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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提出以来，历经演变和拓

展，颠覆性技术已成为对行业和领域的格局、秩序和体系具

备重构能力技术的统称。颠覆性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

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是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竞争前沿。持

续深入开展好战略研究，尽早识别和发展颠覆性技术，在我

国当前由大变强、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世界科技强

国”战略目标的历史阶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颠覆性技术，对颠覆性

技术的战略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指示。为贯彻和落实指

示要求，2016年8月25日中国工程院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

“创新战略院”），目的是联合国内单位组织开展持续、系

统的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

为及时、准确地报道国外政府、智库、高校及公司等在

颠覆性技术方面的规划及最新进展，展现国内外对颠覆性技

术的相关观察与思考，在工程院和中物院的领导和指导下，

创新战略院和“工程科技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

目项目组决定编辑出版《颠覆性技术快报》，期望能为决策

层提供有益参考，为同行专家和研究人员提供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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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用新算法挑战谷歌的“量子优势”

美国核弹头的现代化与“新”核武器

首次用激光成功冷却反物质

国科技公司谷歌在2019年表示，其Sycamore量子处理器在3分钟20秒内完成了一

项需要花费一台经典超级计算机10,000年完成的任务。一组中国研究人员表示，他们

发现了一种“使用传统处理器来模拟量子计算的效率更高、更准确的方法”，这对谷

歌科学家在2019年声称的已经实现了“量子优势”提出了挑战。北京的研究人员说，

他们采用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方法，用60个图形处理器“在大约五天内”完成了这项工

作。（南华早报网站 2021年3月16日）

核禁试后，美国通过基于科学的库存管理项目，而非核试验，来维持对核弹头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心。具体而言，美国通过替换核弹头上的老化材料和部件来延长

现有核弹头的寿命，而不是研发和生产新型核弹头。但最近美国国家核安全局计划研

发和生产至少两种新核弹头—W93和未来战略导弹弹头。奥巴马政府曾经承诺不会进

行核试验，也不会设计新的核弹头。如果W93最终被研发和部署，将替换三叉戟D5

型潜射导弹。此外，英国计划和美国合作研发W93核弹头，以替换其自行开发的霍布

鲁克核弹头（和美国W76核弹头有许多类似之处），并搭载在英国新一代战略核潜艇

上。（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www.csis.org网站 2020年12月10日）

前沿动态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ALPHA合作

项目中的研究人员宣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基于激光的反物质操纵方法，利用加拿大制

造的激光系统将反物质样品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值。这一成就发表在《自然》杂志的

封面上，将大大改变反物质研究的格局，并推动下一代实验的发展。通过冷却反物

质，研究人员将能够执行各种精密测试，以进一步研究反物质的特征，包括可能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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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制造出比天然金刚石更硬的六方金刚石

华盛顿州立大学冲击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使用冲击压缩实验中创造了六方晶体

的钻石，其大小足以使用声波测量其刚度，他们的发现在《物理评论B》中。主要研

究者Travis Volz现在是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博士后，其在华盛顿州立大学

