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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朱棣文：谈生物燃料革命
朱棣文教授 2007 年底在北加利福尼亚世界事务理事会（World Affairs Council of
Northern California）解释了他在新一代生物燃料方面开展的工作，并提及新科技将使得
绿色燃料成为一种全新的可持续发展能源的范例。作为一名诺贝尔奖得主，他目前任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分子与细胞生物学教授，同时担任能源部劳伦斯国家实验室主任，致
力于生物能源、可再生资源与全球变暖等重大问题的研究。
朱棣文教授认为随着世界各国对能源消耗不断增长的巨大需求，生物能源可能发挥重要
作用，生物技术与植物科学等领域快速发展促进了以非粮生物质为原料高效生产可再生能源
的进程，尤其是以全球最为丰富的生物质原料——纤维素。提高植物光合作用效率也是重要
的方法，而开发具有高转化率的合成植物（synthetic plants）是治本的方法。但在实现这
个高效的光合机器之前，世界各国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不同规模使用生物燃料。
当前的生物燃料生产还存在一些问题，依赖粮食作物来生产不是长久办法。科学家们正
在努力开发生物质转化新技术，以结束与人争粮的燃料生产模式。朱棣文教授举例说到能源
作物，如芒草，其乙醇产量为玉米的 10 倍，而且不需要肥料与水，这些作物未来很可能都
是生物燃料的生产原料。朱棣文教授本人也在从事植物纤维素的高效处理技术，而微生物
（如
蚂蚁肠道微生物）的基因组与基因工程将会促使技术的突破。

朱宏任：2008 年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
2008 年 1 月 28 日上午，国家发改委召开 2007 年全年经济运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
经济运行情况。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宏任表示，近年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成效逐步显
现，工业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发展有着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工业经济运行中业面临着一些
挑战和潜在的风险，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对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有充分的估计。
朱宏任指出，2008 年工业经济运行形势与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
第一，工业增长持续加快，节能减排形势仍然严峻。2007 年以来，我国工业呈现高位
加快增长态势，主要是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增长偏快。由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工业，工业发展
又主要依靠重工业的情况依然存在，需要继续加大结构调整。同时，大量技术落后设备的改
造淘汰仍需时间，落后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压力较大。
第二，煤电油运结构性矛盾突出，保证稳定供应难度加大。从全年情况看，能源供需总
量基本平衡，特别是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煤炭电力供应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但由于存在资源
和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区域性运输瓶颈制约，以及突发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部分地区、部
分时段供应仍然紧张，有时可能会十分严重。
第三，部分要素价格持续上涨，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受国内需求旺盛和
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上升等因素影响，流通环节的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加快。随着改革
的深入和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资源、环境成本和劳动力价格都将上升，这对于实现科学发
展十分必要，但也将推动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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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中国大力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
1 月 22 日，国家林业局发布的《中国林业与生态建设状况公报》表示，中国将大力发
展林业生物质能源。
森林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生物质能源，就其能源当量而言，是仅次于煤、石油、天然气的
第四大能源，而且具有清洁安全、可再生、不与农争地、不与人争粮等优点。
《公报》说，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主要是通过工业化利用途径，将富含油脂、木质纤
维及非食物类果实淀粉的林木生物质材料转化为多种形式的能源产品和生物基产品，包括液
体生物柴油和燃料乙醇、固体成型燃料、气体燃料、直燃发电以及生物塑料等。
中国现有灌木林、薪炭林、林业剩余物，每年可提供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生物量为三亿
吨左右，折合标准煤约二亿吨，如全部得到利用，能够减少十分之一的化石能源消耗；如刺
槐、柠条、沙棘、柽柳等资源，通过平茬收割可作为燃料用于生物发电或加工固体成型燃料。
此外，中国木本油料树种总面积超过四百万公顷，种子含油量在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植物有一
百五十四种。目前，具有良好的资源和技术基础并可规模化培育的油料能源树种约有十种，
如黄连木、麻疯树、光皮树、文冠果、油桐、乌桕、石栗树等。其中，麻风树栽培二至三年
即可结果，结果期长达三十至五十年，其果实平均含油率百分之四十左右，五年生每亩果实
产量达二百公斤，可生产生物柴油六十公斤左右。
为大力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提升可再生能源比重，促进节能减排降耗，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中国国家林业局成立了林业生物质能源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并将规模化培育能源林列
入“十一五”林业发展规划，编制了《全国能源林建设规划》、
《林业生物柴油原料林基地“十
一五”建设方案》
。为了逐步建立从原料培育、加工生产到销售利用的“林油一体化”、“林
电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中国国家林业局先后与中国石油、中粮集团、国家电网公司等开展
了合作。2007 年已在云南、四川、湖南、安徽、河北、内蒙古、陕西等省区合作建设油料
能源林基地一百万亩，并积极推动林业生物柴油加工业的发展。

政策形成合力节能减排提速
2008 年是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关键一年。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把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作为检验经济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准。为顺利完成节能减排任
务，各部门密切协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信贷、财政、税收和贸易
政策，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开始在战略上走向融合。
信贷政策收紧
1 月 20 日，中国农业银行提出，农行将严格信贷投放的环保标准，对企业信贷实行环
保“一票否决”制。此前，福建省环保局与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合作，将环境执法信
息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管理系统，以加强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的经济制约和监督。绿色信贷政
策正在从国有大型银行向商业银行，从某些地区向全国各地全面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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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信贷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是以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减排政策为基础，加强
行业信贷政策与国家产业政策的衔接，以此斩断污染企业的资金链条。去年 7 月，中国人民
银行、银监会、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出台的《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
等，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以“绿色信贷”机制遏制高
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
财政政策倾斜
近年来，我国加大财政投入，推进节能减排。2007 年，中央财政共安排 235 亿元用于
支持节能减排。同时，地方财政对节能减排的支持力度也开始加大，如山东等地纷纷出台政
策，重奖节能减排先进企业。“2008 年，财政还将加大节能减排投入。”财政部部长谢旭
人指出，这将突出表现在财政对企业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的支持上。
据介绍，2007 年，我国共对 700 家企业节能技术改造项目进行奖励，今年将继续加大
力度，预计“十一五”期间将由此实现节能量 1.3 亿吨标准煤。除此之外，中央财政还将对
经济欠发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和奖励，并加大“三河三湖”以及松花江等重点流域的治理投
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污水管网、污染减排监管体系等建设的支持力度等。
税收政策调整
谢旭人还表示，今年还将进一步完善和鼓励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节能环
保项目及专用设备投资实行定期减免或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对节能减排设备投资给予增值
税进项抵扣，完善废旧物资、资源综合利用税费优惠政策，完善支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
展的财税政策等。
开征环境税将成为 2008 年政府重点推进的税收改革之一。据了解，具体研究制订工作
由财政部税政司、国税总局地方税司和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三部门联合进行，或通过开
征独立环境税的形式，或通过现有部分税种的改革和完善，体现环境保护要求，如提高资源
税、消费税税负，同时扩大征税范围、改变计征办法等。随着 2008 年我国环境税制改革的
推进，污染环境的税收负担大幅提高已成必然。
同时，一些新的税种在逐步完善中。例如，为配合国务院提出的在 2008 年 6 月 1 日之
后限制塑料袋的生产、销售和使用，财政、税务部门将尽快制订抑制废塑料污染的税收政策，
利用税收杠杆调控塑料购物袋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贸易政策转向
外贸政策的调整对抑制我国“两高一资”商品出口的过快增长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一
些商品的关税在提高，一些在降低。近年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分 10 批次取消了 1115
个“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分 4 批次对 300 多个商品开征出口关税。自 2007 年 8 月
1 日起，财政部以暂定税率形式将电解铝进口关税自 5％下调至 0％；对非铝合金制铝条等
开征出口暂定关税，暂定税率为 15％。
今年起，财政部将对 600 多种商品实行进口暂定税率，包括煤炭、燃料油等资源能源类
产品，同时继续以暂定税率方式对煤炭、原油、金属矿砂等产品征收出口关税，对部分不锈
钢产品征收 15％的出口关税，对部分钢铁产品征收至多 25％的出口关税。2008 年将免除氧
化铝、精炼铜、电解铝进口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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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提出气候与可再生能源一系列计划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08 年 1 月 30 日通过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提议，
这些提议表明，去年确立的指标在技术和经济上是可行的，它为成千上万的欧洲公司提供了
独特的商业机会。
这些措施将大大促进可再生能源在每个国家的使用，并为各国政府制定强制执行的目
标。促使所有主要的 CO2 排放者通过对排放权交易制度（Emissions Trading System，ETS）
的彻底改革，对欧盟范围的排放量制定上限，发展清洁生产技术。欧盟领导人在 2007 年 3
月决定，这些措施旨在至少降低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20%，并在 2020 年使可再生能源在
能源消费中的份额增加到 20%。此外，还需至少减少车用燃料的 10%，排放量削减的指标将
在 2020 年增加到 30%，届时将形成一个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
背景
在 2007 年 1 月，欧洲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能源/气候变化提议，其中讨论了下列
问题：能源供应、气候变化和工业发展。两个月后，欧盟的国家元首批准了该计划，并同意
欧洲的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 for Europe）。
该计划要求：提高能源效率 20%；减少温室气体（GHG）排放量 20%；到 2020 年，可再
生能源占整个欧盟能源消费量的 20%；到 2020 年，生物燃料占汽车燃料的 10%。
基于目前只有 8.5%的能源是可再生能源，上述目标很宏伟。为了在 2020 年达到 20%的
份额，需要所有经济部门和成员国（Member States）共同努力。
委员会的建议
为了实现可再生能源的政策目标，欧洲委员会已提出了一项指示（Directive）。这旨
在建立国家可再生能源指标，以便在 2020 年可再生能源份额达到整个能源消费量的 20%，
以及在每个成员国中至少减少车用燃料的 10%。
电力、加热及制冷、运输部门通过可再生能源联系在一起。各成员国决定各部门对国家
目标的贡献，选择最适合自己国情的方式。他们还将通过支持可再生能源在其他国家和第三
国的发展，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各成员国的车用燃料都应至少减少 10%。生物燃料解决了运输部门对石油的依赖，这原
先是欧盟面对的影响能源供应安全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最后，该指示旨在消除可再生能源发展中不必要的障碍（例如，通过简化可再生能源发
展中的行政程序），并鼓励发展更佳的可再生能源（通过建立生物燃料的可持续性标准）。
指标计算
如果可再生能源 20%的整体目标可有效达到，为确保各成员国可以公平分配，委员会提
出了简单的五个步骤：
1、2005 年（此一系列指标计算的基准年）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得到调整，可反映国家的
着手点以及为成员国做出的努力，这使得在 2001 年至 2005 年增幅超过 2%。
2、各成员国 2005 年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已调整增加了 5.5%。
3、其他（欧盟中每人 0.16 油当量）由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指数表示，以反映各
成员国财富的不同层次，再乘以各成员国的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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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两个因素相加，以在 2020 年，在最终能源消费总量中获得充分的可再生能源份额。
5、最后，在 2020 年将在各成员国实行可再生能源的整体上限份额。
据委员会称，这种设定方法使各成员国可以公平分配。同时，建立原产地制度可保证使
成员国以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达到其目标，而不是发展地方可再生能源资源。各成员国将
有能力从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花费较低的成员国购买原产地的担保。
生物燃料
车用燃料减少 10%的目标在各成员国都已设定，以确保运输燃料的规格和供货情况的连
贯。缺乏生产生物燃料相关资源的成员国将很容易从其它地区获得可再生运输燃料。虽然在
技术上可以仅凭国内生产满足欧盟的生物燃料需求，但实际上，这些需求将由欧盟的国内生
产和从第三国的进口共同满足。
人们越来越关注生物燃料的生产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同时生物燃料是可再生能源政策的
关键部分，并且是解决运输业中不断增长的排放量的关键所在，除非生物燃料能够可持续生
产，否则它们不能得到推广。因此，该指示制定严格的环境可持续性标准，以确保生物燃料
生产是可持续的，且与整体环境目标并无冲突，将防止破坏生物多样性价值，如自然森林和
保护区，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原材料。生物燃料的成本高于其它形式的可再生能源，因此并
没有生物燃料的单独最低目标。
可再生能源的优势
可再生能源的众多优势（影响气候变化、能源供应的安全以及长期经济利益）被广泛接
受。委员会的分析表明，达到本国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将意味着以下几点：
1、每年减少 6~9 亿吨 CO2 的排放，减缓气候变化并使其他国家也采取同样措施。
2、每年减少 2~3 亿吨的矿物燃料消耗量，其中大部分是进口的，是欧洲市民的能源。
3、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新的经济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发展。
这一切将每年花费约 130~180 亿欧元。不过，这项投资将降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价格，
在未来促进本国能源供应的增长。
当今欧盟的可再生能源
欧盟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已世界领先，但不同的可再生能源处于技术和商业发展的不同阶
段。在某些地区和发展条件下，风能、水能、生物质和太阳能利用已在经济上具有竞争力。
但光电等其他能源，将取决于需求的增加来提高经济规模、降低成本。
目前，欧盟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强制实施两项措施：一项针对电力，另一项针对生物燃料。
加热及制冷部门作为第三部门，至今一直在欧洲计划之外。2020 年的目标提供了一个提出
覆盖所有可再生能源部门的全面指示的机会，可以将两项不同行业的独立措施适当实施，解
决跨部门的问题（如支援计划和行政壁垒）。独立的措施和单一的国家行动计划将促使各成
员国紧密整合其能源政策，集中力量进行资源的最佳配置。
欧洲委员会的新指令列出了可再生能源的目标，旨在为所有可再生能源提供一个稳定的
综合框架，这对确保投资者的信心至关重要，以便使可再生能源发挥其预期的作用。同时，
该框架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顾及各成员国的具体情况，并确保他们有足够的空间来达到
目标。此外，该指令包含清除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障碍（如过度的行政管制）的具体措施，并
鼓励对更好的可再生能源有效使用。

