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先进能源情报网 

生物能源领域动态监测快报 

本期重点 

 生物能源对欧洲乃至世界的能源需求至关重要 

 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前景光明 

 国家能源局加强储能技术标准化工作的 4 项重点任务 

 俄罗斯发布 2018-2020 生物技术发展路线图 

 利用微生物将木质素转化为生物表面活性剂 

 青岛能源所提出“微生物组影响指数” 

 2018 合成生物技术（青岛）国际技术转移大会在研究所召开 

2018年第 11期（总第 15期） 

主办：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主管：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学科情报协调组 

 

   



 

 

生物能源领域动态监测快报             2018 年第 11 期（总第 15 期） 

 目  录 

决策参考 

生物能源对欧洲乃至世界的能源需求至关重要 ········································· 1 

欧盟发布新版生物经济发展战略：释放中东欧生物质能和废物利用潜力 ········ 3 

国家能源局加强储能技术标准化工作的 4 项重点任务 ································ 3 

俄罗斯发布 2018-2020 生物技术发展路线图 ············································· 5 

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前景光明 ······································ 5 

科技前沿 

青岛能源所研究人员揭示微生物中一类转座元件的独特移码机制 ················· 7 

利用微生物将木质素转化为生物表面活性剂 ············································ 8 

青岛能源所提出“微生物组影响指数”··················································· 9 

中国在生物质催化转化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 11 

青岛能源所利用协同调控机制对木质素成分实现分子设计 ························ 12 

2018 合成生物技术（青岛）国际技术转移大会在研究所召开 ···················· 14 

产业动态 

探索实施“生物质扶贫” ··································································· 20 

生物质取暖深推广阳信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 23 

国内首部生物质电价政策研究报告解读················································· 26 

国内首部生物质电价政策研究报告正式发布 ·········································· 28 

Science：酵母生物混合系统实现光驱精细化学品生产 ······························ 28 

富锦市 30 万吨燃料乙醇项目开建 ························································ 32 

本期责编：牛振恒  邮箱：niuzh@qibebt.ac.cn  出版日期：2018 年 11 月 29 日   

mailto:suyj@qibebt.ac.cn


 

1 

 

决策参考 

生物能源对欧洲乃至世界的能源需求至关重要 

生物能源对欧洲的能源需求至关重要。欧洲生物质能协会(Bioenergy Europe)将

欧盟统计局(Eurostat)对欧洲能源消耗的预测转换为日历格式，计算得出，2018 年，

生物质可满足所有 28 个欧盟成员国 43 天的能源需求，比去年多两天。换句话说，

从 11 月 19 日开始，生物质能可以在 2018 年剩余时间里为欧盟 28 国(EU-28)提供所

有的加热、冷却、发电和运输的能源供给。 

根据欧洲生物能源组织(Bioenergy Europe)的数据，到 2018 年，生物能源将占欧

盟最终能源供应的 12%，相当于为欧盟 28 国(EU-28)提供 43 天的能源。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预测和欧洲生物能源协会的计算，到 2018 年，生物能源将占

欧盟最终能源供应的 12%，而其他所有可再生能源将达到 7%。欧洲 2018 年的能源

组合按日历日计算如下： 

化石和核能，293 天，1 月 1 日至 10 月 19 日。可再生能源不包括生物能源，29

天，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8 日。生物质能源，43 天，11 月 19 日至 12 月 31 日。生

物质能作为欧洲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的贡献是惊人的，回顾 2000 年，它为欧洲人提供

了相当于 18 天的清洁能源。 

 

自 2001 年以来，生物能源在欧洲能源结构中所占的份额稳步上升，从可以提供

17 天的能源增长到 2018 年的 43 天。 

旨在创造意识  

除了可再生能源之外，生物能源还能在农村地区创造就业和经济机会。在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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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领域工作的两名欧洲人有一个就受雇于生物能源部门——提供了将近 50 万

个工作岗位，与欧洲制药部门的工作岗位大致相同。 

 

像木屑和颗粒这样的固体生物质在欧洲占有最大的份额。 

  Bioenergy Europe 强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生物质能通过减少对化石燃料

的依赖，为能源安全做出了贡献：仅 2015 年，生物质消费就帮助节省了价值 3,210

万欧元的化石燃料进口。然而，由于欧洲 81%的能源仍然来自不可再生资源，主要

是化石燃料，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由欧洲生物能源协会牵头、由各国生物能源协会支持的“欧洲生物能源日”

活动，旨在向公众和所有能源利益相关者介绍这些以及代表生物质能源——这一在

欧洲经常被忽视的角色的其他数据。 

 

欧盟目前生物能源日数 43 天，中国 21 天，美国 20 天(图片来自欧洲生物能源协会)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45183-1.html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4518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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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发布新版生物经济发展战略：释放中东欧地区生物

质能和废物利用潜力 

2018 年 10 月 12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新版生物经济战略——《欧洲可持续发展

生物经济：加强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联系》，旨在发展为欧洲社会、环境和经济

服务的可持续和循环型生物经济，协助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和区域性挑战。 

生物经济覆盖所有依赖生物资源的行业和系统，包括农业、林业、渔业、食品、

生物能源和生物基产品，产业规模约 2 万亿欧元，从业人数达 1800 万人。2012 年，

欧委会曾推出过生物经济发展战略，并为有关科研、示范、应用项目提供资金，包

括从欧盟现有“地平线 2020”专项基金中拨付了 38.5 亿欧元。按照规划，欧委会还

拟拨付 100 亿欧元，用于 2021 年至 2027 年包括生物经济在内的食品与自然资源研

究。 

此次新的生物经济发展战略是 2012 年战略的更新升级，设定了三个关键目标，

并将在 2019 年实施 14 项具体举措。一是做大做强生物有关产业。包括建立 1 亿欧

元的循环生物经济专题投资平台，加强有关科研与市场的联系，降低私营部门投资

可持续产业的风险；促进可持续生物炼油厂的发展。二是在欧洲加快部署生物经济，

尤其是释放中东欧地区生物质能和废物利用潜力。包括制定粮食和农业系统、林业

和生物有关产品的战略性部署议程；在“地平线 2020”计划中设立欧盟生物经济政

策支持机制，以推动区域和成员国政策制定；在农村、沿海和城市地区开展生物经

济发展试点。三是保护生态系统，提升环保意识。包括实施欧盟范围内的监测评估

体系，追踪可持续和循环生物经济发展的进展；利用生物经济知识中心等平台收集、

获取数据和信息，增强民众的认知与了解；在生态安全限度内为生物经济体系运行

提供指导和范例。 

信息来源：http://www.most.gov.cn/gnwkjdt/201811/t20181113_142728.htm 

 

国家能源局加强储能技术标准化工作的 4 项重点任务 

为落实《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17〕1701

号)，建立储能技术标准体系与储能技术标准系统化协调工作机制，引领储能技术与

产业发展，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了《关于加强储能技术标准化工作的实施方案(征求

意见稿)》(全文点击浏览)，拟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联合印发。 

加强储能技术标准化工作的 4 项重点任务如下： 

http://www.most.gov.cn/gnwkjdt/201811/t20181113_1427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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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储能技术标准系统化协调工作机制 