（WSU）的论文重点是用石墨制造六角形钻石。在这项研究中，Volz和Gupta使用火

药和压缩气体以每小时约15,000英里的速度将小到一角钱大小的石墨圆盘推进到透

明材料上。撞击在石墨盘上产生了冲击波，并很快将其转换为六方晶系的金刚石。 

（Phys.org网站 2021年3月31日）

示我们宇宙基本对称性的实验。这些测试可以对宇宙的形成问题提供线索，宇宙主

要由物质而不是大爆炸模型所预测的相同比例的物质/反物质构成的。（Phys.org网站 

2021年3月31日）

对量子材料的可编程控制可以用来获得不同的量子相，以此实现面向需求的功能

和特性。在量子材料的纳米光学领域，一个基本的概念是极化子。这是一种光和物质

的混合激发模式。极化子的色散，即频率随波矢的关系，决定了光在物质中的传播性

质。一般的各向同性或各向异性的材料里，色散关系在波矢动量空间的等频率面分别

是球面或椭球面。但是，有一种特殊的色散关系的等频率面是双曲面。这种介质可

以实现对光在亚波长尺度上的束缚，以及光的定向传播。在中红外到太赫兹波段的

双曲面色散在控制热辐射和热传导方面有很大应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组，在van 

der Waals 原子层状半导体材料WSe2里，通过超快光学激发，可以把普通的椭球面色

散，主动控制切换成双曲面色散。通过红外纳米光学技术，他们观测到双曲面色散的

特征，即光在介质中的定向传播。（Science Insights| perspectives  2021年2月5日）

可编程的量子材料中实现对光的传播和束缚的快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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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米实验室的缪子g-2实验的初步结果为新物理学提供证据

在美国能源部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FNAL），人们期待已久的缪子g-2实验的

初步结果显示，被称为缪子的基本粒子的行为方式是目前最好的理论——粒子物理学

的标准模型——所无法预测的。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结果以前所未有的精度证实了

困扰科学家们几十年的一个偏差。这里缪子充当了一个进入亚原子世界的窗口，它们

可以与尚未发现的粒子或力发生相互作用。费米实验室的缪子g-2实验的最新测量结

果与2001年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NL）发现的值非常吻合，作为迄今为止最精

确的测量结果，与理论预测大相径庭。缪子偏离标准模型计算的实验结果为令人兴奋

的新物理学提供了有力证据。（费米实验室官方网站 2021年4月7日）

拜登首个预算加强科学研究的支持

DARPA宣布推出“量子基准”项目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于4月2日宣布推出“量子基准”（Quantum 

Benchmarking）项目，旨在建立关键的可测试的量子计算指标，并估计达到关键性能

阈值所需的量子和经典资源。

为量子计算机提出有效的衡量标准并不是简单的任务。目前的量子计算研究存在

美国总统拜登在4月9日给出的2022年度预算报告中加大了对美国联邦科研机构

的科研投入。其中预算对NIH的投入增加到510亿美金，对美国自然科学基金投入增

加到102亿美金，对美国能源部投入增加到74亿美金，对NASA的投入增加到247亿美

金。其中对DOE的投入着重强调了清洁能源科技和碳排放管理研究的投入。该预算

的全文已经在白宫网站公布[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4/

FY2022-Discretionary-Request.pdf]。（www.sciencemag.org网站 2021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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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严重的孤岛现象，研发公司和机构通常会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保密。因此如果没有共

同认可的标准来量化量子“突破”的效用，就很难评估量子研究投入的资金所实现的

价值。

DARPA国防科学办公室（DSO）负责“量子基准”的项目经理乔·阿尔特佩特

（Joe Altepeter）表示：“‘量子基准’项目关注基本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建造一台

真正的大型容错量子计算机能彻底改变一个行业？公司和政府研究人员准备在未来几

十年内进行大规模的量子计算投资。但我们不想赶着去建造一些东西后再试图弄清楚

它是否会对什么有用。

乔·阿尔特佩特说：“如果我们完成了这些基准，它将成为量子计算机发展的行

业指引。”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站 2021年4月2日）

美军太空部队计划在所有领域引进商业化模式

美军太空与导弹系统中心的Russell Teehan上校日前表示，尽管商业化模式在军方的卫

星通信和发射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太空部队整合商业化的水平还不高。在接下来的

10年中，太空部队将在对每一个军事领域的规划设计中都考虑商业化模式，追求快速技术

创新，并寻求商业伙伴关系。 

美军太空部队目前已经在软件程序等业务上开展试点，使小型企业可以直接与其开展

合作。Teehan上校表示，太空部队正在努力创造更多机会，与小型企业和非传统供应商有

更多接触并合作。例如，军队举办了“太空日”等面向企业的活动，企业可以参与活动并向

政府官员介绍他们的创新想法和新技术，并有机会立即赢得合同，这使小型企业有机会能

与美国官员进行直接交流，从而了解他们的需求。除了与小型企业合作外，太空部队还计划

与所有行业合作伙伴开展更多合作。（C4ISRNET 202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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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计划在北极地区寻找机会以维护国家利益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冰川融化持续发展，北极地区的资源开发和运输机会也