第6期

5

生物能源产业动态

企业
乙醇
综述：生物燃料发展遭遇瓶颈
由于生物燃料迅猛发展，需要消耗一定量的农作物，它势必产生与食物“争地盘”的矛
盾。在这种情况下，在吃饱肚子和满足能源需求之间做出选择变得越来越难。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来均警告说，生物燃料生产今后如果继续
扩大，将使世界粮食价格上涨问题进一步恶化。粮农组织去年就曾预计生产生物燃料的主要
原料——粗粮和植物油的进口价格将大幅上涨，成为拉动粮食进口费用上涨的主要原因。
生物燃料的发展前景原本一直被人们看好，尤其在油价高企的今天，生物燃料有助于摆
脱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还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关各方似乎都能得利：科学家可以得
到研究经费，风险资本家能赚钱，环保人士也欢迎，何乐而不为？
然而最基本的填饱肚子的问题却未得到充分重视。由于可耕地面积减少、水资源缺乏以
及近两年全球粮食生产不稳定，生物燃料作物种植逐渐与粮食种植之间产生矛盾。而石油价
格的暴涨对多数农产品价格的上扬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这一方面增加了农业的成本，
另一方面加剧了作为替代能源的生物燃料生产对农作物的需求。
例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一直是世界领先的棕榈油生产国。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棕
榈油被用来生产生物柴油，开始造成食用油价格上涨。对生物燃料的追逐甚至使粮食出口国
美国也感到压力。美国生物乙醇产量的提高是一年多前美国交易所玉米期货价格上涨 75%的
主要原因。
在国际政坛，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去年频频表态，反对美国的生
物能源计划。查韦斯表示，委内瑞拉每天生产 300 万桶石油，只是世界石油日产量的一小部
分，如果全世界每天生产 300 万桶生物乙醇，那么所有陆地用来种植甘蔗或玉米都不够。卡
斯特罗也指出，当今世界首要的任务是让所有人吃饱饭。
有关专家指出，生物燃料生产也会影响环境。因为生产商为获取原料，必须大规模种植
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农作物。当难以从农用地获得原料时，利润的驱使可能使亚马孙热带雨
林、大西洋热带雨林和许多珍贵草原、林地受到侵犯。这些土地上的树木每年吸收大量的二
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牺牲它们换取生物燃料，表面上看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实际上却得不
偿失。另外，种植用于生物燃料生产的农作物本身就需要耗费能源，因为播种、施肥、收割
以及运输都可能需要使用燃烧化石燃料的机械。
这一切预示着生物燃料的发展已遇到了瓶颈。欧盟委员会日前表示，由于使用生物燃料
带来未曾预见的危害，欧盟决定设定更加严格的新标准，禁止进口某些生物燃料。
未来生产生物燃料的原料不会都是农作物，更多的将是富含纤维素的有机物，如木头、
蒿草和农作物的残余物等。由于它们大量存在，生物燃料发展或许还有一条新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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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甜菜生产乙醇 农民收入增长 60%
老虎乙醇国际公司 1 月下旬宣布，当地政府已经同意，在福建省投资甜菜生产乙醇项目，
减少对玉米乙醇的依赖。该公司选择“混合工厂”模式，灵活应对市场情况，既能够生产燃
料，又可以加工糖类。据预计，种植燃料原料的当地农民可以因此增加 60%的收入。
专家认为，与玉米相比，甜菜作原料将会增加乙醇的产量，并且混合生产的方式会使农
民从糖加工中额外得到收入。当该项目实施到最后阶段，甜菜将能够达到 30 万英亩，产量
大约达 150 万吨，乙醇生产能力为 10 万吨，糖生产能力达 10 万吨。
在过去几个月中，老虎乙醇国际做了一系列实验，结论是使用甜菜生产乙醇和糖类是切
实可行的，并且投入产出效益最高。压榨甜菜出汁可以用于乙醇和糖类生产，剩余的废料还
可以制成肥料。

重庆长龙 5000 万巨资种红薯 或谋入能源产业
“公司高层确实有宣布将要投资 5000 万元在重庆万州、忠县等地种植红薯及其深加工
基地的计划，不过当时的目的是为集团生物制药公司提供药用乙醇、药用淀粉等生产原料。
现在有可能是要通过其为重庆即将投资开建的乙醇(酒精)汽油生产线提供原料。”
1 月 21 日，重庆长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一位人士证实。长龙公司此次三年投
资计划中种植红薯的面积将达到 55 万亩，也是国内首家宣布要进军能源产业的药企。
据重庆当地一位知情人士介绍，长龙公司此举的目的是应对当前国际原油供应趋紧、油
价高企的现状，而重庆试点乙醇汽油生产的两大项目均在等待国家发改委批文。
根据测算，红薯种植的纯利润达到 20%，而同样投资药品开发，其利润率也就在 5%左右，
而且投资周期还长很多。
但上述人士对“集团是否就此由药业转型到能源产业”的疑问予以否认。“一直以来，
医药产业为集团贡献了巨额的利润，现在依然是，由此来推断集团主业方向转型是草率的。
”
医药分析人士认为，长龙原本就已经有红薯种植的规划，而且也是该公司农业经济的一
部分，正好赶上重庆市要开展乙醇汽油试点的契机，由此切入应该不难理解。而实际上国内
的医药企业纷纷选择拓展其他领域来谋求新的利润点，长龙不是第一家，在 2007 年，很多
医药上市公司利润的增长点甚至就是来源于这些非主业的贡献。

北海成为广西汽车乙醇汽油试点城市
从 2 月 15 日起，广西的北海和贵港两城市成为广西区销售车用乙醇汽油的试点城市。
为做好推广工作，1 月 29 日开始，北海市乙醇办工作组对全市的社会加油站进行督促检查。
作为广西两个试点城市之一，北海市从 2 月 15 日起，全市销售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目
前北海市有 40 多个加油站属于中石化、中石油公司，这两家公司已经开始了多形式的宣传
工作；另外还有 68 个是社会加油站，由于这些加油站规模小、分布散、也没有集中管理，
所以北海市乙醇办专门组织了三个工作小组，对这些社会加油站进行督促检查，在每个加油
站张贴政府令和宣传车用乙醇汽油的宣传画，并发放一些宣传标语、以及车用乙醇汽油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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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使用手册。
据介绍，各加油站一定要对加油站内的油罐做好清洗工作，以保证在 2 月 15 日起可以
开始销售车用乙醇汽油。
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加油站改造没有达到技术规范要求，就调配、销售车用乙醇汽油的，
将责令整改和暂停经营活动，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2 月 15 日起北海市全面推
广销售和使用车用乙醇汽油，2 月 28 日前所有加油站要把所有剩余的普通汽油销售完毕，
28 号以后一律不准再销售普通汽油，违者将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美国怀俄明州纤维素乙醇装置投产
KL 产品设计集团公司于 2008 年 1 月 30 日宣布，其在美国怀俄明州的第一套纤维素乙
醇装置投产。这套小规模的装置采用废弃木料为原料。
该装置的工程建设和运作由 KL 公司进行，采用了该公司的专有技术和新开发的酶。目
前该生产装置采用软木为原料，但成功试运后将采用废弃材料如纸板和纸为原料。

