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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署

确保成员国获得可靠、充足的各种形式能源供应；特别是，在石油供应中断时要通过维持有

效的应急响应能力来实现。

促进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能源政策，尤其是要减少导致气候变

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通过采集和分析能源数据改善国际市场的透明度。

支持全球能源技术协作，保障未来能源供应并减轻其环境影响，包括通过改善

能源效率以及开发和推广低碳技术。

通过和非成员国、产业界、国际组织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接

触和对话找到全球能源挑战的解决方案。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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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委员会也参与了国际能源署的工作。请注意本出版物在使用和分发

时有具体限制。相关条款请参照：

国际能源署是一个自治机构，创立于1974年11月。其在过去和现在都具有两重使命：通

过对石油供应的实际中断做出集体响应来促进其成员国的能源安全；为其28个成员国及其他

国家提供确保可靠、廉价的清洁能源供应方法的权威研究和分析。国际能源署在其成员国之间

开展全面的能源合作计划，每个成员国都有义务持有相当于其90天净进口的石油库存。国际能

源署的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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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的能源供应和消费趋势在经济、环境和

社会方面显然无法持续。如果不采取果断行动，

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到 2050 年将增加一倍以

上，而且，石油需求增加将加剧对供应安全的关

注。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改变当前的发展道路；低

碳能源技术将会在实现这一变革所需的能源革命

中发挥关键作用。要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能

源效率、各种可再生能源、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

（CCS）、核电和新的运输技术都需要得到广泛推

广。为确保现在做出的投资决定从长期来看不会

使我们受制于次优技术，各主要国家和经济部门

都必须参与，并且现在就要采取行动。 

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迫切需要把政治声

明和分析工作变成具体行动。为应对这些挑战，

在八国集团的要求下，国际能源署正在牵头为实

现到 2050 年把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削减到目前水

平的 50%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技术制定一

系列路线图。对于所涵盖的技术，每份路线图都

会制定从今天到 2050 年的增长路径，识别充分实

现该技术潜力需要达成的技术、融资、政策和公

众参与方面的里程碑。这些路线图还特别关注技

术开发和向新兴经济体的传播。国际合作对于实

现这些目标至关重要。 

 

生物燃料占如今的交通运输燃料总量的大约

2%，但新技术可以为未来数十年的增长提供巨大

的潜力。本路线图设想，到 2050 年全球生物燃料

消耗量将达到 32 艾焦，占全世界交通运输燃料的

27%。除了可以大量减少交通运输行业的温室气

体，生物燃料还可为能源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做

出巨大贡献。为实现这一愿景，需要强有力且均

衡的政策努力，创建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促进

高级生物燃料技术的商业化、效率提升和不同生

物燃料生产链上进一步成本削减。良好的可持续

性要求，对于确保生物燃料在不伤及粮食安全、

生物多样性或社会的情况下带来大量的温室气体

减排至关重要。 

本路线图识别了要以可持续方式扩大生物燃

料生产和使用，各利益相关者必须达成的技术目

标和必须采取的关键行动。本路线图还额外关注

了生物燃料对低碳未来重要性的国际讨论及其紧

迫性。随着本路线图提出的建议得到落实、技术

和政策框架不断演进，不同技术的发展潜力可能

增加。为此，国际能源署将继续更新其对未来发

展潜力的分析，并欢迎在制定这些路线图时，利

益相关者能够提出建议。 

田中伸男（Nobuo Tanaka） 

国际能源署总干事 

 

 

本路线图于 2011 年制定。由国际能源署可再生能源处起草。本文件反映了国际能源署（IEA）秘书

处的观点，但不一定反映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的观点。如需进一步信息，请联系国际能源署可再生能

源处：renewables@i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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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生物燃料是从有机质中提取的液体和气体

燃料，可在减少交通运输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和

增强能源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到 2050年，生物燃料可占到交通运输燃料

总量的 27%，尤其可在替代柴油、煤油和航油

方面做出贡献。生物燃料的使用，预计在可持

续生产之后每年可避免 2.1吉吨（即 21亿吨）

二氧化碳排放。 

为实现上述愿景，多数常规生物燃料技术

的转化效率、成本和总体可持续性都需要改

善。此外，需要对先进生物燃料进行商业推

广，这需要在研发与示范（RD&D）方面进一步

大量投资，为商业规模的先进生物燃料工厂提

供具体支持。 

配套政策应为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方

面 高效的生物燃料提供激励，应得到一个强

有力的政策框架的支持，该框架要确保粮食安

全和生物多样性不会受到损害，并确保其社会

影响是积极的。这包括可持续的用地管理和认

证制度，以及可以促进“低风险”原料和高效

加工技术发展的配套措施。 

满足本路线图中的生物燃料需求，将要求

在 2050年时提供大约 65艾焦（EJ）1的生物燃

料原料，占地约 1亿公顷。考虑到对粮食和纤

维的需求迅速增长，以及另外还需要 80艾焦的

生物质生产热力和电力2.这些需求都会对土地

和原料产生竞争，因此，满足上述要求将构成

巨大的挑战。然而，若有良好的政策框架，在

获得可持续生长的能源作物的同时，应有可能

                                                            
1 这是生物质原料在转化成最终能源之前的一次能源含量。 

2 2012年早些时候会发布一份专门针对利用生物能生产热力和电

力的路线图。 

从残渣和废料中提供生产生物燃料、热力和电

力所需的 145艾焦生物质。 

生物质和生物燃料贸易对于向生产和/或消

费水平高的地区供应生物质将变得日益重要，

能够帮助带动投资，发挥某些地区的生物质发

展潜力。 

随着时间的发展，规模和效率改进将会降

低生物燃料的生产成本。在低成本情景中，到

2030年时，多数生物燃料可与化石燃料进行竞

争。在生产成本与石油价格紧密挂钩的情景

中，生物燃料将依旧比化石燃料稍贵。 

尽管本路线图中 2010年到 2050年总的生

物燃料生产成本在 11万亿美元到 13万亿美元

之间，但与使用汽油/柴油相比的边际节约或额

外成本只有所有交通运输燃料总成本的+/‐1%。 

未来十年的关键行动 

所有利益相关者采取统一行动是实现本路

线图之愿景的关键。为了刺激实现本路线图中

设想的可持续生物燃料推广所要求的投资规

模，政府必须率先为业界投资创建有利环境。

具体而言，政府应该： 

为生物燃料建立长期稳定的政策框架，以

增加投资者信心，实现生物燃料生产的可持续

扩张。 

确保按照所要求的水平提供持续的资金支

持和建立配套机制，使具有前景的高级生物燃

料技术在未来十年能够达到商业生产，并证明

其实现成本指标和可持续性指标的能力。 

继续开发国际公认的可持续性准则，把其

作为在国家层面落实生物燃料良好认证体系和

相关用地政策的基础，而不会造成不必要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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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壁垒，尤其是不会给发展中国家造成贸易壁

垒。 

把财政支持方案与生物燃料的可持续性能

挂钩，确保所有生物燃料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

排放节约都能大于 50%，激励把废料和残渣用

作原料。 

加大原料和土地可用性测绘方面的研究工

作，识别 具希望的原料类型和未来扩产的地

点。 

减少并 终废除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以

加强可持续的生物质和生物燃料贸易，并探索

新的原料来源。 

支持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国际合作，从而

促进在全球范围内采用生物燃料可持续生产模

式。 

促进生物燃料政策与相关行业政策的协

调，比如农业、林业和农村发展政策。 

采用总体可持续的用地管理系统，确保对

所有农业和林业用地进行统筹的综合管理，避

免不利的间接土地用途变更，并支持不同行业

的各类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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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

以解决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全

球性挑战。在 2008年 6 月的日本青森会议上，

来自八国集团国家、中国、印度和韩国的部长

们认同了这种挑战，他们在会上宣布希望国际

能源署制定路线图，推动创新能源技术的发

展： 

“我们将在国际能源署的支持下建立一项

国际倡议，开发创新技术路线图，在现有

及新建伙伴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包括

CCS 和先进能源技术，我们重申我们在海

利根达姆做出的紧急开发、推广和培养清

洁能源技术的承诺，承认并鼓励各种政策

工具，比如透明的监管框架、经济和财政

激励措施、公私伙伴关系，以培育私营部

门在新技术方面的投资……” 

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国际能源署已经在

国际社会的指导下并与业界密切协商制定了一

系列全球能源技术路线图，共涵盖 19项技术。

在这些技术当中，需求侧技术和供应侧技术平

分秋色。本生物燃料路线图是国际能源署制定

的一套技术路线图中的一个。 

这些路线图的总体目标是推进全球对关键

技术的开发和吸纳，以便到 2050年时能够在

2005年的基础上实现 50%的二氧化碳当量减

排。这些路线图能够让政府、业界和金融伙伴

识别所需采取的措施并落实措施，加快所要求

的技术开发和吸纳。 

这一过程在开始时会对能源行业的“路线

图”及其所包含的具体元素进行清晰的界定。

相应地，国际能源署把其全球技术路线图定义

为： 

……由参与其制定的利益相关者识别的一套

动态的技术、政策、法律、金融、市场和

组织要求。该项工作应改善和加强所有相

关的具体技术研究、设计、开发和推广信

息在参与者中间的分享与合作。目标是加

快总体研究、设计、开发和推广进程，以

尽早在市场中吸纳该项具体技术。 

发展生物燃料的基本理由 

为减少对石油的依赖，为交通运输行业不

断加强的去碳化努力做出贡献，生物燃料提供

了一种向低碳、非石油燃料过渡的方式，通常

只需对现有车辆和配送基础设施做少量改变。

尽管提高车辆效率是交通运输行业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迄今 有效的低成本方法，但生物燃料

需要在取代适用于飞机、海洋船舶和其他无法

电气化的重型交通模式的液体化石燃料方面发

挥重大作用。生物燃料的生产和使用也可通过

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和减少石油价格的波动

带来好处，比如增加能源安全。此外，生物燃

料能够通过给农村地区创造新的收入来源支持

经济发展。 

本路线图的基础是国际能源署《能源技术

展望 2010》（ ETP  2010）（国际能源署，

2010c）中的蓝图情景，该情景阐明了到 2050

年把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经济有效的策略。3蓝

                                                            
3 用于分析蓝图情景的主要工具是国际能源署的 ETP（《能源技术

展望》）模型，这是一种涵盖全球 15 个地区的模型，可以对整个

能源系统中的燃料和技术选择进行分析。该 ETP 模型是 MARKAL

家族自下而上的建模工具中的一种，考虑了自然资源可获得性这

样的约束，通过使用成本优化来识别能源技术和燃料的最低成本

组合，以满足对能源服务的需求。此外，ETP 模型得到详细的需求

侧模型的补充，包括工业、建筑和交通等行业的所有主要终端用

途。开发这些模型的目的是为了评价不是主要针对价格的政策的

效力。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_new_Desc.asp?PUBS_ID=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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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情景设想，能够把生物燃料在交通运输能源

总量中的占比从如今的 2%增加到 2050 年的

27%，从而为减排做出巨大贡献。该情景表

明，所要求的生物燃料数量的一大部分将来自

目前还尚未进行商业推广的高级生物燃料技

术。 

实现本路线图中可持续生物燃料供应的愿

景及相关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要求统一

的政策支持。需要持续、有效、灵活的激励机

制，帮助生物燃料获得充分的竞争力。这就要

求长期着眼于开发在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方

面具有可持续性的生物燃料技术。同时，需要

解决生物质原料供应问题。需要一个良好的政

策框架解决生物燃料、热力和电力对原料日益

增长的需求，确保各种用途中生物质生产的可

持续性。 

 

 

框 1：生物燃料：定义 

 

 

 

在本报告中，生物燃料一词是指从生物质（从植物或动物中获取的有机质）中生产的液体和

气体燃料。 

关于如何对生物燃料进行分类，争议颇多。生物燃料一般会分为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生

物燃料，但根据用于指导分类的技术成熟度、温室气体排放平衡或原料的不同，同一燃料可能会

出现不同分类。本路线图的定义是基于技术成熟度，并使用“常规”和“先进”这样的术语进行

划分（另见：国际能源署，2010f）。温室气体排放平衡依赖于所使用的原料和工艺，而且，重要

的是要知道，先进生物燃料的性能并非总是优于常规生物燃料的性能。 

常规生物燃料技术包括已经可以商业规模生产生物燃料的成熟工艺。这些生物燃料，通常称

为第一代生物燃料，包括糖基乙醇和淀粉基乙醇、从油料作物中制取的生物柴油和可直接利用植

物油、以及通过厌氧消化制取的沼气。这些工艺使用的典型原料包括：甘蔗和甜菜；含淀粉的粮

食（如玉米和小麦）；油料作物，如油菜（蓖麻）；大豆和油棕榈；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动物脂

肪和废食用油。 

先进生物燃料技术是还处于研发、试点或示范阶段的转化技术，通常称为第二代技术或第三

代技术。这一类别包括用动物脂肪和植物油炼制的氢化植物油（HVO），以及用木质纤维素生物

质生产的生物燃料，比如纤维素乙醇、生物合成柴油和生物合成气（bio‐SG）。该类别还包括包

括主要处于研发和试点阶段的新颖技术，比如藻类生物燃料和使用生物催化剂或化学催化剂把糖

转化成柴油类型的生物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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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宗旨 

《能源技术展望 2010》及其蓝图情景中展

示的国际能源署分析显示，在其他事物之外，

要把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 450  ppm

左右，从而把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 2°C 以下，

到 2050 年将要求大幅增加低碳生物燃料的使

用。然而，该情景并未包括如何达成这些指标

的详细分析。本路线图致力于识别要加速生物

燃料的可持续推广达成蓝图情景之预测在全球

范围内必须完成的主要任务。本路线图讨论了

生物燃料大规模推广面临的壁垒和挑战，比

如，需要把高级生物燃料技术商业化，相当高

的生产成本和供应链物流，以及涉及可持续原

料生产和生物燃料市场结构的更广泛的问题。 

在一些市场中，此处所描述的某些措施已

经落实或正在落实；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

中地区的国家，才刚刚开始发展生物燃料，有

些国家还尚未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因此，本路

线图中设定的里程碑日期应被视为表示了迫切

性，而非绝对日期。 

本路线图并不试图涵盖生物燃料转化技术

和推广的每个方面，因为国际能源署 近出版

了有关这些话题的详细报告。在《从第一代到

第二代生物燃料技术》4 中对转化技术进行了介

绍。国际能源署报告《第二代生物燃料的可持

续生产》5 对残渣在生物燃料生产中的潜在用途

进行了更详细的分析，包括对在发展中国家引

入先进生物燃料的发展现状和前景进行了分

析。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 2010》进一步

分析了到 2035 年不同情景下生物燃料在交通运

输行业中的作用。此外，尽管本报告提供了很

多引用，但在附录二中还给出了有关网站和文

                                                            
4 www.iea.org/papers/2008/2nd_Biofuel_Gen.pdf 

5 www.iea.org/papers/2010/second_generation_biofuels.pdf 

献的清单。在即将出版的国际能源署《生物能

路线图》6中，将讨论把生物能用于热力和电力

生产的问题。 

本路线图应该被视为一项进展中的工作。

随着全球分析的改进，新资料为更新情景和假

设提供了基础。更重要的是，随着技术、市场

和监管环境的演进，将会出现新增任务。 

路线图制定过程、内容和结构 

本路线图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来自生物燃

料行业、汽车行业、研发机构和政府机构等众

多不同领域的专家的帮助。本路线图包括国际

能源署深度分析的结果和在国际能源署总部举

办的两次项目研讨会的成果。第一次研讨会讨

论了生物燃料技术发展、基础设施要求和终端

使用，第二次研讨会则研讨了生物质发展潜

力、与生物燃料及生物能热力和电力生产相关

的可持续性问题和生物质市场。散发给与会者

的研讨会总结为本路线图提供了重要内容。此

外，还把一份路线图初稿散发给了与会者和众

多不同领域的其他审阅人员（见附录二）。 

本路线图是建立在几个其他组织之前编写

的路线图的基础上的，包括： 

 法国环境与能源署（Ademe）：《第二

代生物燃料路线图》7； 

 欧洲生物燃料技术平台：《战略研究议

程 新进展 2010》8； 

 欧盟 REFUEL 项目：《欧洲生物燃料路

线图》9； 

 美国能源部：《国家藻类生物燃料技术

路线图》10。 

                                                            
6 www.iea.org/roadmaps 

7 www2.ademe.fr 

8 www.biofuelstp.eu 

9 www.refuel.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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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路线图分为六个部分。首先讨论了当前