随之增多。美国北方司令部空军司令Glen D.VanHerck日前表示，美军正计划在北极

地区寻找更多机会，并增加其在该地区的“坚韧性”。美军与加拿大武装部队目前正

处于在北极地区建设现代化军事力量的早期阶段，首要重点之一就是树立“领域”意

识。该司令表示，开发北极首先要具有在该地区进行交流和提供数据及信息的能力。

国防部已经收到了4600万美元的资金资助以进行该项工作的开展。此外，美国现有10

颗在轨卫星用以开展对北极领域的探索工作，未来还将计划投入100颗以上的卫星。

VanHerck司令还表示了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活动的关注。他表示，俄罗斯约四分之一

的国内生产总值都是从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中获得的，俄罗斯还在北极地区重新开放并

加强了曾经关闭的冷战军事设施。（美国国防部官网 2021年4月15日）

前沿动态

拜登公布预算草案 大力支持科学发展

美国总统乔·拜登于4月9日公布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个预算草案。这项预算提案将

全面增加科学资助，并为对抗COVID-19和气候变化投入数十亿美元，体现了政府对

科学研发的大力支持。该预算将为几乎每个主要的联邦科学机构筹集用于研究和开发

的核心资金，包括为改善公共卫生和消除种族不公而进行的历史性增长。与拜登于今

年3月31日提出的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提案相一致，该预算着重关注旨在能使美国

更健康，更清洁，更具竞争力的应用研究和开发项目。该提案令美国许多科学家感到

欣慰，尤其是在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年呼吁削减科学经费之后。华盛顿特区美国

科学促进协会预算和政策计划主任马特·霍里汉（Matt Hourihan）表示：“与过去四

年相比，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尽管预算的很多细节目前还没有具体明确，最终

预算将在未来几周内才能出台，但是，霍里汉说，“这显然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开放提

案”。（Nature官网 2021年4月9日）



DISRUPTIVE TECHNOLOGY LETTERS ISSUE 3 (TOTAL 44) in 2021 6

前沿动态

日本东北大学研究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探测洪灾中被淹建筑

日本东北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今日开发出了一种人工智能方法，该方法使用新闻

媒体图像，可以在洪水灾害发生的24小时内准确地探测出被淹的建筑物。该小组的研

究发表在《遥感》杂志上。人工智能（AI）技术的发展加快了大规模洪水发生后立即

识别被淹建筑物的过程，使应急人员能够最有效地指挥救援工作。日本东北大学灾难

科学国际研究所的合村俊一（Shunichi Koshimura）解释说：“我们的模型演示了新闻

媒体的即时报道如何提高受灾测绘活动的准确性，从而加快救灾和响应决策的速度。

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法旨在通过图像分析对受灾对象进行分类。合村俊一表示，目

前模型可以达到80％的估算精度。接下来，该团队将研究过去洪灾事件中的新闻媒体

数据库的适用性，将其作为训练数据集用以开发AI模型，以提高分类的准确性和速

度。（Innovation News Network 2021年4月16日）

通用汽车正在研发多种新电池 成本将降至100美元/度

据路透社报道，通用汽车总裁马克罗伊斯于本周三表示，公司正在测试化学成分、技术和

生产方式各不相同的多种电池，以寻求大幅降低电池成本的方案。早先，通用汽车已和LG化

学达成协议，预计2022年开始在位于俄亥俄州的工厂生产Ultium电池，搭载这种电池车型包

括凯迪拉克Lyriq和电动悍马。不过，通用汽车表示Ultium电池还不能满足公司的长期目标。

总裁罗伊斯表示下一代Ultium电池将采用干电极技术，由掺锂硅基阳极、高镍阴极和固态电

解质组成，钴含量进一步降低。低钴含量降低了材料成本，干电极技术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通用汽车高管表示，公司正在对这种电池进行实验和测试，预计2025年投放市场。届时，