由国家能源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牵头成立国家储能技术标准化总体

组，负责整体管理、协调、监督储能标准化工作，研究拟定储能标准化建设方向、

政策、规划。依托国家储能技术标准化总体组，建立各级标准化管理机构之间、可

再生能源标准化组织与储能技术标准化组织之间，以及各个储能技术标准化组织之

间的联络及工作协同机制。 

二、建设健全储能技术标准化 组织 

在储能接入电网和储能系统方面，发挥电力标准化支撑机构的组织协调作用，

依托全国电力储能标委会等标准化技术组织重点开展电化学储能系统、抽水蓄能电

站及氢储能电站等领域的标准体系建设和标准研制;在储能设备层面，发挥电器工业

标准化支撑机构的组织协调作用，依托全国铅酸蓄电池标委会、全国燃料电池及液

流电池标委会、能源行业液流电池标委会、能源行业高温燃料电池标委会等开展各

专业领域重点标准研制;由电器工业标准化支撑机构牵头成立能源行业蓄电池标准

化推进组，根据市场发展需求和技术进步动态及时调整、完善标准化技术组织和标

准体系。 

三、推进重点储能技术标 准研制 

从系统应用的角度，建立涵盖电力储能系统规划、设计、运行、维护以及储能

设备、部件、材料等各环节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标准体系。加强储能技术研发与

标准研制相结合，重点开展集中式和分布式储能系统技术及标准研究。在储能接入

电网和储能系统方面，全面开展储能系统规划、设计、运行、维护等重点标准研制。

在储能设备层面，补充完善抽水蓄能、铅酸蓄电池标准;加强锂离子电池标准研制;

根据示范应用和市场发展，有序构建液流电池、燃料电池、钠硫电池、铅炭电池以

及超级电力电容器等领域标准体系并开展重点标准研制;结合技术攻关进展，适时开

展超临界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超导磁储能、热储能等领域标准研究。 

四、瞄准国际标 准提升储能技术水平和中国标准国际影响力 

实质性参与 IEC/TC8(供电系统因素)、IEC/TC21(蓄电池)、IEC/TC105(燃料电池)、

IEC/TC120(电力储能系统)、ISO/TC197(氢能)等储能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化组织，

跟踪有关专业领域国际标准制修订进程，争取牵头研制储能技术国际标准。在国际

标准跟踪研究和验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储能技术国际标准转化率。加强储能技

术国际标准合作，通过双边、多边电力工程和项目合作促进储能技术标准国际化。  

 

信息来源：https://news.solarbe.com/201811/01/297977.html  

 

https://news.solarbe.com/201811/01/2979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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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发布 2018-2020 生物技术发展路线图 

2018 年 2 月，俄罗斯政府出台了《2018-2020 年发展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发展

措施计划》（即《路线图》），旨在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生物技术产品开发和出口，并

构建制度条件，通过大规模应用新型生物技术解决方案和产品实现工业技术基础现

代化。《路线图》确定了 9 大优先领域的具体措施，涉及发展生产潜力和生产合作、

发展基础设施、生物医学和生物制药、农业生物技术、工业生物技术、生物能源、

林业生物技术、生态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2018-2020 年，俄罗斯将从参与国际合作、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进一步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等方面，推动生物技术及

基因工程的发展。 

《路线图》提出，到 2020 年，俄罗斯工业生物技术产品产值可达到 148 亿卢布；

拥有生产生物医学细胞产品许可的大规模应用生物医学产品开发和临床前研究的生

产中心可达到 2 家；大规模应用生物医学细胞产品开发和临床前研究的生产中心可

达到 2 家；获准进行生物医学细胞产品临床试验的医疗机构可达到 50 家；用于农产

品加工的生物技术可增加至 13 种；用于监测和分析森林资源遗传多样性、森林病理

和森林繁殖情况的 DNA 数量可达到 7 万个。                    

信息来源：http://www.most.gov.cn/gnwkjdt/201811/t20181101_142536.htm  

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前景光明 

作为可再生能源利用的一种形式，生物质发电是利用生物质所具有的生物质能

进行的发电。主要的发电形式有以下几种：直接燃烧发电、气化发电、垃圾发电(包

括垃圾焚烧发电和垃圾气化发电)、沼气发电以及与煤混合燃烧发电等技术。作为新

型能源利用方式，生物质能发电技术日趋成熟，这一技术主要通过生物质转化为可

燃气体燃烧后产生能量，进行发电。 

目前，中国生物质资源科转换为能源的潜力约为 4.6 亿吨标准煤，已利用量约

2200 万吨标准煤，还有约 4.4 亿吨可作为能源利用；今后随着造林面积的扩大和经

济社会的发展，生物质资源转换为能源的潜力可达 10 亿吨标准煤。 

在国家各种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在生物质能发电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据前瞻

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

据显示，2010~2017 年，我国生物质及垃圾发电装机规模呈现上升趋势，累计装机

容量由 2010 年的 5.6GW 增加至 2017 年 15.3GW，7 年间增加了 2 倍。 

2010~2017 年，我国生物质能发电并网容量呈上升趋势，2016 年全国生物质能

发电并网容量 1214 万千瓦，到了 2017 年年底，并网容量达到 1476.2 万千瓦，较上

年增长 21.59%。 

http://www.most.gov.cn/gnwkjdt/201811/t20181101_1425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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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质能发电发展趋势 

（1）农林生物质发电突破经济性瓶颈者将享受先发优势 

农林生物质直燃发电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种生物质发电技术，以秸秆为例，秸秆

发电是指以农作物秸秆为主要燃料的一种发电方式，将秸秆送入锅炉直接燃烧，发

生化学反应，放出热量，利用这些热量再进行发电，秸秆发电是秸秆优化利用的最

主要形式之一。 

（2）生物质燃料收储运体系成熟度不断提升 

农村地区生物质资源丰富，一般而言当地可收集资源量约为生物质产业项目需

求量的 10 倍以上，并不存在供给短缺问题。因此只要创新收购模式，加大精细化管

理力度，生物质企业可以大大提升对燃料市场的管控能力。 

 (3)技术进步将逐步提升生物质电厂的盈利性 

生物质发电技术的提升，有效提高机组的热效率，在使用同等燃料的情况下，

输出的电能更多。目前高温超高压机组已开始在生物质电厂使用，转化效率提高到

30%以上，随着 BIGCC 和热化学技术在生物质电厂的应用，未来生物质电厂转化效

率有望达到 39%。燃料成本的盈亏平衡点将大大提升。 

从政策发展走势和经济新常态下能源基础支撑发展的作用，以及国家在推进节

能减排以兑现对入世的承诺等综合因素来看，前瞻产业研究院认为，2018~2023 年

间，生物质能发展产业装机规模将保持在 15%~20%的增长率，至 2023 年中国生物

质能发电装机规模将突破 40GW。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45467-1.html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4546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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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 

青岛能源所研究人员揭示微生物中一类转座元件的独特移码机
制 

基因组中的转座元件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位置可变 DNA 序列，在基因组的

稳定性、遗传变异和生物进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细菌基因组中的插入序列(Insertion 

sequence，IS)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转座元件，根据其序列和作用的不同机制可以分成

多个家族（已知有 29 个家族的插入序列），其中 IS3 是分布最为广泛的家族之一。

目前，对插入序列作用机制的认知主要来自于对嗜中温微生物的研究，但是基因组

表明嗜热微生物也包含有大量的插入序列，其转座机制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嗜热微

生物由于包含独特和高热稳定的酶类，具有特殊的研究和工业应用价值，在生物炼

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热纤梭菌这一典型嗜热微生物，在木质纤维素工业生

物炼制中极具应用前景。基于此，青岛能源所代谢物组学研究组针对热纤梭菌等非

模式微生物，前期开发了高效遗传操作平台，包括基于嗜热二类内含子的定向基因

敲除工具和基于同源重组的无疤基因组编辑工具，并利用这些工具系统研究了热纤

梭菌及其纤维小体对木质纤维素的高效降解机制。 

在对热纤梭菌的基因组编辑工具开发的过程中，研究人员使用了腺苷激酶（Tdk）

作为反筛标记，发现该反筛标记经常被一个非常活跃的 IS3 家族插入序列 IS1447 所

失活。该研究组刘亚君副研究员等人对该插入序列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基因组搜

索和进化关系分析，发现 IS1447 类似的插入序列广泛存在于厚壁菌门的细菌中，在

IS3家族的插入序列中具有非常独特的特征，代表了 IS3家族中一个新的亚组。IS1447

亚组通过+1 位的转录滑移实现有功能的全长转座酶的合成，这是一种与已知的 IS3

家族所具有的的核糖体-1 位翻译水平移码完全不同的移码方式，且这一转录滑移只

需要连续的 7 个腺嘌呤核苷酸（A）即可实现，这也不同与目前公认的至少 8 个连

续的 A 或 T 才能实现转录滑移机制。此外，多个纤维素降解菌的基因组中都含有数

目非常多的 IS1447 亚组插入序列。上述研究表明 IS1447 代表了富含于厚壁菌门中

的新的 IS3 亚组插入序列，丰富了人们对嗜热转座元件的认识，同时也为开发在嗜

热微生物使用的基于插入序列的突变工具提供了基础。 

上述工作最近发表在 Biotechnology for Biofuels 上，由青岛能源所冯银刚研究员

和崔球研究员指导完成，青岛能源所刘亚君副研究员为论文的第一作者，该研究得

到了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山东省和中科院项目的支持。（文/刘亚君 图/

冯银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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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来源于热纤梭菌的 IS1447 序列及其转录滑移位点分析。IS1447 可表达三种转

