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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6.4亿吨标准煤，占全球一次能

源消费总量的24%，连续十年居全球第一位。2019年中国石油进口

全球最高，达5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2%；中国也成全球第一大

天然气进口国，对外依存度50%。

       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能源进口卡脖子，将直接威胁我国的

经济、民生甚至国家安全，值得警惕！

能源需求总量大！能源结构不合理

一、项目背景



2020年1月28日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的

交通、餐饮、工厂暂停，出行的人与车大幅度减少，然而我

国北方地区的雾霾仍十分严重，京津冀多次出现重度污染。

n 环境问题

我认为北方冬季供暖是重要原因！





数量巨大

利用途径少

效率低

Ø地球上生物能总量达1600~1800亿吨/年，相当于世界总

能耗的5倍以上，发展潜力十分巨大。中国有18亿亩耕

地（10亿吨秸秆），还有48亿亩林地，有60亿亩草地。

Ø还有被遗忘的生物质（城市木废料）主要包括：建筑废

木材、废家具、园林绿化枝桠材等，南京市3000吨/天。

 生物质可再生、零污染、来源广泛、储量大，可转换成固体、气体

和液体燃料，同时也是可再生能源中唯一可替代化石能源的，在能

源、材料和减排领域发挥巨大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正确认识农林生物质



农林草生物质 亿吨/年
城市木废料 14
木质人造板及家具 10
枝丫材、树根等废弃物 30
森林抚育材、杂材 20
竹林 5
造纸行业 4.2
果木枝条 5
芦苇 2
秸秆（稻壳）
道路（2019年全国公路总达
501万km，每公里有10吨产量）

10（0.5）
0.5

合计 101.2

中国农林生物质数量

农林生物质种类多，总量巨大



     农林生物质主要是指农林业生产过程中的秸秆、稻壳、树

木、农林加工下脚料等，简称生物质，剩余物、废弃物、垃圾。

生 物 质 的 化 学 组 成 主 要 有 纤 维 素
(Cellulose)、半纤维素(Hemicellulose)
、木质素(Lignin)以及其他灰分物质
，不是能源领域所谓的“挥发分” 
为主的组分。

农林生物质成分与性质

      这些生物质如不利用，在山上或者还田、堆肥（或沤肥）主要会腐烂
发酵，形成甲烷和二氧化碳。300m3/吨生物质。



什么是新能源？

         新能源是不是好能源？

1、对环境没有破坏作用（直接或间接）

2、是否可再生？

3、可持续获得？

4、稳定、安全？

5、技术、设备可靠性？

6、经济可行兼具社会和环境效益？

三、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创新



国内外生物质气化方面的教科书、专著、文章及专利
都是灰分和废水污染

1、传统的生物质气化技术



       生物质热解气化多联产技术：生物质在高温、限制氧气的条件
下发生热分解反应，使生物质大分子（由108-109个原子组成）分
解成小分子的可燃气、生物质炭和生物质提取液的过程。

农林生物质

可燃气

生物质提
取液

生物质炭
热解气化

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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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原理



干燥区：20-200 ℃，

原料中自由水和结合水的蒸发。

热解区：200-600 ℃ ，
原料在缺氧的条件下裂解产生大

量可燃气(CO，H2，CH4等)、炭、

生物质提取液。

氧化区：600-800 ℃ ，
生物质炭与气化剂反应。

C+O2→CO2     2C+O2→2CO
还原区：800-600 ℃，还原反应。

C+H2O = CO+H2 
CO+H2O = CO2+H2

C+CO2 = 2CO
C+2H2 = CH4

CO2+H2 = CO+H2O

空气
气化剂

生物质炭

炉排

空气
气化剂

热燃气

原料层

热解层

氧化层

还原层

冷却层

农林生物质原料生
物
质
气
化
发
电
多
联
产
技
术
原
理

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原理



3、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产品示意图

农林生物质原料 热解气化 生物质炭

气液分离

生物质提取液

生物质可燃气

液体肥

发电

木炭活性炭

栽培基质

肥料缓释剂

炭基复合肥

热水

供热

供热 供气

与肥料相关

工业用炭



(2)技术创新

(3)设备创制
生物质气化多联产系列设备

首创了生物质气化可燃气气液分离系统
生物质热燃气稳定环保燃烧装置

农林生物质

首创了秸秆类流化床
气化发电联产炭、热、肥

首创了果壳类下吸式固定床气化发
电联产活性炭、热

首创了木竹类上吸式固定床气化发
电联产机制炭、热

秸秆类生物质
（稻草、玉米秆等）

果壳类生物质
（杏壳、稻壳等）

木片类生物质
（木片、竹片等）

揭示了热解产物的耦合调控机制，构建了热反应机理与活化能模型，开创性地建立了生
物热解气化多联产的理论与技术体系。

(1)基础研究

(4)产品研发 提取液
液体肥

秸秆炭
炭基肥供热

发电 活性炭、机制炭
工业用炭

＋＋ ＋

4、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创新



  主 要 技 术 效 益 市 场 竞 争 力

本项目
技术

实现了农林生物质气化发电联产
炭、热、肥技术并产业化生产。

以3MW项目为例，年利用
原料3.5万吨，发电 2100万
度，生产活性炭 6000吨，
热水20万吨，肥料7440吨，
总产值约9979万元。经济和
环境效益很好。