美国将重点开发下一代燃料乙醇
美国能源部一位官员 1 月３０日说，美国正在积极投资开发下一代燃料乙醇——利用非
食用物质生产的纤维素乙醇，而不再投资研发基于玉米等粮食作物的传统燃料乙醇。
美国能源部负责能源保护和再生能源的助理部长卡斯纳介绍说，美国能源部已决定在４
年内投入１.１４亿美元，用于建造４个小规模纤维素乙醇生产厂。这些工厂将使用多种原
料，试验不同的转换技术，为将来建造大规模商业化的纤维素乙醇工厂收集数据。
卡斯纳是在这里参加第二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会议时作上述表示的。他
说，这是美国能源部继去年向纤维素乙醇项目投入１０亿美元之后的追加投资。
卡斯纳说，美能源部现在只支持研究用不可食用的废料生产纤维素乙醇，所资助的玉米
乙醇相关项目仅限于环境影响等研究，不再为研发玉米乙醇或其他用粮食生产的乙醇投入一
分钱。
美国能源部提供的数据表明，目前生产的玉米乙醇产出的能量比消耗的能量高出约 67
％，纤维素乙醇的产出能量则是消耗能量的４倍至６倍。但美能源部也指出，纤维素降解比
较困难，目前有关技术尚未成熟。

巴西欲设乙醇使馆为燃料乙醇正名
巴西的生物燃料部门将在布鲁塞尔设立乙醇使馆，乙醇使馆向欧盟展示巴西乙醇的进口
情况。这样可以保证巴西的乙醇能更轻易地进入欧盟市场。更重要的是，建立使馆还起到一
定的舆论效应，人们更多地了解巴西乙醇比其他生物燃料的优势所在，就会更容易接受这一
产品。
巴西乙醇比其他生物燃料能效比更高
人们怀疑生产生物燃料与许多其他燃料没有什么不同，巴西认为有必要澄清巴西乙醇和
其他生物燃料的区别。客观地说，巴西乙醇是可持续、高能效的燃料(净能量平衡达到 8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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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比 1)，而且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方面很有效(作为汽油的替代物，已达到 80%)。相反，
许多以温带作物为原料的生物燃料在减少温室气体的效果上要差很多，并且造成粮食价格上
涨，能源效率也不高。另外，巴西乙醇是使用环保电力生产的，利用从甘蔗处理过程中得到
的生物质残渣，更有利于减少排放量并增加能源平衡。
巴西乙醇受到美国、欧盟不公正评价
虽然拥有这些优点，巴西生物燃料业还是被不公的批评为能效低的生物燃料。这些批评
主要来自于欧洲和美国的战略上和科学上的推断，他们将巴西的生物燃料看作是不科学不正
确的。由于这个原因，巴西将自己展开一项运动，将环保者的能量生产观念推向更客观的方
向。乙醇使馆将更密切的跟踪欧盟的生物燃料发展，并在他们认为必要时游说介入。
甘蔗乙醇比玉米乙醇更环保
欧盟将于下周公开他们修改的关于可再生能源草案，该草案中欧盟提出一系列的液体生
物燃料的可持续标准和排放量目标。这一提议预见一个他们将原材料转换为液体燃料之前，
对原材料来源进行跟踪的系统，该系统将衡量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人们都
期望这些措施不会影响到巴西生产者，因为甘蔗和其他生物能作物，这些大量有效降低排放
量的作物是在非常友好的环境中生长的。这些规则主要是针对亚洲棕榈油生产者。美国的油
菜籽生物柴油和玉米制乙醇也受到详细检查，并发现它们很难达到温室气体排放量标准。

生物柴油
中石油在江西建“植树造油”基地
1 月 22 日从江西省林业厅了解到，作为全国林业生物质能源重点建设基地，江西省适
宜生物柴油原料林生长，被国家林业局和中石油列入“林油一体化”项目建设规划范围，正
在着手规划。今年中石油计划在赣项目区内先期启动 2-4 万亩生物柴油原料林基地建设。
在江西省的初步规划中，主要原料树种是光皮树，赣州市的于都、赣县、瑞金和石城具
有发展生物柴油原料林基地的优越条件，有可能进入首批试点县(市)。
据悉，此 4 县(市)优势条件表现在：年平均气温高，雨量充沛，适于光皮树生长；已有
优良光皮树母株 4 万余株，为开展原料林基地建设提供可靠的种源保证；有技术条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展了光皮树的人工栽培积累了一定经验；还有京九、赣龙铁路、赣粤、
瑞赣等高速公路贯穿等。
江西省林业厅造林处处长曹志远表示，事实上，光皮树在江西全境内都能生长，只不过
赣州有相对优势。于都等县的居民曾用光皮树果榨油，沉淀后就用来炒菜。一株长势好的光
皮树可产 150-200 公斤果子，出油率一般在 20%-30%之间。将榨出的油转换成生物柴油，基
本上浪费不了多少，意味着 50 公斤光皮树果可产 10-15 公斤柴油，经济价值相当高。
江西省林科院有关专家表示，利用光皮树果作为原料直接加工(冷榨或浸提)制取原料
油，加工成本低廉，得油率高。研究表明，以光皮树油为原料生产的生物柴油与 0#石化柴
油燃烧性能相似，是一种安全、洁净的生物质燃料油。
目前，于都和赣县已开始建设光皮树良种基地和苗木繁育基地。接国家林业局通知，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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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石油将在江西项目区内先期启动 2-4 万亩的生物柴油原料林基地建设。
此外，江西省同时被列为欧洲投资银行贷款“生物质能源林建设项目”试点省，为了抓
住此机遇，江西省在申报欧洲投资银行贷款。该项目贷款具有配套比例小、年利率低等特点，
总投资 3400 万欧元。江西计划申请贷款 2550 万欧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75%。

拜耳等公司开发麻疯树生物柴油
拜耳公司于 2008 年 1 月上旬宣布，其子公司拜耳作物科技将与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
司和戴姆勒公司在麻疯树生物柴油方面展开合作。
麻疯树是一种有开发潜力的替代燃料生产原料，上述 3 家公司试图通过该项目设立麻疯
树基生物燃料生产与质量标准。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是世界领先的油籽、玉米和小麦加
工企业，在全球拥有多家生物柴油工厂；拜耳作物科技计划开发有关麻疯树病虫害防治的除
草剂、杀虫剂和杀菌剂；戴姆勒公司是世界知名的汽车公司，前不久完成了一项为期 5 年的
研究项目，证明了从麻疯树中可获得高品质的生物柴油，并完成了这种燃料在测试车辆上使
用情况的研究，该公司将继续探索麻疯树生物柴油及它和其他燃料混合物对汽车发动机影
响。
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表示，随着世界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必须增加全球能源的安全
性，并使许多国家有能力利用本地的资源生产生物燃料。拜耳作物科技公司表示，可再生的
麻疯树不影响粮食生产，是生物燃料原料的极佳选择。

生物柴油仍是芬兰纳斯特的关键增长点
1 月 18 日消息：虽然其它生物柴油生产商担心原料成本大幅增长可能蚕食生产利润，
但是生物柴油仍是芬兰纳斯特石油公司(NesteOil)一个关键的增长点，未来几年公司将会把
重点放在生物柴油上。
纳斯特石油公司总裁 RistoRinne 说，在先进技术的帮助下，NesteOil 公司已经有选择
使用不同的原材料，从目前高昂的棕榈油到低廉的动物油脂，这将帮助维持生产利润。
棕榈油目前是应用最广泛的生物柴油原料。2007 年马来西亚衍生品交易所(BMD)毛棕榈
油期货市场基准合约价格涨了约 50%，迫使一些生物柴油生产商寻找替代性原料，推迟投建
新厂。
Rinne 称，全球都在努力控制气候变化，所以生物燃料需求预计将会增长，这也将有助
于全球生物柴油市场发展，意味着全球生物柴油或者生物燃料需求将会增长。
NesteOil 将于今年上半年在新加坡开始投建全球最大的生物柴油工厂，2010 年有望投
产。NesteOil 将在该项目上投资 5.5 亿欧元，建成后，该厂年产能在 80 万吨。将主要售往
欧洲和美国西部沿海。
日本将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在亚洲其它地区，中国可能也会成为一个主要市场。中国
政府正努力推广对环境有利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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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将建首个商业化液体生物燃料工厂
电 力 系 统 公 司 (Dynamo tiveEnergySystemsCorporation) 及 其 分 支 机 构 美 国 动 力
(DynamotiveUSA，Inc.)1 月底宣布，计划投资 2400 万美元在美国建立首个完全商业化运作
的液体生物燃料工厂。该厂所选厂址交通便利，与原料产地接近，而且还可以再建 4 套设备。
在建的生物燃油厂在未来一年内，可为中西部市场提供 5000 吨生物燃油，其售价相当
于 2 号民用燃料油的售价。
华盛顿生物质协调委员会主席是可再生能源的倡导者。他说，该工厂的建设是将美国从
依赖能源进口的被动中解脱出来的重要举措。这使美国的能源可持续发展有了希望。
生物燃油可以以各种纤维废弃物为原料，不依赖作物产品；能充分燃烧，产生的氮氧化
物较传统燃油产生的少，而且几乎不产生氧化硫。氧化硫会导致酸雨。生物燃油具有价格竞
争优势，可以替代广泛用于工业锅炉的 2 号或 6 号民用燃油，在加拿加被批准使用生态标志。
这意味着它已通过认证，达到加拿大为工业燃油制定的严格的环境标准。
电力系统公司总部设在加拿大，在美国、英国和阿根廷设有办公室。其高温分解技术不
会产生碳或其他温室气体释放，可以将废弃的生物质转化为生物燃油和热能。生物燃油可以
被进一步转化为汽车燃油。

百威终止收购生物柴油业务
百威国际 1 月底宣布，终止收购生物柴油业务之协议，但认为终止收购协议对公司的经
营及财政状况并无重大不利影响。
该公司解释，监于全球金融市场气氛淡静，认为目前难以从银行或其它财务机构取得资
金，支付生物柴油项目的首期融资，因此第一期发展可能延迟一段较长的时间，而取得首期
融资为第一批完成的先决条件之一，故公司与卖方均认为该先决条件于未来数月亦未必能达
成，故认为停止收购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百威早前宣布以 11 亿元作价，收购 Halliwood 全部已发行股本，Halliwood 主要经营
生物柴油业务。