生物燃料生产状况和不同转化技术的发展现

状，接下来的部分讨论了有关的可持续性问题

和 近为确保生物燃料的可持续生产所采取的

政策措施。接着描述了根据《能源技术展望

2010》蓝图情景确定的大规模生物燃料推广和

                                                                                          
10www1.eere.energy.gov/biomass/pdfs/algal_biofuels_roadmap.pdf 

二氧化碳减排愿景。本路线图接着探讨了土地

和生物质资源的重要性，随后的部分分析了不

同生物燃料的经济指标，包括满足本路线图中

描述的指标的生产成本和总开支要求。本路线

图结论部分谈到了技术行动和里程碑、所要求

的政策行动和支持必要的研发与示范和实现本

路线图中概述的可持续生物燃料推广愿景所需

采取的下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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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燃料发展现状 

概述 

生物燃料的生产始于 19 世纪，当时的乙醇

是从玉米中提取的，Rudolf 柴油的首台发动机

是靠花生油行驶的。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生

物燃料才被看做是可行的交通运输燃料，但下

滑的化石燃料价格阻止了其进一步发展。对交

通运输用生物燃料的商业生产兴趣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再次出现，当时在巴西开始从甘蔗

中生产乙醇，接着在美国从玉米中生产乙醇。

在世界上多数地方，得益于雄心勃勃的政府政

策的支撑，生物燃料生产在过去 10 年增长

快。 

生物燃料配套政策通常是出于能源安全方

面的担忧，伴随着维持农业持续生产和振兴农

村经济的意愿。 近，交通运输行业的二氧化

碳减排已成为生物燃料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尤其是在经合组织国家。 常见的配套措施之

一就是掺混指令——定义了在（道路）交通运

输燃料中必须使用的生物燃料比例，通常与其

他措施结合使用，比如税收激励。有 50 多个国

家，包括几个非经合组织国家，已经采用了掺

混指标或指令，还有几个国家已经公布了未来

几年的生物燃料配额（表 1）。 

表 1：生物燃料掺混指标和指令综述 

国家/地区  当前指令/指标  未来指令/指标  当前状况（指

令[M]/指标

[T]） 

阿根廷  E5，B7  不适用  M 

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昆士兰 

新南威尔士：E4，B2  新南威尔士：E6（2011），B5（2012）；

昆士兰：E5（冻结到 2011年秋） 

M 

玻利维亚  E10，B2.5  B20（2015）  T 

巴西  E20‐25，B5  不适用  M 

加拿大  E5（4个省高达

E8.5），B2‐B3（3个

省） 

B2（全国）（2012）  M 

智利  E5，B5  不适用  T 

中国（9个省）  E10（9个省）  不适用  M 

哥伦比亚  E10，B10  B20（2012）  M 

哥斯达黎加  E7，B20  不适用  M 

多米尼加共和国  不适用  E15，B2（2015）  不适用 

欧盟  5.75%生物燃料*  交通运输中有 10%可再生能源**  T 

印度  E5  E20，B20（2017）  M 

印度尼西亚  E3，B2.5  E5，B5（2015）；E15，B20（202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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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生物燃料掺混指标和指令综述（续） 

国家/地区  当前指令/指标  未来指令/指标  当前状况（指

令[M]/指标

[T]） 

牙买加  E10  交通运输行业的可再生能源：11%

（2012）；12.5%（2015）；20%（2030） 

M 

日本  500 Ml/y（石油当量）  800 Ml/y（2018）  T 

肯尼亚  E10（在 Kisumu）  不适用  M 

韩国  B2  B2.5（2011）；B3（2012）  M 

马来西亚  B5  不适用  M 

墨西哥  E2（在 Guadalajara）  E2（在蒙特雷和墨西哥市；2012）  M 

莫桑比克  不适用  E10，B5（2015）  不适用 

挪威  3.5%生物燃料  提议 2011年为 5%；可能与欧盟指令协同  M 

尼日利亚  E10  不适用  T 

巴拉圭  E24，B1  不适用  M 

秘鲁  E7.8，B2  B5（2011）  M 

菲律宾  E5，B2  B5（2011），E10（2012年 2月）  M 

南非  不适用  2%（2013）  不适用 

台湾  B2，E3  不适用  M 

泰国  B3  3 Ml/d乙醇，B5（2011）；9 Ml/d 乙醇

（2017） 

M 

乌拉圭  B2  E5（2015），B5（2012）  M 

美国  480亿升，其中 2000万

升为纤维素乙醇 

1360亿升，其中 600亿升是纤维素乙醇

（2022） 

M 

委内瑞拉  E10  不适用  T 

越南  不适用  5000万升生物柴油，5亿升乙醇 （2020）  不适用 

赞比亚  不适用  E5，B10（2011）  不适用 

结果，全球生物燃料生产从 2000年的 160

亿升增加到 2010年的 1000亿升（体积）以上

（图 1）。如今，（按能量基础计算）生物燃

料占全球道路运输燃料总量的约 3%，这一份额

在某些国家要高很多。例如，巴西 2008年道路

运输燃料需求的 21%是由生物燃料提供的。在

2008年，美国的生物燃料占其道路运输燃料的

4%，欧盟的占比为 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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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00—2010年全球生物燃料生产状况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10a。 

常规和先进生物燃料转换技术 

如今的常规和先进生物燃料转化技术种类

繁多。图2及以下部分总结了当前生物燃料生产

的各种技术和方案。附件一对一些新兴技术进

行了更详细的描述。常规生物燃料工艺虽然已

经可以进行商业应用，但其效率和经济指标还

会继续改善。先进转化路线正在进入示范阶段

或已经进入示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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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主要生物燃料技术的商业化发展状况 

 

资料来源：改编自 Bauen et al.，2009。 

常规生物燃料 

糖基乙醇和淀粉基乙醇 

在糖制乙醇工艺中，从糖类作物（比如甘

蔗、甜菜和甜高梁）中提取蔗糖，随后发酵成

乙醇。然后对乙醇进行回收，并利用各种不同

工艺进行浓缩。 

淀粉作物的转化过程要求增加一个步骤，

把淀粉热解成葡萄糖，比糖制乙醇路线需要的

能量更多。以淀粉为基础的工艺的总体经济和

环境效率受联产品影响很大，比如干酒糟及可

溶物和果糖。 

利用糖和淀粉生产乙醇的成本对原料价格

非常敏感，特别是近年来，原料价格波动很

大。通过使用更有效的淀粉酶、降低乙醇浓缩

成本和加强连产品的使用，可以改善效率，降

低成本。 

常规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是利用从大豆、菜籽、油棕榈或

向日葵中提取的原生植物油以及动物脂肪和废

食用油生产的。使用甲醇或乙醇把这些油脂转

化成生物柴油。植物油有时会被用作未经处理

的原料油，但由于具有造成发动机损坏和润滑

油凝胶的风险，不推荐这种做法。生物柴油生

产的联产品，主要是蛋白粉和甘油，对于该工

艺的总体经济指标很重要。常规生物柴油生产

的盈利能力对原料价格也非常敏感。 

沼气 

可以通过对原料（比如有机废物、动物粪

便和污水污泥）进行厌氧消化生产沼气，或者

利用专用绿色能源作物（比如玉米、草和小

麦）生产。沼气通常用于生产热力和电力，但

也可以通过除去二氧化碳和硫化氢（H2S）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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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物质甲烷，注入天然气管网中。生物质甲

烷也可用作天然气车辆中的燃料。 

 

先进生物燃料 

纤维素乙醇 

可以通过生物化学转化，把生物质原料中

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转化成可发酵的糖，从木

质纤维素原料中生产生物乙醇（国际能源署，

2008a）。这些糖然后会按照和常规生物燃料相

同的转化步骤发酵成乙醇。在能源平衡、温室

气体排放和土地使用要求方面，纤维素乙醇有

可能会比淀粉基生物燃料具有更好的效果（国

际能源署，2008a）。示范这一技术的首批大规

模工厂现在正在投产。 

先进生物柴油 

有几项工艺正在发展，其目的是生产性能

与柴油和煤油非常相似的燃料。这些燃料将会

与化石燃料按任意比例进行掺混，可以使用同

样的基础设施，并且应与重型车辆发动机完全

兼容。由于长期来看，对于高能量密度的低碳

燃料的需求有望会大幅增加，先进生物柴油和

生物煤油对于实现本路线图指标将变得日益重

要。先进生物柴油包括： 

 氢化植物油（HVO）是通过把植物油或

动物脂肪进行氢化生产的。首批大规模

工厂已经在芬兰和新加坡开业，但该工

艺尚未完全商业化（Bacovsky  et  al.，

2010）。 

 生物质柴油，也被称为费托柴油，是通

过两步法工艺生产的，其中的生物质转

化成富含氢和一氧化碳的合成气。在清

洁之后，该合成气会通过费托（FT）合

成进行催化转化，生产多种烃类液体，

包括合成柴油和生物煤油。 

目前，还不能广泛获取先进生物柴油，但

由于正在开展试点和示范项目，在不久的将来

可能会完全商业化（美国能源部，2009）。 

其他生物质基/糖基生物燃料 

近年来，已经公布了几项新颖生物燃料转

化路线，比如，把糖转化成合成柴油燃料。这

些包括： 

 使用微生物，比如酵母、异养藻类或蓝

藻，把糖类转化为烷烃——用于生产汽

油、柴油和航油的基本烃类。 

 利用液相重整把多种水溶性糖转化成氢

和化工中间体，然后通过催化工艺转化

成烷烃（Blommel et al.，2008）。 

 使用改性发酵剂把糖转化成可以氢化成

合成柴油的烃类。 

迄今，上述工艺还没有一个进行过商业规

模的示范。 

生物合成气 

生物合成气是通过热工艺从生物质中提取

的生物质甲烷。利用热化学工艺从固体生物质

中生产生物质甲烷的首个示范工厂于 2008 年后

半年在奥地利的居辛（Güssing）开始运行，在

瑞典的哥登堡（Gothenburg）还规划了一个工

厂（DBFZ，2009）。 

天然气车辆（NGV）的推广已经开始迅速

增长，特别是在过去十年，在孟加拉、亚美尼

亚和巴基斯坦等国的总车辆保有量中占比达到

25%以上（国际能源署，2010d）。这些车辆也

可以使用生物质厌氧消化或气化制取的生物质

甲烷。 

其他燃料和添加剂 

附录一描述了几种处于不同商业化阶段的

燃料和添加剂制取路线，包括水热处理、热解

油、二甲醚（DME）、生物丁醇和太阳能燃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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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类用作生物燃料的原料 

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就开始对藻类

进行商业培育，主要是用于制药业，但藻类直

到 近才获得关注，成为一种潜在的生物质

源。藻类每公顷的生产率很高，可在非耕地上

种植，并可利用多种不同的水源（淡水、含盐

淡水、咸水和废水），并有可能对二氧化碳和

其他废弃的营养物质流进行循环利用（Darzins 

et  al.，2010）。然而，藻类种植面临着几项挑

战：有多少具有充足阳光和水源的土地可供使

用；所要求的营养素投入；油料提取（Darzins 

et al.，2010；美国能源部，2010）。 

由于所存在的能够取代柴油和航油的替代

燃料很少，所以期待 多的生物燃料产品还是

高品质柴油和航油类似物。然而，目前种植藻

类和提取油料都比较昂贵。原料油的生产成本

估计在 0.75 美元/升到 5.00 美元/升以上，这还

不包括转化成生物燃料的成本（Darzins  et  al.，

2010）。藻株优化、对污染造成的意外结果或

副作用的关切、生产扩大依旧是藻类生物燃料

开发和商业化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因此，需

要比其他先进生物燃料路线投入更多的基础研

发工作。以商业可行的方式从藻类制取生物燃

料将依赖于有效的策略生产大量廉价的生物燃

料，并同时生产高价值的联产品。 

 

生物炼油厂 

生物炼油厂的概念类似于常规炼油厂的基

本概念：从某种原料中生产多种燃料和其他产

品。工厂的经济竞争力要看相对较为廉价的生

物燃料之外的高价值、低产量的联产品的产

量。生物炼油厂能把不同的生物质原料加工成

能源和多种中间产品及可在市场销售的成品，

比如粮食、饲料和化工产品（Jong 和 Ree，

2009）。生物炼油厂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类别：

以能源为主的生物炼油厂，包括生物燃料工

厂；以产品为主的生物炼油厂，重点生产粮

食、饲料、化工产品和其他材料，并有可能生

产电力或热力作为联产品（ Jong 和 Ree，

2009）。 

一个生物炼油厂可以由单套装置组成，例

如，一个生产纸浆和纸并利用加工废渣发电的

造纸厂。也可以由一组处理临近设施产生的副

产品或废料的单套装置组成。生物炼油厂有可

能利用更多种类的生物质原料，能够比当前生

物燃料生产装置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减少不同

生物质用途之间的竞争。当前正在开发几种创

新的生物炼油厂概念。在国际能源署生物能任

务 42 近的一份报告中，可以找到一些正在运

行的生物炼油厂的整体情况介绍。11 

生物炼油厂可以通过向不同市场、不同行

业提供多种产品，为生物质资源的高效可持续

利用做出巨大贡献。它们也有潜力减少冲突，

减少对土地和原料的竞争。 

                                                            
11 www.biorefinery.nl/fileadmin/biorefinery/docs/Brochure_Totaal_ 

definitief_HR_opt.pdf 



 

 

技术路线图 - 交通用生物燃料  19 

生物燃料生产的可持续性 
对于全球排放水平和能源安全的关注正在

刺激生物燃料的发展。在过去几年，关于生物

燃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温室气体减排做出贡

献，一直存在激烈争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新的研究显示，生物燃料生产所导致的直接和