汽车电池的单位成本将从现在的约150美元/千瓦时降低至100美元/千瓦时，而电动汽车的续

航里程可能达到805~965公里，电池寿命将超过160万公里。通用汽车推算，届时汽车电池的单

位价格将从现在的约150美元（约合990人民币）/千瓦时降低至100美元（约合655人民币）/千瓦

时，降幅高达30%。（颠覆性技术情报与决策支持平台 2021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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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第一 占全球总量的74.7%

前沿动态

2020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年会于2021年4月11日在苏州召开，会上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发

展报告2020》显示，过去10年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第一，人工智能下一个10年 

将在强化学习、知识图谱、智能机器人等方向重点发展。报告显示，过去10年全球人工智能

专利申请量超52万件。中国专利申请量为389571件，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总量的74.7%。同

时，中国在自然语言处理、芯片技术、机器学习等10多个AI子领域的科研产出水平居于世界

前列；而在人机交互、知识工程、机器人、计算机图形、计算理论领域，中国还需努力追赶。

报告还分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高层次人才资源，指出美国的AI高层次学者的数量最

多，有1244人次，中国位居第二，数量为196人次。中国人工智能领域高层次人才主要分布在

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报告预测人工智能下一个10年重点发展的方向包括强化学

习、神经形态硬件、知识图谱、智能机器人、可解释性AI、数字伦理、知识指导的自然语言

处理等。（颠覆性技术情报与决策支持平台 2021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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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升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成效的对策建议

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

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

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大幅提

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是全面提高我

国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是优化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突口；

是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现代化水平，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保障。

以下编选了近期部分院士专家围绕

提升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能效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

1.加强产学研协同

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着力构建

“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

发展”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将创新链

与产业链、人才链有机衔接，加强科

技创新体制机制和创新能力建设。坚

持“政、产、学、研、用、金”  相结

合，将政府、科研、教育、生产、市场

用户、金融不同社会分工在功能与资源

优势上进行协同与集成化。特别要加强

金融在整个产学研体系中发挥的“推进

器”作用，鼓励和引导金融资本加强对

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在科技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过程中的融资支持，使金融担当

好服务者的角色。

2.健全评价考核机制 

目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部分教授和

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动力不强，其中

重要的原因是成果转化取得的成绩与职

称评定、聘期考核、绩效奖励、项目结

题等很多现实问题并不直接挂钩，研究

人员无法从科技成果转化率方面获得充

分的肯定。此外，高校与科研院所注重

科学研究的文化氛围与企业追求利益的

主要动力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也导致部

分教授及科研人员重视理论成果创新，

轻视成果转化。应改革完善科技评价考

核机制，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分配和

激励制度，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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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的积极性。

3.发挥技术经纪人作用 

要提高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能效，应

充分发挥技术经纪人在科技成果转化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技术经纪人作为促进

他人科技成果交易的专门中介机构或个

人，承担着建立并完善科技成果信息的

流通渠道, 挖掘、跟踪有价值的科技成

果，使其成功对接市场的媒介作用。技

术经纪人自身的专业性及资源整合能

力，能够有效解决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

成果转化中的市场缺失问题。目前我国

技术转移人才还十分短缺，应加大对专

业化技术转移人才的培养力度，强化整

个科技成果转化的链条上分工协作，以

此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

4.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许多国家创新和发展经验已经表明，

对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不断增加，有助于

从源头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很多的科学

基础理论的突破，往往成为之后一些重大

技术突破的基础。但与世界主要科技大国

相比，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投

入来源单一，科技投入机制与结构仍有较

大提升空间，当前能真正解决关键技术问

题的重要科技成果仍不足。这导致目前的

技术供给量和技术成熟度难以满足企业前

沿技术创新需求。应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

入力度，依托企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

等，加强基础研究，增强关键技术的创新

能力，带动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提升原始

创新能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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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种植关键技术