通用汽车公司计划从垃圾生产生物燃料
通用汽车公司于 2008 年 1 月中旬宣布，计划从垃圾生产生物燃料，其成本将低于 1 美
元/加仑。
通用汽车公司与位于美国依利诺斯州的 Coskata 公司组建合作伙伴，Coskata 公司已开
发了从任何可再生资源，包括废旧轮胎和植物废弃物制取乙醇的方法。
这一工艺与从谷物生产乙醇相比有了很大改进，因为它使用的水和能量很少，并且无需
将食品转化为燃料。这一突破意味着生物燃料发展将具有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可减少对石
油的依赖。
通用汽车公司将会拥有第一套商业规模装置，到 2011 年生产 5000 万—1 亿加仑乙醇。
据 Argonne 国家实验室分析，采用 Coskata 公司的工艺与汽油驱动相对比较，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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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将可高达 7.7 倍，CO2 排放减少可高达 84%。该工艺可使用少于 1 加仑的水生产 1 加仑
的乙醇，而其他工艺需用 3 加仑以上的水。
通用汽车公司已推出天然气-电力混合动力车，该公司是灵活燃料汽车工业的领先者，
灵活燃料汽车可采用混以高达 85%乙醇的汽车驱动。
通用汽车公司也将在今后 4 年内推出 16 种新的混合动力车，包括可仅用电力的组合式
混合动力车，当该公司向美国、欧洲和日本交付超过 100 台 Chevy Equinox 燃料电池车后，
该公司将拥有世界最大的燃料电池试验车队。

印尼生物柴油公司面临 3 亿美元的损失
印尼生物燃料生产商可能面临大约 3 亿美元的损失。生产成本大幅提高已经迫使一些生
物燃料公司倒闭。
印尼生物燃料生产商协会的报告称，自 2007 年 8 月份以来，由于国际棕榈油价格飙升，
至少有 17 家使用毛棕榈油为原料的生物燃料公司已经停产。
这份报告说，棕榈油的成本在每吨 1000 美元，而生物燃料售价只为每吨 950 美元。由
于生物燃料价格高企，许多公司还发现订单减少。

生物制氢
中国氢能的发展预测
氢能开发利用首要解决的是廉价的氢源问题。从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中制取氢
气，国内虽已有规模化生产，但从长远观点看，这已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非化石燃
料中制取氢气才是正确的途径。在这方面电解水制氢已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研究降低制氢
电耗有关的科学问题，是推广电解水制氢的关键。光解水制氢其能量可取自太阳能，这种制
氢方法适用于海水及淡水，资源极为丰富，是一种非常有前途的制氢方法。
储氢技术是氢能利用走向实用化、规模化的关键。根据技术发展趋势，今后储氢研究的
重点是在新型高性能规模储氢材料上。国内的储氢合金材料已有小批量生产，但较低的储氢
质量比和高价格仍阻碍其大规模应用。镁系合金虽有很高的储氢密度，但放氢温度高，吸放
氢速度慢，因此研究镁系合金在储氢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可能是解决氢能规模储运的重要途
径。近年来，纳米碳在储氢方面已表现出优异的性能，有关的研究国内外尚处于初始阶段，
应积极探索纳米碳作为规模储氢材料的可能性。
在氢能利用方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仍是实现氢能应用的重要途径。在我国质子交换膜
燃料电池已有技术基础上，除继续加强大功率 PEMFC 的关键技术研究外，还应注意 PEMFC
系统工程关键技术开发和系统技术集成，这是 PEMFC 发电系统走向实用化过程的关键。此外，
天然气重整制氢技术开发与实用化对在我国 推广 PEMFC 发电系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PEMFC 电动汽车具有零排放的突出优点，在各类电动汽车发展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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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冰岛首推氢动力商用船
北欧国家冰岛一直致力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继 2003 年建起世界首座商用加氢站、
去年首次推出氢动力汽车租赁业务后，冰岛“埃尔丁”号客轮几周后也将完成改造工作，成
为世界首艘氢动力商用船。
路透社 1 月 23 日报道，
“埃尔丁”号的成功改造，标志着冰岛正努力成为世界首个不使
用化石燃料的国家。
“埃尔丁”在冰岛语中意为“闪电”。这艘氢动力船核定载客量为 155 人，完成改造后，
将于今年 4 月投入使用。届时，前往冰岛的游客便可乘坐这艘客轮出海观鲸。
使用氢动力后，
“埃尔丁”号的发动机噪音将大大减小，游客只需花费约 62 美元便可享
受一次安静的“观鲸游”。
富有观鲸经验的维格尼尔·西古尔斯韦恩森说，以往的观鲸游由于受到轮船柴油发动机
的噪音干扰，船员在航行途中发现鲸后会关闭主发动机，以便游客聆听鲸划水和喷水时的声
音。“但当我们拥有氢动力发动机后，客轮将会完全静音，使游客的观鲸游变得更为神秘，”
他说。
除能让游客更好地观鲸，“埃尔丁”号还肩负着测试氢动力船航海能力的任务。

生物质发电
广州拟投资近 9 亿元建三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1 月 25 日，注册资本 3 亿元、总投资近 9 亿元的广州环保投资有限公司正式开业。据
该公司董事长潘胜燊称，未来三五年内广州八成以上的垃圾将采取焚烧发电的方式进行处
理，目前广州正在筹划 3 个日处理能力为 8000 吨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初步定于萝岗、番
禺和花都三区。
据介绍，目前广州每天产生约 7000 多吨垃圾，其中 6000 多吨进入兴丰垃圾填埋场填埋，
到 2010 年，该填埋场将达到饱和。届时，广州每天产生的垃圾将达到 1 万吨，垃圾将成为
广州的一大难题。
广州环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潘胜燊表示，焚烧发电是目前世界上处理垃圾的最好办
法，而目前广州仅有李坑一个焚烧发电厂，每天处理的垃圾仅 1000 吨。该公司成立后，首
个项目就是建设李坑二期工程。
“广州正在筹划 3 个新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他同时表示，广州的垃圾处理量太大，
仅仅依靠李坑的一期和二期项目来处理远远不够的，筹建更多的垃圾焚烧项目是必然趋势。
广州市政府有意向在萝岗、番禺和花都三区建设总处理能力达 8000 吨的新项目。

废弃枝条发电项目落户山东栖霞
2008 年 1 月 20 日，经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同意，将在栖霞市建设生物质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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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这是国内首家以废弃果木枝条为主要燃料的生物质发电项目。
生物质发电是一种新型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据统计，栖霞市每年修剪下来的各类果
树枝条量为 30 余万吨，灌木枝条 60 余万吨，总量可达 90 余万吨。这些枝条除少部分被农
民当作薪柴取暖做饭以外，绝大部分都被废弃。此次生物质发电项目正是利用这些丰富的废
弃枝条作为燃料建设发电厂。此外，枝条燃烧发电后的灰渣是一种优质廉价的有机肥原料，
可直接施用于耕地，也可经加工成为优质花木肥料，大大降低施肥成本。
据悉，该项目为电热联产，投产后每年除并网发电 2.5 亿度以外，还可提供每小时 50
吨的蒸汽供居民生活和取暖，将结束栖霞城区无集中供暖的历史。

中资企业在马来西亚利用废水发电项目获得成功
马来西亚一家中资企业综合利用棕榈油加工厂排放废水发电项目获得成功，该项目 1
月 19 日在马来西亚彭亨州珑宾县境内的一家棕榈油加工厂稳定运营，技术指标得到马方认
同。
这个项目是由沼气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从中国引进专家和技术经过多年研究试验，于去年
11 月在马来西亚投入使用的。这也是中资企业在马来西亚开发并投入使用的首个该类项目。
沼气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经理连达志 19 日表示，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生
产和出口国之一，但在加工棕榈油的同时，工厂排放的大量废水对环境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该公司几年前开始在马来西亚实验开发这个项目，规模由小到大，目前运行的项目发电装机
容量达到 200 千瓦，能满足棕榈油加工厂生活区等辅助用电需要。
连达志说，目前在马来西亚使用的沼气发酵技术有铁罐式、大棚式等几种，但沼气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开发出的综合系统在马来西亚尚属首个。公司已在马来西亚申请专利，其技术
指标得到马来西亚棕榈油局的认可。公司准备推广这个项目，不仅用于棕榈油加工厂废水排
放处理发电，还将用于其他生物能源开发项目。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商务参赞高文宽 19 日在参观后表示，沼气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这
个项目是中资企业在马来西亚开发生物环保技术获得成功的典范之一，填补了马来西亚在这
方面的技术空白。

葡萄牙已批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 9000 兆瓦
葡萄牙能源地质总司(DGEG)透露，葡萄牙境内发电厂获批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
9000 兆瓦，其中 78%已经建成。
葡萄牙再生能源发电主要集中在水利资源丰富的北部地区。截至 2007 年 10 月，葡萄牙
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已达 7366 兆瓦，其中水力发电能力 4805 兆瓦、生物质发电能力 357 兆瓦、
风力发电能力 2065 兆瓦。目前葡境内共有 150 个风力发电场，共有 1125 台风力发电机组。
截至 2007 年 10 月，葡萄牙已批风力发电总量为 3343 兆瓦，如果保持现时风力发电项目的
落成速度，到 2008 年底，葡实际风力发电能力将达 2800MW。葡风力发电能力最强的地区包
括：维族尔(Viseu)，布朗库堡(Castelo Branco)，科英布拉(Coimbra)，里斯本(Lisbon)，
维拉.雷尔(Vila Real)，圣塔伦(Santarem)，雷利亚(Leiria)和布拉加(Br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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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气
全球最大的畜禽类沼气发电厂在内蒙古投产
全球最大的畜禽类沼气发电厂 1 月 18 日在内蒙古正式投产发电。该电厂由内蒙古蒙牛
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4500 万元建设，总装机容量 1.36 兆瓦。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在中国有 5 大牧场、数万头奶牛。为有效解决牧场粪便污水的再生
利用，经过多方考察，蒙牛乳业于 2007 年 4 月投资 4500 万元建设了这个装机容量为 1.36
兆瓦的牛粪沼气发电项目。
新建成的沼气发电厂以蒙牛澳亚牧场 1 万头奶牛为依托，可日处理牛粪 280 吨、牛尿
54 吨和冲洗水 360 吨。该项目投产发电后，可实现年产有机肥 20 万吨，每年可向国家电网
提供 1000 万千瓦时的电量。
蒙牛沼气发电项目最大的优点是实现牧场粪便污水无公害、无污染、零排放，而且其发
电产生的热能将用来维护牧场的日常供暖，所生产的中水全部用于园区绿化和灌溉牧草，形
成了牧场种植、奶牛养殖、产品加工良性循环的经济体系，相当于每年节省约 5000 吨标准
煤。
蒙牛乳业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公司已在全国 5 大牧场建成了相配套的沼气发电厂，另有
3 个牧场也正在建设，预计到今年底，蒙牛将建成 20 个沼气发电厂。

