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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Science：木质素生物精炼的发展路线图
Science 杂志发表综述文章讨论木质素精炼的发展，作者乔治亚技术学院教授
Ragauskas 称：文章是为整合基因工程和分析化学工具修饰木质素结构，使其更易于
生产生物基材料、化学品和燃料，制定了一个发展路线图。共同作者还包括橡树岭
国家实验室和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科学家。
木质素是自然界中主要的芳香族聚合物，约占陆生植物干重的 15%~40%。纤维
素生物质转化为液体燃料的生物炼制工艺中会产生大量木质素，有必要研究如何将
木质素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品。
生物工程技术修饰改变木质素结构或者插入其他成分可改变木质素在生物炼制
工艺中的反应条件或产生的化学变化。实验已经证明木质素结构的灵活性有效地提
高了提取效率。分析化学及模拟计算学的发展可以更有针对性的设计木质素的结构、
细化生物质预处理技术。
单独使用木质素可以生产的高附加值产品包括：低成本碳纤维、工程塑料、热
塑弹性材料、聚合物泡沫、薄膜以及所有的石油基燃料和化学品。这些木质素产品
必须保证要低成本，且性能与石油基产品一样，每种产品的生产工艺都面临特殊的
挑战。
原文检索：Arthur J. Ragauskas, Gregg T. Beckham, Mary J. Biddy, et al. Lignin
Valorization: Improving Lignin Processing in the Biorefinery. Science, 2014: 344(6185)
DOI: 10.1126/science.1246843
苏郁洁 摘译自：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44/6185/1246843.full

Science：新型催化剂催化甲烷高效转化为烃
直接将甲烷转化为高级烃的技术可以利用天然气生产化学品原料。然而，反应
时需要强氧化条件断开碳氢键。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高温非氧化途径，使用催化剂
激活甲烷的第一个碳氢键，同时抑制完整的脱氢反应，避免过氧化。研究发表在
Science 杂志上。
研究人员将铁离子嵌入硅基催化剂催化甲烷反应生成乙烯和芳烃。反应首先由
催化生成的甲基自由基启动，然后进行系列气化反应。另外，催化剂由于没有相邻
的铁离子，可以防止碳碳偶联，不会造成焦炭沉积。在温度为 1363Kelvin（1089.85
摄氏度）的条件下，甲烷的最大转化效率达到 48.1%，其中 48.4%转化为乙烯，超
过 99%转化为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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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检索：Xiaoguang Guo, Guangzong Fang, et al. Direct, Nonoxidative Conversion of
Methane to Ethylene, Aromatics, and Hydrogen. Science, 2014. 344 (6184): 616-619 .
DOI: 10.1126/science.1253150
苏郁洁 摘译

产业
使用“地沟油”燃料的飞机完成长途商业飞行
2014 年 5 月，欧洲空中客车工业集团发表公报说，一架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空
客 A330－200 宽体客机利用含“地沟油”的混合燃料，成功进行了一次长达 10 小
时的商业航班飞行，创造了空客飞机用生物燃料进行商业飞行的新纪录。