座酶 OrfA、OrfB 及 OrfAB，其中 OrfAB 为有功能的全长转座酶。紫色表示反向重

复序列，绿色及红色分别表示转座酶翻译起始及终止位点，黄亮表示移码区域。 

原文链接：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186/s13068-018-1304-8 

Liu Y-J, Qi K, Zhang J, Chen C, Cui Q, Feng Y. Firmicutes-enriched IS1447 

represents a group of IS3-family insertion sequences exhibiting unique +?1 transcriptional 

slippage. Biotechnology for Biofuels. 2018;11:300. 

 

信息来源：http://www.qibebt.cas.cn/xwzx/tpxw/201811/t20181112_5169417.html 

  

 

利用微生物将木质素转化为生物表面活性剂 

石油仍然是最重要的燃料和基础化学品资源。工业生物技术的一个重要命题就

是研究可再生生物质作为化石原料替代品的使用，并不断减低其生产成本。基于玉

米等粮食作物的第一代生物基燃料引起了人们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心。第二代生物

基原料以不可食用的麦秆、草和木材等为主，然而木质纤维素分解过程耗时且昂贵。 

2018 年 11 月 16 日 Frontiers in Chemistry 报道，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KIT）研究者完全基于木质纤维素通过微生物和

酶促反应合成了糖酯，一类重要的非离子生物表面活性剂。 

该研究的目的是将木质生物质转化为基础化学品和生物塑料等材料的基本成分。

研究者将细菌、酵母和霉菌等微生物代谢过程融入这种创新的产品合成和化学变化

中。其最终生物基产品的分子和性质与石油化学成分相同，而且有更多选择来修改

http://www.qibebt.cas.cn/xwzx/tpxw/201811/t20181112_51694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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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结构。例如，生物基塑料可以具有更高的熔点和更高的透气性，表面活性剂具

有改性的泡沫性能。 研究者正试图发现细菌各自结构具有哪些功能，以求生产出量

身定制的化合物。 

在 KIT 的试点工厂中，利用微生物对秸秆和木材废弃物热解产生的合成气体进

行处理的工艺也得到了优化。使用合成气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它能提供相同的起始条

件，无论使用什么类型的生物质作为原料。现在，在微生物的帮助下，烟气也能被

转化，因为这些微生物可以耐受硫化合物，甚至可以利用它们进行新陈代谢。而对

比化学处理，燃烧气体首先需要从这些有毒化合物中分离。 

信息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8DF_W6OxOlxrjS-BhIfJcA  

 

青岛能源所提出“微生物组影响指数” 

微生物组是微生物在自然界的存在形式，与人体、空气、土壤与海洋的健康息

息相关。因此，微生物组科学与产业已经成为国际科技合作与竞争的“战略高地”。

然而，大数据挖掘工具的匮乏，阻碍着微生物组研究从“数据分析”向“数据科学”

的跨越。2010 年，来自 43 个国家的 500 多名研究人员联合启动了“地球微生物组

计划”（Earth Microbiome Project; EMP），对全球微生物组的多样性进行系统性调查，

已经发表了第一阶段的成果（Thompson, et al., Nature, 2017）。而各国政府历年来陆

续启动的“人体微生物组计划”（Human Microbiome Project; HMP）与“美国国家微

生物组计划”（National Microbiome Initiative; NMI）等，也同样产出了海量的菌群数

据。这些以元基因组为代表的微生物组数据类型多样、来源迥异、体量庞大，而且

其数量正在以指数型增长。但是，大数据挖掘工具的匮乏，导致新的数据难以与原

有的海量数据进行快速的比对，针对整个微生物组数据空间的全局性认识更是无从

谈起。 

针对这一核心科学瓶颈，苏晓泉副研究员率领的青岛能源所单细胞中心生物信

息 研 究 组 开 发 了 微 生 物 组 搜 索 引 擎 （ Microbiome Search Engine; MSE; 

http://mse.single-cell.cn），实现了大规模“群落对群落”式的微生物组搜索和数据挖

掘。MSE 实现了基于菌群结构或功能相似性的快速比对。在百万样本量级数据库中，

计算所有菌群之间的两两相似性，从而重建全局性的菌群数据空间构像，传统算法

需 230 天，而 MSE 只需半天。进而在全局数据空间中对目标菌群进行精确定位，传

统算法需 100 秒，而 MSE 只需 0.29 秒。因此，MSE 使大规模、全局性的微生物组

比对与搜索首次成为可能。 

得益于 MSE 强大的菌群结构比对搜索能力，研究人员基于微生物组大数据，提

出了客观量化菌群之“新颖性”与“关注度”的“微生物组影响指数（Microbiome Focus 

https://mp.weixin.qq.com/s/8DF_W6OxOlxrjS-BhIfJ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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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MFI）”。通过连续追踪 2010-2017 年间 MFI 的变化趋势，研究人员从超过 10

万例的微生物组中，发掘出了 2,238 例“睡美人”样本：即那些发表初期结构新颖

独特但却乏人问津，但发表后 4 年内将受到极大研究关注的菌群。此类样本主要存

在于海洋(51%)、家居室内(20%)、哺乳动物肠道(19%)、母婴传播(1%)等环境中。针

对这类样本的研究往往具有深远科学影响，然而目前研究关注与投入程度还远远不

够。因此，MFI 揭示了当前微生物组结构空间的全局特征，并预测了最有科学潜力

与投资价值的数据和领域。这一大数据分析平台能为微生物组计划的设计与实施提

供参考依据，同时也有助于针对微生物组领域发展现状与趋势的全局性思考。 

该论文发表于 ASM 旗舰期刊 mBio 上。MSE 是地球微生物组计划中首个由中

国科研人员主持开发的大数据挖掘工具。它将作为 EMP 的核心计算平台之一，服务

于国内外微生物组研究群体，同时支撑“中科院微生物组计划”的实施。单细胞中

心苏晓泉副研究员、徐健研究员以及 EMP 发起人、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Rob Knight

教授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该项目得到了中科院微生物组计划、山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的支持。 （文/苏晓泉 图/王增彬） 

相关成果发表： 

Su X*, Jing G, McDonald D, Wang H, Wang Z, Gonzalez A, Sun Z, Huang S, Navas 

J, Knight R*, Xu J*. (2018). Identifying and predicting novelty in microbiome studies. 

mBio doi: 10.1128/mBio.02099-18 

 

图 1. 微生物组搜索引擎 MSE 在线平台 (http://mse.single-cell.cn) 

 

信息来源：http://www.qibebt.cas.cn/xwzx/tpxw/201811/t20181112_5169492.html 

http://mse.single-cell.cn/
http://www.qibebt.cas.cn/xwzx/tpxw/201811/t20181112_51694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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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生物质催化转化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近期，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物理研究所环境与能源纳米材料中

