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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生物质能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具有资源来源广泛、利

用方式多样化、能源产品多元化、综合效益显著的特点。开

发利用生物质能，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农村

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措施，是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重要任务。 

“十一五”时期，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快速发展，开发利

用规模不断扩大，部分领域已初步产业化，在替代化石能源、

促进环境保护、带动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十二

五”时期是转变能源发展方式、加快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阶

段，是完成 2020 年非化石能源发展目标、促进节能减排的

关键时期，生物质能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根据《国家能源

发展“十二五”规划》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制

定《生物质能发展“十二五”规划》。 

《规划》分析了国内外生物质能发展现状和趋势，阐述

了“十二五”时期我国生物质能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发展目标、规划布局和建设重点，提出了保障措施和实施机

制，是“十二五”时期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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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基础和背景 

（一）发展基础 

1、国外生物质能发展状况 

近年来，为应对国际能源供需矛盾、全球气候变化等挑

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发展生物质能作为替代化石能源、保

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战略措施，积极推进生物质能开发利用，

生物质能在许多国家能源供应中的作用正在不断增强。 

（1）发展现状 

目前，世界上技术较为成熟、实现规模化开发利用的生

物质能利用方式主要包括生物质发电、生物液体燃料、沼气

和生物质成型燃料等。 

生物质发电。欧美国家主要利用农林剩余物、养殖场剩

余物生产沼气，以及利用城市生活垃圾发电。到 2010 年底，

全球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超过 6000 万千瓦。欧洲的生物质

热电联产已很普遍，能源利用效率高，生物质与煤混燃发电

较多，秸秆直接燃烧发电技术、生物质流化床锅炉发电技术

已十分成熟。 

生物液体燃料。随着国际石油市场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

发展生物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等生物液体燃料已成为替代

石油燃料的重要方向。目前，以甘蔗、玉米和薯类作物为原

料的燃料乙醇和以植物油脂为原料的生物柴油已实现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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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应用。2010 年全球生物液体燃料使用量约 8000 万吨，

其中，燃料乙醇 6800 多万吨，乙醇汽油在巴西、美国已大

规模使用，生物柴油在欧洲实现了较大规模的利用。 

生物质燃气和成型燃料。生物质燃气主要包括沼气和采

用热解技术以生物质为原料生产的燃气。近年来，欧洲沼气

产业发展迅速，沼气经提纯压缩后可进入天然气管道，也可

作为车用燃料。到 2010 年底，德国已建成大型沼气工程 6000

多处，在瑞典沼气作为车用燃料已形成一定规模。2010 年，

全世界生物质成型燃料产量超过 1500 万吨，规模化利用主

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地区，主要用途是作为供热燃料。在瑞

典的供热能源中，生物质成型燃料占 70％左右。 

（2）发展趋势 

从目前生物质能资源状况和技术发展水平看，生物质成

型燃料的技术已基本成熟，作为供热燃料将继续保持较快发

展势头。大型沼气发电技术成熟，替代天然气和车用燃料也

成为新的使用方式。生物质热电联产，以及生物质与煤混燃

发电仍是今后一段时期生物质能规模化利用的主要方式。低

成本纤维素乙醇、生物柴油等先进非粮生物液体燃料的技术

进步，为生物液体燃料更大规模发展创造了条件，以替代石

油为目标的生物质能梯级综合利用将是主要发展方向。生物

质能及相关资源化利用的资源将继续增多，油脂类、淀粉类、

糖类、纤维素类和微藻，以及能源作物（植物）种植等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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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都是生物质能利用的潜在资源。 

（3）发展经验 

目标引导。欧美发达国家提出生物质能发展阶段性目标，

一些国家提出了中长期发展目标，美国提出到 2020 年生物

燃料占交通燃料的 20％，欧盟提出到 2020 年生物燃料占交

通燃料的 10％。瑞典的目标是到 2020 年交通实现基本不再

使用石油燃料。 

财政支持。欧美国家主要采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

施支持生物质能发展。德国对沼气发电给予电价补贴。瑞典

对使用生物质成型燃料采暖的用户提供资金补贴，美国等国

家对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实行减税政策。一些国家制定车用

燃料中生物燃料含量的强制性标准，推动生物液体燃料在交

通领域的使用。 

研发支持。欧美国家将现代生物质能技术作为重要的新

能源技术，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生物质能基础研究、技

术开发和产业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在新技术试验、示范和

推广方面的支持力度很大。 

2、我国生物质能发展现状 

我国生物质资源丰富，能源利用潜力很大。在“十一五”