间接土地用途变更（ILUC）会产生相关排放

（Edwards et al.，2010；Tyner et al.，2010；

E4Tech，2010）。在2007—2008年农产品价格

达到峰值之后，公众对常规生物燃料是否危害

粮食安全也产生了争论。尽管 新的分析表

明，石油价格高企、作物歉收、金融投资者对

商品使用不利等综合作用对粮食价格所产生的

影响要比生物燃料生产的影响大很多（世界银

行，2010），但粮食安全依旧是设计良好生物

燃料政策时需要考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

对于生物燃料生产和使用所产生的环境、经济

和社会影响，也有一些争议。 

温室气体排放 

需要使用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学，通

过把生物能与其所取代的能源系统进行对比，

评估生物能系统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的作

用。已经开发了多种此类分析方法学，包括国

际能源署生物能协议38任务组12和全球生物能

伙伴关系组织13 开发的方法学。 

图3是根据多项“从油井到车轮”全生命周

期评价研究绘制的，这些研究比较了不同生物

燃料伴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所替代的化石燃料

的温室气体排放。该图涵盖成熟工艺、新兴工

艺和创新工艺。数据显示每种生物燃料的排放

量范围都很宽，具体要看工艺细节和原料生产

方式，包括使用的化肥量。总的来说，如果没

有间接土地用途变更，则从甘蔗中生产乙醇

（例如，在巴西或泰国）具有较大的温室气体

减排潜力。其他常规生物燃料相关的减排水平

则更加适中，但可以通过更好地使用联产品和

使用可再生能源而非化石燃料所产生的过程能

量来进行改进。 

                                                            
12 www.ieabioenergy‐task38.org 

13 www.globalbioenergy.org/programmeofwork/sustainabilit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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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不同常规和先进生物燃料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平衡和当前技术发展状态 

 

 

注释：该评价不包括间接的土地用途变更所产生的排放。通过使用联产品排放节约可超过 100%。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能源署对 60 项生命周期研究回顾进行的分析，这些研究发表在：
经合组织，2008；国际能源署，2009；DBFZ，2009。 

一些利用木质纤维素原料生产乙醇或柴油

的新兴技术和新颖技术看起来更具希望。例

如，在某些情况下，当联产品用于取代化石燃

料生产热力和电力时，其减排效果可超过

100%。然而，由于此类工厂还没有商业规模的

运行，对这些工艺的减排估算还只是理论上的

或是基于试点工厂，不确定性较大。 

生物燃料和土地用途变更 

已经有人表示担忧，与土地用途变更相关

的碳排放会减少或否定生产和使用生物燃料所

产生的温室气体效益。国际能源署生物能实施

协议组织 近发布了对有关问题进行的全面、

新分析（Berndes et al.，2010）。 

当生物燃料生产涉及土地用途变更时，则

可能会产生额外的排放影响——积极的或消极

的，在计算温室气体平衡时必须考虑这些影

响。土地用途变更可以是： 

 直接的——当生物燃料原料种植在之前

是林地的土地上时； 

 间接的——当生物燃料生产取代其他商

品的生产，其他商品会在其他地方转化

的土地上进行生产时（或许在另外一个

地区或国家）。 

生物燃料要为交通运输行业设想的减排做

出贡献，就有必要避免土地用途变更所导致的

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然而，与当前生物燃料生

产相关的排放只占全球土地用途变更所产生的

排放总量的大约 1%（Berndes  et  al.，2010），

其中多数是由于土地用途变更用于粮食和饲料

生产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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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用途变更统计 

在评价生物燃料的环境平衡时，需要考虑

直接土地用途变更和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必

须避免对高碳存量的土地进行转化利用。然

而，间接土地用途变更更加难以识别，更难在

温室气体平衡中对其进行明确建模。正在开发

几种建模方案，以便对此类间接效果进行统

计。 

图 4 显示了直接和间接土地用途变更所产

生的排放模型量化范围很宽。估算的范围很

宽，在 极端的情况下，图 3 中显示的排放节

约可能会超过土地用途变更所产生的排放可抵

消量。 

 

图 4：与精选生物燃料/作物组合扩产相关的土地用途变更导致的排放（分摊到 30年）模

型量化范围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生物能实施协议和 Berndes et al.，2010。 

在一些政府项目和标准体系（例如，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的低碳燃料标准14）中，在计算总

体温室气体平衡时加入了具体的额外温室气体

排放（GHG penalty），以说明间接土地用途变

更导致的排放。考虑到计算的不确定性高，难

以就额外排放量达成一致。 

                                                            
14 www.arb.ca.gov/fuels/lcfs/lcfs.htm 

欧洲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也强调了在量化

间接土地用途变更影响方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

性和缺乏标准化的方法学（欧洲委员会，

2010）。该报告的结论认为，在间接土地用途

变更效应建模方面依然存在几项不足和不确定

性。欧洲委员会会继续在该领域开展工作，确

保根据 佳可用的科学知识做出政策决定，并

履行其未来的报告义务。到2011年7月时，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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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计划完成其影响评价，对下列政策方案

进行评价： 

 目前暂不采取行动，然而继续对影响进

行监测； 

 增加生物燃料 低温室气体节约门槛； 

 对于某些种类的生物燃料，引入额外的

可持续性要求； 

 把一定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归于生物燃

料，反映估算的间接土地使用影响（欧

洲委员会，2010）。 

尽管这些决定主要影响欧盟成员国，但可

以作为欧盟之外的国家的新生物燃料可持续性

要求的基础。 

减少土地用途变更风险的一种有意思的方

案是由巴西制定的区划方案。《农业生态甘蔗

区划条例》（The Agro‐Ecological Sugarcane 

Zoning）通过增加养牛密度限制了甘蔗生产扩

大区域，而无需把新土地转化成牧场。本计划

的执行是通过限制不遵守规定的甘蔗种植户和

糖厂/乙醇工厂所有人获取开发资金实现的。 

尽管对间接土地用途变更所产生的排放进

行量化依旧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有可能找到

把土地用途变更风险及其产生的排放控制到

小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为负值的工艺路线。

这些路线包括： 

 集中于把废料和残渣作为原料； 

 通过持续增加生产率和强度并选择高产

原料，实现土地使用效率 大化； 

 使用多年生能源作物，特别是在不长作

物的土壤或低碳土壤上进行种植； 

 实现转化工艺中原料使用效率的 大

化； 

 对生物质进行梯级利用，即，把生物质

与工业用途和随后的能源用途联系起

来； 

 共同生产能源作物和粮食作物。 

其他可持续性问题 

生物燃料的温室气体性能是建设低碳交通

行业和实现本路线图愿景的关键。然而，鉴于

生物燃料潜在供应和使用的广泛性及其与农业

和林业的相互作用，可持续性的所有三个支柱

（图5）——环境、经济和社会——都需要完全

考虑，并在政策层面进行适当解决。 

 

图 5：生物燃料和生物能生产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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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署（2010b）、联合国粮农组织和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0）、其他出版物（见

附录二）已经对生物燃料生产的可持续性问题

进行过更详细的讨论。这些讨论也形成了可持

续性准则工作的核心，具体工作由全球生物能

伙伴关系组织、可持续生物燃料圆桌论坛和其

他国际国内计划承担，旨在建立准则、标准和

认证体系，预防或限制生物燃料生产所产生的

负面影响。通过仔细的管理和适当的项目选择

与设计，可以把负面影响降低到 小或避免影

响，让生物燃料项目实际上能够产生积极影

响。例如，在退化土壤上种植多年生能源作物

能够减少侵蚀，增加碳存量和水土保持能力，

加强生物多样性，并为农村经济提供额外收

入。 

准则和标准 

许多制定可持续性准则和标准的工作正在

开展，其目的是为生物燃料的总体可持续性提

供保障。这些工作包括在全球层面对各种活动

进行协调，以及各国和各地区的倡议。国际能

源署生物能实施协议 40任务组已经进行了评

价，表明全世界有 67项此类倡议，涉及供应链

的不同方面（Dam，2010）。 

具体的国际倡议有： 

 全球生物能伙伴关系组织（GBEP）15，

这是一个政府间倡议，合作伙伴来自

23个成员国家和 12个国际组织（还有

32个观察员）。这些合作伙伴正在通

过特别工作组开发一个方法学框架，政

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可用该框架来评

价与生物能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全球

生物能伙伴关系组织致力于开发一套有

关生物能可持续性的相关、切实、科

学、自愿准则和指标，以及 佳实践范

例。全球生物能伙伴关系组织在可持续

性指标方面的工作相当先进，有望于

2011年达成 终协议。 

                                                            
15 www.globalbioenergy.org 

 可持续生物燃料圆桌论坛（RSB）16，

这是一项自愿国际倡议，汇聚了关注确

保生物燃料生产和加工可持续性的农

民、企业、非政府组织、专家、政府和

政府间机构。通过一个开放、透明、多

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流程，可持续生物

燃料圆桌论坛已经开发了一个生物燃料

可持续性第三方认证体系，这套准则已

经在 2011 年 3 月启动，并包括环境、

社会和经济生产原则。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7将通过新的国

际标准化组织项目委员会（ ISO/PC 

248，生物能可持续性准则）制定一项

国际标准。该项目将会汇集国际专有技

能和 佳实践，识别能够防止生物能对

环境造成破坏或带来负面社会影响的准

则。此外，该标准旨在使生物能更具竞

争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都能获

益。 

 国际可持续性和碳认证体系（ISCC）已

经开发了首个国际认可的生物质认证体

系。国际可持续性和碳认证体系对各种

生物质的可持续性和温室气体节约能力

进行认证，包括生产生物能和生物燃料

所使用的原料。 

还有一些倡议针对具体农产品的可持续生

产标准，比如，可持续棕榈油圆桌论坛、负责

任大豆生产圆桌论坛和更好甘蔗倡议。这些标

准旨在确保原料的可持续生产料，而不管其

终用途如何（用于粮食、材料或生物燃料生

产），以此帮助确保在整个行业实现可持续生

产，而不只是针对生物燃料生产所需的专用原

料。 

近年来采取的一些政策包含了针对生物燃

料的具有约束力的可持续性标准，包括： 

                                                            
16 http://rsb.epfl.ch/ 

17 www.is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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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已经依据《可再生能源指令》

（RED）引入了法规，规定了生物燃料

在达到合格标准、为每个成员国到

2020 年必须实现的约束性国家指标做

出贡献之前必须满足的可持续性准则

（欧洲委员会，2009）。为实现《可再

生能源指令》规定的指标，相比于化石

燃料，生物燃料必须提供 35%温室气体

排放节约。到 2017 年时，这一门槛将

提高到 50%，到 2018 年时，对新建工

厂将提高到 60%。 

 在美国，环境保护署（EPA）负责可再

生燃料标准 II 计划18。该计划为可再生

燃料建立了具体的年度数量要求，到

2022 年时会增加到 360 亿加仑。这些

监管要求适用于在美国使用的可再生燃

料的国内外生产商和进口商。根据与所

取代的石油燃料进行对比的生命周期评

价（包括间接土地用途变更），先进生

物燃料19和纤维素生物燃料必须展示它

                                                            
18 www.epa.gov/otaq/fuels/renewablefuels/index.htm 

19 可再生燃料标准 II 下的“先进生物燃料”由玉米乙醇之外的其他生

物燃料组成，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节约>50%。 

们有能力满足分别把温室气体减少 50%

和 60%的 低标准。 

 在瑞士，《联邦矿物油法案》规定，生

物燃料要享受税收优惠，必须实现 40%

的温室气体减排。此外，原料不得种植

在 近刚砍伐的林地上或对于维持生物

多样性重要的土地上。生物燃料生产商

还必须遵守原料生产和生物燃料转化所

在国的社会标准。 

某些方面，比如间接土地用途变更，不是

个体生产商所能控制的，需要在国家层面或区

域层面进行处理，而其他方面则可由个体生产

商或加工商管理。然而，该综述显示了标准繁

多，增加了市场上混淆、效率不足的可能性，

并容易造成滥用，比如“购买”满足特定准则

的标准。此类不公平可能会打消生产商进行必

要投资满足高标准的积极性。为开发落实已实

施的国际公认的可持续性标准、准则和指标所

要求的当地信息和技能，特别是在发展中国

家，在能力建设方面提供大力支持非常重要，

包括从生产到政策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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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广和二氧化碳减排愿景 

生物燃料推广 

《能源技术展望2010》蓝图情景设定了到

2050年把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5年的

基础上削减50%的指标。这要求迅速开发和推

广低碳能源措施和技术，比如改善能效、增加

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推广CCS（国际能源署，

2010c）。为实现预测的交通行业排放节约，

《能源技术展望2010》预计，可持续生产的生

物燃料 终会占总交通燃料的27%（图6）。 

根据蓝图情景，到2050年生物燃料需求将

达到32艾焦，或760百万吨石油当量

（Mtoe）。随着先进生物燃料实现商业化，它

们 终将占据生物燃料的主要份额，然而，因

为不断攀升和日益动荡的原料价格，多数油基

和淀粉基常规生物燃料有望逐渐退出。柴油和

煤油替代品将在低碳燃料替代品有限的重型交

通模式脱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交通行业减排能为总体蓝图情景指标做出

重大贡献，其减排量会占到2050年能源相关减

排总量的23%（10吉吨二氧化碳当量20）。

高的减排量是在经合组织国家，而一些非经合

组织国家，包括印度和中国，由于车辆保有量

迅速增加，增幅很大。车辆效率改进占交通行

业减排的三分之一；生物燃料使用是第二大贡

献者，和车队电气化21共占排放节约的20%

（2.1吉吨二氧化碳当量）（图7）。 

为达到减排指标，需要大力推进所有可行

方案，并同时评估新的技术开发，比如把低碳

燃料生产与CCS结合（见框2）。 

 

                                                            
20 这包括通过交通模式转变实现的1.8吉吨减排。 

21 有关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电动汽车发展的更多信息，可参见

国际能源署在2009年发布的技术路线图(www.iea.org/roadmaps)。 

图 6：2050年全球交通运输行业能源使用情况（左）和不同运输方式中生物燃料

使用情况（右）（蓝图情景） 

 

注释：CNG=压缩天然气；LPG=液化石油气。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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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生物燃料对交通行业温室气体减排的贡献 

 

注释：模式转变（未包括）还可以贡献另外 1.8 吉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10c。 

本路线图预计，未来十年经合组织国

家的生物燃料需求 高，但到2030年时，

非经合组织国家将会占全球生物燃料需求

的60%，到2050年时占大约70%，预计中

国、印度和拉丁美洲的需求 强（图8）。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常规生物燃料有望会

在扩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该技术比

先进生物燃料的成本低、复杂度小。首批

商业化先进生物燃料项目将会在美国和欧

洲建立，还有巴西和中国，在这里有几个

试点和示范工厂已经在运行。一旦技术得

到证实，原料供应概念已经建立，将在其

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先进生物燃

料。在土地和原料资源有限的地区，比如

中东和某些亚洲国家，原料和生物燃料贸

易将会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参加下述生

物质和生物燃料贸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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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010—2050年各地区生物燃料需求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10c。 

框 2：生物燃料生产和 CCS：实现二氧化碳负排放 

 

 

目前，正在积极考虑生物能和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结合使用（BECCS）的可能性。

BECCS背后的思想是，捕集生物能生产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并将其注入长期地质储

层，能够把“碳中性”排放变成负排放（Kraxner et al.，2010）。 

来自生物燃料生产（发酵或气化）的二氧化碳气流相当纯，使得该过程比从化石燃

料电厂的烟气中捕集和封存二氧化碳花费的功夫要少。鉴于相对较低的成本和较小的能

量损耗，首批落实CCS技术的项目中有一些会是BECCS项目（Lindfeldt & Westermark，

2009）。 

有一个 BECCS 示范项目于 2010年初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开始运行。每天会有大约

1 000吨来自湿法工艺乙醇发酵的二氧化碳被封存在地下 2400米深的砂岩中（MGSC，

2010）。然而，还需要就这一重要技术解决方案进行更多的研发与示范，在国际能源署

《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路线图》中已经对此进行了介绍（国际能源署，201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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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生物燃料推广∶能力挑战 