1、技术说明

土地资源日益稀少情况下，开发及

利用盐碱地后备土地资源是保证粮食安

全重要途径之一[1-5] 。首先，通过土壤改

良、灌溉淋盐与排水相结合为农作物生

长创造有利条件；其次，通过生理机制

探索，进行作物耐盐育种和栽培，提高

农作物耐盐性。

2、研发状态和技术成熟度

对于盐碱问题认识经历了几次大转

变，由消极被动到积极主动，由彻底根

治盐害转变为调控盐分，由单一采取一

项措施到综合治理，综合治理同时，因

地制宜，强调突出某一单项措施，如暗

管排盐，化学改良，生物改良及农业措

施整地覆膜等。

3、产业和社会影响分析

开发和改良盐碱土，综合治理养分

失衡土地等对传统耕地技术的深化和改

革，对于增加后备耕地，保障粮食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农业新技术的应用暂缓

了土壤盐分的危害，但也增加了区域性

的集中突发的潜在危机与可能。如地膜

覆盖栽培技术提高地温，有节水和抑盐

的作用，暂缓了盐分的危害，但盐分并

未排出土体，只是改变了土壤水盐运移

规律；喷滴灌技术是农业节水方向，但

喷灌条件下土壤水盐运动规律还有待加

强。盐碱地改良不但能够增加农民收

入、改善农民生活，更对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具有重要意

义。

4、我国实际发展状况和趋势

盐渍土含有大量可溶盐类，对大多

数植物生长直接造成不同程度危害。土

壤盐碱化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生态和环境

问题。我国土壤盐碱化日益严重，盐碱

土地面积高达9900万hm2，其中现代盐碱

土面积为3693万hm2，残余盐碱土约4487

万hm2，并尚存有约1733万hm2的潜在盐

碱土，除新疆和松花江部分地区土壤以

硝酸盐为主外，其他地区主要是以Na+、

Mg2+、K+三种阳离子和SO42-、HCO3
-、

CO3
2-和NO3

-四种阴离子为主的复合盐

[1] 李家洋. “跨越2030”农业科技发展战略 [M]. 北京, 2016.
[2] 高宁,华晨,朱胜萱,等.农业城市主义策略体系初探——浅析荷兰《鹿特丹城市农业空间》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13, 28 (1): 
74-79.
[3] Hu L, Ren W, Tang J, et al. The productivity of traditional rice–fish co-culture can be increased without increasing nitrogen loss 
to the environment[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13, 177 (2): 28-34.
[4] Ray, A.J., Wood, M.E., Lotz, J.M. Comparing salinities of 10, 20, and 30‰ in Minimal-Exchange, Intensive shrimp (Litopenaeus 
vannamei) Cultrue systems[J]. Aquaculture, 2017.
[5]Yan B, Wang X, Cao M. Effects of salinity and temperature on survival, growth, and energy budget of juvenile Litopenaeus 
vannamei[J]. Journal of Shellfish Research, 2007, 26:141-146.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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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地。土壤水分是盐分的溶剂也是盐分

