树资源 10 多万亩。发挥陕西省丰富的橡树资
源优势，2004 年开始在陕南地区实施橡树资源培育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经过多次反复
实验和实际应用，耐低温乙醇生物柴油技术获得成功。2007 年 9 月下旬，该公司又与商洛
市商州区政府签订了 20 万亩橡树能源林基地共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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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柴油副产甘油的利用途径
据美国生物柴油管理局 2007 年 12 月初分析，在今后 18 个月内，生物柴油产量将增加
13.7 亿加仑。当前，美国年生产生物柴油 18.5 亿加仑。生产大量增长，带来了副产物尤其
是甘油的过剩。
粗甘油不是有价值的产品，截至 2007 年 11 月的销售价约为 1~2 美分/加仑。每生产 10
千克生物柴油也会生成 1 千克甘油。虽然可将粗甘油精制成可供销售的产品，但需化费较大
投资。传统的方案，将甘油用于生产硝化甘油和肥皂。粗甘油也可用于燃烧，燃烧甘油可产
热和发电，但是，温度是一重要问题。在 200 和 300°C 下燃烧甘油，会排放出丙烯醛烟雾，
为此温度需超过 1,000°C。假设粗甘油可达 89%纯度，则它可以 1~2 美分/磅价格出售。然
而，大多情况下，粗甘油为 50%~60%纯度，因此要打折 33%。
另外两种甘油应用方案是制氢或制丙二醇，仍在开发阶段。因过程较复杂，当它成为成
熟技术之时，则可集中建装置。
甘油制取丙二醇，可用作无毒的防冰剂、冷却剂。虽然石油基乙二醇现较廉价，但它是
非可再生资源，高度有毒。丙二醇由甘油用铬酸铜反应制取，售价约为 50 美分/克。反应转
化效率为 47%。

TGI 公司生产麻荠基生物柴油
美国从事可再生能源生物科学的 Targeted Growth 公司(TGI)与从事一体化可再生生物柴
油能源的 Green Earth 公司于 2007 年 11 月底组建合资企业，合资企业称为可持续发展石油
(Sustainable Oils)公司，将生产麻荠基生物柴油，到 2010 年生产 1 亿加仑，这是独特的生物
柴油特种原料在美国最大的合同。
麻荠与油菜不同，它可在边缘土地上生长，需要水或化肥很少。TGI 公司在温室和现场
已作过三年的试验，它可生产高质量的生物柴油。

阿根廷建生物柴油装置
阿根廷集成生物柴油工业公司(IBI)于 2007 年 11 月下旬宣布，将在阿根廷 Rosario 为
TPR(Terminal Puerto Rosario)公司建设 6 万吨/年生物柴油装置。
该装置将以植物油为原料。总投资为 350 万美元。按现时的生物柴油价格，预计营业收
入可达 5400 万美元/年。

芬兰石油公司将在新加坡建全球最大柴油加工厂
芬兰内斯特石油公司 11 月 30 日宣布，将投资 5.5 亿欧元(约合 8.14 亿美元)在新加坡修
建全球最大的生物柴油加工厂，该厂将以棕榈油为原料，加工适合小轿车和卡车等车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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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燃油。
内斯特石油公司说，加工厂占地 19 公顷，计划在 2010 年建成，建成后每年可生产 80
万吨生物柴油，届时大部分产品将运往欧洲。
内斯特石油公司执行副总裁亚尔莫·洪卡马说，公司之所以选定新加坡建海外的第一个
生物柴油加工厂，是因为新加坡靠近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加工厂，是世界第三大
炼油中心，并在产品与原料流通和物流方面处在中央位置。这让新加坡拥有非常好的潜能，
能够发展为亚洲的一个生物燃料生产中心。新加坡是《京都协议书》的签署国，并且已承诺
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它将应用该公司的 NExBTL 专利技术，可从任何可再生原料(renewable feedstock)，例
如植物油或动物脂肪，提炼出柴油，而且主要将使用棕油为生产原料。该公司的第一座采用
NExBTL 技术的工厂已在今年夏天投产，坐落于芬兰南部的古城波尔沃(Porvoo)，第二座
NExBTL 设施也设在波尔沃，预期在 2009 年投产。这家公司指出，NExBTL 技术是首个商
业化新一代可再生柴油生产流程，而且可以采用任何植物油或动物脂肪为生产原料。且生产
出来可再生柴油是一种优质燃料，表现优于传统的化石柴油燃料，能让现有的车辆使用，并
可通过现有的物流和分销渠道销售。
NExBTL 可再生柴油在环境方面也有良好的表现。用来源可持续的原料产出，它的生命
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普通柴油低 40%至 60%。同时，NExBTL 的废气排放量较低，可
协助改善空气质量。
纳斯特石油公司是芬兰的炼油公司，注重生产先进、清洁的交通燃料，采取侧重发展可
再生柴油提炼业务的策略。它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Helsinki)的股市挂牌，雇员总数 4800 人，
是芬兰唯一的炼油公司，总部设在芬兰第二大城市埃斯波(Espoo)。