据空客介绍，这架航班号为 KL767 的商业航班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出发，
经 10 小时飞行，抵达位于加勒比海的荷属阿鲁巴岛。这架飞机执行此次飞行任务时
使用了一种混合燃料，其中 20％是俗称“地沟油”的废弃食用油。
空客说，这次飞行的主要任务是在航前、航后以及飞行过程中收集和整理有关
发动机燃油系统和发动机性能分析的数据，从而为“可持续航空燃料”与传统航空
煤油之间的对比提供专业数据支持。
同时，这次飞行也是欧洲“可持续航空燃料计划”
（ITAKA）的一部分。该计划
由欧盟出资，旨在集合不同领域的企业合作开发“可持续航空燃料”，加速欧洲航空
业生物燃油的商业化进程。据悉，未来还会有 20 架次由空客执飞的远程商业航班参
与类似的生物燃料飞行。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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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塑料市场不断蔓延 未来将成主潮
为治理环境污染，国家出台了相应的塑胶求购环保政策，同时鼓励民众节能环
保、绿色减排，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日益增强，环保可降解材料倍受欢迎。而生物
塑料具有制造不用石油产品、使用后会自我分解等优点，即将代替传统塑料走入我
们的生活。目前正于市场不断蔓延，未来将成主潮。
生物塑料指以淀粉等天然物质为基础在微生物作用下生成的塑料。它具有可再
生性，因此十分环保。生物塑料不仅对环境友好，其对肌体的适应性也非常好，可
望用于生产可被肌体吸收的术后缝合线等医用产品。
史密瑟斯-派诺公司在报告中指出，2013 年全球聚合材料的消费额已经超过了
6500 亿美元，其中北美和欧洲的市场份额分别只有不到 25%，而亚洲包括日本的市
场份额则达到了 40%左右，其他地区的市场份额为 13%。
截至 2023 年，亚洲对生物聚合材料的需求将达到全球总需求量的 34%，而欧洲
和北美在全球生物聚合材料市场上的份额将有所下降。
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和石化燃料及其衍生品价格的增长是促进生物塑料不断升
温的两个主要因素。随着从石化产品中提炼出的传统聚合材料石油聚合材料价格的
持续增长，生物塑料在全球包装领域中的接受度和增长率也有所上升。
随着可再生材料逐渐成为重要的原材料和能源，生物转换工厂将加大对技术的
投资和对化工原料的生产，其中有些原料将被加工为可降解聚合材料。据了解，生
物塑料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包装专业人士的青睐。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日益增高的
能源成本和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新认识将为生物塑料在市场上的成功奠定基
础。
生物聚合材料大多用在包装和食品服务等领域，主要用于包装那些打算一次性
使用或送往垃圾填埋场或冲入大海的产品。这样一来，生物降解性就成为了人们在
选择包装材料时首先考虑的一个因素。
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让生产商看到了生物降解塑料在包装市场的机会。国际上
众多知名厂商纷纷以并购、合资的方式进入该市场。鉴于目前消费者对生物降解塑
料的认知度不高，未来还需要大力培育市场，引导消费者接受这种环保材料，生物
降解塑料发展前景广阔。
来源：中研网

欧洲推出工业生物技术路线图
近日，欧洲工业生物技术研究与创新平台中心推出 BIO-TIC 项目，其目标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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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不断增长的工业生物技术产业进行技术创新并奠定坚实基础，公布了旨在研究
解决阻碍欧洲工业生物技术发展创新问题，涉及市场潜力、研究与发展的优先领域、
工业生物技术创新的非技术障碍的三大路线图草案。

这些路线图全面揭示了欧洲工业生物技术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几种旨在使欧洲
在 2030 年成为工业生物技术领域世界领先地区的解决方案。
据悉，目前的版本是路线图的第二稿，最终的 BIO-TIC 路线图建议将在 2015 年公
布。
作为生物技术产业的全球领跑者，美国始终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和比较优势。
然而近年来，以英国生物制药技术和德国工业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欧洲生物技术产业
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双方差距正在缩小。欧洲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医疗卫生、
制药业和工业领域三个产业应用方面。
BIO-TIC 项目于 2012 年 9 月启动，旨在识别、分析和理解欧洲工业生物技术在
创新上的障碍，并制定行动计划来克服它们。经过广泛的文献研究，超过 60 次专家
访谈和八个区域性研讨会的信息收集，BIO-TIC 形成了针对市场潜力、研究与发展
的优先领域、工业生物技术创新的非技术障碍的三个路线图草案。其中，市场路线
图给出了精选的五个欧洲工业生物技术商业案例的当前市场概述以及至 2030 年市
场预测。
欧洲工业生物技术研究与创新平台中心推出技术路线图的目的，是为了深入了
解研发相关的障碍，因为这些将妨碍 2030 年欧洲工业生物技术市场潜力的实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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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技术路线图旨在识别监管和非技术的障碍，这些障碍可能会阻碍工业生物技术创
新识别市场机会。
来源：中国科学报