1MW建设费用700万人民币。 
具有极强的市场竞争力。

国  内
同  类
技  术

产品单一（仅有生物质可燃气），
产生废水、废渣。

以政府补贴为主，经济效益
不佳。

基于气化技术单一产出的模
式，效益不佳，市场竞争力
弱。

国  外
同  类
技  术

2015年美国加州大学联合加尼
福尼亚能源委员会和美国农业部
开始研究1MW生物质气化发电
联产炭基肥、活性炭技术。

中试阶段，尚未产生经济效
益。

1MW建设费用高达4000万
人民币。
实验阶段。

5、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创新--国内外技术对比



 题目：生物质气化项目有利于环境、
经济发展
        工程学院教授Gerardo Diaz，通
过两补助获得近90万美元：一个来自
于加利福尼亚能源委员会的，分析与优
化北福克（North Fork）1兆瓦的生物
质气化厂，另一个来自美国农业部的，
研究气化产品在农业、空气和水过滤中
的应用。Diaz和一批行业专家正在研究
在北福克（North Fork）新的气化装
置，这是一个500万美元的项目。

    从左到右：  Ya n g Q u a n  C h e n 教授、 
Gerardo Diaz教授、凤凰能源CEO Gregory 
Stangl、凤凰能源厂经理 Todd Machado，
美国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教授两个重叠的研
究项目可能对本区域的经济和可再生能源、
水和森林火灾产生重大影响的效果。

     2015-11-27 先进生物能源资新能源网报道：

     美国科学家2015年开始研究南京林业大学生物质气化多联产项目技术



u 生物质气化供热联产炭：规模可大可小
                       （4-30吨锅炉，供暖面积6-50万m2）
u内燃机模式：生物质经过热解气化产生可燃气和生物质炭等产物，可燃

气经净化后进入燃气内燃机燃烧发电。单机0.5-1MW

u 锅炉汽轮机模式：生物质经过热解气化产生可燃气，热燃气不经冷凝直

接进入锅炉燃烧产生蒸汽推动汽轮机发电。单机达3MW

u 气化耦合发电模式：生物质气化产生的热燃气与直燃锅炉耦合发电，可

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同时产生物质炭。单机达3MW

u 装置规模可根据原料、产品出路、投资情况而具体分析。

6、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创新

生物质气化多联产   技术灵活，模式多样



1).颠覆了传统生物质气化(能源)的历史(100多年)，

   不仅有生物质能源，还同时生产生物质炭、肥料！

2).颠覆了传统活性炭生产的历史(100多年，传统生产需要烧煤2吨/吨活性炭)

   不仅不需外加能源，在生产活性炭过程中还同时发电、供热、产肥料！

3).颠覆了3000年世界烧炭历史(传统的烧炭冒烟污染环境、效率低、劳动强度大)