时期，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出现了一些专业

化的技术装备企业和开发利用企业，部分领域已初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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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形成了一定规模，在替代化石能源、

促进环境保护、带动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资源潜力 

我国生物质能资源广泛，主要有农作物秸秆及农产品加

工剩余物、林木采伐及森林抚育剩余物、木材加工剩余物、

畜禽养殖剩余物、城市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工业有机废弃

物和高浓度有机废水等。 

农作物秸秆及农产品加工剩余物。包括玉米、水稻、小

麦、棉花、油料作物秸秆在内的农作物秸秆理论资源量每年

8.2 亿吨，可收集资源量每年约 6.9 亿吨，主要分布在华北平

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北平原等 13 个粮食主产省（区）。

目前，作为肥料、饲料、食用菌基料以及造纸等用途共计每

年约 3.5 亿吨，可供能源化利用的秸秆资源量每年约 3.4 亿

吨。另外，稻谷壳、甘蔗渣等农产品加工剩余物每年约 1.2

亿吨，可供能源化利用的每年约 6000 万吨。 

林业剩余物和能源植物。全国现有林地面积 3.04亿公顷，

可供能源化利用的主要是薪炭林、林业“三剩物”、木材加

工剩余物等，每年约 3.5 亿吨。适合人工种植的能源作物（植

物）有 30 多种，包括油棕、小桐子、光皮树、文冠果、黄

连木、乌桕、甜高粱等，资源潜力可满足年产 5000 万吨生

物液体燃料的原料需求。 

生活垃圾与有机废弃物。目前每年城市生活有机垃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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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量约 1.5 亿吨，其中 50%可作为焚烧发电的燃料或垃圾填

埋气发电的原料，可替代 1200 万吨标准煤。厨余垃圾还可

作为生物柴油的原料，每年可获得量约 300 万吨。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泥年产生量约 3000 万吨，其中约 50％可能源化利

用。酒精、制糖、酿酒等 20 多个行业每年排放有机废水 43.5

亿吨、废渣 9.5 亿吨，可转化为沼气约 300 亿立方米。规模

化畜禽养殖场粪便资源每年约 8.4 亿吨，生产沼气的潜力约

400 亿立方米。 

我国可作为能源利用的生物质资源总量每年约 4.6 亿吨

标准煤，目前已利用量约 2200 万吨标准煤，还有约 4.4 亿吨

可作为能源利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

农林业的进一步发展，生物质能源利用潜力将进一步增大。 
专栏1  我国生物质能源利用潜力 

资源来源 

可利用资源量 已利用资源量 剩余可利用资源量 

实物量

（万吨） 

折合标煤量

（万吨） 

实物量

（万吨） 

折合标煤量

（万吨） 

实物量

（万吨） 

折合标煤量

（万吨） 

农作物秸秆 34000 17000 800 400 33200 16600 
农产品加工

剩余物 6000 3000 200 100 5800 2900 
林业木质剩

余物 35000 20000 300 170 34700 19830 
畜禽粪便 84000 2800 30000 1000 54000 1800 
城市生活垃

圾 7500 1200 2800 500 4700 700 
有机废水 435000 1600 2700 10 432300 1590 
有机废渣 95000 400 4800 20 90200 380 
合   计  46000  2200  43800 

注：加上生产燃料乙醇的陈化粮等，已利用资源量为 2400 万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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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现状 

在“十一五”时期，我国生物质能多元化利用取得较大

进展，生物质发电、液体燃料、燃气、成型燃料等多种利用

方式并举，技术不断进步，已呈现出规模化发展的良好势头。

2010 年，生物质能利用量（不含直接燃烧薪柴等传统利用方

式）约 2400 万吨标准煤。 

生物质发电。到 2010 年底，我国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

550 万千瓦，其中农林生物质发电 190 万千瓦，垃圾发电 170

万千瓦，蔗渣发电 170 万千瓦，沼气等其他生物质发电 20

万千瓦。生物质发电已形成一定规模，年发电量超过 200 亿

千瓦时，相应年消耗农林剩余物约 1000 万吨，总计增加农

民年收入约 30 亿元。生物质发电技术和设备制造发展较快，

已掌握了高温高压生物质发电技术。 

生物液体燃料。到 2010 年底，以陈化粮和木薯为原料的

燃料乙醇年产量超过 180 万吨，以废弃动植物油脂为原料的

生物柴油年产量约 50 万吨。培育了一批抗逆性强、高产的

能源作物新品种，木薯乙醇生产技术基本成熟，甜高粱乙醇

技术取得初步突破，纤维素乙醇技术研发取得较大进展，建

成了若干小规模试验装置。 

生物质燃气。到 2010 年底，农村户用沼气保有量超过

4000 万户，年产沼气约 130 亿立方米。建成畜禽养殖场沼气

工程 5 万多处，年产沼气约 10 亿立方米。农村沼气技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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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成熟，产业体系逐步健全，许多地方建立了物业化管理沼