生物质发电
八成广州垃圾未来焚烧发电
广州将在中心城区再建两间垃圾焚烧厂，到 2010 年 70%—80%的垃圾都将通过焚烧发
电处理，英国并将帮助兴丰垃圾填埋场实现二氧化碳减排，通过二氧化碳减排交易，兴丰明
年 6 月将换来首批美元。
预计到 2010 年或 2015 年，广州生活垃圾处理将从填埋为主转化为以焚烧为主。目前正
准备筹建两个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垃圾量分别为 2000 吨和 4000 吨，加上目前李坑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 1000 吨，届时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垃圾量有望达到 7000 吨。
广州市兴丰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填埋气回收利用发电项目上月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UNFCCC)EB 机构的审核和注册，这标志着该 CDM 项目审批全部完成。预计明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和联合国有关组织将对兴丰垃圾填埋场二氧化碳减排量进行核实，英国公司
将根据审核结果支付第一笔排放权购买费，这是合同签订以来双方第一次履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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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如东秸秆发电项目成功倒送电
11 月 22 日，江苏如东县供电公司 2.4 万千瓦秸秆发电项目倒送电取得圆满成功，为电
厂调试设备和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电源。据了解该电厂经过一个多月的设备调试，将于今年年
底并网发电，预计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 1.74 亿千瓦时，每年帮助如东农民增收 4000 万元。
如东是拥有 150 多万亩耕地的农业大县，年产农作物秸秆达 100 万吨。2004 年，国家
鼓励开发绿色能源，江苏国信公司看好如东丰富的秸秆资源，投资 2.9 亿元建设生物质发电
项目，被国家发改委列为全国第一个生物质发电示范项目。经过 3 年多的努力，该工程厂房
建设、设备研制进展顺利。
为了使秸秆发电厂尽快投产，秸秆电厂投资 395 万元，实施 110 千伏秸秆电厂输变电工
程，在发电前提供生产电能、在发电后将电能并上电网。

沼气
每英亩土地年产纤维素沼气可供应一万英里车程
据 Biopact12 月 1 日报道，奥地利 Salzburg 公司开放其首家生物沼气加油站，允许压缩
天然气车车主将生物沼气按 20%的比例混入汽油中使用。这是迄今投入使用的首个纤维素
燃料零售站。
虽然纤维素原料未来有可能大量提供为液体生物燃料(尽管比我们现在使用的少)。乙醇
的能量密度低，并且较难运输，这将使乙醇作为纤维素燃料的使用持续面临阻碍。除此之外，
厌氧微生物和垃圾中产生的沼气也常用于发电或注入输送管道中。并且还有其他物质，比如
2,5-二甲基呋喃(N，N-二甲基甲酰胺)、乙基叔丁基醚，也可以作为一种替代型的燃料添加剂，
与乙醇竞争来作为汽油的替代品使用。
由于沼气在化学组成上与天然气一样，其运输可通过现有的管道设施，十分方便。虽然
将传统的燃油汽车改进为可使用乙醇的汽车轻而易举，但乙醇作为燃料的优势可能并不如净
化后的沼气(至少在某些方面)。将一辆车改造为可使用压缩天然气的类型大约需要 2,000 到
4,000 美元，尽管 Salzburg 公司将压缩天然气的价格定在低于 1,000 美元，这个较低的价格
只需要几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成本。
据估计每英亩土地年产纤维素沼气可供应 1 万到 1.5 万英里车程所消耗的燃料，这虽然
少于人们期望，但较低的消耗量使从草中提取的沼气比从玉米中提取的乙醇更易被人们接
受，并且既定的天然气的市场和设施将会使沼气生产者更不容易受到当地燃料饱和的影响，
当然也不是说能完全摆脱其影响。

太阳能玻璃钢沼气罐问世
12 月 10 日，秦皇岛市喷灌机厂发明的专利产品——太阳能玻璃钢沼气罐，克服了混凝
土沼气池的弊端，为我国农村沼气池建设开辟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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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玻璃钢沼气罐又名“长效保温沼气罐”，是综合利用太阳能、风能、沼气能三大能
源的有效结合体。它由太阳能系统和玻璃钢沼气罐两部分组成，即使在北方的冬季，也能保
证发酵所需的温度，正常产生沼气。
与传统的混凝土沼气池相比，这种采用玻璃钢结构建造的沼气罐，具有强度高、耐酸碱、
抗老化、重量轻、无渗漏、施工简单、产气率高等优点。可广泛应用于新农村建设中的沼气
池建设和农村改厕等方面，也可以用于大棚温室中进行无公害蔬菜、果品的生产。

甲醇
九江将成甲醇燃料基地
继今年 4 月份年产 3 万吨的车用甲醇燃料项目在湖口县破土动工之后，11 月 28 日，
年产量达 200 万吨的又一甲醇燃料生产项目落户九江市浔阳区沿江产业基地。两个项目投产
后，九江市年产甲醇燃料能力将达到 203 万吨，成为江西乃至华东地区最大的甲醇燃料生产
基地。
由上海丽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韩国 NESGO 株式会社、韩国辉升都市开发株式会社三
方组建的中外合资企业共同投资组建的锦锋(江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将在九江市浔阳区沿
江产业基地征地 200 亩，投资 5 亿元人民币，兴建甲醇燃料生产基地。
该项目将于明年 5 月份开工建设，预计 2009 年 3 月建成投产。项目建成后，年产甲醇
汽(柴)油可达 200 万吨，产值 100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九江石化年原油加工能力的五分之二。
届时，江西车将可“喝”上廉价、环保的甲醇燃料。因此，该项目投产后，将改变江西乃至
华东地区燃油市场的供应格局，使九江成为重要的新型替代能源基地。
“当前，国际油价高企，而今年全年石油进口将达 2 亿吨。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以
煤为基础的甲醇燃料产业，可谓正当其时。”九江市发改委有关专家这样描绘甲醇燃料的美
好前景。
据介绍，甲醇燃料的整体使用安全性高于汽油，此外，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环保，使
用甲醇燃料可大大降低尾气污染。二是省钱，使用甲醇燃料与使用 93 号汽油比较，每百公
里可节省费用 30%左右。