心研究人员在生物质催化转化方面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作为内卷首插画

(Frontispiece，图 7)文章发表在国际期刊 Small (Small, 14, 1801953 (2018))上。  

随着化石能源危机日益严峻，开发绿色可再生能源已经刻不容缓，生物质作为

一种储量丰富的可再生资源，已成为代替化石能源的“宠儿”，但是由于其含氧量较

高，不能直接代替化石燃料。在化学工业上，加氢脱氧（选择性加氢）被公认为是

提高生物质燃料品质及获取高附加值化学品最有效的方法。香兰素（3-甲氧基-4-羟

基苯甲醛）作为木质素中一种重要的芳香单体，将其转化为含氧量更低的高附加值

化学品 2-甲氧基-4-甲基苯酚（MMP），已引起广大科研者的兴趣并相继开展了对香

兰素选择性加氢的研究工作。目前加氢催化剂活性组分仍依赖于贵金属（Pd, Pt, Au, 

Ru 等），由于其储量低、成本高等原因，严重限制了其规模化应用，因此制备高效

稳定且具有选择性的非贵金属催化剂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研究人员采用一步碳热还原法制备高度分散的铜基催化剂，该催化剂是由直径

为 20-30nm 的铜纳米颗粒均匀镶嵌于碳基体中组成。通过对不同铜的质量分数和碳

热温度下铜基催化剂的结构-活性关系研究发现，铜的质量分数为 15%，碳热还原温

度为 600oC 条件下制备的催化剂，无论是在水相加氢还是转移加氢过程中均具有最

佳的催化活性和选择性，进一步结合 DFT 理论计算确定高度分散的金属铜纳米颗粒

是该催化反应的活性中心。催化实验结果表明，铜基催化剂在 120oC，2.0 MPa H2

和 5h 下，可将香兰素在水相加氢到 MMP，转化率高达 99.9%，选择性可达 93.2%

（图 8a）；在 180oC，2.0 MPa N2 和 5h 条件下，可将香兰素在异丙醇中转移加氢到

MMP，转化率和选择性分别可达 99.8%和 99.1%（图 8b），且催化剂具有优异的稳

定性（图 9）。研究结果表明，该铜基催化剂制备方法简便、绿色、易于放大，为实

现低成本将生物质资源转化为生物油和化工产品奠定了基础。  

该工作得到中科院装备研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图 7. 铜基催化剂在香兰素催化剂加氢中反应路径及机理示意图 (Frontispiec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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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香兰素催化加氢性能评价 (a) 水相直接加氢，(b) 转移加氢 

 

图 9. 催化剂循环稳定性能评价 (a) 反应活性及选择性，(b) 反应前后 TEM 图像 

 

信息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LsheVozbY1HF4i81va17pQ  

 

青岛能源所利用协同调控机制对木质素成分实现分子设计 

木质素是一种由苯丙烷类结构单元聚合而成的大分子化合物，在高等植物的细

胞壁中广泛存在，是自然界中储量仅次于纤维素的第二丰富的有机物。木质素的成

分主要分为 H、G 和 S 三种类型，其含量和比例在不同植物（木本植物>草本植物）

以及同一植物的不同组织器官（茎秆>叶片）中各不相同。在植物次生细胞壁中木质

素通过形成三维立体网状结构，保护纤维素和半纤维素不被外界微生物轻易降解，

同时赋予细胞壁足够的强度和韧性。在农作物的品种选育中，常将木质素作为细胞

壁品质和抵抗逆境（尤其是抗倒伏）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另外，木质素及其衍生

物还是重要的化学品和生物燃料，具有较高的工业经济价值。 

青岛能源所付春祥研究员带领的能源作物分子育种研究组长期致力于高细胞壁

品质的作物新品种培育，在木质素合成的分子调控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发经验。木

质素合成途径在植物中较为复杂，受到多个关键酶基因和调控因子的共同控制，因

https://mp.weixin.qq.com/s/LsheVozbY1HF4i81va17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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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调控单个酶基因，往往会潜在影响其上下游基因的协同改变。S 型木质素主要存

在于硬木和草本植物细胞壁中，与造纸的制浆率、牧草的消化效率和生物乙醇的产

量密切相关。能源作物分子育种研究组通过建立生物质能源和牧草饲料双用作物—

—柳枝稷的高效多基因遗传转化体系，对控制 S 型木质素合成的两个关键酶——阿

魏酸-5-羟基化酶（F5H）和咖啡酸-O-甲基转移酶（COMT）基因进行了分子调控，

发现上述两个酶基因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调控效应。进而通过分子设计最终获得了

具有不同木质素结构的柳枝稷种质新资源，用于今后高抗逆高细胞壁品质的优良牧

草和能源草培育。该研究表明，当通过 RNA 干扰技术对木质素合成途径的 COMT

基因表达进行抑制时，会导致 S 型木质素的显著降低，同时，其上游的 F5H 基因表

达水平会受到诱导发生改变。在 COMT 基因表达抑制的背景中，进一步调低其上游

F5H 基因的表达时，能够加剧下游 COMT 基因表达抑制对 S 型木质素合成的影响；

相反，当调高上游 F5H 基因的表达后，能够部分甚至完全消除下游 COMT 基因表

达抑制对 S 型木质素积累的影响。该结果清晰地表明，F5H 和 COMT 在 S 型木质素

合成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协同作用。 

 

图 1 协同调控 COMT 和 F5H 对柳枝稷木质素合成的影响 

先前大多数研究表明，S 型木质素下降是 COMT 基因表达受到抑制的一个显著

标志，然而仍然有一些不一致的报道显示，抑制 COMT 基因表达后，S 型木质素的

水平并未发生改变，反而 G 型木质素发生了下降。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柳枝稷中仅

抑制 COMT 基因表达，能够诱导 F5H 基因表达水平的改变，而当 F5H 基因表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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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T 基因表达抑制的株系中被调高时，完全能够使原本下降的 S 型木质素恢复，

并导致 G 型木质素下降，从而为先前研究中存在的不一致性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另外，温室中目标性状显著的基因工程植株生长在田间时，往往会出现性状弱化甚

至截然相反的结果，从而影响基因工程植株的应用效果。而我们的木质素合成途径

上下游基因协同调控的研究，不但为基因工程植株在田间生产中发生目标性状弱化

或丢失的风险提供了预警，而且也为如何在生产中持续保持目标性状稳定指出了一

个可能的解决方向，最终帮助育种家通过分子设计合理地培育出更多低成本高细胞

壁品质的能源与饲料作物新品种。该研究最近在线发表于植物学领域期刊 Plant 

Biotechnology Journal 上，青岛能源所吴振映博士和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王能

飞博士为本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付春祥研究员为论文的通讯作者。该研究获得了

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中科院生物燃料重点实验室以及山东省能源生物遗传资源重点实验室的支持。（文/

图 姜珊珊） 

相关论文发表与专利技术： 

1. Wu Z, Wang N, Hisano H, Cao Y, Wu F, Liu W, Bao Y, Wang ZY, Fu C. 

Simultaneous regulation of F5H in COMT-RNAi transgenic switchgrass alters effects of 

COMT suppression on syringyl lignin biosynthesis. Plant Biotechnol J. 2018 Sep 29. doi: 

10.1111/pbi.13019. 