本路线图预计，在未来十年会安装首批商

业规模先进生物燃料工厂，2020年之后先进生

物燃料生产会迅速增长。一些新颖技术，比如

藻类生物燃料和糖基烃类，也需要进行开发，

但这些技术的商业化需要投入更多实质性研发

与示范工作。一旦这些新颖技术获得商业证

实，将会帮助满足路线图中预测的2020—2030

年之后的生物燃料需求。 

几个先进生物燃料试点和示范工厂已经在

运行，并且已经公布了大量项目要在未来五年

进行建设。这些工厂中的大多数是位于北美和

欧盟，

 

图 9：到 2015、2020和 2030年的生物燃料生产能力 

 

注释：对于全面运行的工厂假定了 70%的负荷因子。在生产的前几年，实际产量可能会大大低于额定产能。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能源署报告所做的分析：国际能源署，2010a；国际能源署，2010c；国际能源署，2010f。 

但在经合组织之外的运营或建设数量正在增

加。如今装机的先进生物燃料产能大约是1.75

亿升汽油当量每年，但多数工厂当前是在额定

产能以下运行。当前在建的产能还有19亿Lge/

年，如果满负荷运行，将足以满足本路线图到

2013年的先进生物燃料生产指标要求。已经公

布的到2015年的项目计划还有另外60亿Lge/年

的产能（图9）。然而，鉴于近年来公布的项目

的延期数量，这些工厂届时是否能按规划日期

投入运行还不确定。 

鉴于正在运行的和当前在建的先进生物燃

料产能的发展现状，应能够很好地完成本路线

图未来几年的指标。然而，在 2015 年之后，先

进生物燃料生产需要迅速扩大（图 9）。这意

味着所有运行、在建和公布的先进生物燃料工

厂都需要满负荷运行（一般是额定产能的

70%）。此外，新建工厂需要在 2015 年之后开

始生产。 

若考虑到 2020 年所要求的先进生物燃料产

能的发展，实现本路线图愿景所面临的挑战就

变得清晰，若看 2030 年的要求，则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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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 2030 年达到本路线图中所预见的 2 500 亿

Lge/年的实际运行产能，先进生物燃料产能需

要在目前公布的基础上增加 30 倍（图 9）。在

2030 年之后，要达到本路线图的指标，还要求

到 2050 年先进生物燃料产能再翻两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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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和生物质资源的重要性 
本路线图中设想的生物燃料生产水平不断

增加将会大大增加对生物质原料的需求。要以

可持续的方式生产这种原料，而又不危及粮食

安全、威胁生物多样性或限制小土地持有人对

土地的使用，将会要求制定良好政策框架，需

要生产链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鉴于据估计世界人口到 2050 年会达到 91

亿，会导致全球粮食需求增长 70%，上述情况

就显得尤为真实（联合国粮农组织，2009）。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预测，90%的新增作物

需求可以通过提高产量和增加播种密度来满

足，但需要净增大约 7000 万公顷的耕地22。耕

地扩增有望主要发生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大约 12 000 万公

顷）。在发达地区，土地使用有望会减少 5 000

万公顷（联合国粮农组织，2009），所以这些

国家的生物燃料生产潜力可能大幅增加。 

土地和生物能发展潜力估算综述 

因为涉及因素众多，所以，评价全球生物

质发展潜力并非轻而易举的任务。 雄心勃勃

的估算表明，2050 年时生物能技术潜力会超过

1  500 艾焦。Dornburg  et  al.（2008）对生物燃

料和生物能的原料来源进行了全面回顾，估计

2050 年农业和林业残渣的潜力为 85 艾焦，过

剩林木成长23为大约 60 艾焦。该回顾还估算，

可用过剩耕地可用于生产大约 120 艾焦专用能

源作物，增加水应力和土壤侵蚀或影响自然保

护区的风险较小。该研究表明，当使用中度土

                                                            
22耕地包括临时种植农作物的土地、用于割草或牧场的临时草

地、商品菜园和家用菜园下的土地、临时休耕的土地（休耕时间

少于5年）。在2008年，全球农业用地为49亿公顷，其中耕地为

14亿公顷（资料来源：http://faostat.fao.org）。 

23过剩林木成长是指除了当前砍伐之外可以利用而又不会减少再

生林木存量的的木材量。 

壤退化和水应力的区域（70 艾焦）时，“较低

风险”潜力24甚至会更大，农业生产率会比过去

增加更快（高达 140 艾焦）。到 2050 年，“低

风险”原料来源的总体生物能发展潜力会达到

475 艾焦（图 10）。这是蓝图情景中预测的

2050 年一次生物能需求 145 艾焦的三倍左右

（其中 65 艾焦用于生物燃料，80 艾焦用于热

力和电力）（国际能源署，2010c）。 

然而，几项因素可能会打消使用这些“较

低风险”资源。使用残渣和过剩林木成长以及

在当前未使用的土地上建立能源作物种植园，

可能会比在耕地上建立大规模的能源作物种植

园更加昂贵。在利用残渣的情况下，会发生机

会成本，残渣分布散乱可能会使其在某些地方

回收起来比较困难（国际能源署，2010b）。对

于过剩林木成长也会如此，生物多样性担忧可

能防止使用某些地区已经识别的过剩林木成长

潜力。让未使用的土地恢复生产会要求对基础

设施进行额外投资，而土壤肥沃程度、水资源

可用性和其他因素可能会影响产量。 

需要更多可持续供应的残渣可用性和成本

的数据，以及不同能源作物在各种地理和气候

条件下的适合性的实地数据，这将帮助对把未

使用的土地转为种植地和建立能源作物种植园

的经济指标进行评价。需要在区域层面或国家

层面提供这些信息，以便为能够满足特定可持

续性准则的原材料建立可靠的资源成本曲线。 

要满足本路线图之宏伟目标，在 2050 年要

求的总原料量是大约 65 艾焦生物质。假设用于

先进生物燃料和生物质甲烷的原料有 50%会从

废料和残渣中获取，相当于 1 吉吨干生物质或

                                                            
24在原始研究中被称为“可持续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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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艾焦。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但鉴于残

渣收集和运输方面的发展潜力局限，以及商业

化的先进生物燃料工厂可能巨大的原料需求

（高达 600  000 吨/年或更多），还不清楚是否

可以动员更高份额的残渣用于生物燃料生产。

把先进生物燃料工厂的位置安放在其他生产木

质纤维素残渣作为副产品的工业设施（例如造

纸厂和糖厂）旁边，能够大大增加利用残渣和

废料进行先进生物燃料生产的份额。 

图 10：2050 年全球生物质供应量估算对比 

 

注释：“较低风险”生物能潜力的组成包括：农业和林业残渣（85 艾焦）；过剩林木生产（60 艾焦）；不包括土壤中等退
化和/或水资源中度短缺的能源作物（120 艾焦）；种植在土壤中等退化和/或水资源中度短缺的地方的额外能源作物
（70 艾焦），和当农业生产率改善速度快于历史趋势时产生的额外潜力，因此可以从同样的土地上生产更多的粮食
（140 艾焦）。 

资料来源：改编自 Dornburg et al.，2008 和 Bauen et al.，2009，并利用国际能源署，2010c 的数据进行了补充。 

 

为实现本路线图中的指标，一些能源作物

的扩产将是必要的。根据表2中显示的土地使用

效率，生物燃料生产用地需要从如今的30 00万

公顷增加到2050年的1亿公顷（图11）。相应

地，其占总耕地的比例会从如今的2%增加到

2050年的6%左右。这一扩张包括一些庄稼地，

以及牧场和当前未使用的土地，后者尤其适合

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的生产。 

满足路线图的目标 

表2介绍了不同生物燃料当前和未来的土地

使用效率。根据历史数据以及文献中提到的产

量提升的预测，所有生物燃料的土地使用效率

都有望会提升。由于转化效率预期会增加以及

会有产量更高的原料品种（其中许多还尚未得

到商业化开发），先进生物燃料的产量改进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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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会较高。下述估算反映了全球平均值；不同

地区产量之间会存在较大差距。从高产原料和

气候条件适宜的地区生产的生物燃料越多，生

产等量生物燃料所要求的总土地就越少。

 

图 11：本路线图中对生物燃料的需求（左）和由此产生的土地需求（右） 

 

 

 

注释：这是总土地需求，不包括生物燃料联产品的土地使用减少潜力。此处假设 50%的先进生物燃料和生物甲烷是从废
料和残渣中生产的，要求 1 吉吨的生物质残渣。如果要使用更多残渣，则土地需求会大幅减少。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根据国际能源署，2010c 和下述表 2 所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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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不同生物燃料作物的土地利用效率和预期产量改善（全球平均） 

生物燃料类型  2010年产量（升/公

顷） 

年均改进，2010

—2050 

2050年 终 

产量 

（Lge 或 Lde/

公顷） 

主要联产品，2010年

值， 

（Kg/L 生物燃料） 名义  Lde 或 Lge

常规乙醇（下述原料的

平均产量） 

3 300  2 300  0.7%  3 000   

甜菜  4 000  2 800 0.7% 3 700 甜菜纸浆（0.25） 

玉米  2 600  1 800 0.7% 2 400 干酒糟及可溶物

（0.3） 

甘蔗乙醇  4 900  3 400 0.9% 4 800 甘蔗渣（0.25） 

源自短期轮作矮林(SRC)

的纤维素乙醇* 

3 100  2 200 1.3% 3 700 木质素（0.4） 

常规生物柴油（下述原

料的平均产量） 

2 000  1 800 1.0% 2 600 脂肪酸甲酯：甘油

（0.1） 

菜籽  1 700  1 500 0.9% 2 100 滤饼（0.6） 

大豆  700  600 1.0% 900 大豆豆粕（0.8） 

棕榈  3 600  3 200 1.0% 4 800 空果串（0.25） 

生物质制油——短期轮

作矮林（SRC）* 

3 100  3 100  1.3%  5 200  低温热；纯二氧化碳 

HVO  2 000  2 000 1.3% 3 400 如同上述常规生物柴油

原料一样 

生物质甲烷（下述技术

平均值） 

不适用  3 800 1.0% 5 700  

厌氧消化（玉米）  不适用  4 000 1.0% 6 000 有机肥料 

生物合成气（SRC）*  不适用  3 600 1.0% 5 400 纯二氧化碳（0.6 L） 

注释：生物燃料产量表示的是总土地使用效率，没有考虑通过联产品可以实现的土地需求减少潜力。1 升乙醇=0.65 

Lge；1 升生物柴油=0.90 Lde；1 升先进生物柴油=1 Lde。*假设来自短期轮作矮林(SRC)的木质作物的平均产量为 15 吨/公
顷。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根据下述资料所做的分析：Accenture，2007；BRDI，2008；Brauer et al.，2008；E4Tech，2010；
ECN，2009；联合国粮农组织，2003；联合国粮农组织，2008；GEMIS，2010；国际能源署，2008；Jank et al.，2007；
Küsters，2009；Kurker et al.，2010；和 Schmer et a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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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详细的资源测绘，但是下面简单介

绍了对不同地区生物质发展潜力的定性评价。 

非洲 

 有几个国家，包括坦桑尼亚、莫桑比

克、南非和赞比亚，计划在未来几年扩

大国内生物燃料生产。鉴于如今的作物

产量相对较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09），因而存在增加粮食生产的巨大

潜力。这可以在不危害粮食安全的情况

下释放土地，用于生物燃料可持续生

产。 

 可能有使用当前未使用的土地潜力，但

由于缺乏当前小土地持有人和农村地区

使用土地的可靠实地数据，识别“未使

用的”土地比较困难。复杂的土地使用

权结构，在农村地区缺乏基础设施，是

许多非洲国家生物燃料生产扩大需要面

临的额外挑战。 

美洲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在 2005 年开展的一

项研究表明，仅在美国，到 2050 年时

将有大约 2200 万公顷庄稼地可用于生

物质生产（Perlack et al.，2005），主要

是通过提升产量和改革土地管理实现。

加上来自农业和林业的残渣，已经评估

的潜在生物质供应量可达 13亿吨。 

 除了农业残渣和专用能源作物之外，加

拿大庞大的林业和农业也可为生物能和

生物燃料生产提供大量的残渣。 

 拉丁美洲因为具有适宜的气候条件和大

片当前休耕、未种植或被用作大牧场的

适合于农业的土地，已经被识别为具有

巨大生物能生产潜力的地区（Smeets  et 

al.，2007）。例如，巴西计划把甘蔗种

植面积——其中大约 50%用于生物燃料

生产——从当前的 440 万公顷（2008

年数据）扩大到 2017 年的大约 800 万

公顷，主要是通过对当前广袤的牧区进

行耕作来实现（国际能源署，2010b）

 

 

亚洲 

 一些亚洲国家的生物燃料生产近年来发

展迅速，这一趋势有望继续保持，尤其

是在中国、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

（国际能源署，2010a）。 

 随着众多亚洲国家的人口迅速增长，经

济增长推动了对肉类、饲料作物和牧场

的需求，因而难以估算有多少土地可能

用于生物燃料生产。作为先进生物燃料

的原料，农业废料和残渣将变得日益重

要（国际能源署，2010b）。也有改进

生物燃料作物产量的潜力。 

 在东亚，有研究表明，多余的土地有种

植能源作物的巨大潜力（Hoogwijk et 

al.，2004）。 

欧洲 

 东欧已经被识别为具有大量利用不足和

废弃农业土地的地区。估算表明，在新

欧盟成员国和乌克兰，有 4000万公顷

左右的土地可用于生物燃料原料种植

（REFUEL，2008）。 

 在欧洲其他地方，土地可用性是潜在的

限制性因素，更高效地利用废料和残渣

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促进生物燃料

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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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洲当前生物燃料生产还不足全球生

产的 1%（国际能源署，2010a），但大

量牧地表明生产水平能够大幅增加。 

 对耐旱能源作物品种的研究将会在增加

降雨量少的地区的生物燃料生产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澳大利亚已经建立了试点藻类

种植项目；如果成功，在更长的时期

内，藻类可能成为另一生物质源

（Geoscience Australia和 ABARE，

2010）。 

生物质和生物燃料贸易 

生物质和生物燃料贸易能够通过提供国

际市场准入，动员当前未被利用的生物质资

源和激发对生物质富集地区的投资。在不断

增长和动荡的石油价格以及促进生物质和生

物燃料用于能源生产的政策的推动下，生物

质和生物燃料贸易会一直持续增长

（Junginger et al.，2010）。美国、欧盟和日

本日益增长的生物燃料需求已经促使大量巴

西乙醇流入这些市场，还有来自美国、拉丁

美洲和东南亚的植物油和生物柴油（图

12）。2008 年全球生物乙醇的贸易量为大约

280万吨，生物柴油的贸易量为 290万吨，

此外还有将近 400万吨的木球贸易

（Junginger et al.，2009）。 

生物质和生物燃料市场在过去几十年已

经全球化，但是依然不成熟，还面临着众多

壁垒，如关税。需要减少壁垒，创造稳定的

市场环境。在本路线图的愿景中，贸易对于

促进生物燃料生产和满足掺混指令以及平衡

不同地区需求和供应的波动变得日益重要。

短期而言，贸易将会包括常规生物燃料和原

料，但在 2020年之后，木质纤维素原料贸易

有可能迅速增加，并为沿海地区的大型先进

生物燃料工厂供应原料。压球、热解或干燥

将会变得日益重要，因为这些技术能够增加

能源密度和木质纤维素原料（如残渣）的可

交易性。这些中间产品比较同质，因此更适

合于转化成生物燃料。 

某些生物质和生物燃料贸易路线将只存

在一段有限的时期，直到进口地区的国内供

应足够发达或出口地区的需求增加。长期而

言，例如，非经合组织国家的生物燃料需求

有望会迅速增加。东欧可能会供应生物质和

生物燃料到中欧；拉丁美洲会供应到美国、

欧盟和日本；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可能会成为

中国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国；长期

来看，非洲国家在向亚洲、欧洲和北美市场

出口原料和/或生物燃料方面会发挥日益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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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如今世界生物质发货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 Bradley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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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面 