美国 SES 公司将在中国建煤制甲醇项目
美国合成能源系统(SES)公司 2007 年 11 月底宣布，与美国一家跨国化工公司签署了项
目开发合同，研究在中国建设煤制甲醇气化项目的可行性。计划中的装置将支持该公司在中
国的现有设施。
计划中的装置将采用 SES 公司从煤炭生产合成气的 U-GAS 气化器。该装置将进一步将
合成气制取甲醇。
U-GAS 气化器与其他气化技术相比的主要优点是整体成本低，具有灵活性，操作费用
低，可达经济性规模。U-GAS 技术与常规燃煤装置相比，产生的排放物较低，包括氧化硫、
氧化氮和颗粒。也可用于捕集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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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可再生能源正从"替代能源"向"主流能源"转变
"21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论坛 12 月 8 日发布报告说,可再生能源正迅速从"替代能
源"向"主流能源"转变,2007 年全球相关投资估计将超过 1000 亿美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可
再生能源利用方面发展迅速。
目前全球发电能力约为 4.3 万亿瓦,而不包括大型水电站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就
达到约 2400 亿瓦,这等于每年避免 50 亿吨的碳排放,如果把大型水电站计算在内,可再生能源
的发电能力超过 1 万亿瓦。
近两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行业保持了高速增长。比如,风能获得的投资最多,其发电能力从
2000 年开始以每年 25%至 30%的速度增长,2007 年达到 930 亿瓦,这是 1997 年的 11 倍。太
阳能热发电和生物能源发电能力也以每年 15%至 20%的速度增长。中国是太阳能热水器第
一生产大国;中国小型水电站数量众多,增加迅速;小型可再生能源项目正继续融入中国农村
能源体系。巴西、印度、埃及、伊朗、摩洛哥等发展中国家也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比如
巴西在乙醇燃料项目上位居世界前列。
"21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论坛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
政策交流机制,并在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产业协会等之间发挥了纽带作用。该论
坛从 2005 年开始每年发布一份有关可再生能源的全球情况报告。

明年全球谷物库存将降至 35 年来的最低
据韩国政府机构称，2008 年全球谷物库存预计降至 35 年来的最低水平，这引起市场担
心韩国经济可能受到谷物和原油价格飙升的双重影响，还将会引发价格上涨。
该研究所研究员 Sung Myung-hwan 称，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谷物需求日益增长，
这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但问题是供应短缺，全球无法满足大幅增长的需求。
他说，这将会加剧农业通货膨胀。消费者将因此受到粮价上涨带来的压力。
比如韩国今年迄今为止小麦价格涨幅高达 30-40%。由于韩国依赖除大米以外的所有谷
物进口，因而明年受到的压力可能更大。
Sung 称，大米是韩国唯一大量生产的商品，而诸如玉米、小麦和大豆等其它农产品几
乎全部要从海外进口。
由于原油价格飙升，许多国家都积极发展生物乙醇等替代性燃料。生物乙醇行业的发展
提高了农产品的需求，反过来又带动了价格上涨。
据美国农业部称，2008 年全球谷物库存对用量比估计为 15.2%，是 70 年代初以来的最
低水平。明年全球玉米、小麦、大米和大麦用量将增长 2.5%，达到约 21 亿吨，而产量预计
仅增长 4.4%，达 20.8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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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8 年全球大豆产量将降至 2.227 亿吨
油世界称，2007/08 年全球大豆产量预计降至 2.227 亿吨，期末库存为 5,450 万吨，库存
对用量比预计为 23%。
综合外电 11 月 26 日消息，德国行业期刊《油世界》称，2007/08 年度全球大豆产量预
计为 2.227 亿吨，相比之下，2006 年为 2.382 亿吨。供应总量预计为 2.948 亿吨，相比之下，
2006 年为 2.985 亿吨。总用量预计为 2.403 亿吨，2006 年为 2.264 亿吨。加工量预计为 2.12
亿吨，2006 年为 1.971 亿吨。油世界预计期末库存为 5,450 万吨，低于 2006 年的 7,210 万吨。
库存对用量比预计为 23%，低于 2006 年的 32%。

世界生物燃料产业增速有所放慢
道琼斯伦敦消息，Ernst&Young 公司在 11 月 28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尽管国际原
油价格创历史新高，但今年三季度全球生物燃料的增速已出现放慢。
Ernst&Young 公司可再生能源部的负责人乔纳森-约翰认为，按理说，国际原油价格创
历史新高将刺激生物替代能源的需求，但生物燃料市场条件却因饲料价格上涨以及产能过剩
等原因出现萎缩，这种情况在美国、巴西和欧盟等生物燃料主流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过，
估计不久后欧盟和美国生物燃料市场可望略有回暖。
由于饲料价格上涨、产能过剩，加上流通渠道不是很通畅，美国生物燃料产业的投资已
不再具有吸引力。

墨西哥生物燃料原料种植面积到 2012 年达 30 万公顷
根据墨西哥政府 12 月 2 日公布的一项生物燃料发展计划，到 2012 年墨西哥专门用于生
产生物燃料的农作物耕种面积将至少达到 30 万公顷。
墨西哥农牧渔业、乡村发展部长阿尔韦托·卡德纳斯在提交该国“2007 年-2012 年生物
燃料发展规划”时提供了上述数据。卡德纳斯表示，墨西哥扩大生物燃料原料农作物种植面
积可以更加合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促进该国的农
业发展和农村就业。
拉美地区很多国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生物燃料的研究开发，以期加快实现能源自
给，而墨西哥到目前为止还未涉足任何一种以农作物为原料的乙醇产业，也没有一座生产乙
醇的工厂。墨西哥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可用于提炼生物燃料的原料极其多样，生物燃料产
业的发展前景看好。
因此，墨西哥国会近日通过了一项生物燃料促进法修订案，规定生物燃料原料种类从玉
米和甘蔗拓宽到任何一种农、渔、牧和林业活动的有机材料，以及工农业废料和植物纤维等。
该法案还要求相关部门在生物燃料生产的配套基础设施、储存、收购、加工和产业化发
展等各方面提供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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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
原料
马来西亚发现一种植物油可作生物燃料
马来西亚普特拉大学的科学家 11 月 23 日宣布，他们发现一种类似西瓜的植物的瓜籽油
可以用作新型生物燃料。
据此间媒体报道，负责这项研究的玛丽亚·亚当介绍说，这种名为 egusi 的植物的瓜籽
油比较轻，因此可作为生物燃料添加到汽油和柴油中。研究显示，这种油具有脂肪酸低、易
溶和燃烧率高等优点。在汽油或柴油中添加它，可节约 20%的汽油成本或 10%的柴油成本。
如果国际油价继续攀升，其节约的成本还能更高。
另外，这种植物容易种植，且只需要 3 个月就可以成熟，因此这种油和马来西亚现在大
规模种植生产的棕榈油比较，是一种更加经济的生物燃料。
玛丽亚同时指出，要把这种瓜籽油加工成生物燃料，还需要添加合适的催化剂以促使其
变得稳定，而使用这种生物燃料的机动车的汽化器也需要相应调整。亚当表示，这项研究目
前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行更多的科学试验后才能大规模应用。
Egusi 是一种源自热带非洲的植物，其果实很像又小又圆的西瓜，但由于肉质太干并且
发苦，难以食用。它的籽较普通西瓜籽大，非洲人喜欢从中提炼油用于烹饪。