2. 付春祥等，一种植物多基因遗传转化的方法（201510527765.53），中国 

3. 付春祥等，一种柳枝稷遗传转化的方法（201510720076.6），中国 

信息来源：http://www.qibebt.cas.cn/xwzx/kyjz/201810/t20181031_5152247.html 

 

2018 合成生物技术（青岛）国际技术转移大会在研究所召开 

11月 14日，以“合成生物技术引领新旧动能转换”为主题的 2018合成生物技

术（青岛）国际技术转移大会在青岛能源所召开。本次会议是青岛市国际技术转移

大会系列活动之一的合成生物技术专题会场，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青岛市科技

局和青岛能源所联合承办、山东省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协办。大会共有参会代表

200余名，特邀 80余位来自美、德、日、韩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科研

机构、跨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组织嘉宾参会。会议将围绕合成生物技术与

资源环境、与能源化工、与医药健康、以及技术方法四大专题内容，通过邀请报告、

技术推介、成果展示、项目对接、实地考察等形式，为学术专家、技术代表、地方

企业和科技服务机构等参会嘉宾提供专业的信息交流与技术对接平台。会议将持续

到 11月 16日。 

http://www.qibebt.cas.cn/xwzx/kyjz/201810/t20181031_51522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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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合成生物技术（青岛）国际技术转移大会会议现场 

  会议开幕式由会议主席、青岛能源所副所长吕雪峰主持。山东省科技厅高

新处副处长王同庆、青岛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吴绪永、青岛能源所党委副书记冯埃

生为会议开幕式致辞。 

 

青岛能源所副所长吕雪峰主持会议 

  王同庆表示，随着新旧动能转换工程的正式部署实施，山东省正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战略。技术创新中心是全省科技创新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技术创新的

重要载体和策源地，承担着推动技术研发与转化应用的重要任务。2017 年 11 月，

省科技厅批准由青岛能源所等 7 家发起单位（山东大学、齐鲁工业大学、青岛蔚蓝

生物集团、青岛华大基因研究院、京博化工研究院、绿叶集团）共建山东省合成生

物技术创新中心，旨在面向国家和山东省现代产业发展重大需求，聚焦高端化工、

先进能源、生物医药、生态环保等领域，抢占产业技术创新制高点，实现重大应用

突破并推动产业迈向高端，为山东省乃至国家相关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提供引领支撑。

真诚希望各位专家在今后能够为加快山东省科技创新改革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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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科技厅高新处副处长王同庆致辞 

  吴绪永表示，青岛正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明确了以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为重点发展方向的五大新兴产业。

合成生物学作为 21世纪初新兴的生物学研究领域，其快速发展将催生下一次生物技

术革命。本次会议搭建了很好的产学研对接平台，将进一步推动我市的合成生物技

术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助力我市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希望

与会的科技界翘楚、教育界精英、各位专家学者和企业界的朋友们能够共同努力，

为合成生物技术的产学研合作、为青岛市的新兴产业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 

 

青岛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吴绪永致辞 

  冯埃生表示，合成生物技术（青岛）国际技术转移大会是我市在该领域的

高水平的学术和技术盛会。会上，大家将广泛研讨合成生物技术在资源环境、能源

化工、医药健康等领域，及其自身方法和技术的发展方向，对接潜在的人才和技术

引进、合作机会。许多合成生物技术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先进技术代表齐聚一堂，

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和交流机会。本次会议必将引领研究所合成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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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提升国际合作网络和水平，促进青岛市生物技术相关产业迈上新台阶。

同时，真诚希望各位专家对青岛能源所科技发展和科研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青岛能源所党委副书记冯埃生致辞 

  开幕式上，王同庆和冯埃生为山东省七家单位合作共建的“山东省合成生

物技术创新中心”筹建揭牌。山东省是传统化工、传统发酵、传统医药、传统农业

大省，面临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等产业发展重大难题。建设合成生

物技术创新中心，将有望破解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能源、健康、环

境等重大挑战，支撑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

青岛能源所作为建设依托单位，将进一步加大研发和产业化合作力度，推动省合成

生物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设。 

 

王同庆和冯埃生为“山东省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筹建揭牌 

  过去五年，青岛能源所与泰国清迈大学在生物质绿色转化领域开展了卓有

成效的交流与合作。在开幕式现场，双方代表以共建“绿色生物技术合作中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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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续签了合作协议。双方拟通过共建技术平台和科技人才联合培养，立足两国特

色生物资源，重点开发清洁能源、生物医药产品，以持续推动纤维素乙醇、生物航

油、生物天然气等洁净能源示范与产业推广，并在医药和功能食品行业领域形成亿

级市场规模。 

 

  清迈大学 Sujinda Sriwattana 院长和吕雪峰续签共建协议 

  青岛市作为“一带一路”双定位城市，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圆满成功举办

之后，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发展存在诸多契机，抓住以合成生物技术支撑的新型经济

业态的合作，必将带来跨国境的创新集成、国际化的产业布局和全球化的市场辐射。

开幕式期间，青岛能源所发起“合成生物技术国际合作伙伴”建设。邀请到以印度

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家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泰国科技研究所所长、德国史

太白亚洲顾问、日本神户大学生物炼制中心主任等代表联合牵头组建。拟通过合作

伙伴网络建设，促进和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知识和技术的共享，以推动和扩

大合成生物技术向产业的辐射作用。 

 

  “合成生物技术国际合作伙伴”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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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将有来自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单条染色体酿酒酵母的覃重军研究

员，合成生物技术国际知名学者、神户大学生物炼制中心主任、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主编 Akihiko Kondo 教授、法国国立图卢兹应用科学学院催化与酶

分子工程负责人 Magali Remaud –SIMEON教授，和国际公认的微生物次级代谢产物

生物合成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 David Sherman 教授带来 4 场

大会报告；同时还有来自德国、俄罗斯、捷克、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家和研究

所代表带来的 29个邀请报告。有赛默飞、克莱恩化工、诺和诺德等国际知名企业和

机构代表，华大基因、蔚蓝生物、京博化工等地方企业代表参会，将就 20 余个科技

项目进行交流和技术对接。 （文/杨绪彤 图/科技处） 

 

技术对接会现场 

 

参会代表合影 

信息来源：http://www.qibebt.cas.cn/xwzx/tpxw/201811/t20181114_5171218.html 

http://www.qibebt.cas.cn/xwzx/tpxw/201811/t20181114_51712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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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动态 

探索实施“生物质扶贫” 

农作物秸秆与灌木树枝等农林生物质是农村最为常见的资源。但长期以来，由

于缺乏可持续的生物质利用模式，这些资源反而成为农民的负担和农村环境的一大

污染源。实际上，对秸秆等农林生物质的开发，可以按照能源化利用为主导方向，

探索实施“生物质扶贫”模式。这不仅有助于农民增收节支、采暖炊事用能清洁化

和农村环境改善三重功效，还可以进一步深化精准扶贫。 

生物质开发优选能源化利用方向  

当前，通过农作物秸秆等农林生物质可持续利用来推进“生物质扶贫”，已经初

步具备实现和推广条件。 

一是秸秆等农林生物质适度规模开发、能源化利用日益成为业内共识。秸秆生

物质的质量密度低，经济运输半径有限，大规模生产和长距离运输的利用方式因缺

乏经济性而难以持续。虽然在享受上网电价补贴下，秸秆生物质发电成为目前发展

最快的生物质利用方式，但很多生物质发电厂受困于秸秆收不上来，或者不能以“经

济”的价格收上来而不得不掺烧其他燃料。并且，在该利用模式下，原料价格上涨

的收益被“原料经纪人”拿走，农民增收有限。此外，在特定区域内秸秆生物质的

量是既定的，增加了用于肥料的用途，就减少了用于燃料的用途。因此，从秸秆生

物质利用价值最大化角度看，需要优选一个利用方向，作为政策鼓励的主导方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家认识到，从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最大化角度看，秸秆

生物质的能源化利用是最优利用方向。因为农户的供暖炊事能源需求是一种持续性

需求，同时清洁化用能已经成为政府鼓励的方向，以及农户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刚

性需求。因此，利用秸秆等农林生物质为农户供暖和炊事提供清洁能源是“一举多

得”的选择。 

二是生物质开发利用实践创新，为实施“生物质扶贫”模式奠定了基础。生物

质能利用项目成功推进的关键是，有效控制生物质原料的收集成本。针对这一问题，

通常建议引进大型打包机、运输车来降低成本。而为了分摊这些成本，必须有大规

模生物质能利用项目与之适应，如生物质发电、大规模生物质沼气。但这一模式在

现实中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企业必须与单个农户打交道，农户的坐地涨价行

为可能最终抵消规模化收集的成本优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生物质发电厂和

大规模生物质沼气企业开始采取培育秸秆经纪人的方式，控制原料收集成本。 

增强农户的“造血”能力  

上述模式仅从消纳秸秆生物质这种单一思路来考虑问题，农民从中获益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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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扶贫”模式强调，以农户的农作物秸秆和灌木树枝等生物质为载体，通过