生物燃料生产成本 

对于要广泛使用的生物燃料，不仅在环境

和社会影响方面必须是可持续的，而且在经济

方面也要是可持续的。这就意味着它们 终必

须能够与汽油和/或柴油燃料竞争。然而，政府

有合理的理由建立差异化的税收制度，以反映

不同燃料的不同成本，一些燃料在如今的市场

中成功与较便宜的燃料共存。鉴于可持续生产

的生物燃料出于环境方面的原因或作为其他社

会目标的一部分具有合理的理由——比如，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通过一种差异化的税收制

度实现这些额外价值来促进它们的使用是合理

的。但对于多少差额是合理的将会有限制，所

以，在更长期来看，生物燃料将需要逐渐与石

油基燃料达成成本平价。一种基于单个燃料类

型环境和能源性能的征税体制，包括碳税（瑞

典已经在采用），是赋予生物燃料环境、社会

贡献价值和减少与化石燃料竞争力差距的一种

方式。 

基于 ETP 蓝图情景，国际能源署已经根据

对供应链各部分进行自下而上的分析，为如今

和未来的一系列燃料进行了详细的成本估算

（国际能源署，2011 即将发布）。下述燃料成

本估算反映了零售价格当量，并考虑了生物燃

料生产的所有关键步骤，包括原料生产和运

输、转化成 终燃料、燃料运输和储存，一直

到加油点。此外，该分析还考虑了以用油所表

示的生物燃料生产成本（如发货用油）和石油

价格变动对其他燃料和商品价格（如作物）的

影响。 

估算的生物燃料生产成本因影响因素不同而有

较大差异，这些因素包括工厂规模、技术复杂

度和原料成本等。关于先进生物燃料生产成本

的详细数据并不多，因为此类信息通常是保密

的，而且还没有来自大型商业规模生产工厂的

经验。2020—2030年的长期生产成本估算是基

于可能实现的燃料 低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终，学习率累计生产将决定何时会达到“长

期”成本。 

对于当今的常规生物燃料，主要的成本因

素是原料，这会占总生产成本的 45%到 70%，

而影响先进生物燃料的主要因素是资本成本

（35%到 50%），其次是原料（25%到 40%）

（国际能源署，2009）。就更长期来看，减少

原料成本波动将成为利用来自能源作物、废料

和残渣的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生产的先进生物燃

料的关键优势。使用联产品，比如干酒糟及可

溶物、甘油、蔗渣、木质素或余热，可以减少

高达 20%的生物燃料生产成本，具体情况因燃

料类型和联产品的使用而异25。在某些情况下

（例如，大豆生物柴油），生物燃料是副产

品，而非主要产品。 

为了考虑不确定性，比如上升的石油价格

和生物燃料生产成本之间的动态关系，图 13 展

示了不同的成本分析结果。低成本情景预计，

上涨的石油价格会对生物燃料生产成本产生

小影响。生物燃料生产成本会随着规模和效率

增加而下降。先进生物燃料，比如纤维素乙醇

和生物质柴油的成本（零售价格当量，未课

税），到大约 2030 年时会达到与石油汽油和柴

油燃料的平价。甘蔗乙醇依然是成本 低的生

物燃料。 

在高成本情景中，石油价格对原料和生产

成本具有更大的影响，多数生物燃料依然比汽

油/柴油略贵，2050 年时石油价格为 120 美元/

桶。然而，到 2050 年时，与化石汽油和柴油相

比，每升的总成本差小于 0.10 美元（常规生物

柴油除外），生物合成气以及甘蔗乙醇可以以

更低的成本生产，会带来燃料开支的实际节

约。多数常规生物燃料接近成本平价，或者，

                                                            
25 例如，在巴西，糖厂可以出售从甘蔗渣中生产的生物电，该部

分收入占本单位总收入的 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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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甘蔗乙醇而言，大大低于参考的汽油和柴油

价格（图 13）。 

先进生物燃料是否能够达到常规燃料的成

本依赖于几个依然尚未确定的因素。如果石油

价格涨到高于 120 美元/桶，即使在高成本情景

中，先进生物燃料也将达到成本竞争力。对二

氧化碳节约的估价为 50 美元左右每吨，也将使

多数生物燃料达到成本平价或实现更好的成

本。 

 

图 13：不同生物燃料与汽油成本对比（蓝图情景） 

 

 

注释：成本反映了没有税负的全球平均零售价。考虑到原料价格和其他成本因素，可能会出现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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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燃料推广的总成本 

在本路线图愿景中，到2030年生物燃料的

使用总成本预计为2.5万亿美元左右（低成本情

景）到2.9万亿美元（高成本情景）。相比之

下，2010年到2030年的运输燃料总支出估计在

43万亿美元到44万亿美元（图14）。因此，生

物燃料总支出占所有运输燃料消费的大约6％至

7％。 

2030年后，生物燃料生产会大幅度增加，

根据本路线图，从2030年到2050年的生物燃料

总成本预计为大约8.2万亿美元（低成本情景）

到9.9万亿美元（高成本情景）。运输燃料总成

本会在58万亿美元到61万亿美元之间，因此，

生物燃料会占运输燃料消费的大约14％至16％

（图14）。

图 14：各种运输燃料的总生产成本（高成本情景） 

 

 

需要把全球生物燃料总开支与如果采用柴

油和汽油的开支进行对比。在接下来的 20 年

里，和被替代的汽油/柴油的成本相比，在低成

本情景中，使用生物燃料将会产生 95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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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量成本，在高成本情景中，将会产生 4800

亿美元的增量成本。这相当于总燃料成本的

0.2%～1.1%。鉴于先进生物燃料在这一时间框

架内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其在这些成本中会占

主要份额（图 15）。 

在 2030 年到 2050 年期间，高成本情景中

生物燃料的总增量成本为 3300 亿美元左右。这

反映了先进生物燃料的额外开支为 4400 亿美

元，还有通过使用常规生物燃料实现的 1100 亿

美元的燃料成本节约（与使用化石汽油/柴油相

比较）。如果上升的石油价格对原料和商品成

本影响有限，则先进生物燃料的生产成本可以

低于相应的化石燃料。在低成本情景中，先进

生物燃料增量开支比使用化石燃料要少 6100 亿

美元，总燃料成本节约可以达到 9800 亿美元

（图 15）。 

 

 

 

图 15：不同时期生物燃料的增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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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在本路线图愿景中，估计从

2010年到 2050年所有生物燃料相比于使用化

石燃料的增量成本差异范围在成本增量 8100亿

美元到成本削减将近 8900亿美元之间。即便是

在高成本情景中，生物燃料的额外开支相对于

这段时期所有交通燃料的总开支来说还是较低

的，大约占总燃料成本开支的 0.8%。 

 

表 3：本路线图中生物燃料总生产成本和相对于被替代的汽油/柴油燃料的增量成本

  2010‐2030  2030‐2050  总计（2010‐2050）

常规生物燃料  1 650 ‐ 1 920  2 290 ‐ 2 750  3 940 ‐ 4 670 

先进生物燃料  890 ‐ 1 050 5 940 ‐ 7 190 6 830 ‐ 8 240 

总燃料成本  43 200 ‐ 43800 58 350～60 460  101 600～104 300 

生物燃料相对于被替代 

的汽油/柴油的增量成本 

95 ‐ 480 ‐980 ‐ 330 ‐890 ‐ 810 

增量成本占总燃料成本开支 

的份额 

0.2 ‐ 1.1%  ‐1.7 ‐ 0.5%  ‐0.9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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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改进里程碑 
当前正在进行的常规和先进生物燃料技术

开发，有希望促进生物燃料可持续生产和减少

成本。 接近先进转化技术的 关键的里程碑

（HVO、纤维素乙醇、生物质制油/费托合成、

生物合成气）是要在未来五年示范可靠、坚固

的工艺，在未来 10 年实现商业规模生产。其他

重要里程碑包括改善常规生物燃料总体环境性

能，示范藻类生物燃料和其他新颖转化路线。 

 

技术改进里程碑  日期 

示范纤维素乙醇、生物质柴

油、HVO 和生物合成气可靠的

商业规模生产。 

2010—2015 

所有生物燃料达到>50%生命周

期温室气体减排。 

2015—2020 

示范藻类生物燃料经济可行的

生产和其他新颖生物燃料路

线。 

2020—2030 

把生物燃料生产融入创新生物

炼油厂概念。 

2015—2025 

 

常规生物燃料 

常规生物燃料相对成熟，但通过减少经

济、环境和社会影响可以进一步改善该技术的

总体可持续性。转化效率改进不只是可以带来

更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可以增加土地使用效率

和改善常规生物燃料的环境性能。 

对于常规生物柴油，关键改进领域包括更

高效的催化剂回收、改善联产品甘油的提纯和

增强原料灵活性。对于常规乙醇，开发新型更

高效的酶、改善干酒糟及可溶物的营养价值、

提高能效可以提升转化效率和减少生产成本。 

通过 大化增值的联产品解决方案和更好

地整合上下游工艺可以进一步改进成本。在生

物炼油厂生产常规和/或先进生物燃料将会促进

生物质更高效的使用，并带来相关的成本和环

境好处。 

先进生物燃料 

几种当前处于技术开发关键阶段的先进生

物燃料需要达到商业规模并广泛推广。和常规

生物燃料一样，需要改进先进生物燃料技术的

转化效率，还需要策略减少资本要求。这些策

略需要涵盖整个供应链上（即，从生物质原料

到交通用生物燃料）不同的工艺步骤，以示范

该工艺的有效性能和可靠性。这应该包括使用

核心技术部件，比如其他工业（例如，化学工

业）的无焦油合成气生产或（半）纤维素到糖

的转化。 

为了获得经济效益良好的生产工艺，需要

解决具体研发需求问题，证明该转化路线的工

业可靠性以及技术性能和可操作性（表 4）。

需要针对上述领域提供周到的科学支持，开展

建模和监测工作，以从当前试点和示范活动中

获得 大的学习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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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先进生物燃料的关键研发问题 

技术  关键研发问题 

纤维素乙醇   微生物和酶的改进 

 使用C5糖，用于发酵，或升级到宝贵的联产品 

 使用木质素作为增值的能源载体或物质原料 

HVO   原料灵活性 

 使用可再生氢改善温室气体平衡 

生物合成柴油   催化剂长寿和稳健性 

 降低合成气清理成本 

 有效利用低温热源 

其他生物质基柴油和煤油燃料   试点和示范工厂中可靠和强大的转换工艺 

藻类生物燃料   节约能源和成本的种植、收获和油料提取 

 营养和水循环 

 增值联产品流 

生物合成气   原料灵活性 

 合成气生产和清洁 

热解油   催化剂改善，展示油随着时间推移的稳定性 

 升级到可替代的生物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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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生物燃料，都设定了成本削减范

围，这会帮助改善与化石燃料的竞争力，推动

商业推广： 

 资本成本有望会由于规模扩大而下降

（尤其是对于先进生物燃料）。和现有

生物燃料工厂、电厂或其他工业设施安

排在同一地点能够减少资本成本并带来

进一步的好处，比如更有效地使用副产

品。 

 转化成本可以通过规模扩大和技术学习

削减。进一步改进转化效率（例如，通

过更高效的酶）和能效应该能够帮助减

少成本。 

 原料成本无法预测，会受农业商品价

格、石油价格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加强

原料灵活性将会获取更广范围的生物质

来源，有可能成本低（比如利用残渣）

并降低价格波动性。改善和创建交通基

础设施能够进一步减少生物质供应成

本。 

 

 

 

 

原料和可持续性 

原料和可持续性里程碑  日期 

采用“低风险”原料（例如，废

料和残渣）和通过产量改进增加

生物燃料生产。 

2010—50 

减少并 终废除关税和其他贸易

壁垒（例如，物流壁垒），以促

进生物质和生物燃料贸易。 

2010—20 

利用更好的区域数据和经济数据

改善生物质发展潜力分析，包括

大规模实地试验数据。 

2010—30 

通过整合生物炼油厂中的生物燃

料生产，加强生物质的梯级处理

和联产品的使用。 

2010—30 

继续统一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学，

为制定良好的配套政策打下基

础。 

2010—20 

对用于生物燃料生产的可持续种植的土地

进行评价，是生物燃料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重点领域。要获得更好的土地可用性和生物质

发展潜力数据，需要通过采集当地、国家和全

球层面的数据进一步发展和改进土地使用测绘

和农业生态区划（AEZ）26。自上而下的方法，

比如遥测，应与参与性自下而上的方法结合，

比如，通过咨询当地利益相关者在当地进行验

证。改善生物质发展潜力数据的一个关键要素

                                                            
26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应用分析学会(IIASA)联合开发了农业生

态区划方法，可以根据土地资源存量和对生物物理局限及潜力的

评 估 实 现 合 理 的 用 地 规 划 ，
www.iiasa.ac.at/Research/LUC/GAEZ/index.htm?sb 

是通过成本供应曲线对生物质的可用性进行经

济分析。 

随着先进生物燃料生产的扩大，将需要高

产量木质纤维素能源作物。在世界上大多数地

方，木质纤维素能源作物并未得到集中的繁

殖，因此，还需要加大研发投入，改善产量，

开发有利于转化成生物燃料的品种。需要在不

同地区开展大规模实地试验，来评价适合本地

条件的土生能源作物的适合性。实地试验将会

改善种植、收获和运输的经济指标数据，可用

于生物质发展潜力分析。此外，这些实地试验

所获得的经验将会帮助建设高效的原料供应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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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把国家和地方供应分析融合到全球生