甘薯可成为生产燃料乙醇好原料
美国科学家 11 月 29 日说，工业用甘薯可成为生产燃料乙醇的好原料，从而有助减少生
物燃料业对玉米的使用。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科学家说，他们正在研发一种高淀粉红薯，其单位重量生产的燃
料乙醇量要高于玉米。该大学育种专家克雷格·因乔博士说：“它们不是你们邻家正在种植
的甘薯，工业用甘薯虽然可食用，但不味美。”因乔表示，餐桌上吃的红薯一般红瓤的，而
工业用甘薯多为紫皮白心或白皮白心，其淀粉含量更高，但却不甜。
目前生产燃料乙醇的原料主要是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但这已导致玉米等粮食作物的
价格大幅攀升，促使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替代原料。研究人员说，现在的挑战是必须降低生产
甘薯的成本。目前甘薯多为人工种植。因乔说：“如果我们能像种植土豆那样机械化种植甘
薯，我们就能将生产甘薯的成本降低一半，这将使以甘薯生产燃料乙醇变得更加划算和可行。
此外，因为它们是工业用甘薯，我们不必担心用它们做原料会影响粮食价格。”因乔目前正
在中国帮助开发甘薯的生物燃料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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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日本 16 家公司联手开发低成本纤维素乙醇技术
日本 16 家公司 11 月 19 日宣布，将联手开发低成本纤维素乙醇技术。
这些公司包括丰田汽车公司、日本石油公司和三菱重工公司。他们将联手采用谷物秸杆、
壳皮和使用过的建筑材料，低成本生产纤维素乙醇。
该生物乙醇项目的开发目标是，
使纤维素生物乙醇生产成本降至 40 日元/升(约合 1.367
美元/加仑)。具体商业化规模生产的目标日期尚未确定。
从甘蔗生产生物乙醇目前成本最低，在日本的成本约为 140 日元/升，比汽油零售价格
高一些。截至目前，现有技术仅能将生产成本降至 100 日元/升。
该生物乙醇项目的其他合作伙伴包括来自石化、生物技术、食品、植物工程、农业机械
和汽车行业的日本公司。项目由日本经济、贸易和产业省与农业省牵头。

生物质葡萄糖驱动的新型燃料电池
11 月 29 日的 Interscience 最新一期关于全球能源问题的国际杂志报道了一种葡萄糖
驱动的新型燃料电池，这种燃料电池利用阳光将葡萄糖转化成氢能以提供能量，可产生几百
毫伏的电压。
利用诸如剩饭剩菜和经处理的高能量农作物等生物资源，已逐渐成为一种可行的方法减
少人产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然而，要将这些原料转化为有用的电能，需要有新的方法。可再
生的生物质资源包括淀粉、纤维素、蔗糖和乳糖。这些复合糖分子更容易通过低能耗的发酵
处理过程转化为葡萄糖。然后，葡萄糖在酶的催化作用下释放出氢。最后一步，就是制造葡
萄糖驱动的燃料电池，这也正是日本大分大学(Oita University)的化学家 Yutaka Amao 和
Yumi Takeuchi 重点研究的内容。
研究人员将一种有色的高分子材料涂在透明的导电玻璃电极上，这种装置能模仿自然条
件下的光合作用。这些分子合成能吸收日光的二氧化钛。高分子材料涂层从日光中吸收能量
并将其释放给电极上的另一化学介质。此电极与一铂电极连接，一并浸于葡萄糖溶液中以形
成回路。
当太阳光照在光激发的电极上时，激活化学介质中的酶与溶液中的葡萄糖分子起作用，
释放出氢离子，自由的氢离子从铂电极上吸引电子，这样就能产生电流通过与电极相连的电
线。

美国科学家利用纤维素转化为氢能
据 11 月 28 日合众国际社报道美国州立大学研究员已经开发出一种方法，能够将纤维素
和其他可分解的有机原料转化为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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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教授布鲁斯·洛根(Bruce E. Logan)和助理研究员陈韶安(Shaoan
Cheng)表示，当今能源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将乙醇作为一种燃料，但是探索从纤维素提取乙醇
的节能方法至少还需要十年时间。洛根和陈韶安利用的是以乙酸为电解液的微生物电池中自
发产生的细菌，乙酸也是葡萄糖或纤维素发酵后的主要产物。
该电解池的阳极是颗粒状的石墨，阴极是带有铂催化剂的碳棒，并且，研究人员还利用
了一层现成的阴离子交换膜。细菌会消耗乙酸，并释放出电子在溶液中产生 0.3 伏的电压。
如果再从外界施加大于 0.2 伏的电压，液体中会释放出氢气。
洛根表示：“该过程产生氢能的能量是施加电能的 288%。”他认为，由纤维素或其他可
再生有机原料产生的氢气可以和天然气混合，这种混合气体可提供给天然气车辆使用。
研究发表在 11 月 20 日在线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学院学报》上。