   在生产炭的同时还可以发电、生产肥料！

4).创新了肥料的历史(使用炭基肥、生物质提取液肥,可以直接减少肥料用量

10~30%),   并且具有一定的药效，修复退化、板结、酸化、污染的土壤）！

7、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的产业创新点：



n当前供暖的主要技术路线

煤改气         
Ø 气源紧张   气荒

Ø 采暖设备安装不及时

Ø 基础设施不完善

Ø 配套资金落实不到位

Ø NOx排放控制弱

煤改电        
Ø 电网负荷大   增容

Ø 电费高 

       直热式电取暖设备\蓄能式电暖器

Ø 供暖效果差

   空气能热泵和地源热泵

Ø 机组噪音

煤改气 煤改清洁能源煤改电
未来趋势

n四、生物质气化清洁供暖多联产典型案例



n 创新技术的提出

生物质气化清洁供暖

联产活性炭

生物质城镇清洁
供暖



产业化工程案例—滦平供暖项目现场图片

原料预处理 进料装置
气化多联产炉

燃气锅炉

回转窑活化炉



滦平供暖项目现场图片

尾气排放 活性炭仓库

为学校供暖



创新了低成本物理法活性炭生产新技术

u物理活化法：传统物理活化是先炭化，后活化，以水蒸气等氧化性气体在
高温下（900℃以上）形成发达的孔隙。传统物理法工艺生产1吨活性炭需要
2吨燃料煤。

u化学活化法：以化学药品（磷酸、氯化锌等）为活化剂，需要在高温（
500-600℃）条件下进行炭化和活化，传统磷酸法工艺生产1吨活性炭需要1.5
吨燃料煤。

u气化清洁供暖联产炭   

制炭方法 传统炭化 气化联产炭

炭化料消耗 t/t 3 1.5
碘吸附值 mg/g 100~200 500~650

炭化料消耗降低50%，碘
吸附值提升2~5倍，活化

时间缩短30%~50%



      活性炭用途广泛（航空航天—水下潜艇、化工—环保、食品—
药品、工业—农业)，凡是脱色、净化、去味都需要使用活性炭，在
环境保护和工农业生产中起着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应用历史第一件大事（气相）: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活性炭防毒面具的应用。

       应用历史第二件大事（液相）:1927年美国芝加哥自来水厂原水
中苯酚和氯生成异臭，用活性炭解决。

    生物质炭对环境和人类有百利而无一害！

   1kg生物质炭可以减排CO2约3kg，而且是永久固碳。

n 活性炭应用



   稻草炭              豆秆炭   玉米秆炭            棉秆炭

 复合肥                                            秸秆炭复合肥 

生物质炭制备炭基复合肥



生物质炭基肥多元素分析结果



炭基肥相关标准



生物质炭对人类和环境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国际权威刊物《Nature》刊发系列文章指出生物质炭的重要作用
lMarris E. Putting the carbon back: black is the new green. Nature, 2006, 442(7103):624-6 .（环境）

lHayes MH. Biochar and biofuels for a brighter future. Nature, 2006, 443(7108):144.（能源应用）

lWoods W I, Falcão N P S, Teixeira W G. Biochar trials aim to enrich soil for smallholders. Nature, 2006, 

443(7108):144.（土壤）

lLehmann J. A handful of carbon. Nature, 2007, 447(7141): 143-144. (环境)

lOtterpohl R. Boosting compost with biochar and bacteria. Nature, 2012(7402):187-188. （肥料）

lCernansky, Rachel. Agriculture: State-of-the-art soil. Nature, 2015, 517(7534):258-60. （土壤）

lBreulmann M, Van A M, Fühner C. Biochar: Bring on the sewage. Nature, 2015, 518(7540):483. （水处理）

lYang H, Huang X, Thompson J R. Biochar: Pros must outweigh cons.. Nature, 2015, 518(7540):483-483. 

（农业、环境）

l……



“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等6个问题，都是大

事，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是重大的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关系北方

地区广大群众温暖过冬，关系雾霾天能不能减少，

是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农村生活方式革命的重要

内容。要按照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居民可承受的

方针，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尽可能利用清洁能源

，加快提高清洁供暖比重”。

习近平总书记 ： 2016年12月21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第十四次会议 

五、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政策支持



       2016年10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对南京林业大学
的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作出批示，同时国家林业局张建龙局长和总工封加平同
志作出批示。



       2017年5月23日国家发改委、农业部、江苏省发改委、中国循环经
济学会等到南京林业大学调研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与产业化情况。



       2017年开始十多个国家相关部委相继采纳并发文推广南京林
业大学生物质能源多联产技术。



        2018年5月24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举办科技成果新闻发布会，
南京林业大学“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作为首批5个重点推介成果



       2019年11月05日，国家发改委何立峰主任签署发布29号令，明确
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生物质能的工程项目与
装备制造等全领域进入了鼓励类目录。



2020年7月23日农业农村部2020年十大引领性技术发布



        形成1吨果木废料、果壳（其中含

47％碳元素）需要从环境中吸收1.72
吨CO2（光合作用）。1吨果木废料、

果壳气化后，0.84吨的CO2(含碳0.23
吨)将被释放到大气中。

      而0.24吨碳以生物质炭形式固定

CO2。每消耗1.0吨果木废料、果壳，

空气中的0.88吨CO2就会被固定为固体

碳，因此，本技术减排效果显著，实

现CO2负排放。

生物质气化城镇清洁供暖联产炭技术的“碳”转换

六、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助力国家早日实现双碳目标



u48.1％转化为可燃气，用于锅炉

燃烧供热

u49.08%以固体炭形式储存

u2.82％为热量损失

生物质气化城镇清洁供暖联产炭的能量流和效率

        所以：利用每1t农林生物质气化多联产，从三方面减
排CO2：生物质形成（生长过程）吸收CO2的1.72t,生产炭
固定CO2的0.6-1t。替代化石能源减排的CO21.3t,总减排
CO2的3.6-4t！