气服务体系。生物质气化集中供气技术和工艺不断改进，目

前已建成使用的生物质集中供气项目约 1000 个。 

生物质成型燃料。2010 年，生物质成型燃料产量约 300

万吨，主要用于农村居民和城镇供热锅炉燃料及生物质木炭

原料。成型燃料设备能耗显著降低，易损件寿命和可维护性

明显提高，成型燃料已初步具备较大规模产业化发展条件。 
专栏2  我国各类生物质能利用规模 

利用方式 
利用规模 年产能量 折标煤 

数量 单位 数量 单位 万吨/年 
生物质发电 550 万千瓦 330 亿千瓦时 1020 
户用沼气 4000 万户 130 亿立方米 930 
大型沼气工程 50000 处 10 亿立方米 70 
生物质成型燃料 300 万吨   150 
生物燃料乙醇 180 万吨   160 
生物柴油 50 万吨   70 
总 计     2400 

（二）发展形势 

虽然在“十一五”时期生物质能有了长足发展，但由于

生物质资源分散、加工转换技术难度大、市场化发展环境尚

未建立，生物质能发展还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缺乏准确的资源调查评价。生物质能资源的可持续

供给是生物质能规模化发展的基础。我国生物质能源利用潜

力较大，但在资源种类、数量、可利用量、潜在资源量及分

布等方面，还需系统的调查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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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原料收集难度大。农林生物质原料具有分散性和季

节性特点，目前原料收集主要依靠人工和小型机械，运输主

要依靠通用运输工具，缺乏完整的专业化原料收集、运输、

储存及供应体系，收储运效率低，难以满足生物质能规模化

利用的需要。 

三是技术水平有待提高。我国生物质能利用技术和装备

处于起步阶段，仍未掌握循环流化床气化及配套内燃发电机

组等关键设备技术，非粮燃料乙醇生产技术需要升级，生物

降解催化酶等核心技术亟待突破，生物柴油生产技术应用水

平还不高，航空生物燃油、生物质气化合成油等技术尚未产

业化。生物质能综合利用水平低，转换效率有待提高。生物

质热解技术需完善工程设计、设备制造等方面的技术水平。 

四是产业化程度低。生物质能项目的专业化市场化建设

管理经验不足，产品、设备、工程建设和项目运行等方面的

标准不健全，检测认证体系建设滞后，缺乏市场监管和技术

监督。成型燃料市场尚未完全开发，农村生物质能项目产业

化程度较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二、指导方针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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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能作为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发

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重要环节、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措

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内容，加强政府引导

和扶持，加快技术创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政策体系，

推进生物质能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和多元化发展，尽快

形成具有较大规模和较高技术水平的新型产业。 

（二）基本原则 

统筹兼顾，综合利用。统筹生物质的能源利用与其他用

途，充分合理利用生物质资源。积极推进生物质资源的梯级

综合利用，发挥生物质能在生产液体燃料、电力、热力等方

面的综合效益，实现能源、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因地制宜，多元发展。综合考虑生物质资源条件、气候

差异、农林业生产特点和农村实际情况，以及生物质能利用

技术成熟程度和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因地制宜推动生物质

气化、成型燃料、发电、液体燃料等多元化发展，加快新型

利用方式的产业化进程。 

自主创新，规模发展。大力推动生物质能利用新技术研

究和产业化，以及关键设备的自主化，提高利用和转化效率，

提高综合效益。积极推动生物质能规模化发展，建立健全专

业化市场化产业化建设管理模式，形成生物质能新型产业。 

政府扶持，市场推动。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健全完善

政策体系，积极探索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模式。充分发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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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作用，培育壮大专业化生物质能企业，不断提升生物质