丽水建起全国首个屠宰场“沼气电厂”
1 月 23 日，丽水市新建的机械化定点屠宰场试车成功，它不仅可以每天屠宰生猪 1500
头，还可以利用屠宰场污水与废弃物产生沼气发电，每年可发电 2000 万千瓦时，生产有机
肥 1 万余吨。据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查询显示，屠宰场里建“沼气电厂”在全国还是首例。
沼气发电属于可再生能源与绿色能源，是我国鼓励发展项目。总投资为 3224 万元，预
计三四个月后，便可以正式投产发电。
沼气发电的整个工艺流程是，屠宰场污水与废弃物经过高温消毒或烘干碾碎后，排入沼
气罐发酵，然后利用沼气燃烧发电。剩余的沼渣则烘干后，制成有机肥颗粒，销往市场。
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有关专家介绍，屠宰场每吨污水与废弃物发酵后可产生 5.5 立方米沼
气，每立方米沼气可转化为 1.25 千瓦时电能，每吨污水理论计算可发电约 6.8 千瓦时。
“肥水不流外人田，今后屠宰场不再是污水横流了。
”屠宰场业主单位丽水三农食品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光介绍说，项目投入运行后，可实现日处理综合污水 300 吨，农畜废弃
物、污泥等固废 250 吨，病死畜禽 6 吨的能力，工业污水排放可达国家一级标准。
新建的沼气发电项目设计总装机容量为 4000 千瓦，年发电量约 2000 万千瓦时，若按一
个家庭一天用 3 千瓦时电计算，可供 2 万个家庭一年使用，相当于一个小型水电站的规模。
利用沼气发电，既带来了环保效益，也带来了经济效益。吴建光算了一笔账，依据《可
再生能源法》有关政策，沼气所发的电可以进入国家电网，按每千瓦时 0.65 元收购，年产
值约 1300 万元，而沼气发电后的废渣可制成有机肥 1 万多吨，按市场价每吨 800 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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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收入可达 800 多万元。
丽水市定点屠宰场利用沼气发电项目，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与国家科研单位的支持。项
目中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和利用”与“污泥无害化处理和利用”两项新技术还获得了国
家发明专利。

2007 年广西新建沼气池 207469 座
2007 年，广西新建沼气池 207469 座，占计划任务 20 万座的 103.73%。全区累计建设沼
气池 314.43 万座，沼气池入户率达到 39.30%，排在全国各省区第一位。
2007 年广西各市、县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争时间，抢速度，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沼气池建设局面。作为牵头部门的自治区林业
局通过六项措施推进沼气项目建设。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自治区林业局多次召开工作会议对沼气建设工作进行部署，每月对
沼气进展情况进行检查督促。
二是筹措资金，确保项目顺利实施。除自治区财政资金外，自治区林业局还积极争取中
央农村沼气国债项目资金的扶持，2007 年广西获得中央农村沼气国债项目资金 13494.65 万
元。
三是加大培训力度，确保建池质量。2007 年全区共举办沼气技术培训 37 期，培训沼气
技术人员 2491 人，这些技术员经过考试全部获得国家沼气生产工职业资格证书。目前全区
拥有沼气生产工 13040 人，其中初期工 10514 人，中级工 2513 人，高级工 13 人。
四是科学规划、配套建设，实行专业队施工制。各地重点推广国家和自治区推荐的先进
池型，并根据当地的实际，编制科学的沼气池建设规划。积极引导有条件的农户将沼气池建
设与改厨、改厕、改圈、改路、改水、改庭院等有机结合起来。沼气池建设严格按照国家有
关技术标准，规范施工，严格检查验收，杜绝农民自建。
五是抓好服务体系建设。2007 年自治区林业局投入乡村服务网点建设资金 110 万元，
建设乡村服务网点 44 个；获国家扶持广西乡村服务网点建设资金 412.3 万元，在 21 个县建
设乡村服务网点 217 个。此外，自治区农村能源办还制作了《沼气池管理及综合利用技术》
科普片，向广大农民宣传沼气池技术，提高沼气池的使用和管理水平，提升效益。
六是抓好督查和沼气池安全生产工作。自治区林业局共组织了 3 次督查，重点督查沼气
资金到位、建设进度和建池质量情况，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主要领导都亲自参加，组织农
村能源技术员分赴各村屯对存在隐患的池体进行维修，对老化的输气管道进行更换，发放通
俗易懂、文图并茂的安全使用宣传手册，确保广大沼气用户的安全。

香港垃圾堆填区沼气“转废为能” 可代替天然气
香港特区政府、远东环保垃圾堆填有限公司和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将垃圾堆填
区产生的沼气，净化后输到中华煤气的大埔制气厂，以代替天然气作为生产煤气的燃料。有
关计划可令香港每年减排 13.5 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少砍 340 万棵 10 年树木。
特区政府 1 月 25 日举行新界东北堆填区沼气应用项目启用仪式。环境局局长邱腾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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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时表示，“转废为能”是特区政府未来环保发展的主要方向，新界东北堆填区沼气应用项
目是全港最大规模以至世界前列的应用堆填区沼气计划，该计划可减少在煤气生产过程中使
用石化燃料的用量和减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有助改善香港的空气质量。
据此间媒体报道，坐落于打鼓岭的新界东北堆填区每小时产生 6000 立方米的沼气，其
中近一半经净化处理后，将输送至中华煤气的大埔制气厂作燃料之用，而另一部分则为远东
公司位于堆填区的写字楼提供电力。

生物基材料
澳恺食品引进玉米淀粉基生物降解生产线
1 月底，庆阳市澳恺食品有限公司引进玉米淀粉基生物降解生产线，所生产的餐饮用具
等产品以玉米、植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废弃物可综合利用、自然降解。目前，澳恺公司所有
类型的产品已全部被铁路、民航部门预订出去。

“限塑”推动生物降解塑料加速发展
作为普通塑料袋的替代品，目前我国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研发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存在加
工难度大、价格较高、综合性能欠佳等问题；国外对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的研发和应用较早，
已申请多项专利，对我国新产品开发形成一定技术壁垒
与时俱进，“限塑令”拉开遏制污染帷幕
1 月 9 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宣布自 2008
年 6 月 1 日起，
“在全国范围内将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
并将对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
提供塑料购物袋。该制度一经颁布立刻引起社会各方强烈反响，小小的塑料袋开始收费，预
示着塑料加工行业的环保不再只是生产厂家的责任，消费者也应加入这一行列。
据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统计，我国每天对塑料袋的使用量高达 30 亿个，其中仅用于
买菜的塑料袋就达 10 亿个。多年来，塑料购物袋在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因为旧塑
料袋回收管理不到位及过量使用等原因，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目前，全球已经形成一
个禁用塑料袋的浪潮，美、日、德等国都将治理旧塑料袋污染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考虑，治理
矛头同时指向商家、厂家和消费者。
国外市场环保要求的不断升级，也给我国的塑料袋制造业带来巨大压力。近两年，我国
塑料袋出口先后遭到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调查，使本就依靠获取“微利”存在的小生产企业
举步维艰。此次国内掀起遏制塑料袋使用的风潮，对相关生产企业又是一种旁敲侧击——限
制使用只是手段，只有在生产源和废塑料的回收上多下工夫，才能使“限塑令”有效落实。
塑料袋由“免费提供”走向“有偿使用”
，旨在通过经济杠杆，将塑料袋的成本摊进消
费者的购物行为中，从而抑制消费者对塑料袋的使用。虽然该制度的效果尚待验证，但这毕
竟是有效遏制旧塑料袋污染的第一步。为此，国家发改委应抓紧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将超薄塑料购物袋列入淘汰类产品目录，同时也需要质检、工商、环卫、科技及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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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部门通力合作，建立废塑料从回收、运输、贮存到再生利用的全过程环境管理体系，支
持、鼓励废塑料综合利用产业的发展。
“两条腿”前行，替代品发展势在必行
几年前，国家也曾出台文件禁止餐馆使用一次性塑料餐盒，但时至今日，在一些地区，
一次性塑料餐盒仍大行其道，最重要的原因是找不到适合的替代产品。
目前生物降解塑料作为一种治理塑料废弃物的全新技术途径，经过多年研究开发已取得
一定进展，但还存在加工难度大、价格较高、综合性能欠佳等问题，从而制约此类环保产品
的大规模推广和应用。而国外对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的研发和生产应用较早，并已申请多项专
利，对国内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形成一定的技术壁垒。
长远看来，“限塑令”只是增强公众环保意识的一种手段，虽然也会对企业生产、销售
造成一定影响，但根本上还需要国家对相关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大力发展可降解环保产品，
以推动塑料制品产业的升级换代。