以色列开发出车载制氢系统
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与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加拿大燃气净化技术公司合作开发出一
种车载制氢系统，该系统可直接将汽油、柴油、乙醇和生物柴油等转换为氢供燃料电池使用，
从而免去了氢燃料运输和存储的麻烦。研究人员称，这是氢燃料汽车研发上的一大突破。
目前，大多数氢燃料汽车通常都使用高压缩或液化氢为燃料，不仅运输和存储不便，而
且还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在各地建许多加氢站，这也是影响氢燃料汽车普及的主
要障碍之一。
针对这种情况，研究人员认为，既然氢燃料运输和存储困难，为什么不换一种思路，让
汽车自带制取装置呢？于是，他们研发了一种将传统制氢装置小型化的方法，可直接安装在
汽车上，只要输入汽油、柴油等传统燃料，即可转换为供燃料电池使用的氢。由于该系统不
需要改变现有燃料运输、存储的基础设施，因而解决了氢燃料汽车制造商面临的一大难题。
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研发副总裁埃米尔·贾克布斯表示，现他们已成功开发了一种使用
该车载制氢系统的吊车，并准备实现其商品化。尽管如此，这只是初步成果，要普及这一技
术，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该系统的燃料转换率具有比传统内燃机技术高 80%%的潜力，
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5%%，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科学家发现可帮助解决气候变化的嗜甲烷细菌
12 月 6 日的 nature 杂志上报道了一种发现于地球上最为极端的环境中的细菌，这种细
菌可以帮助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Calgary 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和他的同事在新西兰
Rotorua 旁边的 Hell's Gate 地热田中发现了嗜甲烷微生物，并对其进行了描述。
这种细菌是目前发现的最为苛刻的“甲烷营养微生物”，它可以用来减少垃圾场、矿山、
工业排放物、地热工厂和煤场中的甲烷排放量。这项发现再一次证实了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
命—寻找有用的极端微生物，可以解决现在世界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现在的瓶颈问题是为
极端微生物的应用寻找更大的应用空间——从创新型药物的开发到生物质向生物燃料的高
效转化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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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ell's Gate 发现的新型微生物是一种生活在科学家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酸的自然环境
中的严格嗜甲烷微生物。属于一种非常神秘的细菌家族 Verrucomicrobia,这种细菌在很多
地方都有发现，但是很难在实验室中培养。
嗜甲烷细菌以甲烷为其唯一能量来源，在消化过程中，将甲烷转化为二氧化碳。甲烷也
是一种温室气体，其产生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 20 倍，有机物质腐烂时会大量产生甲烷。
科学家很久以来就知道在酸性环境中会大量产生甲烷，这些环境包括地热地带、沼泽地、泥
炭沼等。嗜甲烷微生物会消耗其中的大部分甲烷，这对调节大气中甲烷的含量至关重要。
Dunfield 教授暂时把新细菌命名为 Methylokorus infernorum，名字可以反映出微生物
生存的地狱般的环境—沸腾的水中含有许多对其它生命体具有毒性的化学物质。
细菌的基因组测序工作已经由中国南开大学和美国 Hawaii 大学合作完成，这将会推动
其在生物科技方面的应用。
Dunfield 教授说，他想继续在加拿大的极端环境中开展筛选培养极端微生物的工作，
比如在加拿大北部的泥炭地、北 Alberta 的油砂矿及加拿大西部的温泉中。

从大气中寻找燃料的太阳能-汽油装置
Sandia 国家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小组制造了一个可以使用集中的太阳能，以化学法实现
二氧化碳向一氧化碳的转变的样机。一氧化碳可以用来制氢或者做合成液体燃料的原料，比
如甲醇、汽油、柴油或者喷气机燃料。从而用集中起来的太阳能实现燃烧的反过程。
样机的名字叫做 Counter Rotating Ring Receiver Reactor Recuperator，简称 CR5,
通过两个步骤打破二氧化碳的碳氧键，生成一氧化碳和氧气。这是通过太阳能将二氧化碳转
化为燃料的一个关键步骤。
CR5 的发明者 Rich Diver 说，这个装置的最初构想是将水转化为氢气和氧气，氢气可
用于实现氢经济。实验室的研究者们提出来将其应用于二氧化碳的转化。过去两年里他们已
经对这种想法进行了验证并且建造了样机，样机可将燃烧的产物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一氧化
碳、氢气和氧气，最后在“Sunshine to Petrol”系统中形成液体燃料。科学家们很长时间
以来就知道理论上可以实现二氧化碳的的再循环，但是大部分人认为这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是
不可行的。因此，并没有对其投入太大精力。样机的制造充分证明，通过一个两个步骤的过
程可以成功的打断二氧化碳的碳氧键并实现这个过程。
明年年初样机会全部完成。最初将测试将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然后是试验将二氧化碳
分解为一氧化碳和氧气。研究小组已经证明了一些化学物质在经过多重循环后性能不会改
变。工作的第一步是在二氧化碳集中的地方收集二氧化碳，比如发电厂、烟窗和啤酒厂。主
要目的就是在二氧化碳扩散到空气中以前收集起来。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将这些步骤集中在一
个连续的工作装置中。制造样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说明 CR5 概念的可行性并且实验怎样将
实际应用与小规模的测试结果联系起来。与最终的应用相比这个设计可能有些保守。
发明者 Stechel 说进行这项发明的动力之一就是目前减少温室气体的需要。这项发明离
上市大概还有 15 到 20 年的路要走，通过这项技术我们既可以控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的
同时继续使用我们喜欢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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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的液体燃料的应用前景很好，因为它适用于目前汽油和原油的基础设施。液体燃料
由一氧化碳合成以后可用输油管路装入油箱或者运到加油站，就像现在从石油中提取出来的
汽油一样。另外它也适用于普通的汽油机和柴油机。