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增强农户的“造血”能力，培育农民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这一模式的实施需要三个必要条件。 

一是构建农户与开发企业利益分享的短链闭环。出现部分农民出售秸秆生物质

时坐地涨价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秸秆出售后的后端利用与其没有关系。因此，单

向涨价直至价格达到企业的盈亏平衡点，是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构建利

益共享的短链闭环的核心在于，农民清洁炊事和取暖用能直接来自其农作物秸秆。

也就是说，农户用自己的部分秸秆换取秸秆成型颗粒厂的颗粒，前者按照市价出售

给成型颗粒厂。农户用购买的生物质成型颗粒炉具实现取暖、热水和炊事用能的清

洁化，直接改善生活品质，同时通过出售剩余秸秆增加部分收入。 

对企业来说，利益共享短链闭环的构建，可以实现农户行为成本收益内部化。

近年来在多地调研发现，一些成功解决了秸秆生物质原料收集和原料成本上涨问题

的企业，大多得益于以不同方式构建了这种短链闭环。尽管这些企业从操作简便角

度考虑，多采取与村镇的“能人”或“强人”利益共享的方式，而非与农户共享，

但这些实践为构建“生物质扶贫”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秸秆生物质原料收集、运输的主体，使其成为农民

发展的实体依托，增强“造血”能力。只有使个体农户能够依托一个经济组织获得

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才是真正可持续的扶贫模式。“生物质扶贫”模式正好提供了

这样一个平等参与获得收益的机会。因为农作物秸秆和灌木树枝等生物质资源的量

主要取决于土地、山地、林地数量。我国一个自然村或者行政村的农户土地和林地

面积差别不大，农户可较为平等地成为“生物质合作社”成员，共享本村或本地生

物质原料收集运输端的增值收益。为保证这一扶贫模式的实施效果，“生物质合作社”

必须覆盖一个自然村或者行政村的所有农户。 

三是中小规模生物质收集和成型颗粒加工等设备开发的成熟和应用，为“生物

质扶贫”模式提供技术条件。近年来，与早期片面追求秸秆生物质利用设备的大型

化不同，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分布式的中小规模开发利用，才是符合中国国

情的秸秆生物质利用模式。就生物质成型加工而言，清华大学在四川试点的“一村

一厂”模式，北京能祺热能公司在吉林农安尝试的“3 万吨标准化成型压缩工厂+移

动式秸秆粉碎机”模式，北京中天同圆太阳能公司开发的中小型秸秆打包机，加上

可以移动到田间地头现场粉碎加工成型机等新技术和新设备，为分布式、适度规模

的“生物质扶贫”模式奠定了技术基础。 

推动生物质合作社良性发展  

近年来，我国各地秸秆生物质开发利用的实践和技术创新，为实施“生物质扶

贫”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在实践中，一种开发模式通常只具备一个或两个条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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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将上述必要条件整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才能真正使“生物质扶贫”模式落地

生根、发展壮大。 

第一，引导村民成立以全体村民为股东的生物质合作社。这是实施“生物质扶

贫”模式的关键。该合作社代表村民与开发企业谈判，最终实现村民利益与开发企

业合作共赢。合作社相对于农户自行出售原料(给经纪人或加工企业)的好处是，可

以逐步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假定农户自行出售秸秆和其他生物质每年获得 1500 元

收入，只能起到稍微改善生活的作用。但如果是一个有 50 户的生物质合作社，年收

入则可以达到 7.5 万元，就可以将其中一部分作为合作社的发展资金，改善相关生

产条件。特别是，由于分布式中小型加工设备操作更加简便，当合作社具有一定的

资金实力后，还可以从开发企业租赁设备，进一步将业务范围延伸到加工领域，而

开发企业则直接从合作社购买生物质颗粒，将更多的资金和人力用于开拓下游消费

市场。 

第二，引导开发企业与生物质合作社以合同方式规范双方权利义务。实践表明，

生物质开发利用的最佳理念，同时也是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最大的模式，是首先能

够让农民自己有条件清洁地“消费”这些生物质。基于这种理念和模式基础上的商

业模式，才能真正实现合作共赢，才是可持续、绿色的发展模式。将具有这些理念

的企业引导到农村，使之与生物质合作社对接，并用合同方式规范双方的权利义务，

是政府在实施“生物质扶贫”模式中需要做的重要工作。 

第三，统筹协调相关政策推动生物质合作社良性发展。调研发现，这一模式的

推广不需要制定专门的扶持政策，只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统筹协调现有政策即可，包

括农村生物质炉具补贴政策、农村合作社的相关鼓励支持政策等。换句话说，当真

正有竞争力的技术与这一模式相结合时，能够很好地解决现有农村生物质利用过程

中的常见障碍，因而不需要过多的和长期的补贴。因此，生物质合作社应寻找真正

有技术实力，并且真正理解农村生物质分布式利用特点的企业，进入当地开发生物

质，同时合作社还应自主选择适合生物质成型颗粒使用的户用炉具。但是，由于信

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生物质成型颗粒企业技术性强，农民不容易判断优劣，政府可

以提供信息和适当指导。在户用炉具选择方面，则可以更多发挥合作社的作用。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45241-1.html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45241-1.html


 

23 

生物质取暖深推广阳信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阳信县地处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面对环保和民生双重压力，2017年以来，

阳信县立足自身优势，因地制宜，着眼统筹解决群众冬季清洁取暖、煤炭消费减量

替代、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问题，积极探索实施生物质清洁取暖改造试点，摸

索出了一条低碳环保、生态循环、集约惠民的清洁取暖新路子，为打造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提供了有力支撑。 

■ 树枝粪污变身清洁能源 转化热能变废为宝 

“希望阳信继续运用自身优势，更好地将生物质能源利用起来，摸清楚其中从

收集到运输，再到加工的一系列复杂环节，形成阳信带头，推动全国生物质能源大

发展的良好态势。”近日，在 2018 中国·阳信生物质清洁取暖高峰论坛上，作为中

国能源动力行业专家的倪维斗表示，阳信生物质资源丰富，已经有了相当的实践基

础，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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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围绕解决好人民

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重点部署了北方地区群众冬季清洁取暖、畜禽粪污处理

和资源化利用等 6 件民生实事。今年 4 月，在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又把打赢蓝天保卫战、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列为当前污染防治应重点打好的 7 大

标志性战役。去年以来，中央全面打响“蓝天保卫战”，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散煤治理工作形势严峻。 

阳信县是中国鸭梨之乡、全国畜牧百强县、中国古典家具文化产业基地，废弃

木材、作物秸秆、畜禽粪污等生物质原料充足。全县 10 万亩梨园年可剪枝 5 万吨，

55 万亩耕地年产秸秆 80 万吨，木器加工企业年供应锯末 10 万吨，肉牛年存栏 27

万头，可产生鲜牛粪 150 余万吨，具备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县域企业木质颗粒、

畜禽粪污等成型燃料生产工艺成熟，具有生物质热电联产专利技术，正在实施的金

缘生物 50 万吨农业秸秆能源化综合利用项目，年可产生 100 万吨蒸汽的供热能力。

山东省将阳信确定为首批三个生物质能源推广应用试点县之一，并在阳信组织召开

了生物质能源推广应用现场会。整个试点工作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省市领导及部

门的密切关注、充分肯定和明确支持。 

■ 一核两区七基地 生物质取暖有了“阳信方案” 

推进生物质清洁取暖，无成型经验可学，无现成模式可用，围绕运作方式、发

展模式、推进步骤等方面，阳信县积极探索，委托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高质量编

制了《阳信县生物质清洁取暖总体规划》，并通过了省级专家评审。委托国家煤炭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山东安和安全技术研究院分别对生物质燃料、专用炉具进行了检