物质和生物能发展潜力分析中，提供生物质和

土地可用性的全面情况，并实现生物燃料生产

和贸易的顺利、可持续扩展。 

实现可持续原料生产和使用 

尽管长期土地和原料潜力存在不确定性，

但在中短期识别和动员可持续的生物质来源对

于避免扩大生物燃料产业的瓶颈却至关重要。 

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生物燃料生产的可持

续性影响风险小的可选方案上。加强废料和残

渣作为原料的使用，例如通过生物质梯级处

理，增加生物质使用效率和避免潜在的与农业

或林业竞争土地至关重要。 

另外一种不需要额外种植土地且已经被证

实有效的措施是改善作物产量（例如，美国农

业部，2010）。来自其他行业的作物繁殖和种

植技术经验（例如，甘蔗行业）应被用作改善

新能源作物的产量，比如，柳枝稷。尤其是发

展中国家，显示了改进生产率的巨大潜力。更

多的采用工业化国家使用的管理做法——比

如，应用营养素、除草剂、杀虫剂和水——可

以大大增加产量。然而，要求采用 佳实践，

确保肥料和灌溉的使用不会导致不希望看到的

负面影响，比如富营养化或水资源枯竭。 

生物燃料原料也已经证明了它们有能力恢

复退化或被污染的土壤。多年生作物尤其适合

减少侵蚀和土地退化，而且能够增加土壤肥沃

度和土壤碳存量。因此，种植多年生原料能够

帮助维持农业用地的质量，并让整个农业获

益。然而，识别适合于生物燃料原料的退化土

地并非轻而易举之事，需要根据土地的生物多

样性价值和对农村生活水平的作用进行仔细验

证。 

除了这些可选方案，长期而言，将需要扩

大耕地和牧地上的专用能源作物，以满足本路

线图中日益增长的生物燃料需求。这一扩大应

该遵循 新的生物质发展潜力分析，并且需要

符合可持续性认证制度。 

利用多季节种植和间混作的种植概念，比

如，粮食能源一体化系统（IFES），能够帮助把

燃料、粮食和饲料所需土地数量降低到 小，

并能减少粮食和能源作物之间竞争的风险

（Bogdanski et al.，2010）。同时，粮食能源一

体化系统可以为农民提供几项好处，比如，获

取能源、收入来源多样化、经济高效的利用残

渣。 

改善温室气体性能 

可以通过选择原料和种植技术、通过 大

化转化效率或通过提高工厂能效进行优化生物

燃料总体温室气体平衡。详细而言，可以通过

使用废料和残渣原料，通过增加产量和生产力

实现土地使用效率 大化，通过使用要求肥料

较少并能够改善土壤碳螯合性能的多年生能源

作物，改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平衡。其他需要

奉行的措施是，通过采取能效措施、使用可再

生能源和对生物质进行梯级利用（即，把生物

质的工业用途和后续用途联系起来用于能源）

把过程排放降到 小，例如在生物炼油厂中。

其中一些措施还能削减成本，因此，应大力推

进。 

根据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减排制定的配套政

策 适合于促进 高效的生物燃料技术。然

而，这要求评估生命周期排放的坚实科学基

础。如早些时候所讨论的，还没有评价生物燃

料温室气体排放的标准化方法学。需要开展更

多工作，特别是开发评价和评估间接土地用途

变更所导致的排放的方法学。 

为了减少和 终避免生物燃料生产所导致

的土地用途变更，要求进一步改进建模工作，

为生物燃料生产所引发的土地用途变更和间接

土地用途变更提供坚实的实际数据。需要建立

这样的科学基础，为采用良好生物燃料政策和

引入措施减少土地用途变更风险提供决策依

据。然而，即便土地用途变更和间接土地用途

变更的影响当前还存在不确定性，也可以采取

政策行动，鼓励利用残渣和废料生产生物燃

料，鼓励使用高产原料和联产品，并引入可持

续的土地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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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物质和燃料贸易 

消除贸易壁垒是支持生物质富集地区和生

物燃料生产/消费中心之间国际贸易发展的关键

任务。需要减少并 终废除关税。需要统一生

物质、生物燃料和中间产品（例如，热解油）

技术的国际标准。国际贸易协定能够刺激生产

生物燃料用于出口，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需

要生物燃料可持续性认证，但必须进行统一，

以便不会造成贸易壁垒，特别是不会对发展中

国家造成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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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框架：行动和里程碑 

本路线图建议采取如下行动：  日期 

为生物燃料创建稳定的长期政策框架，以增加投资者信心和允许生物燃料生产的扩

张。 

2010—2030 

提供充分支持（例如，通过赠款或贷款担保），解决与商业规模先进生物燃料工厂

相关的高投资风险。 

2010—2020 

减少化石燃料补贴和引入二氧化碳排放定价计划。  2010—2030 

根据国际统一的认证制度引入强制性可持续性要求。  2010—2020 

把财政支持方案与生物燃料的可持续性能挂钩。  2010—2030 

随着生物燃料的竞争力可以匹敌化石燃料，会对经济激励进行调整。  长期 

 

 

克服经济壁垒 

需要进一步改善转化工艺的经济效益，以

便生物燃料在没有更长期补贴的情况下能够与

化石燃料竞争（考虑到良好政策框架条件，包

括二氧化碳排放定价）。 

作为第一步，在许多国家依然适用（国际

能源署，2010f）的化石燃料补贴应逐渐取消。

通过全球碳市场引入二氧化碳价格，将会成为

在更长期培育生物燃料和其他低碳技术的重要

元素，并将在提升其竞争力方面起到很大的帮

助作用。 

尽管竞争力会根据原料成本和石油价格而

变动，但如今的常规生物燃料一般不能以市场

价格与化石燃料进行竞争27。一些生物燃料在经

济指标方面已经做的很好，尤其是甘蔗乙醇和

一些其他低成本常规生物燃料。常规生物燃料

                                                            
27 在某些情况下，这会是由于化石燃料补贴造成的。 

的支持要求不同于先进生物燃料的要求，后者

还处于发展早期，生产成本依然相对较高。为

刺激商业规模生产装置所需的大规模投资，需

要具体配套措施，充分解决创新工艺规模扩大

和先进生物燃料产品市场不安全等有关财务风

险。 

考虑到无数新转化路线正在涌现，还有生

物炼油厂概念，需要组合方案刺激具有发展前

景的技术路线和示范它们能够生产可持续生物

燃料的能力。 

美国（通过能源部的生物质计划）和欧盟

（通过其第七框架计划和欧洲工业生物能倡

议）都为先进生物燃料生产工厂提供了财政支

持。赠款和贷款担保能减少投资风险，并已经

有大量试点和示范工厂正在运行或当前正在建

设。然而，已经公布的商业规模先进生物燃料

项目很少，而且目前还没有投入运行的项目。

需要更多政府支持——通过公私伙伴关系的形

式——让这些技术投入全规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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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物燃料推广创建激励机制 

关键是所有政策措施都能够提供一个稳定

的长期框架，树立投资者信心，推动生物燃料

生产和使用的扩大。已经在 50 个国家采用的掺

混指令或指标（表 1），是推动生物燃料使用

和生产的合适措施。为推动生物燃料推广，这

些措施需要足够雄心，而又不会引发与粮食和

纤维生产之间不必要的竞争。然而，要促进在

土地使用、能效、温室气体减排、社会和经济

影响方面具有 佳性能的技术的推广，单靠指

令还不足够。对于先进生物燃料尤其如此，先

进生物燃料由于生产成本较高当前还处于不利

地位。 

美国是如今唯一一个具有具体纤维素生物

燃料配额的国家。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通

过双倍统计对 2020 年指标的贡献，促进木质纤

维素生物燃料，以及从藻类、废料和残渣中提

取的生物燃料。然而，两种支持措施都未能充

分解决先进生物燃料与常规生物燃料和化石燃

料相比生产成本较高的问题。 

为了推动能够带来大量排放节约并同时在

社会和环境方面被接纳的生物燃料的发展，需

要根据生物燃料的可持续性能制定配套措施。

美国《可再生燃料标准  II》和欧盟《可再生能

源指令》中规定的生物燃料 低温室气体节

约，是确保生物燃料使用对减排指标做出贡献

的重要一步。另一种方法是把财政支持与生命

周期二氧化碳减排直接挂钩（根据国际公认的

标准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学计算），以支持那些

在二氧化碳节约方面性能 好的生物燃料。在

两种情况下，由于先进生物燃料温室气体节约

量高，所以能够获利。然而，性能良好的常规

生物燃料将会获得同等支持，这意味着先进生

物燃料在短期面临的成本劣势将无法得到完全

解决。 

不论是具体的先进生物燃料配额还是基于

性能的配套措施，自身在短期似乎都无法解决

先进生物燃料生产成本较高的问题。因此，可

能需要具体的过渡措施支持引入新技术。 

财政激励，例如，税务激励或类似于上网

电价的政策，可以与联产品（比如，余热）的

使用相结合，以促进副产品的高效利用（例

如，建立一种类似于德国的沼气发电联产奖励

机制）。奖励原料种植的 佳实践也能帮助促

进可持续生物燃料的使用。 

正如早些时候提到的，也需要可持续性认

证。例如在欧盟，需要对生物燃料进行认证，

以根据 2020 年指令进行统计。每个成员国都需

要采用认证系统，但并没有欧盟范围内的协

调。在国际范围内统一认证系统非常重要，能

够避免给生产商和消费者带来的不确定性，并

能防止产生贸易壁垒。由于认证能够让生产商

进入更广泛的市场，所以能够成为生物燃料发

展的驱动因素。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关税被用于保

护生物燃料行业。然而，这些措施并不能增加

生物燃料的总体竞争力。反之，它们会形成贸

易壁垒，因此，应该减少此类措施，为加强实

现本路线图指标所需的国际生物燃料和生物质

贸易铺平道路。 

解决非经济壁垒 

发展生物燃料的一个关键非经济壁垒是其

在可持续性方面存在不确定性。有时存在争议

的关于与粮食生产竞争的公开辩论和对于宝贵

生态系统的潜在破坏，已经把生物燃料置于可

持续性讨论的核心，该讨论涉及各种形式的生

物能，并（部分）涉及到整个农业和林业。 

为避免造成市场不确定性，并可能防止所

要求的投资进入生物燃料可持续生产和使用，

关于生物燃料的公开讨论应以 新的研究成果

确定的生物燃料生产和使用利弊的客观信息为

依据。为了维护市场稳定和改善消费者对生物

燃料的接受，把良好可持续性方案融入生物燃

料配套政策，并明确承认哪些燃料满足要求，

是有必要的，这会吸引投资者投资可持续的生

物燃料项目。 

生物燃料基础设施——包括原料供应、转

化和终端使用相关的基础设施——发展不充

分，会对本路线图中设想的日益增加的生物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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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生产造成非经济壁垒。尤其是在发展中国

家，农村基础设施匮乏可能会造成原料供应和

燃料运输的壁垒。基础设施建设 好是作为总

体土地利用和农村地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以

便能够帮助迫切需要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和促

进农村地区的总体发展。 

此外，鉴于先进生物燃料工厂生物质需求

大（高达 600  000 干吨/年），应根据具体的区

域条件建立良好的原料供应系统。这可能会要

求通过压球、热解或干燥对生物质进行预处

理，可能也会涉及到中间体的长途运输。 

需要解决终端使用基础设施要求，避免与

所推广的生物燃料不兼容造成瓶颈。乙醇“掺

混上限”——因为车辆兼容性局限，把汽油中

的乙醇掺混比例限制在 10%到 15%——是一个

需要解决的潜在基础设施瓶颈的例子。引入灵

活燃料车辆（FFV）和高水平的乙醇掺混是一项

避免基础设施对乙醇不兼容问题的适当措施，

这在巴西和瑞典已经进行了成功示范。可能需

要采取政策措施，比如，零售商有义务提供高

水平的生物燃料掺混（例如，E85）或为灵活燃

料车辆提供税务激励。 

完全可取代的生物燃料（例如，生物质柴

油）可以通过现有基础设施进行配送，并可用

于未改装的发动机。减少了新基础设施的投资

需求，可因此部分抵消较高的生产价格带来的

成本劣势。 

所有生物燃料进入市场的一项关键要求就

是要符合国际燃料质量标准。这将会确保不同

地区车辆和基础设施的兼容性，促进消费者对

新燃料的接受。 

 

 

研究、开发与示范支持 

近几十年来，在经合组织国家以及发展

中国家开展了大量的生物燃料研发与示范工

作。几种常规生物燃料已经达到商业生产，并

已经进行了进一步技术改进。先进生物燃料转

化路线也有几项重大改进，比如更高效的酶。

全球生物燃料研发开支已经大幅增加，到 2009

年时增加到 8 亿美元（比 2008 年增加 57%），

其中多数主要是用于发展先进生物燃料（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和 BNEF，2010）。这是一个巨大

的数字，但鉴于上述（表 4）所列举的大量新

兴生物燃料技术和额外研发需求，显然还需要

更多的研发与示范投资，特别是在未来 20 年，

以确保先进生物燃料技术完全成熟。 

支持研发和示范的政策应该集中于整个生

物燃料生产链。如早些时候所提到的，需要研

发和示范新的作物品种，并改进现有适合于生

物燃料生产的作物。为了一旦先进生物燃料商

业化之后，能够开发出具有良好适应性的高产

生物燃料原料，有必要在世界不同地方开展大

规模实地试验。进一步研发和示范应集中于生

物质处置和运输，生物燃料转化（见表 4）和

终端使用，以避免产业链上会减缓整个技术发

展的某个环节的瓶颈。为了减少研发和示范总

开支，应尽 大努力促进国际合作，公共资金

资助的研发和示范项目成果应让公众享用。这

对于寻求建设能力和采用达到商业规模的转化

技术的较不发达国家来说，尤其具有帮助作

用。 

需要实现生物燃料和其他行业——比如农

业、林业、化学工业——的研发和示范投资协

同效应 大化。例如，生物质气化技术的发展

也是化学工业的兴趣所在；改进原料供应系统

的研发和示范能够让农业生产普遍获益；更好

的土地使用数据将会帮助整个农业和林业进行

可持续的用地管理，农村地区将大获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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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 

本路线图建议采取如下行动：  日期 

扩大国际研发和示范协作，充分利用各国能力。  2010—2050 

加强技术交流和推广，包括生物燃料可持续生产 佳实践的交流。  2010—2030 

根据普遍认同的可持续性指标，加大工作力度，统一认证体系。  2010—2020 

加大工作力度，统一生物燃料和车辆技术标准，以减少贸易壁垒和基础设施兼容

性问题。 

2010—2020 

 

 

需要在众多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以建立一

个可持续的全球生物燃料行业。国际社会在实

地测绘方面的共同努力将会获得更好的土地使

用数据，并帮助改善对全球生物质发展潜力的

分析。还应联合开展作物培育工作和大规模实

地试验，把现有技术知识与当地关于土生作物

种类的专有技能相结合。需要把可持续原料种

植 佳实践转移到缺乏此类能力的地区。这对

于帮助小型原料生产商遵守可持续性认证体系

和获取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非常重要。 

已经成功建立了开发生物燃料转化工艺的

联合研发和示范工作，但需要加强，以确保能

力建设和技术转让。让发展中国家参与技术开

发是生物燃料成功大规模推广的一个关键问

题，特别是先进生物燃料的推广。工业化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都需

要合作。从公共资金资助的项目中获取的知识

应进行分享，从而促进横向和纵向转让或对生

物燃料可持续生产技术和专有知识的获取。 

应加强开发良好可持续性准则、统一生物

燃料和其他生物质产品认证体系的国际合作。

这一点至关重要，不仅能够确保生物燃料的可

持续生产，而且能够确保在不同市场的不同认

证体系下的销售能力，从而能够加强国际生物

燃料贸易。技术标准的全球统一——包括燃料

和车辆标准——将会改善生物燃料和原料的可

交易性，并帮助克服与基础设施兼容性和消费

者接受有关的非经济壁垒。新兴市场和大型生

物燃料生产国家和地区（比如巴西、美国和欧

盟）之间的经验交流将会帮助避免基础设施障

碍，实现生物燃料在新市场的顺利引入。 

许多国际组织和倡议正在致力于开发可持

续的生物能和生物燃料。例如，国际能源署生

物能实施协议28正在致力于研发和示范工作，而

且还强调生物能的大规模全球推广。国际能源

署生物能实施协议由 12 项任务组成，分别致力

于整个供应链上生物能发展的不同技术和不同

方面。任务 3929为加强集中发展生物燃料商业

化的经合组织国家和非经合组织国家之间的协

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发展中国家的生物燃料推广 

要达到本路线图中设想的生物燃料推广，

考虑具体的政策框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

                                                            
28 www.ieabioenergy.com 

29 www.task39.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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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非常关键。经合组织之外的几个国家已经在