全球PET/PBT树脂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势预测
知名市场行情分析网 rnrmarketresearch.com 日前发表报告称，2013 年全球 PET/
PBT 树脂市值为 314.7 亿美元。预计 2014-2019 年期间该种树脂市场需求将以 7.3%

的复合年增长率上涨。
报告指出，PET/ PBT 是重要的热塑性聚酯。PET 在塑料瓶、塑料薄膜、食品包
装等领域应用范围广泛。而 PBT 树脂主要应用市场包括汽车、电子电器、消费耐用
品等领域。
近年来，工程塑料取代金属材料的趋势日渐显著。受其影响，市场对 PBT 的需
求力度逐年加大。此外，终端产品市场的繁荣、新兴国家的崛起、生物基材料的推
广等因素进一步推高了 PBT 的市场走势。
市场分析师指出，全球 PET 行业的快速发展则主要得益于人口的增长、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增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行的加快以及科技的进步。
地域而言，亚太地区是 PET/ PBT 树脂的重要生产及消费市场。该地区掌控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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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38%的 PET 市场份额及 53.6%的 PBT 市场份额。PBT 方面，因汽车及电子电器行
业发展迅速，中国已成为亚太最大 PBT 消费国。
近年来，随着巴斯夫、朗盛、帝斯曼、杜邦等大型公司的入驻，巴西、印度、
德国、美国的 PET/ PBT 树脂行业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来源：全球塑胶网

巴航工业与波音合作建可持续生物燃料研发中心
2014 年 5 月 13 日消息：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与波音公司已就合资建立生物燃料
研发中心签署了谅解备忘录（MoU），该中心旨在为航空领域可持续生物燃料链的建
立开发而提供所需的知识和技术。该中心将位于圣若泽杜斯坎普斯的科技园区。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始终致力于为航空领域可持续生物燃料的研发提供支持，
此次与波音公司的合作无疑将进一步确保公司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巴西航空工业
公司工程技术执行副总裁莫罗·科恩（MauroKern）表示。“巴西在可替代燃料研发
方面历史悠久，且在生物能源研究方面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波音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努力扩大对可持续航空生物燃料的供应，以降低航
空业的碳排放量，”波音民用飞机集团分管环境战略和整合事务的董事总经理
JulieFelgar 表示。
“通过合资建立生物燃料研发中心，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和波音公司
郑重承诺在巴西打造一个成功的可持续航空生物燃料产业。”
“此次合作对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和波音公司而言是一个绝佳机会，双方可通过
合作增强巴西的航空生物燃料研发能力，同时扩大全球航空生物燃料的供给，”波音
公司巴西研发技术中心副总裁艾尔·布莱恩特（AlBryant）表示。
目前，双方将就该项目的具体内容达成《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条款，将允许其
他公司和机构参与研发活动。
航空航天业曾承诺将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并确立了到 2020 年实现碳中性增长
和到 2050 年碳排放较 2005 年的排放水平减半的宏伟目标。如今，该行业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2％。
航空航天业正计划在全球（包括巴西）采取多项举措，开发既具备经济可行性
又符合严格航空需求的航空生物燃料。
其中一项举措就是论证以甘蔗为原料的生物燃料的技术可行性，在 2012 年的里
约+20 峰会期间，E-195 飞机运用这种来源于甘蔗的生物燃料进行了试飞。
2011 年，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波音公司和圣保罗研究基金会（FAPESP）在研
发航空生物燃料方面开展合作，三方首先开展了有关调查，并于 2013 年在巴西启动
了航空生物燃料飞行计划，标志着三方合作达到高潮。该计划也是发展巴西稳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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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生物燃料产业的重要途径。
来源：中研网