测，形成了可行性报告和试点工作方案。坚持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投资 700

万元建设了利民生物质能科技公司，作为市场化运作平台，承担前期颗粒燃料生产

供应、专用炉具引进等具体任务。同时，通过赴外地炉具生产企业考察对接，按照

群众不同需求，通过竞标，选定几档不同价位的炉具，纳入扶持范围，试点推广。 

结合改造主体实际，阳信县实施了生物质燃料+专用炉具分散式取暖、生物质燃

料+锅炉机组分布式取暖、生物质热电联产集中供暖三种模式。按照规划，计划在县

城区、部分乡镇办驻地及村庄推行热电联产集中供暖;在学校、医院、敬老院等公共

场所以及部分有条件的村庄，推广“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机组分布式取暖”;其余

基础条件偏差的村庄，采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炉具分散式取暖”。 

规划布局上，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生态循环、惠及民生”的原则，阳

信县结合各乡镇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发展基础，规划建设“一核两

区七基地”。在阳信经济开发区建设生物质成型燃料中心加工厂、生物天然气工程、

科研基地和培训中心等。在温店镇建设集中供热区，支持金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5

兆瓦生物质直燃热电联产项目二期示范工程及供热管网建设，年供热面积 50 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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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为温店镇周边村庄、学校和商铺 2300 户集中供暖。在阳信经济开发区建设集中

供热区，建设 50 万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联产，秸秆生

产糠醛、木糖、纤维乙醇、生物肥及生物质热电联产一体化)，以及供热管网，满足

园区内企业工业用热以及河流镇等周边乡镇农村冬季取暖需求。在金阳街道办事处、

商店镇、翟王镇、劳店镇、流坡坞镇、水落坡镇、洋湖乡，分别建设年产 1.5—3 万

吨生物质成型燃料生产基地，配套建设秸秆收储运体系和服务网点。 

构建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上，阳信县以乡镇为单位，组建区域农林废弃物回收

利用服务中心，配备专业打包、破碎、运输设备，提升收集效率。科学规划和布局

燃料生产线，大力推广移动式小型制颗机应用，提升就地转化能力，让农民在田间

地头就能实现生物质燃料加工。合理配置中型颗粒燃料生产中心，提升集中制粒能

力，确保燃料充足供应。结合散煤销售治理工作，鼓励散煤销售转向生物质燃料销

售，构建便捷高效的销售体系。 

■ 自主选择改造方式 三年建成“无煤县” 

阳信县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完成生物质取暖改造 9.5 万户，实现清洁取暖县域

全覆盖，建成全国首个农村清洁取暖“无煤县”。截至目前，全县建成生物质颗粒燃

料企业(生产线)6 处、年生产能力 5 万吨的牛粪成型燃料资源循环利用项目 1 个(省

重点项目)、两炉二机 30MW 热电联产项目 1 个。今年 5 月，生态环境部指派中国

环境科学研究院有关专家历时 14 天，现场对颗粒燃料、环保炉具进行了全方位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与传统燃煤炉具相比，减排效果明显，技术可行。 

2017 年取暖季，阳信县已对 225 个村 1000 余户进行了分散式取暖改造，对 3

个村 700 余户进行了热电联产集中式供暖改造，完成小学、幼儿园、敬老院、邮政

网点等公共场所改造 30 余处。今年，该县清洁取暖计划全部采取生物质方式，改造

任务 2.5 万户，其中拟采用分布式 52 个村 7300 户，分散式 270 个村 14700 户，热

电联产 14 个村 3000 户。在具体试点工作中，宣传发动，讲明优惠政策，营造良好

参改氛围;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带动群众;坚持群众自愿

原则，由群众根据自身经济条件、生活质量要求，自主选择改造方式。 

到 2022 年，阳信县将形成生物质能替代散烧煤的清洁取暖基本格局，清洁取暖

率达到 90%以上，年产生物质成型燃料 50 万吨，可替代散煤 35 万吨;推广生物质清

洁取暖农村居民用户 9.5 万户，在公共机构、工商业户中推广生物质专用锅炉 100

余台，供暖面积达到 800 万平方米以上，形成公平开放、多元经营、服务水平较高

的清洁供暖市场。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43741-1.html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437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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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部生物质电价政策研究报告解读 

同为可再生能源，在风电、光伏补贴逐步退坡的形势下，装机规模已超“十三

五”规划目标的生物质电价政策是否会有调整，受到业界高度关注。 

近日，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中国产业发展促

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联合编制的《生物质电价政策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在北京发布。 

《报告》认为，退坡机制主要是针对风电和光伏发电产业出台的政策。在现有

电价政策下，大部分生物质发电项目维持微盈利水平或在盈亏平衡线上下浮动，而

且从近期看，生物质发电成本不具备大幅下降空间。未来生物质发电将逐步转型升

级为热电联产。 

装机规模超规划目标 

生物质发电是生物质能利用的最普遍方式之一，是继风电、光伏发电之后的第

三大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今年以来，其装机规模延续去年稳步增长态势，超

过“十三五”规划目标。 

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截至 2018 年 9 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7.06 亿千瓦，同比增长 12%。其中，生物质发电装机 1691 万千瓦，同比增长 18.8%，

高出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同期增速 6.8 个百分点，与其去年全年增速基本持平。累

计生物质发电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是山东、浙江、安徽和江苏，分别为 249 万、175

万、159 万和 158 万千瓦。 

今年前三季度，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 215 万千瓦，占可再生能源新增电力装机

的3.8%，较去年底时约2.2%的占比进一步提升;发电量66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4%。 

而据《生物质能发展“十三五”规划》，到 2020 年，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达

到 1500 万千瓦，年发电量 900 亿千瓦时，其中农林生物质直燃发电 700 万千瓦，城

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750 万千瓦，沼气发电 50 万千瓦。显然，生物质发电速度已超

出“十三五”规划预期。实际上，三类发电形式并网装机容量在去年底时已逼近规

划目标，分别为 700.8 万、725.1 万和 49.9 万千瓦。 

与此同时，生物质发电补贴也形成资金缺口。《报告》指出，截至 2017 年底，

未列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目录的补助资金和未发放补助资金共计约 143.64 亿

元。未纳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支持目录的项目的总装机规模已达 122.8 万千

瓦，约占生物质发电装机的 8%。 

短期内补贴退坡依据不充分 

增速超规划预期、补贴拖欠，这两个导致光伏、风电电价政策收紧的重要因素，

将对生物质电价产生何种影响，成为行业之忧。 

目前，农林生物质发电上网电价为 0.75 元/千瓦时，垃圾焚烧发电电价在入厂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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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处理量折算的上网电量内为 0.65 元/千瓦时，其余上网电量执行当地同类燃煤发电

机组上网电价。《报告》从生物质发电的产业定性、发电成本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

了保持连续稳定的生物质电价政策的必要性。 

《报告》认为，生物质发电属于环保和民生效应优先的低碳可再生能源清洁电

力。其在农村和城市中承担的废弃物处理的重任是风电和光伏发电无法取代的;其燃

料的购买、收集、装运和存储等费用支出约 280～320 元/吨，其中很多工作需要农

民参与，可以显著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 

从发电成本来看，在现有电价政策下，大部分生物质发电项目维持微盈利水平

或在盈亏平衡线上下浮动，而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在近年来快速下降，平价上网近

在眼前。尽管生物质发电也在积极探索降低成本的可行性路径，但生物质燃料成本

和未来随排放标准的提高造成的环保成本的增长，足以抵消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下

降。无疑，生物质发电补贴退坡会影响产业发展动力。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初，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开展“十三五”生物质发电规

划修订工作的通知》，启动“十三五”生物质发电规划修订工作，或将调增规划目标，

增加享受国家补贴的项目规模。因为 2017 年 7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的《生物质发电“十