日本发现可使树木耐腐蚀的特殊酶
日本研究人员日前发现了两种特殊酶，它们是日本扁柏合成抗菌物质时必需的成分。研
究人员说，将来把与这两种酶有关的基因植入其他树种，就有可能得到更耐腐蚀的普通木
材。
日本京都大学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文章说，日本扁柏是
柏科扁柏属植物，原产于日本。日本扁柏木材坚韧，耐腐芳香，可用于建筑、造纸等。因为
日本扁柏树干中心部位可以合成抗菌物质“扁柏树脂”，所以这种树木具有很好的抗菌性和
防腐蚀性。
京都大学教授梅泽俊明等人经研究确定，有两种特殊酶是合成“扁柏树脂”时必需的。
梅泽俊明说，以“长寿”著称的日本柳杉和北美红杉也含有和“扁柏树脂”类似的酶。
梅泽俊明还表示，如果能把与这两种酶有关的基因植入其他树种，就有可能得到更耐腐
蚀的普通木材，这有助于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

生物转化法生产木糖醇新工艺通过专家鉴定
众所周知，木糖醇是一种功能性甜味剂，但长期以来采用传统的化学催化加氢法生产，
不仅工艺复杂、安全性差，并且还必须以纯木糖为原料，成本较高。针对化学法生产木糖醇
存在的问题，中科院微生物所江宁研究员领导的课题组一直致力于利用生物转化法生产木糖
醇的研究，并通过与山东威龙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作进行工业性试验，生产出了纯度
99%以上的木糖醇。12 月 4 日，中科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组织专家对该成果进行了鉴定。
生物法生产木糖醇的原理是利用细胞内的木糖还原酶，将木糖还原为木糖醇。该工艺流
程在常温常压下进行，具有能耗低、设备简单、操作安全等特点。江宁课题组通过选育，得
到了一株生产木糖醇的优良菌种麦芽糖假丝酵母 Xu316，该菌种的稳定性好，可适应较粗放
的原料，其木糖醇转化率和产率都很高。并且，生物转化法可使细胞连续反复使用多次并无
需无菌操作，从而不但降低了发酵成本，也降低了设备投资和操作费用，并简化了后处理过
程。用该菌种和工艺生产木糖醇，单位细胞的木糖醇产率和发酵罐的生产强度均远远超过目
前国际上的最高水平。该工艺路线的先进性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原料利用率高。化学
法以纯木糖为原料，玉米芯水解液中有 30%以上的木糖在母液中无法利用。生物转化法直接
以价格低廉的可再生原料作物秸秆——玉米芯的水解液为原料，并利用了废木糖母液，使原
料利用率有较大提高。二是环境污染低。由于原料预处理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环境污
染，因此提高了原料利用率的同时也减轻了环境污染。此外，生物转化过程也比化学催化过
程对环境友好。三是能耗低。化学法将玉米芯水解液浓缩、结晶得到木糖后重新溶解稀释，
加氢后再浓缩、结晶，能耗高。生物转化法一次浓缩结晶得到木糖醇，降低了能耗。四是生
2007 年 12 月第 3 期 22