到 2020 年生物塑料将占塑料市场份额的 30％
根据一项由 Helmut Kayser 咨询公司（Helmut Kayser Consultancy）撰写的市场研究
报告显示，生物塑料市场每年有 8%-10%的高增长率。目前，生物基材料大约覆盖了塑料市
场的 10%-15%，这一份额在 2020 年可能增长到 25%甚至 30%。报告还显示，汽车行业通过整
合生物基材料，将向绿色产业转型。
此前研究人员发现，从能源作物中获得的生物塑料和可再生生物基化学品已成为对生物
质和土地资源最有效、最具潜在成本效益的利用模式，这甚至超过一些液体生物燃料。这些
知识正越来越多的融入具体市场活动中。
生物塑料市场本身就很巨大。2007 年其产值超过 10 亿美元，并将在 2020 年超过 100
亿美元。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汽车和电子行业的新产品和技术创新来进入该市场，并进行投
资，这促进了市场的蓬勃发展。现在有 500 多家生物塑料加工企业在经营，预计到 2020 年
将超过 5000 家。
“无毒害”对可再生生物塑料行业来说至关重要，而可持续、环保生产模式是其发展原
动力。Helmut Kaiser Consultancy 早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只有不到 3%的废弃塑料得到
循环使用，而纸的循环率为 30%，金属为 35%，玻璃为 18%。
全球石油资源正在快速枯竭。持续的高油价促使生物塑料行业得到较好较快的发展。传
统的塑料由化石燃料加工工业的副产品为原料进行生产，不能自然降解，并且是导致海洋生
物多样性濒临灭绝的主要因素。相反，生物塑料是可持续、环保的原材料，最重要的是，生
物塑料容易生物降解、可用作肥料并循环使用，因此在新型生物技术的推动下将得到巨大发
展。
生物塑料的一个优势表现在它可作为可再生材料的植物源使用，这符合“连锁”能源战
略（'cascading' resource strategy）：在生物基产品经过使用后，还可进一步回收生成
“新”生物质原料，用于产热、有机或化学转化过程中，以产生其他新产品。此外，生物塑
料在技术上克服了早先很多问题，现在如同传统塑料般耐用、可行、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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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塑料的生产不仅更环保，而且还会降低生命周期中的排放量。如生物燃料可减少温
室气体（GHG）排放量，特别是二氧化碳。未来，当高效的生物质生产和供应链到位后，减
少 GHG 的优势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Helmut Kayser 咨询公司认为，由于欧洲有限的原油储备，使其将成为生物塑料最重要
的市场。近年来，生物塑料已广泛应用于食品和包装工业、医疗、玩具和纺织等行业。预计
在不远的将来生物塑料方面会有更多的创新，并带动更多的应用，特别是在汽车工业和电子
行业发挥重要作用。汽车公司认为从植物中获得的塑料部件将符合环保消费者的需求，丰田
公司在研发和使用领域已经占据领先地位。
生物塑料生产企业目前拥有专用厂房相对较小，并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未来，生物塑
料可能会成为真正的综合性“生物炼制加工厂”（biorefineries），利用生物质生产多种
化学产品，从燃料与绿色平台化学品（green platform chemical）到纤维制品和生物高聚
物，范围广阔。
该研究报告还讨论了生物塑料的市场结构、世界各地的发展、应用和技术问题，指出生
物塑料市场覆盖了生物塑料的制造、加工、分销、回收和再生原料利用等多个环节。

其它
BP 在华增资进军清洁能源风电醋酸三大领域
BP(英国石油公司)1 月 19 日突然宣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一系列重要协议，所涉
领域包括：清洁能源商业化中心、世界级规模醋酸生产及风电。与 BP 签订协议的中国机构
和企业包括中国科学院、中石化集团及国内风电设备制造龙头——金风科技旗下一家子公
司。至此，BP 在华商业投资已逾 40 亿美元。
出席签字仪式的 BP 集团副总裁、BP 亚太地区总裁兼 BP 中国总裁德凯瑞表示，BP 的各
项商业和社会投资均服务于同一目的，即从中国国情出发，在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同时，
保护并改善自然环境。
合造清洁能源商业化中心
据介绍，BP 此次与中科院签署了为成立清洁能源商业化中心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框
架协议。这标志着自 2007 年 8 月 1 日双方签订谅解备忘录以来，清洁能源商业化中心的建
设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BP 与中国科学院在协议中约定，清洁能源商业化中心将依托先进的商业模式，集成中
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和其它中外研发机构开发的煤气化、煤液化、煤化工、联合循环发电、
碳捕获及封存、煤层气等单项清洁能源技术，使其实现工业示范和商业应用，从而形成有竞
争力的技术集成系统和诸如煤炭多联产的综合解决方案，并努力将清洁能源商业化中心打造
成为一个加强研究所、企业和其它机构紧密合作的国际平台，提高中国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
促进包括清洁煤转换、污染物零排放、碳捕获及封存等技术的市场应用。BP 与中国科学院
还商定，以清洁能源商业化中心为合作平台，支持中英两国推进和实施清洁煤近零排放创新
计划，进行清洁煤近零排放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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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联合工作组正就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合资协议的编制积极开展工作，计划在
2008 年底成立清洁能源商业化中心。
扩产醋酸并进军风电
同一天，BP 与中石化集团就在重庆增建一座年产 65 万吨的醋酸生产厂也签署了一份谅
解备忘录。这标志着，继重庆扬子江乙酰化工醋酸的成功投资和目前在建的南京 BP 扬子乙
酰化工醋酸项目合作之后，BP 和中石化在醋酸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又取得一次重大进展。
据悉，新建的醋酸生产厂将采用 BP 全球领先的专利技术，年设计生产能力 65 万吨。预
计新厂将于 2011 年投产。
不仅如此，BP 还与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北京天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合
资框架协议，旨在共同投资开发、建设、拥有并运行内蒙古白云鄂博镇附近的三个 49.5 兆
瓦的风力发电场，双方还一致同意在内蒙古地区寻求其它风电投资机会。

威远生化拟定向增发，购二甲醚业务
威远生化拟向实际控制人王玉锁控制的新奥控股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000
万股 A 股，以购买新奥控股拥有的新能(张家港)能源有限公司 75%的股权，和新能(蚌埠)能
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这两家公司主营业务都是生产二甲醚。威远生化初步估计，此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拟购买的资产目前预估值约 5.5 亿元，此次发行的价格不低于董事会决议公
告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7.56 元/股。

帝斯曼合作开发可再生原料生产功能材料
帝斯曼公司与法国淀粉生产商 Roquette 公司于 2008 年 1 月 21 日宣布，合作开发以可
再生的琥珀酸(丁二酸)为原料发酵生产生物基功能材料，包括聚合物。
琥珀酸现由原油和天然气来生产，用作为几种高性能聚合物生产的中间体，以及其他许
多工业应用，如医药、食品和汽车。
该可再生原料合作伙伴将在法国 Lestrem 建设产能为每年数百吨的验证装置，将于 2009
年投运。帝斯曼公司还将在 2 年内进一步建设世界规模级装置。
利用可再生资源使用发酵工艺，除了可节能 30%-40%外，还可在工艺过程中使用 CO2。

地热：美国犹他州建地热发电站
Raser 技术公司 2008 年 1 月中旬宣布，与 Merrill Lynch 公司签署在美国犹他州建设
155MW 地热发电站协议。这将是 Raser 技术公司建设的第一座地热发电站。
该地热电站预计于 2008 年第三季度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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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
新技术大大降低 DNA 测序成本
伊利诺斯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计算机模拟，展示了一种 DNA 测序新技术—待测 DNA 分子
通过来回穿过一个位于半导体芯片上的纳米孔电容器进行测序。该技术有望制造一套使人类
基因组测序更为快捷可靠的设备，并可望使个人基因组的测序花费控制在 1000 美元以内，
这是大多数保险公司愿意承担的费用限度。医生通过了解患者的基因组结构，可准确判断出
病因，及时调整用药与疗程，这将开启个性化治疗的新纪元。
伊利诺斯大学物理学教授、贝克曼研究所的研究员 Aleksei Alsimentiev 表示，尽管对
于新技术有浓厚兴趣，但他们还不清楚纳米孔是怎样阅读 DNA 序列的。此项研究成果刊登在
《纳米通讯》上。
模拟实验是在伊利诺斯大学的国家超级计算应用中心内进行的，研究人员制造的纳米孔
电容器有两层掺杂硅的传导层，传导层之间被二氧化硅绝缘层隔开。不同序列 DNA 分子具有
不同的电场，来回穿过纳米孔时会产生转性的静电位，在电容器的上下层膜之间被检测到。
Aleksei 教授表示，制造一台用于检测静电位和解码 DNA 序列的半导体是目前的技术水
平可以达到的。他还表示纳米孔的电位膜已经制造出，并记录到了 DNA 来回穿过时产生的电
位差。我们的下一步工作是尽量减小整套设备的噪音以及减缓 DNA 穿过纳米孔的速度。

制造生物燃料丁醇的新技术
木质茎、稻草、农业残余物、玉米纤维和外皮都含有大量的纤维素和部分木质素，这些
木质纤维材料都可用于制造生物丁醇。丁醇被认为是一种优于乙醇的生物燃料，因为它的腐
蚀性更小，热量值更高。如同乙醇一样，丁醇也可添加到汽油中。
华盛顿大学的助理教授 Lars Angenent 博士从美国农业部的合作者中拿到预处理的玉米
纤维，也就是用玉米生产乙醇的副产品。然后将这些木质纤维原料放入沼气池，与数千种不
同的微生物混合，以将生物质能转化为丁酸。接着，这些丁酸再交给另一位合作者 Nasib
Qureshi 博士。Qureshi 博士利用发酵器将丁酸转化为丁醇。
美国农业部的研究人员 Bruce Dien 博士和 Michael Cotta 博士，用物理和化学的方法
对难以降解的木质纤维原料进行处理，使之更容易降解。这是 Angenent 博士将混合物能进
行神奇转变非常关键的一步。Angenent 博士用包含数千种不同微生物的混合物，并优化了
环境条件，以选择一个细菌群落，创造一个有利于玉米纤维转化为丁酸的环境。
Angenent 说，我的实验室主要就是用混合的细菌培养物。混合细菌培养物的优点是它
可以利用任何废弃物，并且通过我们的操作，能够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东西。举例来说，我
可以改变培养物中的 pH 值。如果保持 pH 中性，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甲烷气；如果我调低 pH
值，就可以得到丁酸。换句话说，如果只使用单一微生物培养物，那我就不得不担心会有其
它的微生物混入并改变和污染了环境。
木质纤维原料来源丰富，是可再生的，用来生产丁醇是处理废弃物的好办法。这对农业

第6期

21

生物能源产业动态

生产者和农村的经济也大有好处，并且因为这种生物质是碳中性的，所以不必担心二氧化碳
被释放到大气中。利用微生物燃料反应池和混合的微生物培养物，Angenent 近年来已实现
在废水处理的过程中产生电力或氢气。
利用废弃物生产生物燃料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是，它不必与人争粮，不会因为要种植作物
加大肥料和农药的使用，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这在当前粮食价格高企、国际粮食安全受到
冲击、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对丁醇的研究越来越吸引人。许多有战略眼光的企业也加大对生物丁醇的投入。
2006 年，美国杜邦公司(DuPont)和英国石油公司(BP)宣布与英国糖业公司(British Sugar)
合作从甜菜中生产丁醇，以添加到混合汽油中。