能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三）发展目标 

在“十二五”时期，生物质能发展目标是：到 2015 年，

生物质能产业形成较大规模，在电力、供热、农村生活用能

领域初步实现商业化和规模化利用，在交通领域扩大替代石

油燃料的规模。生物质能利用技术和重大装备技术能力显著

提高，出现一批技术创新能力强、规模较大的新型生物质能

企业。形成较为完整的生物质能产业体系。 

专栏3  “十二五”时期生物质能发展主要指标 

领域 
利用规模 年产能量 折标煤 

数量 单位 数量 单位 万吨/年 
1、生物质发电 1,300 万千瓦 780 亿千瓦时 2430 

农林生物质发电 800 万千瓦 480 亿千瓦时 1500 
沼气发电  200 万千瓦 120 亿千瓦时 370 
垃圾发电 300 万千瓦 180 亿千瓦时 560 

2、生物质供气   220 亿立方米 1750 
沼气用户 5000 万户 190 亿立方米 1500 

大型农业剩余物燃气 6000 处 25 亿立方米 200 
工业有机废水和污水处

理厂污泥等沼气 1000 处 5 亿立方米 50 
3、生物质成型燃料 1000 万吨   500 
4、生物液体燃料     500 

生物燃料乙醇 400 万吨   350 
生物柴油 

和航空燃料 100 万吨   150 
总计     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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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5 年，生物质能年利用量超过 5000 万吨标准煤。

其中，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 1300 万千瓦、年发电量约 780

亿千瓦时，生物质年供气 220亿立方米，生物质成型燃料 1000

万吨，生物液体燃料 500 万吨。建成一批生物质能综合利用

新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 

三、重点任务 

（一）加快生物质能规模化开发利用 

根据各地生物质资源条件和用能特点，加快推广应用技

术已基本成熟、具备产业化发展条件或产业化有一定基础的

生物质燃气、发电、成型燃料和液体燃料等多元化利用技术，

推进生物质能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提高生物质能梯级综合利

用水平。 

1、有序发展生物质发电 

有序发展农林生物质发电。在秸秆剩余物资源较多、人

均耕地面积较大的粮棉主产区，有序发展秸秆直燃发电，提

高发电效率；在重点林区和林产品加工集中地区，结合林业

生态建设，利用林业三剩物和林产品加工剩余物发展林业生

物质直燃发电，结合能源林种植，建设林醇电综合利用工程；

在“三北”地区，结合防沙治沙，建设灌木林种植基地，发

展沙生灌木平茬剩余物直燃发电及综合利用工程；在甘蔗种

植主产区和蔗糖加工集中区推进蔗渣直燃发电。鼓励将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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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发电与纤维素乙醇、生物柴油及生物化工相结合，实现生

物质梯级利用。鼓励发展生物质热电联产，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到 2015 年，农林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800 万千瓦。 

合理发展垃圾发电。结合城市生态环境保护，选择适宜

的生活垃圾、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及能源利用方式，推进垃

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在人口密集、土地资源紧张的

中东部地区城市，合理布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西部

地区采取垃圾填埋方式处理垃圾的城市建设填埋场沼气发

电项目。大力推动垃圾发电关键设备和清洁燃烧技术进步。

到 2015 年，城市生活垃圾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300 万千瓦。 

积极发展生物质燃气发电。在农村生物质资源比较丰富、

人口密集的乡镇，发展分布式生物质燃气发电；依托大型畜

禽养殖场，结合污染治理，建设大型畜禽养殖废弃物沼气发

电项目；积极推动造纸、酿酒、印染、皮革等工业有机废水

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沼气发电。到 2015 年，沼气发电装机

容量达到 200 万千瓦。 

到 2015 年，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300 万千瓦，

年发电量 780 亿千瓦时，年替代化石能源 2430 万吨标准煤。 

2、加快发展非粮生物液体燃料 

建设非粮能源原料基地。在盐碱地、荒草地、山坡地等

未开发宜能荒地较多的地区，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作物植物

特点，种植甜高粱、木薯、油棕、小桐子等能源作物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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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非粮生物液体燃料的原料供应基地。到“十二五”期末，