生物能源产业动态

产设备简单。化学法需制氢，加氢在高温高压下进行，设备要求高。生物转化法只用极少发
酵罐，主要设备是简单的反应槽。五是操作简单、安全。转化过程在常温、常压下进行，并
且无需无菌操作。六是产品质量好。生物法避免了与金属粉末催化剂的接触，其产品更适于
作食品。
微生物所与威龙集团在年产千吨级生产线以玉米芯水解液以及木糖母液为原料生产木
糖醇，得到了纯度 99%以上的结晶木糖醇，产品质量不仅明显优于化学法以同样原料生产的
产品，甚至还优于化学法以纯木糖为原料生产的产品。新菌种的获得和新工艺的建立使生物
法木糖醇对于化学法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可望取代化学法成为今后木糖醇生产的主要方法。
生物转化法生产木糖醇新工艺是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的成果之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以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范云六院士为组长的专家鉴定组通过现场考察、审阅材料、听取和
质询报告以及认真讨论，一致认为，木糖醇是功能性食品添加剂，并有多种其它用途。该项
成果用生物技术以生物质为原料生产木糖醇，对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有积极的意
义，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该项成果首次在年产千吨级中试生产规模，用麦芽糖假丝酵母
Xu316 直接转化玉米芯水解液和木糖废母液生产出了纯度 99%以上的木糖醇，转化率、产量
和产率等主要生产指标达到较高的水平，菌体多次重复使用，工艺参数稳定。该菌种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转化性能居国际领先水平。该项目鉴定资料齐全，数据完整可信，现场设备运
行正常。专家最后建议，课题组今后应进一步完善该技术，结合生物质的高值化综合利用，
尽快进行工业化生产，创造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朗盛离子交换树脂令“未来燃料”生产更高效
全球领先的特殊化学品集团朗盛公司的离子交换树脂业务部于 11 月 26 日至 27 日在柏
林国际“未来燃料”大会上展示了用于生物柴油制造的产品。此次展示的重点是离子交换树
脂产品 Lewatit GF 202。该产品能显著简化生产过程，在清除生物柴油中可损坏发动机的
杂质，如甘油、皂类和盐类等方面也有奇效。
使用 Lewatit GF 202 可生产出符合欧盟 EN 14214 质量标准的生物柴油，而不必使用成
本高昂的水洗工艺或一次性助滤剂。Lewatit GF 202 可重复使用，寿命最长可达 8 年。使
用 Lewatit GF 202 的设备体积小巧、操作简便、维护费用低，处理每升生物柴油所需树脂
的成本仅为 0.005 美分，因此极具成本效益。自 1995 年以来，此先进技术已被生物柴油生
产厂广泛采用，这些工厂的生产能力从 1000 吨/年到 50 万吨/年不等。
在朗盛广泛的离子交换树脂产品系列中，Lewatit GF 202 是一种均球大孔离子交换树
脂。这种卓越产品的颗粒大小得到优化，具有极佳的化学稳定性、机械稳定性和渗透稳定性。
得益于这些优异性能，该离子交换树脂产品的性能大大提高，使用寿命得以延长，并有望在
众多未来前景广阔的新型应用上得到使用，例如，该产品可用于从矿石中分离贵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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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基因工程改变木材成分——森林燃料之争
为了将木料变为一种新能源，科学家们正在使用一种目前仍富有争议的基因技术来改变
木材成份。木材中含有的一种被称为木质素的化合物，这种化学成分会妨碍木材中的纤维素
转化为乙醇类生物燃料。科学家们的目标就是减少其中的木质素含量。
在北卡州立大学森林生物技术研究小组主任文森特·蒋(Vincent L.Chiang)新近开发出
一种转基因树，这种树含有的木质素仅有同类树的一半。他认为这种低木质素的转基因树将
会极大地帮助解决能源需求问题。
环保主义者则认为该项试验会带来很大的生态风险。木质素不仅能在结构上加强其硬
度，还能帮助抵御有害物。从事改变木质结构的一些科学家也坦言，如果木质素减少的太厉
害，确实会使得树更加脆弱和不稳定。
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教授肖恩·曼斯菲尔德(Shawn Mansfield)认为低木质素的树种
不会有实际应用。他说：“如果低木质素的树种能够经受住自然选择的淘汰，那么他们现在
应该已然存在于野外，而不仅仅是在温室里。”
业内人士坦承他们可能面临的阻力。许多人将树视为质朴的大自然的象征，他们不会接
受将树象玉米和大豆那样被改造的做法。
美国北卡森林生物工程研究所的执行所长苏珊·麦考德(Susan McCord)则认为：
“在转
基因上，普通公众不会将树和农作物同等看待。其实林务员也是如此，与森林有着密切关系
的人对树有着特别的情感。他们不会将树和庄稼等同视之。”
乙醇主要产自于玉米粒中的淀粉。增加乙醇供应，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能源结构，为此，
科学家们正将目前转向纤维素--植物细胞壁中物质，纤维素的成分可以替代淀粉。
对于树的这种开发利用方式，拥护者们有着充分的理由：“树为纤维素提供了优良的来
源，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吸收二氧化碳，帮助人类应对温室效应。此外，树还可以像农作物一
样在每年给定的时期内按需采伐。
然而，要实现这样的替代还存在着一个技术瓶颈。乙醇的生成过程是，由酶与纤维素结
合，发生反应，将纤维素分解，产生糖，糖然后再转化为乙醇。由于纤维素被细胞壁中的另
外一种成分--木质素所覆盖，就使得这一过程尤为艰难。纸浆以及造纸厂通常是使用酸以及
蒸汽来分解木质素，要想生产乙醇，生产商或许也不得不采取同样的措施。
如果树木中含有少量木质素，那么这些工序将可以简化甚至不需要这些工序，这将大大
节约乙醇的生产成本。
基因工程可以让科学家防止木质素的生成。蒋博士称在树的正常生长所允许的范围内，
木质素的含量最高可降低 50%。
有些专家认为这种低木质素的树还需进一步的野外实地试验。2002 年发表于《自然生
物技术》的一篇论文声称，在英国和法国有一项逾四年的有关低木质素树的大型野外试验，
该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树在自然条件下可以正常生长，对于抗害虫也并没有变脆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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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遗传学者杰弗里 F。帕得森的研究甚至有一项出人意料的发
现：与类似的品种相比，较低木质素含量的高粱属的植物对于一种特殊的菌类具备更强的防
御能力。
北卡罗来纳州的蒋博士称，他的树在温室中长势正常。他发现较低木质素的树可以生产
更多的纤维素，这对酒精、纸浆和纸的生产将大有裨益，而不至于损害树的强度。他还透露，
相关的一些田野试验在美国以外其实也在进行。
阿伯基因公司的目标是减少 10%到 20%的木质素，这是一个安全的限度。可再生能源工
程实验试的研究者们的思路与减少木质素的做法大相径庭。他们在能源部 140 万美元为期三
年的资助下，正着眼于改变木质素的结构。
木质素由两种醇组成。纸浆和纸厂很清楚，其中一种醇比较容易移除。科学家们打算通
过激活或者抑制不同基因，生产出具有不同醇组合方式的树种。他们还打算进一步试验这些
树种生产乙醇的难易程度。在择定最佳结构组合的树以后，他们将会继续努力，希望能使这
种树在无需要基因改造的情况下在野外自行繁衍。
然而称这种想法可行恐怕还为时尚早。“我相信结果肯定是好的，”梅兰博士说，“人类
终将会依靠由转基因树组成的人造林来解决能源供给。”

生物燃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灾难
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体提出，不应该推荐生物燃料作为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办法。的确，
环境保护机构的数据证明，越来越频繁的使用生物燃料，使得社会损失惨重，环境严重被破
坏。
在联合国关于气候的讲话中，棕榈油等生物燃料被认为是解决气候变化的主要方法。然
而，世界各地近期研究表明，生物燃料对社会和环境都有严重的影响。一些些开发土地和水
资源的跨国公司砍伐森林，强令本地居民迁走，把土地用于种植生物燃料所需的植物。例如，
大片森林已经被开发用于种植比如棕桐树这类单一作物。更荒谬的是，生物燃料被推荐作为
解决气候改变的办法，实际上因为种植这些作物而被清除的泥炭地和被砍掉的热带森林所释
放二氧化碳数量比应用这些棕榈树所节省的量还要多。
我们认为，政府必须留意从欧盟和欧佩克等主要组织发出来的警告，并且马上行动，拒
绝生物燃料。为了阻止全球性的环境灾难继续恶化，生物燃料的种植发展和交易都必须停止。
就我们了解，世界 90％的棕榈油都是来自印尼和马来西亚，棕榈油产业加速了森林的砍伐
速度，并且迫使那些本土居民离开他们的土地。而世界棕榈油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也就是
说地球上的森林会越来越少，温室效应会继续加重。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拒绝棕榈油的消费，
并且禁止它的出口，还有就是对森林进行维护，尊重那些本土居民的土地权。
我们同时认为，生物燃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灾难，各个国家应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
重新寻找合适的替代燃料。将生物燃料推荐作为解决气候改变问题的办法，不但起不到减轻
温室效应的作用，而且还使得森林减少，人员迁徙，环境恶化。而由于生物燃料需求的大量
增加，更使得棉花、糖和食用油等必需品价格上涨，这将使得贫困地区的人们更难解决温饱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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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篇
生物实验室安全性常识（化学药品篇）
生物实验中发生的一些化学反应十分激烈，因此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潜伏着发生各种意外的因素，实验
人员在思想上要重视，需具备必要的实验中化学试剂安全知识。化学药品大致分为二类，一类是具有刺激
性腐蚀性药物，一类是有毒化学药品。本期首先介绍刺激腐蚀性药物及在实验中要注意的一些小常识。