大肠杆菌工程菌生物产氢量提高 140 倍
德克萨斯州 A&M 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化学工程系的科学家们在基因层面上研
究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E. coli）功能菌，并增强其利用糖类进行生物制氢的能
力。化学工程系中 Artie McFerrin 部门的 Thomas Woods 教授对菌株进行改良，使其制氢量
比自然状态下高出 140 倍。他关于 这种气态生 物燃料潜力的研 究发表在 Microbial
Biotechnology 上。这位教授预计，地方化、分散型生物制氢将与糖原料共同运输到小型工
厂，通过细菌发酵将其转化为富含能源的纯净天然气。
Wood 承认，在将他的研究转化为任何类型的商业应用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他的
初步成功对于氢能源经济是重要的垫脚石，许多人相信，氢能源经济对清洁机动性、摄取可
再生生物能源及加强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可再生、清洁高效的氢能源是燃料电池技术的
主要成分，这一技术可以为任何设备提供能源，从便携式电子产品到汽车，甚至整个发电厂。
现在通过电解法使氢与氧脱离，但这一过程成本很高，而且需要大量初级能源，这也是此技
术无法全面推广的主要原因。此外，氢可以由改造过的化石燃料（石油、煤、天然气）产生，
但在此情况下，燃料既不可再生又不清洁，并在生产中会导致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利用生
物质制氢最为清洁高效，无论是通过气化或发酵过程。
Wood 对 E. coli 和生物制氢的研究可以解决当前关于制氢的难题。这提出了一种发酵
途径。通过选择性的剔除 E. coli DNA 中 6 个特定基因，科学家们已基本上将该细菌转变为
利用糖类的小型生物制氢工厂。科学地讲，Wood 使细菌可以大规模进行葡萄糖转化过程。
Thomas Woods 教授表示，这些细菌有 5000 个基因可适应环境变化。当进行基因敲除时，
细菌的竞争力将降低。它们失去了一些能力。科学家改造的细菌去除了一些基因，因此具有
较低的竞争力及危害性。
E. coli 将糖类作为其主要能源，如今它们可充分利用日益增强的科学方法，这些方法
旨在从能源作物中生产糖类。Woods 教授表示，许多人致力于将一些物质转化为某种糖。科
学家希望将糖转化为氢，努力从一些作物中以分子等形式获取糖，并利用细菌将其转化为氢。
生物学的方法（如 E. coli 通过发酵过程制氢）也许可以降低能源成本，因为这些过程
并不需要广泛的供热或发电。它们是热化学及以电解法为基础制氢的替代方法。
化学工程方面最困难的事情之一是如何得到产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氢气是一种气体，
在溶液中以气泡存在，因此很容易得到产品。只需要在气体溢出时捕获，即可获得纯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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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生产还有其他好处。正如大家可以预料的，建立运输氢气的全新管道所需的成本阻碍了
对氢能源燃料电池技术的利用。此外，在输送氢气时，风险还会增加。Wood 认为解决方法
是在目的地现场进行氢气的转化。最主要的是人们可以运输糖类等物质，如果糖类过量也并
不会有大灾难。科学家们的构想是在需要氢气的地方进行生产。当然，所有这些研究正在进
行。目前，Wood 仍在研究改善这一过程，这已显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力。研究目标是从
更少的原料中获取更多的产物。教授举例，如果我们应用这一技术，典型的东海岸家庭需要
的反应堆大小会小于 250 加仑燃料箱。这一技术还未最终完成，但如果我们现在应用此技术，
每天须提供相当于一名男子重量的原料，反应堆才能提供足够的氢气以维持普通美国家庭
24 小时的需要。科学家正努力使细菌不需要 80 公斤的原料，而接近 8 公斤。

科学家开发新材料 其存储甲烷能力创新纪录
可替代能源技术是当前纳米研究的一个热点。科学家最近开发出一种类似海绵的材料，
它具有迄今为止最高的存储甲烷能力。相关论文发表在 1 月 23 日的《美国化学会志》(JACS)
上。
一类被称为金属有机结构(MOFs)的超多孔晶体材料已经慢慢涌现出来，它们具有很大的
表面积，因而是一类很有希望的能源存储材料。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种 MOF 结构的
存储能力能够达到美国能源部制定的实际应用标准。
美国迈阿密大学的周宏才等人表示，现在以甲烷为燃料的汽车要取代传统汽车，所面临
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缺乏高效、经济和安全的随车存储系统。
最新的研究中，周宏才和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以及宾州大学的研究人员一道，开
发出一种名为 PCN-14 的新型 MOF，它每克的表面积可以超过 2000 平方米(2176 m2/g)。实
验室研究表明，这种由多个纳米笼子组成的材料在温度 290K 和 35bar 压力下，其甲烷存储
能力为 230 v/v，超过美国能源部的 180 v/v 标准 28 个百分点，这是一项新的甲烷存储能
力纪录。

日本“发电地板”利用乘客走路产生振动发电
东日本铁路公司定于 1 月 19 日在东京站八重洲北口试验“发电地板”。这种神奇的地板
能将乘客走路时产生的能量转换成绿色能源。
铁路公司 18 日向媒体展示了这套装置。这种白色地板铺设在两台检票机之间，利用乘
客走过检票口时产生的振动发电。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与扬声器将电力转换为振动发声的原理相反，“发电地板”利用乘
客踩踏地板产生的振动发电。
“发电地板”在车站的铺设面积约 90 平方米。一个人通过时产
生的电量可使 100 瓦灯泡发光 0.01 秒，一天的电量约可点灯 80 分钟。地板所积蓄的发电量
会显示在检票机旁的显示屏上。
这是东日本铁路公司 2006 年秋以来的第二次试验，它将持续至今年 3 月初。工作人员
计划验证“发电地板”的发电效率及耐久性等指标。
一名负责人表示，如果“发电地板”此次发电效率能达到上次检验效率的 100 倍，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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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投入实际运用。这些“发电地板”有望为自动检票机等车站设备提供电力。

高粱杆汁浓缩处理提取乙醇
随着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贮量日渐减少，以及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不断上涨，寻求不与人
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可再生能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甜高粱就是一种被人们关注的具有较
高生物产量的作物品种，其茎秆中的糖分可制取燃料乙醇。但是，由于甜高粱的采收期比较
集中，茎秆贮藏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致使生产企业只能在作物收获后开工几个月，
半年以上的时间因没有原料而闲置，导致甜高粱制取乙醇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刊登在《农业工程学报》的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梅晓岩、刘荣厚研究报告“甜
高粱茎秆汁液成分分析及浓缩贮藏的试验研究”，为人们展现了非粮作物制取乙醇有望实现
工业化的前景：采用浓缩法可长期贮藏富含糖分的甜高粱茎秆汁液，可以解决甜高粱制取乙
醇大规模工厂化生产中原料的需求。
为延长甜高粱茎秆及其汁液贮藏期限，提高甜高粱茎秆汁液制取燃料乙醇的原料利用
率，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生物质能工程研究中心在该校实验农场成功试种了优质高
产甜高粱品种，系统分析了辽甜 1 号、早熟 1 号、醇甜 2 号等三个甜高粱品种的茎秆及其汁
液的营养成分，并首次采用真空浓缩法对甜高粱茎秆汁进行了贮藏研究。
研究者认为，与直接贮存甜高粱茎秆相比，浓缩法处理甜高粱茎秆汁能达到长期贮藏的
目的，甜高粱茎秆汁的容积减少到原来的 1/4—1/5，更有利于贮运和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
产。如果使用甜高粱茎秆叶和废渣作浓缩工艺中的能源，将大幅度降低浓缩成本。此项研究
对解决甜高粱茎秆贮藏及原料供应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对提高乙醇转化效率，促进甜高粱
制取燃料乙醇产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另辟蹊径的生物燃料发展方向
高油价使人们对生物燃料的兴趣持续高涨，然而目前利用玉米等制造生物燃料需要占用
耕地，农作物从人们口中走到汽车“肚子”里，结果是生物燃料与粮食争地，汽车和人类争
食。生物燃料的发展能不能另辟蹊径呢？
有专家指出，未来生物能源的原料不会都是食品类农作物，更多的将是富含纤维素的有
机物，如木头、蒿草、牧草和农作物的残余物等。
法国国家农艺研究院曾发布报告说，如果采用新技术，不能食用的皮、壳、薪柴等同样
可以用来生产优质的生物燃料。目前，这类有机物在法国只有 0.5%得到利用，其他欧洲国
家也差不多，因此生物燃料在这个方向上还有很大发展潜力。
已有不少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入到寻找生物燃料发展新方向的队伍中。加拿大一家公司已
于 2005 年秋天建成首家使用麦秆生产乙醇的商业化工厂。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已向这家公司
投资 4600 万美元，用于建设一个规模更大的工厂。新工厂于今年投产后，预计可年产 20
万吨乙醇，成本比玉米乙醇低得多。
木材废料也能得到利用。德国一家公司正在大众汽车公司的资助下开发一种使用木材和
麦秆等生产高级柴油的技术。预计过不了多久，使用该技术的商业化工厂将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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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和美国农业部的科学家不久前成功利用牧草作为原料生产出生物
乙醇。以单位面积而言，从牧草提取的生物乙醇量少于玉米，但牧草成本比玉米低很多，而
且所生产的生物乙醇质量也没有太大差别。
美国能源部的一项研究表明，仅在美国，使用新技术生产的生物燃料到 2030 年可替代
现有汽油消费量的 30%，同时又不会影响粮食生产或改变土地用途。由此看来，发展生物燃
料还是有广阔空间的，关键是如何转变思路，重视新技术的开发和废原料的利用。

日本计划研究并向中泰推广稻草生物乙醇技术
《日本经济新闻》1 月 7 日报道，日本农林水产省将从今年 4 月开始着手开展用稻草生
产生物乙醇的实证试验，研究可应用于商业生产的低成本生产技术。该省计划最早在 2009
年度将此技术向中国、泰国等亚洲水稻生产大国推广，通过协助这些国家生产燃料乙醇，为
日本获取将来稳定的能源进口来源。
作为主要生物燃料原料的玉米和甘蔗与食品存在冲突，价格暴涨。而无法食用的稻草现
在大部分废弃田间，虽有收集渠道的问题，但存在量大、价低、可短时间内再生等优点。用
稻草作为生物燃料原料，不仅可以缓解玉米价格的暴涨，还利于保护环境。日方估算，2005
年中泰两国的水稻产量分别为 1.8 亿和 2700 万吨，若利用日本技术，产生的全部稻草每年
可生产 1 亿公升生物乙醇，相当于日本年汽油消费量的 1.5 倍。
日本农水省官员称中国现在使用玉米生产生物乙醇，但因技术问题每升价格高达 20 日
元，且与粮食生产存在冲突，产量逐渐减少。该省认为亚洲广大的粮食产区将成为可持续开
发的“油田”，通过与中泰合作，能为日本建立稳定的生物燃料进口源。