建成油料能源林基地 200 万公顷。 

建设非粮生物液体燃料示范工程。在“十二五”时期，

建设一批产业化规模的纤维素乙醇示范工程，建成纤维素酶

批量生产基地。突破关键设备和集成工艺，提高成套设备制

造能力，降低纤维素乙醇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性。规范和引

导以废弃油脂为原料的生物柴油的产业化，推进木本油料作

物为原料的生物柴油和航空生物燃料示范工程及应用。 

到 2015 年，生物燃料乙醇年产量达到 400 万吨，生物柴

油和航空生物燃料年产量 100 万吨。年替代化石能源 500 万

吨标准煤。 

3、积极推广生物质燃气 

积极推进生物质燃气集中供气。“十二五”时期，在农林

生物质资源丰富、地势易于铺设燃气管网、农民经济条件较

好、居住较为集中的乡镇或较大的村庄，推广生物质气化集

中供气。在居住区域附近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地区，优先

发展沼气集中供气，建设大中型沼气集中供气工程。结合工

业有机废水和城市污水处理，建设利用工业有机废水、城市

生活污水和污泥中的有机物生产沼气的集中供气工程。“十

二五”期末，生物质燃气集中供气达到 30 亿立方米/年，折

合 250 万吨标准煤。 

稳步推进户用沼气建设。在气候适宜、人口居住分散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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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庭养殖畜禽的农村地区，继续推广户用沼气，提供清洁

生活燃气。将沼气作为连接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纽带，发展“三

位一体”、“四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提高户用沼气的综合

效益。到 2015 年，农村沼气用户 5000 万户，年产沼气 190

亿立方米，折合 1500 万吨标准煤。 

4、推进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 

生物质成型燃料具有原料适应范围广、规模适应性强、

易于运输储存等特点，作为供热燃料，是一种经济实用的方

式。在“十二五”时期，重点在北方采暖地区推广生物质成

型燃料集中供热，结合城市大气环境治理，大力推动城市燃

煤锅炉改造为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减少城市燃煤量，扩大

规模化的生物质成型燃料市场；在人口居住分散、不宜铺设

燃气管网的农村地区，推广户用生物质成型燃料，解决户用

炊事及采暖用能。到 2015 年，生物质成型燃料年利用量达

到 1000 万吨，相应替代化石能源 500 万吨标准煤。 

（二）推进先进生物质能综合利用产业化示范 

建设一批梯级综合利用生物质能示范项目和若干个示范

区，推动生物质能利用从单一原料和产品模式转向原料多元

化、产品多样化的循环经济梯级综合利用模式，使生物质资

源利用获得更好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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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纤维素原料生物燃料多联产示范 

积极推动农林剩余物（纤维素）生产生物乙醇为主产品

的综合利用产业化示范。建设纤维素生物燃料综合利用示范

区，利用当地丰富的农作物秸秆资源，建设产业化规模纤维

素水解制备液体燃料和生物基化工产品及醇电联产综合利

用示范工程。 

依托示范项目，推进生物乙醇及其他替代石油基原料的

化工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废水经厌氧发酵处理生产沼气及沼

气发电，或者利用废水培养微藻能源作物，最终的生物质残

渣用于燃烧发电和供热，整体实现生物质梯级综合利用。 

到 2015 年底，形成若干以农林剩余物（纤维素）为原料

的生物燃料多联产产业化示范区。 

2、微藻生物燃料多联产示范工程 

鼓励微藻固碳生物燃料产业化示范。在条件适合地区，

利用工业废水及富含二氧化碳废气，采用先进养殖技术，建

设含油微藻规模化养殖场，开展微藻生物燃料多联产示范。 

依托示范项目，推进商业化规模的微藻生物燃油生产，

同时生产高附加值的营养藻粉和饲料藻渣等生物基产品。通

过微藻生物燃料多联产，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工业污水处理

与生物能源制备、生物基产品开发的有机结合，建设多产业

组合的循环经济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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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5 年底，建成若干微藻生物燃料多联产循环经济产

业化示范项目。 

3、生物质热化学转化制备液体燃料及多联产示范工程 

加快生物质气化合成醇醚、生物质热解液化及直接催化

转化制备烃类燃料技术进步，建设生物质热化学制备液体燃

料产业化示范区，利用各类农林剩余物资源，开展万吨级生

物质热化学制备液体燃料，以及燃气、热力、电力、生物质

炭、多元醇生物基化学品等多联产系统示范工程，实现低成

本规模化生物质资源梯级综合利用。 

依托示范项目，突破大型生物质气化、先进高效净化与

组分调变一体化、生物油炼制加工催化剂及相应的反应精馏

分离等关键技术，降低生物燃料生产成本。结合化工项目工

程和工业园区用热需求，整合生物化工技术开展综合精炼，

生产生物柴油、石脑油和航空煤油等生物燃料，以及热力、

电力、精细化工原料和产品、医药产品等系列化产品，拓展

相关产品应用市场，全面推进各类农林生物质资源梯级综合

利用，提升生物质能及综合利用的经济性和竞争力。 

到 2015 年底，形成若干以农林剩余物为原料的生物质热

化学转化制备液体燃料及多联产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 

4、大型沼气综合利用示范工程 

加快大型沼气工程技术进步，提高大型沼气生产成套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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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沼气净化设备、沼气管道供气和罐装成套设备制造水平。