1. 毒物
某些侵入人体的少量物质引起局部刺激或整个机体功能障碍的任何疾病都称为中毒，这
类物质称为毒物。根据毒物侵入的途径，中毒分为摄入中毒、呼吸中毒和接触中毒。接触中
毒和腐蚀性中毒有一定区别，接触中毒是通过皮肤进入皮下组织，不一定立即引起表面的灼
伤，腐蚀性中毒是使接触它的那一部分组织立即受到伤害。
毒物的剂量与效应之间的关系称为毒物的毒性，习惯上用半致死剂量（LD50）或半致
死浓度（LC50）作为衡量急性毒性大小的指标，将毒物的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
低毒、微毒五级。上述分级未考虑其慢性毒性及致癌作用，我国国家标准 GB 5044-85《职
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根据毒物的 LD50 值、急慢性中毒的状况与后果、致癌性、工
作场所最高允许浓度等 6 项指标全面权衡，将毒物的危害程度分为 1-Ⅳ级。
2. 刺激性腐蚀性药物
这类药物有的有刺激性，对眼睛、粘膜、气管有刺激作用，腐蚀损害皮肤、组织，对眼
睛非常危险。轻微引起喉痛、粘膜红肿（有的催泪）；重者引起气管炎、肺气肿，甚至死亡。
这类药物包括：
①酸类、酸酐及与潮气产生酸的物质。例如硫酸、氟氢酸、硝酸、盐酸、五氧化二磷、
醋酸、醋酸酐、酰氯化合物等。兹将强腐蚀性药物介绍如下：
（a）硫酸 是强腐蚀性酸类，吸水力强，使组织碳化，与水反应生强热；与过氯酸、
高锰酸钾反应，能爆炸！
（b）氟氢酸 强腐蚀性酸，伤口异常疼痛，可使体弱伤者疼至休克。
（c）硝酸及氧化氮 强刺激性、腐蚀性，与皮肤或组织中蛋白质作用使之变黄。
②碱类：如氢氧化钠、氢氧化钾、氨水（氨气）、有机胺类及水解生成氨之化合物。前
三者对眼睛特别危险。
③卤素及有机ω-卤代物。除具有强刺激性、腐蚀性外，还有催泪性并且是强氧化剂。
小常识：
1. 凡有害或有刺激性气体发生的实验应在通风柜内进行，加强个人防护，不得把头部
伸进通风柜内。
2. 腐蚀和刺激性药品，如强酸、强碱、氨水、过氧化氢、冰醋酸等，取用时尽可能带
上橡皮手套和防护眼镜，倾倒时，切勿直对容器口俯视，吸取时，应该使用橡皮球。开启有
毒气体容器时应带放毒用具。禁用裸手直接拿取上述物品。
3. 不使用无标签（或标志）容器盛放的试剂、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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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中产生的废液、废物应集中处理，不得任意排放；酸、碱或有毒物品溅落时，
应及时清理及除毒。
5. 往玻璃管上套橡皮管（塞）时，管端应烧圆滑，并用水或甘油浸湿橡皮管（塞）内
部，用布裹手，以防玻璃管破碎割伤手。尽量不要使用薄壁玻管。

能源百科
一次能源
是指自然界中以现成形式存在，不经任何改变或转换的天然能源资源。

二次能源
是指为了满足生产工艺和生活的特定需要以及合理利用能源，将一次能源直接或间接加
工转换产生的其它种类和形式的人工能源。

燃料热值
也叫燃料发热量，是指单位质量 (指固体或液体)或单位的体积(指气体)的燃料完全燃
烧，燃烧产物冷却到燃烧前的温度(一般为环境温度)对所释放出来的热量。燃料热值有高位
热值与低位热值两种。我国是按低位热值换算的。

地热田
是指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可以采集的深度内，富含可经济开发和利用的地热流体的地域。
它一般包括热储、盖层、热流体通道和热源四大要素，是具有共同的热源，形成统一热储结
构，可用地质、物化探方法圈闭的特定范围。

循环经济
把清洁生产和废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
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
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
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产生很少的废物。

化学需氧量
指水样中能被化学氧化剂氧化的物质在规定条件下进行化学氧化反应过程中所消耗的
氧的数量。主要表示工业有机废水中有机物的浓度。

有机垃圾
有机垃圾是人类日常生活和生产所排放的固体废弃物，可造成大气、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等环
境问题，最终威胁人类健康。同时生活有机垃圾也是一种潜在的生物质资源，通过适当的技
术加以有效利用，不仅能消除其环境危害，而且回收了其中的能源。在 20 世纪 70 年代西
方发生能源危机以后，一些发达国家更加重视城市垃圾的资源化、能源化利用，大力推行垃
圾分类收集，开发了垃圾焚烧发电、填埋气体回收利用等先进技术，形成了垃圾的资源化产
业，并得到较快的发展。

2007 年 12 月第 3 期 27

生物能源产业动态

2007 年 12 月第 3 期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