运动的载体，盐分在土壤中运动具有

“盐随水来，盐随水去”的特点，土壤

水盐运移规律表现出明显区域性特点。

目前改良盐碱地的方法有化学改良法，

如施用脱硫石膏、硫磺、硫酸亚铁、柠

檬酸等；物理改良法如大水洗盐；生物

改良法如种植油葵、苜蓿等耐盐碱作物

等。这些方法普遍存在改良周期长、见

效慢、累计投入大，投资回报率低，改

良后土壤等级差等问题，无法推广应

用。使用土壤调理剂及微生物改良后的

土壤，土壤的总盐含量和酸碱度明显下

降，同时土壤的理化性状也得到明显改

善，产量当年将明显提高。

5、技术研发障碍及难点

1）水利工程排盐与节水理念相悖，

造成水资源进一步匮乏，大部分盐碱地

本来就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些地

区本身水资源十分紧张，因此无水洗

盐；化学剂改良如遇碱土不仅难度增

加，且改良周期长、见效慢、累计投入

大，投资回报率低。

2）筛选优良抗盐品种是行之有效

的途径，但作物耐盐基因的提取，优良

品种的筛选培育及每种作物的耐盐阈值

的确定需要一个长期的摸索和试验；整

地、覆盖等农业技术措施虽能控制土壤

水分蒸发，减轻盐分表聚，但治标不治

本，也不能量化并准确判定作物受盐碱

度影响。

6、技术发展所需的环境、条件与具

体实施措施

1）粮食安全需求的存在是开发利

用盐碱地的原动力和大环境。预计2050

年，全球粮食需求至少增长60%，约25%
的农地已由于过度耕作、干旱和污染等

原因造成了严重退化，且土壤养分和供

水量在全球范围内严重下降。所以，建

议国家尽快布局重大工程项目，开展相

关技术及管理体制机制研究，抢占未来

创新农业制高点。

2）根据当地气候特点和盐碱地类

型及盐碱程度，因地制宜，综合治理。

盐碱地改良技术包括水利工程措施、物

理措施、生物措施及化学措施，这些技

术和措施具有不同的改良效果，也各有

利弊。而盐碱地的开发改良是一个复杂

综合治理系统工程，所以仅利用一种方

法是难以奏效的，应该因地制宜，灵活

采取各项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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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开发利用盐碱地的主要方向和未来趋