在具备资源、市场等条件的地区，建设大型混合原料沼气综

合利用产业示范区，将沼气输入城市天然气管道网络。在乡

镇布设沼气供应服务站点，以供应罐装沼气的方式为周边居

民提供生活燃气；探索沼气作为城市公共交通车辆燃料的利

用方式；推动大型沼气工程的沼液沼渣综合利用，拓展有机

肥市场，支持有机蔬菜、水果种植产业发展，发展大型沼气

综合利用循环经济生态园。 

到 2015 年底，形成若干混合原料大型沼气多用途综合利

用循环经济生态园。 
专栏4  先进生物质能综合利用产业化示范 

    纤维素原料生物燃料多联产示范：在河南、吉林、黑龙江、山

东等地建设示范工程，以农作物秸秆为主要原料，通过纤维素水解

制备乙醇、丁醇等液体燃料，剩余物制取沼气或燃烧发电。通过示

范，突破纤维素原料预处理、酶制取等技术瓶颈，具备产业化基础。 
    微藻生物燃料多联产示范：在水质适宜和光照充分地区，加快

先进育繁技术进步，选取优质高含油微藻，提取生物油脂，通过脂

化、重整生产生物燃油，同时生产营养藻粉等生物基产品。通过示

范，形成生物油藻选育、繁殖、推广体系，推动生物油藻产业化。 
    生物质热化学转化制备液体燃料及多联产示范：在吉林、黑龙

江、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建设示范工程，以农林剩余物为原料，

以热化学法制取燃气，采用费托合成生产生物燃油。通过示范，形

成一定规模的费托合成催化剂生产能力，加快热化学制备生物油产

业化进程。 
    大型沼气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在河南、广西、四川等畜禽养殖

规模较大、有机废渣废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建设为城市、大型村镇

集中供气的沼气及管网设施示范工程，进行沼气净化提纯装罐，作

为分散民用燃气及车用燃料。通过建设专业化的大型沼气工程，探

索沼气商业化应用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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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生物质能推广利用重点工程 

1、城市生物质供热工程 

结合城市大气环境治理和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在城市

推广生物质成型燃料和专用锅炉，替代区域集中供热及分散

锅炉燃煤。 

在“十二五”时期，在生物质资源稳定供应、有采暖需

求的北方城市建设生物质供热工程，利用农林剩余物、城市

生活垃圾及有机污水、养殖场畜禽粪便等资源，采用生物质

成型燃料采暖锅炉、生物质燃气供热锅炉等技术，综合发展

各类生物质供热，减少城市中的煤炭直接燃烧，改善大气环

境和城市面貌。 

到 2015 年，年供热消耗生物质燃料 10 万吨以上的城市

达到 50 个，平均每个城市生物质供热总供热面积达到 100

万平方米以上，相应每个城市平均每年替代化石能源 5 万吨

标准煤。全国生物质供热总供热面积达到 5000 万平方米，

相应年替代化石能源 250 万吨标准煤。 

2、农村生活燃料清洁化工程 

将生物质能技术作为实现农村生活用能优质化、清洁化、

现代化，促进城乡能源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手段。“十二

五”时期，结合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推广农村生活燃料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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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化工程，充分利用当地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林业剩余

物等生物质资源，推广生物质热解气化、生物质干馏、生物

质成型燃料、大中型沼气工程和户用沼气池、省柴灶等技术，

为当地居民提供清洁生活燃料。 

在生物质资源比较丰富、农村居民集中的地区，建设生

物质燃气集中供气工程，铺设生物质燃气管网，推进农村燃

气物业化管理和服务。在具有采暖需求的北方农村，重点推

广生物质成型燃料采暖技术。在林区及退耕还林地区，结合

生态保护工程，重点发展分布式生物质能技术，充分利用林

业剩余物建设生物质气化和成型燃料项目，为林区提供清洁

的生活燃料，减少林木质燃料消耗，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积

极支持在农村学校、医院等公益设施和公用机构推广应用清

洁生物质燃料。 

到 2015 年，农村生活燃料清洁化工程惠及 1000 个乡镇、

100 万户农户，年替代化石能源 100 万吨标准煤。 

3、生物质能源作物和能源林基地建设 

按照“不与民争粮，不与粮争地”的要求，根据我国土

地资源和农林业生产特点，立足非粮原料，结合现代农林业

发展和生态建设，在有条件地区实施生物质能源作物和能源

林种植工程，合理选育和科学种植能源作物植物，因地制宜

开发边际性土地，规模化种植各类非食用粮糖油类作物植

物，建设生物质能原料供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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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在“三北”地区的半荒漠化区、沙区等边际性土地，