报告推送
美国可再生能源展望 2014
近日，美国可再生能源协会发布了“美国可再生能源展望 2014”。该报告详细叙
述了生物燃料、生物质、地热能、水电、太阳能、废弃物和风能行业的市场驱动力。
报告评估了美国市场并预测了每个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域的未来。此外，对于每个领
域的预测都附带着行业协会的具体政策意见列表，这种方法这可能会鼓励行业持续
增长。
现如今，使用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很多美国人的技术选择，它占到了 2013 年美
国国内已安装发电量的 40%。目前，可再生发电容量超过 190GW，生物燃料占美国
国内燃料供应量的 10%，可再生热能系统为全美越来越多的家庭、企业、公共建筑
等提供服务。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统计，2012 至 2013 年，私营部门投资在美国清洁
能源行业的金额超过了 1 千亿美元，同时配套的就业机会达到数十万计。越来越多
的美国人开始接受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技术。
为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的规模，需要具有成本效益的政策推动私营部门的投
资。报告提供了几点意见：


建立有效的政策，促进市场的稳步增长



通过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创新融资方案来增加获得更大数额、更好的流动资金



推动已有可再生能源形式上的扩展，如集中式或分布式发电、运输燃料、热
能或其他技术。美国需要更多选择以改变其能源部门，满足二十一世纪的需
要



继续支持下一代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公共及私人研究，开发，示范和部署



配合使能技术建立可再生能源，如储能、氢燃料电池、废热，以及智能电网
技术，以提高系统有效性
程 静 摘译自：http://www.acore.org/files/pdfs/ACORE_Outlook_for_RE_2014.pdf

研究可持续生物能源：将基因和生态系统科学连结在一起
可持续生物燃料系统需要有关植物-微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知识以提供
一系列的生态系统服务。最关键的是理解生物燃料植物在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作
7

用下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果，并定义这种可持续性。如今，随着基因组科学快速发展，
可以极大地满足设计这样系统所需的知识。例如，在植物基因组学的进展可以将未
来的原料设计为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性；微生物基因组学的发展将使人们了解植物微生物-土壤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可以用来管理植物的生产力和活力。将这些研究进
展与生态系统科学的突破相连接，能够使系统生物学应用在可持续生物燃料系统的
基础设计中。
近日，美国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分部——生物环境研究办公室举办了可持续生物
能源专题研讨会，讨论并确定了研究生物、非生物和遗传因素对植物原料性能的影
响，以及多尺度提供生态服务系统研究领域的空白、挑战和机遇。
该报告为专题研讨会的会议报告，确定了可以有效实现这一系统的主要议题和
问题。研讨会被分为四类主题：
（1）植物系统，涵盖植物的生产力、资源利用效率、
基因型/表现型育种，作物多样性；
（2）植物微生物组，包括与微生物相邻或联系密
切的植物；（3）生态系统过程，如碳捕获，温室气体减排，水文过程；（4）多尺度
建模，集成并扩展跨时空尺度的结果。
程 静 摘译自：http://genomicscience.energy.gov/sustainability/SustainableBiofuels.pdf

2014 全球可再生能源现状报告
6 月 4 日，REN21 公布了《2014 全球可再生能源现状报告》。在发展中国家政策
的支持下，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跃升至创纪录水平。在政策支持下，目前有 95
个新兴经济体在培育可再生能源的增长，数量为 2005 年 15 个国家的六倍之多；可
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了一个新记录水平，在 2013 年跃升了 8.3%，占全球发电容
量净增长量的 56%以上，目前几乎可以满足世界能源消费量的 1/5。在过去的 8 年中，
具有支持可再生能源扩张政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数量已经飙升了逾 6 倍，从 2005
年的 15 个发展中国家增长到了今年年初的 95 个国家。这 95 个发展中国家现在已经
占据了 144 个拥有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和目标的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支
持力度的增长与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所采取日渐减少的支持措施和可再生能源政策
的不确定性、甚至支持减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报告指出，支持性政策在推动全球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在去年能达到新纪录水平（1,560 GW，较 2012 年增长 8.3%）
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现在，超过 22%的世界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
2013 年，全球估计约有 650 万人直接或间接在从事可再生能源领域相关的工作。
亮点：