势。

3）具体实施措施

突出盐碱地分类治理与农业高效利

用的理念；系统研发针对我国不同区

域、类型、障碍程度盐碱地治理与水-
土-生物资源协同高效利用的基础理论体

系和关键技术体系；建立工程化作业标

准和规程，形成各具特色的典型区域盐

碱地治理与农业高效利用工程化配套技

术模式；加强与国土、水利、农业等部

门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工程化应用，推进

盐碱障碍耕地地力稳步提升，将盐碱荒

地治理改造为耕地；引入金融与企业资

本，挖掘、培育和发展盐碱地种苗、改

良剂、肥料、灌溉设备、新型农业机械

等一批特色产业。

7、技术发展历程、阶段及产业化规

模的预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粮农组织统

计，全世界盐碱土面积约10亿hm2，而

我国约9915万hm2，居世界第三位，而

目前已开垦种植的盐碱土面积仅为577

万公顷，此外，我国耕地中盐碱化面积

达到920 .9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

6.62%。从盐生植物中培育经济作物的构

想由来已久，澳大利亚、美国、印度、

以色列等国确定了若干有潜力的盐生植

物如Atriplex、Batis、Didtich等250种之

多。我国在盐碱地治理改造基础研究领

域处于与国际平行水平，并形成了具有

区域特色的水利工程、生物、化学等盐

碱地治理利用综合技术，如西北地区的

膜下滴灌控盐技术，东北盐碱区的种稻

洗盐技术，中北部盐碱区的生物农艺节

水技术，华北盐碱区有机肥改良技术

等。然而，现有相关技术在工程应用和

产业推进方面与国际存在巨大差距，进

程慢，成本高，长效性差，难以持续维

持较高的农田生产力，且后期所需的维

护与科学管理常常被忽视。因此，未来

盐碱地治理利用需考虑建立分类治理技

术体系，全面认识盐碱地治理的长效性

和可持续性，努力践行“基础研究-前沿

技术研发-工程示范-产业推进”相结合

的链条式发展道路。



DISRUPTIVE TECHNOLOGY LETTERS ISSUE 3 (TOTAL 44) in 202113

1、技术说明

生物质油气包括燃料乙醇、生物柴

油、生物质热解油、合成油、生物质油

品添加剂、生物天然气等种类，可以直

接添加到甚至完全替代传统油、气产

品。主要品类的工业技术基本成熟，产

品可以达到相关标准，通过技术升级和

多联产工艺，可以显著增强产品经济竞

争力，加快规模化应用进程[1-4] 。

2、研发状态和技术成熟度

生物质油气是全球生物质能源研发

的重点方向，各主要国家、各大能源集

团都有专项支持，多个国家实验室和知

名团队长期从事研发。美国玉米燃料乙

醇、巴西甘蔗燃料乙醇、德国生物天然

气和瑞典的生物炼制多联产取得成功，

美国纤维素乙醇项目受阻，迟迟没有取

得突破。生物质油世界进入示范生产阶

段，生物航煤进入应用阶段，生物天然

气欧洲进入应用阶段。

3、产业和社会影响分析

生物质油可以直接添加到常规燃油

中混合使用，生物天然气也可以注入常

规天然气管网。由于产品性能相近、利

用的设备设施相同和良好的存储性能，

生物质油和气是中近期世界替代能源最

为现实可行的品种。以木质纤维素为原

料，大规模、高效率、低成本的生产生

物质油和生物天然气，可以利用本地生

物质资源供应能源，而不再依赖于远距

离输入，还有助于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是对常规化石运输燃料应用体系的

颠覆。产品的大规模应用对降低我国油

气对外依存度，增强我国能源安全具有

重大意义。

4、我国实际发展状况及趋势

该领域我国技术已经接近产业化，

生物天然气领域具有一定领先性。已经

观察思考

生物质油、生物天然气联产工程技术

[1] The White House, Offi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Executive Order of Developing and Promoting Biobased Products and 
Bioenergy, Aug. 12,1999.
[2] 石元春，决胜生物质（第二版）[M]，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3.
[3] 中国工程院，《我国交通运输用生物燃料产业关键技术开发、示范与应用研究报告》[M]，2014.
[4] 世界生物质能源协会，2014年世界生物质能源统计报告，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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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年产万吨级生物质油中试工程和年产

千万方级生物天然气示范工程若干处，

积累了较好的产业基础。还需要优化集

成多联产型的工程技术以支撑先进生

产。我国已规划2020年全面推广生物乙

醇汽油，实现生物天然气实现产业化，

生物航煤尚在中试阶段。通过发展生物

质油气替代进口油气是提高我国运输能

源保障能力的根本出路，随着纤维素乙

醇、新型生物航煤的商业化，以及生物

天然气田的成型，生物质油气产业将在

中近期成为新兴支柱产业。

5、技术研发障碍及难点

技术关键需求是进一步提高产品品

质、原料转化率和降低综合成本，使生

物质油、气产品具有较强经济竞争力，

大规模进入市场。难点是核心工艺、设

备和酶、菌系的突破，相适应的生物质

资源多级利用和多产品联合生产模式。

6、技术发展所需的环境、条件与具

体实施措施

新世纪以来我国生物质能原产品一

直处于受排斥的状态，主要原因一是对

于粮食安全的关系的错误判断，一是竞

争性能源的反对，近两三年才略有好

转。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政策导

向，一方面是大力加强研究，设置研发

和示范专项，支持顶尖团队；另一方面

是大力培育市场，基于世界经验创造产

业赚钱效应。

7、技术发展历程、阶段及产业化规

模的预测

中近期内世界达到年产万亿美元级

产业，在我国不仅能够形成万亿级人民

币规模的新兴产业，对国家能源安全和

环境质量改善也具有重大意义。我国中

期内实现每年1亿吨生物燃油、1000亿

立方米生物天然气，中远期翻番的生产

能力，完成对进口石油、天然气60%以

上的替代，保障国家能源和金融安全，

减少秸秆、畜禽粪污等农林废弃物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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