结合生态建设，建设以灌木林为主的木质能源林基地；在东

北、内蒙古、山东等地区开展甜高粱规模化种植；在广东、

广西、海南、江西、四川、云南等地种植薯类作物以及芭蕉

芋、葛根等植物；在海南、福建、四川、贵州、云南、河北

等地建设油棕、小桐子、黄连木等油料植物种植基地；加强

富油藻类培育技术研发，开展藻类原料培育工程。 

到 2015 年，建成木质能源林基地 520 万公顷，甜高粱原

料基地 50 万亩，木薯等薯类作物基地 800 万亩，油料能源

林基地 200 万公顷，其他非粮原料（能源草等）基地 30 万

亩。种植能源作物和能源林满足年产 100 万吨生物柴油的原

料需求，年替代化石能源 140 万吨标准煤。 

（四）加强生物质能技术装备和产业体系建设 

1、构建技术研发体系 

整合现有生物质能研究的技术和能力建设资源，加强国

家级生物质能技术研究机构建设，重点建设生物质能综合利

用技术研发测试平台和先进非粮生物液体燃料技术研发平

台，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组织开展联合研究，攻克产业发展

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难题。 

依托骨干企业、研究院所和大学等，建立涵盖生物质发

电、生物质燃气和生物液体燃料等技术的重点实验室，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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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应用技术研究和相关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在大型企

业建立生物质能创新中心或工程技术中心，开展应用研究和

系统集成，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鼓励企业加强对引进的

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逐步建立自主创新的技术体系。 

2、开发关键技术设备 

在生物质燃气方面，开发生物质燃气高效制备及综合利

用技术，重点突破高浓度、混合燃料的湿发酵、干发酵技术，

以及燃气净化和高热值化转化技术，研发大功率生物质燃气

发电机组；在生物液体燃料方面，重点突破木质纤维素生产

乙醇等石油替代燃料、以多种原料生产生物柴油和航空生物

燃料的关键技术，掌握清洁高效生产技术；在能源作物及能

源林种植方面，重点突破良种选育及定向培育技术，培育多

个新型生物质能源作物和能源林新品种。 

在生物质能装备方面，重点研制非粮原料收储运和初加

工、非粮燃料乙醇和微藻生物燃料加工转化、生物质热化学

转化制备液体燃料及热、电、化工多联产农业剩余物制备生

物质燃气及综合利用等成套装备，攻克生物质成型燃料高

效、抗结渣燃烧技术，提高成型机易损件使用寿命到 500 小

时以上。 

3、完善产业服务体系 

加快制定完善生物质能技术及产品标准，形成统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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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符合我国国情的生物质能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生物质能

设备及产品检测中心，建立关键设备和产品的认证体系。建

立完善生物质能产品质量控制和监督体系，形成有效的质量

监督机制，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开展生物质能技术培训，在全国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多层

次的生物质能技术、设备和产品应用培训。对从事生物质能

利用的专业技术工种实行职业资格制度，组织各地开展生物

质能职业技能鉴定和认证。健全生物质能的社会化行业组

织，发挥行业协会等在行业自律、人才培训、技术咨询、信

息交流、国际合作等方面的作用，建立企业、消费者、政府

部门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促进生物质能产业健康发展。 

四、规划实施 

（一）保障措施 

1、开展生物质能资源调查评价。制定生物质能资源调查

评价规范，建立科学的资源评价体系，以县为单位进行生物

质资源调查，明确资源量、种类、分布和现有用途，以及可

作为能源化利用的资源潜力。 

2、加强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管理。将生物质能纳入国家能

源管理体系，建立部门协调机制，协同推进生物质能发展。

完善政策体系，研究制定生物质能综合利用产业政策。各省

（区、市）要将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纳入本地区能源规划，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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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生物质能发展规划及实施方案，指导本地区生物质能开发