三五”规划布局方案》，一次性下达了 2334 万千瓦的规模;更早公布的《可再生能源

中长期发展规划》还曾设定过 3000 万千瓦的目标。 

未来要向热电联产转型升级 

未来生物质发电将逐步转型升级为生物质热电联产，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综

合效益。《报告》指出，农林生物质发电大多以纯发电为主，能源转换效率不足 30%，

产品单一、项目经济效益较差，限制了我国生物质发电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从国外

的生物质利用经验看，生物质热电联产方式的能源转化效率将达到 60%-80%，比单

纯发电的效率提高一倍以上。 

国家层面正在鼓励、支持和引导这一转型。记者梳理发现，近一年多来发布的

《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实

施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生物质能供热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家能源局关于开

展“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清洁供热示范项目建设的通知》等政策文件均

鼓励发展生物质热电联产。 

上述文件明确，从严控制只发电不供热项目。到 2020 年，生物质热电联产装机

容量超过 1200 万千瓦，到 2035 年将超过 2500 万千瓦。“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

产县域清洁供热示范项目力争 2018 年底前建成(或完成技改)。 

然而，转型升级并非易事。《报告》指出，生物质发电向热电联产方向改造升级

的过程中仍面临热源和热需求不匹配、居民供暖热价倒挂等问题。特别是，目前补

贴机制主要集中在电力生产端，在供热端缺乏合理适宜的补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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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各地经济条件和热需求状况差异，《报告》建议，因地制宜的研究制定地

方性热价补贴政策，针对居民供暖和工业供热等不同热力用户采取相应补贴措施。

出台地方生物质供热的相关财税补贴优惠政策，有效缓解当前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资金紧张状况。。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45073-1.html 

  

国内首部生物质电价政策研究报告正式发布 

2018 年 11 月 7 日，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产

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联合编制的《生物质电价政策研究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在北京发布，这是国内首部侧重生物质电价政策研究的行业报告。 

《报告》共分“研究背景”、“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生物

质发电产业现状”、“生物质电价政策现状”、“产业存在问题”、“生物质电价相关政

策问题与挑战”、“国际政策经验”、“生物质发电产业展望”及“政策建议”9 个章

节，共计 65 页、35384 字。 

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快速增长使得可再生能源基金压力剧增。据统计，

2017 年可再生能源基金缺口已超过 1000 亿。由于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增长速度远

超过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的支持能力且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风电和光伏发电装备生产成本下降，风电光伏领域逐步引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退坡机

制。 

在风电和光伏电价政策逐步收紧的形势下，生物质电价何去何从，引发了社会

的高度关注。《报告》指出，补贴拖欠是影响生物质发电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

新能源发电规模的扩大，补贴的缺口不断扩大。截至 2017 年，未列入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资金目录的补助资金和未发放补助资金共约 143.64 亿元，其中农林生物质约

64.1 亿元。大量补贴资金的拖欠，对农林生物质发电行业影响巨大。 

《报告》针对近年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政策的退坡机制启动以及生物质发电

补贴缺口等行业焦点问题，从环保、民生、清洁供热等角度系统分析生物质发电产

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生物质发电产业现状、经济性、存在问题、电价相关政策

等进行了分析梳理，真实反映了行业生存状态。同时，借鉴国外生物质发电支持政

策和管理办法，从电价补贴、项目管理、税收优惠、地方政府激励等七个方面提出

政策建议，促进生物质发电产业清洁、高效、绿色、低碳、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同作为可再生能源，生物质发电的环保属性、民生属性、三农属性与风电、光

伏等其它可再生能源存在着本质差别。生物质发电产业在农村和城市的发展中承担

着有机废弃物处理的重任，农林生物质发电产业还存在高额的燃料收购成本，应将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4507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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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发电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成本量化，客观反映生物质发电的真实成本，

使生物质发电在电力市场的体现公平竞争力。 

因此，在国内可再生能源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对生物质发电的产业定位及

政策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报告》七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将为产业发展和有关部门制

定政策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报告》向社会免费发放，获取《报告》完整版，方式如下： 

1、识别下列二维码，进入“生物质能产业促进会”网站下载; 

2、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电价政策报告”获取; 

3、联系生物质能产业促进会秘书处 

联系人：刘国强 联系电话：010—58816199 转 807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43951-1.html 

  

  

Science：酵母生物混合系统实现光驱精细化学品生产 

基因工程微生物长期被用来生产药物和精细化学品。2018 年 11 月 16 日《科学》

报道，哈佛大学 Wyss 生物启发工程研究所和哈佛 John A. Paulson 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院的研究者将微生物与半导体技术结合，使微生物能从光中收集能量，提高其生

物合成的潜力。 

第一个生物-无机混合系统（简称生物混合系统）主要集中于对二氧化碳的固定

和替代能源的生产，其关键技术瓶颈是，有毒金属制成的半导体直接装配在细菌细

胞上会对细菌造成伤害，而且目前只关注于碳固定微生物，产物局限于相对简单的

分子。 

此次研究者将微生物扩展到了工业应用广泛且基因易于操作的酵母。面包酵母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产生莽草酸以产生一些用于合成蛋白质和其他生物分子

的构件。莽草酸是抗病毒药物（达菲 Tamiflu 等）、营养保健品和精细化学品的重要

前体。研究者通过遗传修饰，使细胞将其主要营养源（葡萄糖）所含的更多碳原子

汇集到产生莽草酸的途径中，减少替代途径。产量提高的另一个关键是研究者利用

半导体为莽草酸的最后一步提供能量。研究者使用天然多酚基“胶水”涂覆磷化铟

纳米颗粒实现无毒处理。磷化铟半导体附着在酵母细胞表面，从光中收集电子（能

量）并将它们交给酵母细胞，进入细胞质。电子提升了 NADPH 分子的水平，为莽

草酸生物合成提供能量。当酵母生物杂交细胞处于黑暗时，它们产生更简单的有机

分子，如甘油和乙醇；当暴露在光线中时，它们很容易转变为莽草酸生产模式，生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439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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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效率提高 11 倍。 

这种可扩展的方法为未来生物混合技术发展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在不远的将

来，半导体和基因工程酵母细胞可以以一种即插即用的方式融合，从而扩大制造工

艺的类型和生物产品的范围。 

信息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6_wh6TtZ0ZSm9KOs0-JqQA 

 

富锦市 30 万吨燃料乙醇项目开建 

富锦市 30 万吨燃料乙醇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对富锦市玉米深加工产业发

展、加快培育经济新动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 

据了解，该项目是象屿生物能源(富锦)有限公司总投资 14.5 亿元建设的。建成

后年可加工玉米 90 万吨，税收超亿元。富锦市紧紧围绕“粮头食尾”“农头工尾”

战略部署，秉承重商、亲商、富商、安商的理念，为项目建设提供全程优质服务，

营造有利项目建设的最优营商环境，全力推动项目建设。 

据悉，生物燃料乙醇是一种绿色可再生能源，使用生物燃料乙醇，可减少原油

的消耗。该项目的实施对我省的经济发展及全国乙醇汽油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43690-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6_wh6TtZ0ZSm9KOs0-JqQA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4369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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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先进能源情报网简介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先进能源情报网是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学科情

报服务协调组的整体组织和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牵头组建，联

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能源领域相关研究所，共同搭建的情报研究资源共享及

协同服务的非营利性情报研究及服务团体。先进能源情报网将汇聚中科院文献情报

系统内与领域相关的战略情报研究人员、学科情报人员、研究所科研管理人员、研

究所文献情报人员，以及相关的管理和学科专家，通过“协同开展情报研究服务、

组合共建情报产品体系、促进情报资源交流共享、提升整体情报保障能力”的工作

方式，创新院所协同的情报研究和服务保障模式，促进情报资源的共享、情报需求

和情报供给的对接、情报技术方法的合作开发，实现情报能力的扩散和提升,进而对

中国科学院各个层面（院层面、所层面、项目团队层面及科研人员层面）的重要情

报需求提供坚实保障。 

先进能源情报网成员单位 

成员单位 单位名称 

组长单位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副组长单位

（排名不分

先后）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成员单位

（排名不分

先后）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联系人：牛振恒   电话：（0532）80662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