      生物质气化清洁供热多联产技术，可燃气清洁供暖满足系统运行成本，
活性炭经济价值更高，解决了传统物理法活性炭生产过程中废气废液污染环

境问题，因此气化多联产实现供热     

生物质气化多联产系统中生物质炭的经济效益
原料 价格 炭得率 炭价格 炭价值

稻壳 350元/吨 30% 1500元/吨 450元
杏壳 800元/吨 30% 3200元/吨 960元
椰壳 1000元/吨 30% 3600元/吨 1080元
废木块 600元/吨 25% 2800元/吨 700元
废竹块 600元/吨 25% 2800元/吨 700元
秸秆 300元/吨 20% 1500元/吨 300元

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创新(零成本)

       实现生物质绿色、循环、高值化利用，革新了城镇清洁供暖、活性炭的
生产技术，促进了城镇清洁绿色供暖、生物质炭行业技术和产业发展。

零成本！



        如果将10亿t农林生物质用于气化供暖联产炭技术与产业，可

供暖约300亿平方米，减排CO2约9亿t，同时生产生物质炭2亿t，

固定CO2约6亿t，总减排CO2约15亿t，相当于我国全年CO2排放

总量的15%。

        如果将100亿t农林生物质用于气化发电多联产技术与产业，

可发电约6万亿度（我国目前年用电约6.8万亿度），减排CO2约

60亿t，同时生产生物质炭20亿t，固定CO2约50亿t，总减排CO2

约110亿t，相当于我国全年CO2排放总量，这对我国甚至世界清

洁能源、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林业大学生物质气化多联产团队简介

南京林业大学生物质热解气化多联产创新团队

       团队简介：现有研究人员13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2人，讲师/博士
4人，硕博士生30人，团队成员入选国务院特殊津贴、江苏省特聘教授、
江苏省333工程、江西省双千计划人才、山东省泰山领军人才、国家林草
青年拔尖人才等，2019年获批全国林草科技创新团队。



国家及省部级平台：生物质气化多联产国家创新联盟、江苏省生物质气化多联产工程研究中心、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生物质多联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河北省生物质气化产

业研究院挂靠单位，是生物质气化发电装备与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国林产工业协会活性炭分会、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生物质能源与材料专业委员会、林业生物质能源国家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1、发明专利：
1、一种适应多种原料的农林生物质气化炉（ZL 201210078963.4 ）
2、农林生物质二次过程反应气化炉及其应用（ZL201110259407.2）
3、用于农林生物质气化气体的干式净化系统（ZL201210078964.9）
4、一种利用生物质气化固、液产物制备有机肥料及制备方法（ZL201110155814.9）
5、一种利用生物质气化固、液产物制备有机基质及制备方法（ZL201110154612.2 ）
6、一种含生物质活性提取成分的研究液体肥及其制备方法（ZL201010106874.7）
7、用于农林生物质材料热解气体的气液分离净化系统（ZL200910032957.3）
8、用农作物秸秆制取秸秆炭和秸秆醋液的方法（ZL200410014451.7）
9、一种生物质可燃气焦油冷凝分离装置（ZL201410662263.9）
10、一种高含水率生物气化联产炭的装置（ZL201620963854.4 ）
11、一种生物质循环流化床气化炉（ZL201620854679.5）
12、一种复合活化剂生产高比表面活性炭的生产方法（ZL201310729572.9）
13、一种自干燥、喷动式生物质多联产气化装置（ZL201510851127.9）
14、一种秸秆类流化床气化发电联产电、炭、热的工艺（ZL 201510851128. 3）
15、块状生物质上吸式固定床气化发电联产电、炭、热的工艺（ZL 201510850886.3）
16、一种果壳类下吸式固定床气化发电联产活性炭、热的工艺（ZL 201510852072.3）
17、生物质气化可燃气的稳定环保燃烧方法及环保型燃烧腔（ZL 201710576972.9）
18、生物质气化提取液冷却装置（ZL 201710439146.X）

2、鉴定成果：
1、农林生物质能源多联产综合利用技术及工程研究（国家林业局林科鉴字〔2009〕第07号）

2、内滤式木废料气化供热成套设备（国家林业局林科鉴字〔2015〕第09号）

3、生物质活性有机液体肥料的研究（国家林业局林科鉴字〔2010〕第09号）

4、农林剩余物气化关键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应用（[中国林学会（评价）字2018第14号]）
5、生物质城镇清洁供暖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 （[中国林学会（评价）字2020第96号]）

代表性知识产权情况

国际PCT专利2项



代表性知识产权情况



国家和省部级获奖证书



  周建斌   南京林业大学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系

  手机：   13705178820
  邮箱：   13705178820@163.com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龙蟠路159号

  谢谢大家！

  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