利用。加强生物质能项目建设管理，合理进行生物质能开发

利用布局，保持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有序协调进行。 

3、完善国家财税等支持政策。各级政府加大对生物质能

开发利用的投入，支持农村生物质能项目建设，着力改善农

村生活用能条件。完善支持生物质能利用的财税扶持政策，

健全生物质能转化的热力、电力、液体燃料等产品的价格政

策。完善金融支持政策，扶持中小型生物质能企业发展。建

立健全支持分布式生物质能发电接入电网和并网运行的体

制机制，以及生物质油品经营机制，为生物质能产品进入市

场创造有利条件。 

4、建立健全生物质能技术管理体系。支持生物质能利用

新型技术研发和试验示范。建立生物质能技术和产品标准体

系及工程规范，健全生物质能技术和产品检测认证体系，加

强技术监督以及工程和产品质量管理。建立健全生物质能信

息统计体系，加强生物质能技术指导、工程咨询、信息服务

等中介机构能力建设。 

5、完善市场机制和管理措施。积极培育壮大生物质能骨

干企业。完善生物液体燃料强制使用的机制和措施，扩大生

物液体燃料的市场规模。各级政府要结合各种生物质废弃物

综合利用和环境污染治理，制定操作性强的农村秸秆禁烧、

城区关停改造燃煤小锅炉的措施。在新能源示范城市和绿色



 

24 

能源示范县建设中，将生物质能利用作为重要选择，形成若

干生物质能规模化开发利用的示范区。 

6、建立原料供应保障体系。因地制宜，结合生态建设和

保护环境的要求，培育种植适宜的能源作物或能源植物，建

设生物质能原料基地。适应各区域不同情况，支持企业探索

建立合适的生物质能原料收集体系，提高生物质能资源保障

程度，鼓励生物质原料收储运专业化发展。研究制定生物质

原料物流支持政策。 

（二）实施机制 

1、加强规划组织管理。强化国家有关规划对“十二五”

生物质能发展的导向作用，引导各方面积极有序推进生物质

能发展。各地区要根据本规划制定生物质能开发建设方案，

做好与农业、林业、城乡建设等相关规划的衔接。国务院能

源主管部门重点做好生物质能政策法规制定、重大问题研究

论证等行业管理工作，会同财政、农业、林业等部门组织实

施生物质能重大专项，保障生物质能发展规划的顺利实施。 

2、建立滚动调整机制。加强生物质能发展的调查统计评

价工作，强化对规划实施情况的跟踪和监督，及时掌握规划

执行情况，并根据执行情况适时对规划目标和重点任务进行

动态调整，使规划更加科学，符合发展实际。在 2013 年进

行规划实施中期评估，评估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3、加强目标监测考核。将生物质能利用纳入各地能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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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将提供农村生活能源的生物质能利用纳入农村公用

事业范围。将秸秆禁烧、养殖场污染治理作为环境监测的重

要内容。将生物质能利用量计入各地的节能减排量，并且不

计入对各地设定的能源消费总量限额，促使各地更加重视生

物质能利用。 

五、投资估算和环境社会影响分析 

（一）投资估算 

到“十二五”期末，生物质能产业将新增投资 1400 亿元。

对于生物质发电项目，继续给予优惠电价支持。对于新型生

物质能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示范项目，以及涉及农村生活用能

的生物质能项目建设，中央财政给予资金支持。 

（二）环境和社会影响分析 

发展生物质能，可有效替代化石能源、有利于节能减排

和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预计 2015 年，农林剩余物年利

用量达到 7500 万吨，年利用各类能源作物 2500 万吨，年处

理畜禽粪便 5.6 亿吨、城市生活垃圾 6400 万吨、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泥 1500 万吨、废弃油脂 90 万吨，合计年替代化石能

源 5000 万吨标准煤，相应年减排二氧化碳 9500 万吨、二氧

化硫 65 万吨。 

生物质能利用要做好防止二次污染的工作。大中型沼气

工程的沼气要充分利用，沼液沼渣要合理利用。生物液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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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生产过程中的废水、废渣要合规处理和达标排放。垃圾焚

烧发电要合理选址，采用先进的烟气处理技术，防止有害物

质排放。生物质能项目措施不当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必须加

强环保评价和监测管理，全面发挥好生物质能的环境效益。 

发展生物质能源，将为改善农村居民用能状况、带动农

村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十二五”时期，可改善约 1000 万户

农村居民的生活用能条件，其中，户用沼气 800 万户，管道

供应燃气 50 万户，生物质成型燃料 150 万户。农村生物质

能利用有利于加快城乡能源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 

“十二五”时期，生物质能产业将初具规模，成为带动

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型产业。预计到 2015 年，生物质能产业

年销售收入可达到 1000 亿元，提供 360 万个就业岗位，农

民年收入增加 180 亿元，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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