去年整体来看，可再生能源占据了全球电力装机净增长量的 56%以上。



水电在 2013 年增长了 4%，达到约 1,000 GW，占可再生能源去年新增装机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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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其他可再生能源共同增长了将近 17%，预计约为 560 GW。


可再生能源在 2012 年占据了全球最终能源消耗量的 19%，2013 年这一数据继续
增长。在 2012 年的总份额中，现代可再生能源占据了 10%，剩余的 9 %来自传
统生物质能源，并且这一比例正在下降。



全球太阳能光伏新增容量第一次超过了风电新增容量。



尽管全球太阳能光伏的投资额相对于 2012 年下降了近 22%，新增装机容量却增
加了 27%以上。2013 年是太阳能光伏市场创纪录的一年，新增装机约 38 GW，
累计装机约 138 GW。中国市场的增长惊人，占全球新增容量的将近 1/3，紧随
其后的为日本和美国。



中国、美国、巴西、加拿大和德国仍然占据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的前列。



中国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容量首次超过化石燃料和核能。



越来越多的城市、国家和地区在单个区域或整个经济范围内寻求向 100%可再生
能源过渡。如，吉布提、苏格兰和图瓦卢小岛国都设定了在 2020 年达到 100%
电力来自可再生的目标。



在投资与年度 GDP 相关的新能源电力和燃料国家中，乌拉圭、毛里求斯和哥斯
达黎加已名列前茅。



2013 年风电新增容量逾 35 GW，累计容量超过 318 GW。然而，在经历了几年
的连创纪录之后，市场较 2012 年下跌了近 10 GW，主要反映在美国市场的急剧
下跌。对于海上风电，2013 年可谓创纪录的一年，新增容量 1.6 GW，几乎全部
都在欧洲市场。



现代生物质能、太阳能和地热能的供热制冷虽只占据了全球热能需求的一小部
分份额，但比例正在逐步上升，预计占到总量的 10%。



2013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和燃料的全球新投资额至少为 2494 亿美元，与 2012 年
相比降低了 14%，比 2011 年的创纪录水平降低了 23%。
来源：www.ren21.net

2014 能源技术展望——发挥电力潜能
从电力将会日益成为未来能源系统中一支重要力量这一前提开始，
《能源技术展
望 2014》（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2014，简称 ETP2014）深入探讨了支持部
署发电、配电和终端用电可持续方案所需采取的行动。除了对超过 500 种技术方案
在不同情景下到 2050 年的全球展望进行建模之外，ETP2014 还探索了在六个关键领
域“超越极限”的可能性：


太阳能发电：到 2050 年可能成为电力的主要来源；
9



低碳电力系统中的天然气；



交通电气化：电动交通如何取代石油？



电力存储：成本、价值和竞争力；



吸引资金用于低碳发电；



印度的电力行业。
自 2006 年首次出版以来，ETP 已经发展成为一套阐述通往可持续能源未来发展

路径的系列出版物，其中最优政策支持和技术选择由经济性、能源安全和环境等因
素推动。
针对具体主题的书籍和论文探讨特别热门的话题或交叉领域的挑战；


“追踪清洁能源进展”提供了不同技术领域的年度进展概览，同时也显示了不
同



技术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 ETP 分析的支持下，国际能源署技术路线图评估了各个技术领域的转型潜力，
并概述了需要采取的行动和推广的里程碑。
总体而言，本系列报告广泛地提出了可以在近期和中期采取必要的、可实现的

措施，从而为长期能源政策目标奠定基础，明确了能源行业参与者、政策制定者和
业界的作用。
来源：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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