开展生物燃料商业生产，巴西、阿根廷、中国

和泰国是 积极的国家（国际能源署，

2010b）。其他发展中国家只是在 近才开始生

物燃料生产，在多数非洲国家，当前还没有大

规模的生物燃料商业化生产。鉴于这些国家财

政资源有限、缺乏获取一次能源需求（比如照

明和做饭），需要对比近期可能更加重要的其

他可再生能源方案，评估不同类型生物燃料的

适合性。 

生物燃料生产不断发展，采用生物燃料配

套政策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加，这表明许多发展

中国家正在认识到生产和使用生物燃料的潜在

经济和社会好处。为农村地区创造新的收入来

源是许多地区的关键发展动因，同时还有潜力

削减石油产品进口开支。此外，有潜力把生物

燃料出口到需求强劲的地区，比如美国和欧

盟，这会帮助增加外汇储备（国际能源署，

2010b）。 

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建立一个可行

的、可持续的生物燃料产业的障碍。基础设施

差、缺乏娴熟劳动力、缺乏正式的土地所有权

结构、财政资源有限等都是 重要的障碍。为

了使生物燃料可持续生产投资物有所值，应当

大程度地实现生物燃料和作物/木材生产之间

的协同效应。当作为促进农村地区发展并对总

体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的农村地区总体发展战

略的一部分时，基础设施投资（例如，道路/铁

路基础设施，电力接入）的好处可以 大化。 

在原料种植、供应和处置领域以及技术专

长方面，能力建设将很关键。建立原料种植能

力需要涉及 佳实践，这将让农民受益，并增

加整个农业的生产率和可持续性。这对于确保

生物燃料生产者符合可持续性要求从而进入国

际市场至关重要。需要国际合作和通过公私伙

伴关系加强投资，把商业模式与提供给农民的

全面农业教育和培训概念挂钩。支持小土地持

有人参与生物燃料价值链对于避免当地人口流

离失所和 大化对农村地区发展的好处至关重

要。 

为了确保技术获取和转让，应加强工业化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研发和示范合作。应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开

发适合一国具体需求的技术和生物燃料供应概

念。短期而言，原料贸易可能成为没有任何生

物燃料生产基础设施或生产过剩原料的国家的

选择方案。对于生物燃料生产，注意力应集中

在技术复杂度较低、不需要大规模投资的生物

燃料概念。从更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能够从

可持续的常规生物燃料生产经验中获利，并

且，一旦高级生物燃料技术得到商业验证，便

可采用。 

要建设可行的生物燃料行业，发展中国家

除了需要国内资金，可能还需要外国投资。一

般而言，行政和治理问题可能会严重影响发展

中国家的大规模外国投资。但即便这些问题不

太严重，外国对于生物燃料项目的投资也可能

受限于本土市场规模。确保生物燃料出口进入

国际市场有可能增加投资者信心，但这会要求

遵守进口国的可持续性标准。目前的一大挑战

就是，主要消费国的可持续性方案众多。因

此，需要国际公认的生物燃料生产可持续性准

则和认证体系，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其建

设。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认证成本

一般高于工业化国家，对于小土地持有人，可

以高达总生产成本的 20%（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2008）。因此，有必要把认证要求与融

资和技术援助挂钩，以便发展中国家能够掌握

和应用认证制度，改善其评价机构的可信度和

减少生物燃料生产认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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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利益相关者近期要采取的行动 

本路线图已经应八国集团和其他政府领导

人之要求，对生物燃料这种关键碳减排技术的

可持续发展路径进行了更详细的分析。本生物

燃料路线图意在成为一项不断发展的工作，不

断融入新的技术发展、政策和国际合作努力。

本路线图设计了一些里程碑，国际社会可以利

用这些里程碑确保生物燃料发展努力能够以可

持续的方式按时实现到 2050 年所要求的温室气

体减排。国际能源署将同政府、业界和非政府

组织利益相关者一道，定期报告实现本路线图

愿景所取得的进展。要想了解更多关于生物燃

料 路 线 图 行 动 和 落 实 的 信 息 ， 请 参 照

www.iea.org/roadmaps 。

利益相关者  行动项目 

各国政府   提供长期发展目标和配套政策，刺激对生物燃料可持续生产的投资，

确保先进生物燃料实现商业生产。 

 确保增加和提供持续的研发和示范资金支持，以促进常规和先进生物

燃料成本和效率增益。 

 根据国际公认的指标，落实良好的生物燃料可持续性准则。 

 促进生物燃料生产中的良好实践，尤其是在原料生产方面。 

 设定 低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在国家支持方案中融入生物燃料环境性

能和社会性能要求。 

 通过寻求生物燃料商品化和消除贸易壁垒，为生物燃料开发一个国际

市场。 

 逐步消除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并建立二氧化碳排放价格。 

 消费国应为生产国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用于用地规划和测绘。 

 确保生物燃料政策与其他行业的政策协调一致，比如农业、农村发展

和能源政策。 

 把生物燃料可持续性准则扩展适用到所有的生物质产品（包括粮食和

纤维），以确保可持续的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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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   到 2015年建成商业规模的纤维素乙醇工厂、生物质制油工厂和生物合

成气工厂。 

 开发和落实独立可信的可持续性认证体系。 

 在生物炼油厂方案中开发高效的工艺整合概念。 

 改善各种工艺的原料灵活性，以便能够使用更多种类的原料，减少原

料竞争。 

 建立公私伙伴关系，支持小土地持有人资格认证和参与生物燃料价值

链。 

 开展大规模实地试验，大力开发新型、可持续性更好的原料。 

 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分享示范项目数据，以改善公众的接受程度。 

高校和其他 

研究机构 

 进一步改善生物燃料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学，完善间接土地用途变更统

计方法学。 

 和业界合作开展大规模能源作物实地试验。 

 根据不同地区原料供应的详细成本曲线改善经济模型，从而改善对生

物能发展潜力的分析。 

 制定国家生物燃料研发和示范路线图，识别生物燃料可持续生产所需

的关键技术突破。 

 开发监测和避免（间接的）土地用途变更的系统。 

非政府组织   监测生物燃料发展和政策里程碑进展，并定期发布成果，使政府和业

界能够保持进度。 

 提供可持续的生物燃料潜力的客观信息，以缓解气候变化，增加能源

安全，给农村地区提供经济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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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组织和 

多边开发机构 

 开展燃料和原料品质的标准化工作，以加强国家之间的贸易。  

 提供监管框架和商业模式能力建设/培训，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落实可持

续的种植技术、原料供应和生物燃料转化。 

 促进和便利政策制定者与制定生物燃料或生物燃料原料认证标准的各

圆桌论坛之间的结构性对话，以确保监管框架和标准之间的一致性。 

 作为不同行业——包括政府、研究机构和私营行业——之间的研究和

交流平台。 

 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设计和落实认证体系及制定生物燃料

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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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附加生物燃料技术和掺混特征 
热液加工。生物质可以在加压条件下在 300～

400°C 的温度下在液体介质（一般是水）中进行

加工。该反应会产生油和固体残留物，其中水

含量低，氧气含量低于快速热解所产生的油

（NABC，2010）。所谓的“生物原油”升级类

似于热解油的升级（见下）。 

热解油可以通过快速热解生产，该工艺会把生

物质迅速加热到 400～600℃的温度，然后迅速

冷却。通过该工艺，热不稳定的生物质化合物

会转化成液体产品。获得的热解油比秸秆和木

屑更适合于长途运输。作为一种副产品，生物

焦油可用作固体燃料，或用在土地上作为碳螯

合和土壤施肥的一种措施。这种油可以用类似

于加工原油的方式进行加工，目前有几个研究

项目正在致力于把热解油升级为先进生物燃料

（EBTP，2010）。 

二甲醚（DME）可以通过催化脱水工艺从甲醇

中制取或通过气化木质纤维素和其他生物质原

料从合成气中制取。利用气化生物质生产二甲

醚处于示范阶段，首个工厂于 2010 年 9 月在瑞

典开始生产（Chemrec，2010）。二甲醚是 简

单的醚，可替代液化石油气（LPG）中的丙烷，

用作燃料，由于其十六烷值高（55），因此是

用于柴油发动机的一种具有希望的燃料（国际

能源署，2008）。 

生物丁醇可以用作内燃机中的燃料。其能量密

度（29.2 兆焦/升）更大，更加类似于汽油而不

是乙醇，可以通过现有汽油基础设施进行配送

（美国能源部，2009）。生物丁醇可以通过丙

酮——丁醇——乙醇（ABE）工艺使用细菌（比

如，丙酮丁醇梭）对糖进行发酵来生产。德国

和美国有示范工厂正在运行，其他工厂当前还

在建设中。生物丁醇可从用于生产常规乙醇的

同样的淀粉和糖原料中生产。此外，也可利用

先进乙醇生产所要求的同样的生物化学转化步

骤，从木质纤维素生物质中提取糖。这突出了

需要加强把生物质通过生物化学工艺转化为糖

的研发和示范。 

太阳能燃料。使用聚光式太阳能工厂产生的热

可以把生物质气化成合成气，因而有潜力改进

转化效率，实现更高的温室气体排放节约。需

要建立更多示范工厂和开展进一步研究，使该

工艺效率更高，并允许商业规模运行。另外一

种可以发展成为生产液体交通运输燃料工艺的

技术是把水或二氧化碳裂解成氢气或一氧化

碳，然后通过催化工艺转变为液体燃料。该工

艺目前还处于实验室阶段，还需要更大规模的

大量研发工作，以支持太阳能燃料的进一步发

展，把其作为更长期交通运输燃料结构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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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不同生物燃料掺混特性概述 

 

生物燃料  掺混特点 

糖基乙醇  常规汽油车辆中使用的 E10‐E15（巴西的 E25）；灵活燃料车辆或乙醇车

辆中使用的 E85‐E100 

淀粉基乙醇  同上 

纤维素乙醇  同上 

常规生物柴油（FAME）  高达常规柴油发动机中使用的 B20 

氢化植物油（HVO）  与现有车辆和配送基础设施完全兼容 

生物质柴油  同上 

藻类生物柴油/生物航油  在加氢处理之后：与现有车辆和配送基础设施完全兼容 

沼气  在升级之后：与天然气车辆和加油基础设施完全兼容 

生物合成气  同上 

生物丁醇  用于汽油车辆，掺混比例可高达 85% 

二甲醚  与 LPG基础设施兼容 

甲醇  在汽油中的掺混比例为 10%～20%  ；在 FFV 灵活燃料车辆中的掺混比例

可高达 85% 

糖基柴油/航油  与现有车辆和配送基础设施完全兼容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根据国际能源署，2008；国际能源署，2009；EBTP，2010 所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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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简称和缩写、相关网站和文献、研讨会

参加人员和评审人员 

简称和缩写 

ABE    丙酮-丁醇-乙醇（用于生产丁醇的工艺） 

AD  厌氧消化 

AEZ  农业生态区划 

Bio‐SG  生物合成气（也称为“生物合成天然

气”） 

BTL  生物质制油 

CCS  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 

CNG  压缩天然气 

CO2   二氧化碳 

DDGS  干酒糟及可溶物 

DME  二甲醚 

ETP  《能源技术展望》 

EPA  （美国）环境保护署 

EU  欧盟 

FAME  脂肪酸甲酯 

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 

FFV  灵活燃料车辆 

FT  费托 

GBEP  全球生物能伙伴关系组织 

GHG  温室气体 

H2S  硫化氢 

HVO  氢化植物油 

IFES  粮食能源一体化系统 

IGO  国际政府间组织 

IIASA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学会 

ILUC  间接土地用途变更 

ISCC  国际可持续性和碳认证体系 

LCA  生命周期评价 

LDE  升柴油当量（能量含量为 36.1兆焦/

升） 

LGE  升汽油当量（能量含量为 33.5兆焦/

升） 

LPG  液化石油气 

LUC  土地用途变更 

NA  不适用 

NGO  非政府组织 

NGV  天然气车辆 

R&D  研发 

RD&D  研发与示范 

RDD&D 研发、示范与推广 

RED  《可再生能源指令》 

RSB  可持续生物燃料圆桌论坛 

USD  美元 

度量单位 

EJ  艾焦 

GT  吉吨，等于 109吨 

MHA  百万公顷 

MJ  兆焦 

MTOE  百万吨油当量 

PPM  百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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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网站和文献选读 

网站 

国际能源署  www.iea.org 

国际能源署技术路线图  www.iea.org/roadmaps 

国际能源署政策和措施数据库  renewables.iea.org 

国际能源署能源培训和能力建设  www.iea.org/training 

国际能源署生物能实施协议  www.ieabioenergy.com 

任务 34：生物质热解  www.pyne.co.uk 

任务 37：从沼气中获取能源  www.iea‐biogas.net 

任务 38：生物质和生物能系统温室气体平衡  www.ieabioenergy‐task38.org

任务 39：从生物质中提取液体生物燃料的商业化应用  www.task39.org 

任务 40：可持续的国际生物能贸易  www.bioenergytrade.org 

任务 42：生物炼油厂  www.biorefinery.nl 

国际能源署先进汽车燃料实施协议  www.iea‐amf.vtt.fi  

欧洲生物燃料技术平台  www.biofuelstp.eu 

全球生物能伙伴关系组织  www.globalbioenergy.org 

全球环境基金  www.thegef.org 

国际可持续性和碳认证体系  www.iscc‐system.org 

国家先进生物燃料联盟  www.nabcprojects.org 

可持续生物燃料圆桌论坛  rsb.epfl.ch 

   



 

 

技术路线图 - 交通用生物燃料  59 

供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国际能源署（2008），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生物燃料技术  www.iea.org 

国际能源署（2009），交通、能源和二氧化碳  www.iea.org 

国际能源署（2010），第二代生物燃料的可持续生产  www.iea.org 

国际能源署（2011，即将发布），《近期和长期不同石油价格假设下的

替代交通运输燃料成本分析》 

www.iea.org 

Bauen et al.（2009），《生物质——一种可持续的可靠能源》  www.ieabioenergy.com 

Berndes et al.（2010），《生物能、土地用途变更和气化变化缓解》  www.ieabioenergy.com 

Bogdanski et al.（2010），《让粮食能源一体化系统为人和气候服务概

论》 

www.fao.org 

Bradley et al.（2009），《世界生物燃料海运研究》  www.bioenergytrade.org

Darzins et al.（2010），《藻类生物燃料生产现状和潜力》  www.task39.org 

联合国粮农组织（2009），《藻类生物燃料：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和

机遇回顾》 

www.fao.org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0），《可持续生物能决策支

持工具》 

www.fao.org 

Junginger et al.，（2010），《国际生物能贸易机遇和壁垒》  www.bioenergytrade.org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1，即将出版），《聚焦生物能和水网》  www.unep.org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9），《走向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和使用：评价生

物燃料》 

www.unep.org 

 

注释：本清单精选了某些相关网站、组织和文献。 鉴于有关的利益相关者数量巨大，该清单并未试图列举所有生物燃

料可持续生产领域的相关网站和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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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参加人员和评审人员 

项目研讨会参加人员（2010 年 4月 15—16

日/2010年 9月 15—16日） 

Päivi Aakko‐Saksa（国际能源署先进汽车燃料实

施协议）；Amin Amal‐Lee（泛美开发银行）；

Rob Arnold（DECC）；Paulo César Barbosa

（Petrobras）；Tilman Benzing（VCI）；Jeppe 

Bjerg（DONG Energy）；Jean‐Marie Chauvet

（IAR）；Francesca Costantino（美国能源

部）；Jean‐Francois Dallemand（JRC）；Pamela 

Delgado（智利可再生能源中心）；Michael 

Deutmeyer（Choren）；Ian Dobson（BP）；

Veronika Dornburg（壳牌全球解决方案）；

Sven‐Olov Ericson（瑞典企业和能源部）；

Geraint Evans（NNFCC）；Andre Faaij（乌得勒

支大学）；Dario Giordano（M&G）；Robin 

Graham（ORNL）；Véronique Herouvert

（EBTP）；John Holladay（NAAB）；Samai Jai‐

Indr（泰国皇家海军众议院能源常务委员会）；

Birger Kerckow（EBTP）；Anders Kristoffersen

（诺维信）；Marlon Arraes Jardim Leal（巴西矿

业和能源部）；Sasha Lyutse（NRDC）；Mark 

Maher（通用汽车）；Jerome Malavelle（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Sumedha Malaviya（意大利

科学院可持续技术中心）；Jonathan Male

（PNNL）；Laszlo Mathe（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

总部）；Zwanani （Titus） Mathe（SANERI）；

Fatin Ali Mohamed（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Elaine Morrison（IIED）；Franziska Mueller‐

Langer（DBFZ）；Richard Murphy（Imperial 

College）；Mikael Nordlander（Vattenfall）；

Catharina Nystedt‐Ringborg（Global 

Challenges）；Martina Otto（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Marie‐Vincente Pasdeloup（联合国基金

会）；Luc Pelkmans（VITO）；Andrea Rossi

（联合国粮农组织）；Jack Saddler（国际能源

署生物能任务 39）；Claudia Viera Santos（巴西

驻巴黎大使馆）；Ney Serrão Vieira Jr.