日本发现天然气变甲醇廉价路线
据英国《化学世界》2008 年 1 月 23 日报道，日本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燃料电池，可在
较温和的条件下将天然气的主要成分甲烷转换成甲醇燃料。
虽然甲烷可从天然气或者填埋场和牧场产生的废弃物中轻易获得，价格低廉，但是甲醇
燃料的推广却由于甲烷生产甲醇的高成本而被限制，这通常要求较高的温度和压力才能实
现。日本名古屋大学的研究人员用一种新材料——锡磷掺杂少量铟，作为氢或空气燃料电池
的电解质，使甲烷在燃料电池型反应器中，可以在 80℃和大气压力下转化成甲醇。
燃料电池通常会将氢气和氧气作用转换成电力和水，活性氧自由基也在这一过程中形
成。研究人员发现，通过在氢燃料中掺入甲烷，他们可以利用这种活性氧自由基在较低温度
下将甲烷氧化成甲醇。像在普通燃料电池里一样，氢反应的能量同样可以储存为电力。研究
人员还表示，目前甲烷反应活性仍然偏低，因此在实际应用中未反应甲烷必须循环多次。不
过，他们对这套装置放大试验的潜力仍持乐观态度。目标是，这套燃料电池可以作为一种新
型甲醇生产装置代替传统的化工厂设备。
美国帕萨迪纳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电力环保能源研究中心表示，这项工作对于提高天然
气能源的利用效率有重要意义。低成本的甲醇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原料，可用来生产汽油和柴
油，或可直接用作燃料。此外，这项技术还提供了处理远程气体或者少量的伴生气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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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生物燃料也许没有想象中那么清洁
玉米乙醇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很大，一直以来人们都始终在寻找替代煤炭和石油的生物燃
料，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譬如棕榈油或者从玉米和甘蔗中提炼出来的乙醇。但有环
境专家认为，人们的这种做法可能适得其反，尽管生物燃料排放的温室气体比较少，但在对
生物多样性和耕地的损害上破坏性却更强。
巴拿马史密森热带研究学会的约恩·沙勒曼和威廉·劳伦斯最近在美国《科学》杂志上
撰文说：“尽管甘蔗的乙醇产量很高，但如果富庶的热带雨林都被夷为平地改造成甘蔗地，
其好处很快就会被由此带来的温室气体的增加所抵消。如果把热带雨林对环境的所有好处，
比如对土壤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水土保持方面都包括在内，那么这样比较的结果就更不平衡
了。”
迄今为止对哪一种农作物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研究，仍然集中于定量燃料在燃烧时会产
生多少温室气体。相比之下，沙勒曼和劳伦斯更重视瑞典科学家莱纳·扎研究出的一种更为
全面的测量方法，该方法将农作物对环境的所有影响都计算在内，比如对森林和耕地的损害
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等。
在用这一方法针对 26 种生物燃料的研究结果表明，与汽油相比，21 种生物燃料在燃烧
时要少排放 30%的温室气体。但其中 12 种生物燃料——几乎占 26 种生物燃料的一半，相比
矿物燃料，对环境的总体影响更大。这些生物燃料包括了成本比较低的美国玉米乙醇、巴西
甘蔗乙醇和大豆柴油，以及马来西亚棕榈柴油。前景最好的生物燃料来自于那些废弃物，比
如回收后的食用油以及从野草或者树木中提炼出来的乙醇。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员说，利用粮食作物等大规模制造生物燃料需要更多的农
田，将大片森林、草地等转变为农田这一过程本身会造成碳排放，而且还会破坏森林等吸收
和储存温室气体的能力。此外，利用目前的制造工艺，生物燃料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碳排放，
使用这些生物燃料也会产生碳排放。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从生产和使用过程整体来看，利
用现有某些办法制造生物燃料的“净效应”是增加温室气体排放。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人员进行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某个地区用现有的农田来生
产生物燃料，整体上也可能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因为这会要求其他地区增加粮食产量，
结果同样会导致人们破坏森林和草地以开辟更多的农田。研究人员称，任何利用农田生产生
物燃料的做法，整体上都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沙勒曼和劳伦斯同时还提到了一些与政府政策相关、导致环境损害的有违常情的行为。
比如在美国，为提炼生物燃料，政府鼓励农民从种植大豆转为种植玉米。“这将导致全球大
豆价格上涨，反过来会鼓励人们为了生产大豆而破坏亚马逊流域的森林和巴西热带大草原。
”
他们还补充说：“这些发现强调不同生物燃料之间在利与弊上的巨大差异，并清楚地表
明，在衡量不同生物燃料的价值以及探索提炼新兴生物燃料的作物和技术方面，应该不仅仅
只考虑能源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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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
脂质的相关概念及分类
脂质（Lipid，也称脂类或类脂）：是一类低溶于水而高溶于非极性溶剂的生物有机分子。
对大多数脂类而言，其化学本质是脂肪酸和醇，所形成的酯类及其衍生物。参与脂质组成的
脂肪酸多是 4 碳以上的长链一元羧酸、醇成分包括甘油、鞘氨酸、高级一元醇和固醇。
脂肪酸（fatty acid）：是指一端含有一个羧基的长的脂肪族碳氢链。脂肪酸是最简单
的一种脂，它是许多更复杂的脂的成分。
饱和脂肪酸（saturated fatty acid）：不含有—C=C—双键的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unsaturated fatty acid）：至少含有—C=C—双键的脂肪酸。
必需脂肪酸（occential fatty acid）
：维持哺乳动物正常生长所必需的，而动物又不
能合成的脂肪酸，如亚油酸，亚麻酸。
三脂酰苷油（triacylglycerol）：也称为甘油三酯。为甘油和脂肪酸形成的三脂。
磷脂（phospholipid）
：含有磷酸成分的脂。如卵磷脂，脑磷脂。
鞘脂（sphingolipid）：一类含有鞘氨醇骨架的两性脂，一端连接着一个长连的脂肪酸，
另一端为一个极性醇。鞘脂包括鞘磷脂，脑磷脂以及神经节苷脂，一般存在于植物和动物细
胞膜内，尤其是在中枢神经系统的组织内含量丰富。
鞘磷脂（sphingomyelin）：一种由神经酰胺的 C-1 羟基上连接了磷酸乙酰胺构成的鞘脂。
鞘磷脂存在于在多数哺乳动物动物细胞的质膜内，是髓鞘的主要成分。
卵磷脂（lecithin）：即磷脂酰胆碱（PC），是磷脂酰与胆碱形成的复合物。
脑磷脂（cephalin）：即磷脂酰乙醇胺（PE），是磷脂酰与乙醇胺形成的复合物。
脂质体（liposome）：是由包围水相空间的磷脂双层形成的囊泡（小泡）。
脂质按照化学组成可分为：单纯脂质、复合脂质、衍生脂质三类；根据在水中和水界面
上的行为不同，可分为非极性脂质和极性脂质两大类；按照生物学功能可分为：贮存脂质、
结构脂质和活性脂质。
单纯脂质（simple lipid）：由脂肪酸和甘油形成的酯，包括由 3 分子脂肪酸和 1 分子
甘油组成的甘油三酯和由长链脂肪酸和长链醇或固醇组成的蜡。
复合脂质(compound lipid)：除含脂肪酸和醇外，尚有其它称为非脂分子的成分。按非
脂成分的不同可分为：磷脂和糖脂。
衍生脂质(derived lipid)：指由单纯脂质和复合脂质衍生而来或与之关系密切，但也
具有脂质一般性质的物质。
非极性脂质：指在水中的溶解度极低，即不具容积可溶性；也不能在空气-水界面或油水界面分散成单分子层，即不具界面可溶性的脂质。
Ⅰ类极性脂质：指具有界面可溶性，但不具有容积可溶性；能掺入膜，但自身不能形成
膜（双分子层）的脂质。
Ⅱ类极性脂质：能够形成双分子层和微囊的脂质，是成膜分子。
Ⅲ类极性脂质：为可溶性脂质，虽具有界面可溶性，但形成的单分子层不稳定。这类分
子在水中低浓度时可单独存在，高于某一浓度时形成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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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类型
能源类型：能源按其形态、特性或转换和利用的层次进行分类，给每种或每类能源以专
门名称。世界能源会议推荐的能源分类如下：固体燃料、液体燃料、气体燃料、水力、核能、
电能、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海洋能、地热能、核聚变。能源还可分为：一次能源、二
次能源和终端能源；可再生能源和非再生能源；新能源和常规能源；商品能源和非商品能源
等。
可再生能源：可连续再生、持续利用的一种能源。这类能源大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太阳，
包括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风能、波浪能以及海洋表面与深层之间的热循环等。地热能
也可算作可再生能源。
新能源：在新技术的基础上系统地开发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
海洋能、地热能、氢能等。新能源是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内容，是未来世界持久能源系统
的基础。
一次能源：从自然界取得的未经任何改变或转换的能源，如流过水坝的水，采出的原煤、
原油、天然气和天然铀矿等。
二次能源：一次能源经过加工或转换得到的能源。例如电力、用做燃料的各种石油制品、
焦炭、煤气、热能、氢能等。一次能源转换成二次能源时，总会有转换损失，但二次能源比
一次能源有更高的终端利用效率，也更清洁和便于使用。
洁净能源：是指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零排放或排放很少的能源，主要有 3 类：可再生
能源、氢能和先进核电。
分布式能源：靠近用户的小型发电或蓄电系统。它可大大减少输送、分配成本，联产可
达到很高的效率，减少 CO2 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提高供电质量和可靠性，更多的终端用户控
制。这些优点将使能源工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采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没有或很少大气污
染物和 CO2 排放，采用燃料电池、微型燃气轮机和内燃机，总的排放量也可减少，利用余热
可提高能效。目前，分布式发电大多是备用电源，用于医院、工厂、因特网服务器等供电中
断代价大的地方，还用作边远地点的独立电源。它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好处，因为它的基础
设施投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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