（Petrobras）；Masaki Sato（RITE）；Jutta 

Schmitz（GIZ）；David Stern（埃克森美孚）；

Daniela Thrän（DBFZ）；Felipe Toro（IREES）；

Mitsufumi Wada（三菱化工）；Arthur Wellinger

（Nova Energie GmbH）；Jona Wilde

（Vattenfall）；Mark Workman（Imperial 

College）；Shouji Yamagushi（三菱化工）；

Shinya Yokoyama（东京大学）；Emile van Zyl

（Stellenbosch 大学）；Robin Zwart（ECN）。 

附加外部评审人员 

Göran Berndes（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Krzysztof Biernat，（波兰生物燃料技术平

台）；Rob Cornelissen（荷兰基础设施和环境

部）；Ricardo de Gusmao Dornelles（巴西矿业

和能源部）；Olivier Dubois（联合国粮农组

织）；Carrie Eppelheimer（陶氏化学公司）；

Luis Ciro Pérez Fernández（IDEA）；Alessandro 

Flammini（联合国粮农组织）；Theodor 

Friedrich（联合国粮农组织）；Uwe Fritsche

（Oeko Institut）；Paul Grabowski（美国能源

部）；Sandra Hermle（瑞士联邦能源办公

室）；Willem van der Heul（荷兰经济事务、农

业和创新部）；Issao Hirata（巴西矿业和能源

部）； Shawn Hunter（陶氏化学公司）；Gisle 

Johansson（Borregaard）；Victoria Junquera

（RSB）；Åsa Karlsson（瑞典能源署）；Alwin 

Kopse（RSB）；Kees Kwant（NL Agency）；

Punjanit Leagnavar（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Alicia Lindauer‐Thompson（美国能源部）；Jim 

McMillan（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

Hendrik Meller（GIZ）； John Neeft（NL 

Agency）；Harald Neitzel（德国联邦环境、自

然保护和核安全部）；Don O’Connor

（Consultants Inc.）；Ed Rightor（陶氏化学公

司）；Richard Simmons（美国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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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hel Sheard（壳牌公司）；Ralph Sims（梅西

大学）；Christine Stiehl（巴斯夫）；Katharina 

Stier（GIZ）；Ian Suckling（Scion）；Michael 

Wang（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Manfred 

Wörtegetter（HBLFA Francisco Josephinum 

Wieselburg）。 

 



 

 

62    技术路线图 - 交通用生物燃料 

参考文献 

Accenture  (2007),  “Irrational Exuberance”? An assessment of how  the burgeoning biofuels market  can 
enable high performance, Accenture. 

Bacovsky,  D., M.  Dallos  and M. Wörgetter  (2010),  Status  of  2nd  Generation  Biofuels  Demonstration 
Facilities in June 2010, A report to IEA Bioenergy Task 39.  

Bauen, A., G. Berndes, M. Junginger, M. Londo and F. Vuille (2009), Bioenergy ‐ a sustainable and reliable 
energy source. A review of status and prospects., IEA Bioenergy: ExCo:2009:06. 

Berndes, G., N. Bird and A. Cowie, (2010), Bioenergy, Land‐use change an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IEA 
Bioenergy:ExCo:2010:03, www.ieabioenergy.com 

Blommel, P.G., G.R. Keenan, R.T. Rozmiarek, and R.D. Cortright (2008), “Catalytic conversion of sugar into 
conventional gasoline, diesel, jet fuel, and other hydrocarbons”, International Sugar Journal, Vol. 110, 
No. 1319, pp. 672‐679. 

Bogdanski, A., O. Dubois, C. Jamieson and R. Krell (2010), Making  Integrated Food‐Energy Systems Work 
for People and Climate. An Overview, FAO NRC Green Paper Series 45, FAO, Rome. 

Bradley, D.,  F. Diesenreiter, M. Wild  and  E.  Tromborg  (2009), World  Biofuel Maritime  Shipping  Study, 
Report  for  IEA  Task  40, 
www.bioenergytrade.org/downloads/worldbiofuelmaritimeshippingstudyjuly120092df.pdf 

Brauer,  S.,  A.  Vogel  and  F. Müller‐Langer  (2008),  Cost  and  Life‐Cycle  Analysis  of  Biofuels,  Institut  für 
Energergetik und Umwelt, Leipzig. 

BRDI (Biomas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 (2008), The Economics of Biomass Feedsto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BRDI. 

Dam, J. van (2010), Background document from: Dam et al (2010), from the global efforts on certification 
of  bioenergy  toward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based  on  sustainable  land  use  planning, 
www.bioenergytrade.org/downloads/overviewcertificationsystemsfinalapril2010.pdf 

Darzins, A., P. Pienkos and  L. Edye  (2010), Current  status and potential  for algal biofuels production, a 
report to IEA Bioenergy Task 39. 

DBFZ  (Deutsches Biomasse Forschungszentrum)  (2009), Bio‐SNG – Demonstration of the prod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ynthetic natural gas (SNG) from solid biofuels., Final Project Report, DBFZ, Leipzig. 

Dornburg, V., Faaij, A., Langeveld, H., van de Ven, G., Wester, F., van Keulen, H., van Diepen, K., Ros, J., 
van Vuuren, D., van den Born, G.J., van Oorschot, M., Smout, F., Aiking, H., Londo, M., Mozaffarian, H., 
Smekens,  K., Meeusen, M.,  Banse, M.,  Lysen  E.  and  S.  van  Egmond  (2008),  Biomass  Assessment: 
Assessment of global biomass potentials and  their  links  to  food, water, biodiversity, energy demand 
and economy, MNP, Bilthoven.  

EBTP  (European  Biofuels  Technology  Platform)  (2010),  Biofuel  production, 
www.biofuelstp.eu/fuelproduction.html 

EC (European Comission) (2009), Directive 2009/28/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3  April  2009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use  of  energy  from  renewable  sources,  http://eur‐
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9:140:0016:0062:en:PDF 



 

 

技术路线图 - 交通用生物燃料  63 

EC  (2010),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indirect  and‐use  change  related  to  biofuels  and  bioliquids, 
COM(2010)  811  final,  http://ec.europa.eu/energy/renewables/biofuels/doc/land‐use‐
change/com_2010_811_repoEVrt_en.pdf 

ECN  (Energy  Centre  of  the  Netherlands)  (2009),  The  ECN  Biomass  to  SNG  Process, 
www.ecn.nl/docs/library/report/2009/l09088.pdf 

Edwards, R., D. Mulligan, and L. Marelli (2010), Indirect Land‐use change from increased biofuels demand. 
Comparison of models and results for marginal biofuels production from different feedstocks., EC Joint 
Research Centre, Ispra. 

E4Tech (2010), A causal descriptive approach to modelling the GHG emiss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indirect 
land use impacts of biofuels, Study for the UK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E4Tech, London. 

FAO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2003), World Agriculture: Towards 2015/2030. 
An FAO perspective,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London. 

FAO (2008),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Biofuels: Prospects,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FAO, Rome. 

FAO  (2009),  Global  agriculture  towards  2050, 
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wsfs/docs/Issues_papers/HLEF2050_Global_Agriculture.pdf 

FAO  and  UNEP  (2010),  A  Decision  Support  Tool  for  Sustainable  Bioenergy, 
www.fao.org/docrep/013/am237e/am237e00.pdf 

Geoscience  Australia  and  ABARE  (Australian  Bureau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10), 
Australian  Energy  Resource  Assessment,  Geoscience  Australia:  Canberra, 
www.ga.gov.au/image_cache/GA17412.pdf 

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08),  From  1st‐  to  second‐generation  Biofuel  Technologies:  An 
Overview  of  Current  Industry  and  RD&D  activities,  OECD/IEA,  Paris, 
www.iea.org/textbase/papers/2008/2nd_Biofuel_Gen.pdf 

IEA (2009), Transport, Energy and CO2. Moving towards mobility, OECD/IEA, Paris. 

IEA (2010a), Medium Term Oil and Gas Markets 2010, OECD/IEA, Paris. 

IEA  (2010b),  Sustainable Production of  Second‐Generation Biofuels. Potential and perspectives  in major 
econom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OECD/IEA,  Paris, 
www.iea.org/papers/2010/second_generation_biofuels.pdf 

IEA (2010c),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2010, OECD/IEA, Paris. 

IEA (2010d), The contribution of Natural Gas Vehicles to sustainable transport, OECD/IEA, Paris. 

IEA (2010e), Technology Roadmap: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OECD/IEA, Paris. 

IEA (2010f),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0, OECD/IEA, Paris. 

IEA (2011, forthcoming), Analysis of alternative transport fuel costs under different oil price assumptions in 
the near and longer term, OECD/IEA, Paris. 

Jank, M.J., G. Kutas, L.F. do Amaral, and A.M. Nassar  (2007), EU and U.S. policies on biofuels: Potential 
impact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German Marshall Fund, Washington. 

Jong, E. de and R. van Ree  (2009), Biorefineries: adding value  to  the  sustainable utilisation of biomass, 
www.ieabioenergy.com/LibItem.aspx?id=6420 

Junginger, M., van Dam,  J., Zarrilli, S., Ali Mohamed, F., Marchal, D. and A. Faaij  (2010), “Opportunities 
and barriers for international bioenergy trade”,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in Energy Policy, May 2010. 



 

 

64    技术路线图 - 交通用生物燃料 

Kraxner  F.,  S.  Leduc,  K. Aoki, G.  Kindermann  and M. Obersteiner  (2010),  “Bioenergy Use  for Negative 
Emissions – Potentials for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BECCS) from a Global Forest Model Combined 
with Optimized Siting and Scaling of Bioenergy Plants in Europe”, Work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Biomass &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14‐15 October 2010, University of 
Orléans, France. 

Küsters,  J.  (2009),  “Energy  and  CO2 balance of bio‐energy plants  and of  various  forms of bio‐energy”, 
presentation  held  a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utrient Management  and Nutrient Demand  of 
Energy Plants”, Budapest, July 6‐8. 

Lindfeldt,  E.G. and M.O. Westermark  (2009),  “Biofuel production with CCS as  a  strategy  for  creating a 
CO2‐neutral road transport sector”, Energy Procedia, Vol. 1, No. 1, pp. 4111‐4118. 

MGSC  (Midwest  Geological  Sequestration  Consortium)  (2010),  Illinois  Basin  –  Decatur  Project Moves 
Forward  Groundbreaking  project  will  help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geologic  carbon  sequestration, 
http://sequestration.org/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8), Biofuel  Support  Policies: An 
Economic Assessment, OECD, Paris.  

Perlack, D.R.,  L.L. Wright, A.F.  Turhollow, R.L. Graham, B.J.  Stokes  and D.C.  Erbach  (2005), Biomass as 
feedstock  for  a  bioenergy  and  bioproducts  industry:  The  technical  feasibility  of  a  billion‐ton  annual 
supply,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Washington. 

REFUEL  (2008),  Eyes on  the  track, Mind on  the horizon.  From  inconvenient  rapeseed  to  clean wood: A 
European road map for biofuels, REFUEL, Petten. 

Schmer, M. R., K.P. Vogel, R.B. Mitchell  and R.K. Perrin  (2008),  “Net  energy of  cellulosic  ethanol  from 
switchgras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05, No. 2, pp. 464‐469 

Smeets, E., A. Faaij, I. Lewandowski and W. Turkenburg (2007), “A Bottom‐Up Assessment and Review of 
Global Bioenergy Potentials to 2050”, Energy and Combustion Science, Vol. 33, p. 56‐106 

Tyner, W.E., F. Taheripour, Q. Zhuang, D. Birur and U. Baldos  (2010), Land‐use changes and Consequent 
CO2 Emissions due to US Corn Ethanol Producti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2009),  Towards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use  of 
resources: Assessing Biofuels, UNEP, Nairobi. 

UNEP and BNEF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2010), Global Trends in Sustainable Energy Investment 
2010, UNEP and BNEF, Nairobi. 

USDA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2009  Crop  Year  is  One  for  the  Record  Books,  USDA  Reports, 
www.nass.usda.gov/Newsroom/2010/01_12_2010.asp 

USDO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2009), Alternative  Fuels & Advanced Vehicles Data  Center.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www.afdc.energy.gov/afdc/ 

USDOE  (2010),  National  Algal  Biofuels  Technology  Roadmap, 
www1.eere.energy.gov/biomass/pdfs/algal_biofuels_roadmap.pdf 

World  Bank  (2010),  Placing  the  2006/08  Commodity  Price  Boom  into  Perspective,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n

n

n

n

n

 
 

www.iea.org/about/copyright.asp

© OECD/IEA, 2011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9 rue de la Fédération 
 75739 Paris Cedex 15, France

www.iea.org

Biofuels_Cover_Final.indd   3-4 4/8/2011   3:33:39 PM

国际能源署

确保成员国获得可靠、充足的各种形式能源供应；特别是，在石油供应中断时要通过维持有

效的应急响应能力来实现。

促进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能源政策，尤其是要减少导致气候变

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通过采集和分析能源数据改善国际市场的透明度。

支持全球能源技术协作，保障未来能源供应并减轻其环境影响，包括通过改善

能源效率以及开发和推广低碳技术。

通过和非成员国、产业界、国际组织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接

触和对话找到全球能源挑战的解决方案。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是：
澳大利亚

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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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委员会也参与了国际能源署的工作。请注意本出版物在使用和分发

时有具体限制。相关条款请参照：

国际能源署是一个自治机构，创立于1974年11月。其在过去和现在都具有两重使命：通

过对石油供应的实际中断做出集体响应来促进其成员国的能源安全；为其28个成员国及其他

国家提供确保可靠、廉价的清洁能源供应方法的权威研究和分析。国际能源署在其成员国之间

开展全面的能源合作计划，每个成员国都有义务持有相当于其90天净进口的石油库存。国际能

源署的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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