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质能源与生物基材料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牵头申报单位 推荐单位 技术负责人

1 NC2010MA0003 
农村多元物料高效沼气发酵技术

集成及示范 

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

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胡国全 

2 NC2010MA0010 
农村户用沼气关键技术研究与集

成示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杨改河 

3 NC2010MA0023 

养殖场废弃物集中式联合发酵生

产高品质生物燃气技术装备研发

与示范 

杭州能源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 
国家能源局  寿亦丰 

4 NC2010MA0025 
北方地区混合原料共发酵气、热、

电联产工艺优化集成与示范 
辽宁省能源研究所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张大雷 

5 NC2010MA0039 
农村生物燃气清洁高效多元化利

用集成技术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专家推荐  黄震 

6 NC2010MA0041 
杨凌畜禽养殖业大型沼气工程系

统配套关键技术集成示范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徐德龙 

7 NC2010MA0054 

养殖场干清粪固态酸化高效厌氧

产气与达标排放关键技术集成与

示范 

中国农业大学 
生物燃气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董仁杰 

8 NC2010MA0055 

5MW 高效生物质固定床气化发电

(气、电、焦油、热联产联供)示

范项目 

高邮市林源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局 
 盛卫东 

9 NC2010MA0057 
农林废弃物化学链气化合成天然

气技术研究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

研究所 
  专家推荐  李海滨 

10 NC2010MA0066 
富厌氧菌多原料高效联合发酵工

艺装备研究与示范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

院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  张玉华 

11 NC2010MA0082 
农林生物质能源利用技术的集成

示范 

 江苏云江生物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张齐生 

12 NC2010MA0084 
能源草高效制备生物天燃气关键

技术研究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

研究所 
  专家推荐  孔晓英 

13 NC2010MA0088 
车用生物燃气制备、提质、配送

关键技术集成研究及工程示范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

研究所 

生物燃气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孙永明 

14 NC2010MA0091 
混合原料高产生物燃气与纯化车

用技术集成示范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

研究所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刘晓风 

15 NC2010MA0107 
千万立方级生物天然气集成示范

系统 

山东省科学院能源研

究所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张晓东 

16 NC2010MA0108 
高寒地区干湿耦合发酵沼气工程

技术集成与示范 
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李文哲 

17 NC2010MA0109 
青绿作物秸秆高效沼气发酵技术

集成与示范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崔宗均 

18 NC2010MA0111 
生物质资源能源化利用共性关键

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

所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邓宇 

19 NC2010MA0112 
秸秆高效厌氧发酵生产生物甲烷

集成技术开发 
南京工业大学   专家推荐  韦萍 

20 NC2010MA0117 

微生物作用下规模化养殖场动物

粪便生物质能资源化技术研究与

产业化示范 

内蒙古蒙牛生物质能

有限公司 
  专家推荐  周楚新 



21 NC2010MA0123 
生物质旋风分级气化多联产系统

的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专家推荐  赵广播 

22 NC2010MA0126 
规模化生物质热解制备清洁燃气

技术研究与产业示范 

山东百川同创能源有

限公司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董玉平 

23 NC2010MA0129 
分布式农业废气物热解气化气、

电、热联供示范 
华中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陈汉平 

24 NC2010MA0133 
寒旱地区村镇级恒温沼气工程成

套技术与设备研发 
兰州理工大学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  李金平 

25 NC2010MA0134 

农村高木质纤维素废弃物储存/

预处理工艺和设备及其配套高效

制备沼气关键技术研究和示范 

北京化工大学   专家推荐  张瑞红 

26 NC2010MA0135 
农村生物质清洁高效气化管道集

中供气与供热技术研究及示范 
天津大学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陈冠益 

27 NC2010MA0137 
生物质高效催化热解定向制备燃

气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 
华中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肖波 

28 NC2010MA0143 

利用秸秆连续干发酵和沼气提纯

压缩实现新农村万户供气关键技

术研究及示范 

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燃气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钟凯民 

29 NC2010MA0149 
大型养殖场粪污资源生物燃气制

备技术集成示范 

中国华电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专家推荐  刘大为 

30 NC2010MB0006 
生物质热裂解制取生物燃油成套

化设备研制与千吨级示范 
上海交通大学   专家推荐  刘荣厚 

31 NC2010MB0011 万吨级纤维素丁醇工程示范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

研究所 
国家能源局  陈新德 

32 NC2010MB0014 
生物质气化合成含氧液体燃料工

程示范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

研究所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阴秀丽 

33 NC2010MB0021 
5万吨/年非食用油脂生物柴油连

续化生产技术示范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

研究所 
  国家能源局  吕鹏梅 

34 NC2010MB0022 
生物质快速热解催化提升为车用

代油燃料关键技术研究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周劲松 

35 NC2010MB0027 
30000吨/年甜高粱茎秆生产燃料

乙醇集成示范项目 
中兴能源有限公司   专家推荐  凌丰 

36 NC2010MB0029 
生物质水相催化合成生物航空燃

油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

研究所 

生物质液体燃料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 
王铁军 

37 NC2010MB0033 
甘薯、葛根燃料乙醇产业链关键

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生

物技术核技术研究所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阎文昭 

38 NC2010MB0035 
纤维素乙醇高效联产化工品新工

艺开发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

研究所 
  专家推荐  袁振宏 

39 NC2010MB0036 
ASSF甜高粱乙醇生产技术和综合

产业模式示范 
清华大学 国家能源局  李十中 

40 NC2010MB0038 
利用非粮食原料菊芋根块一步发

酵生产生物乙醇 
中国海洋大学   专家推荐  池振明 

41 NC2010MB0043 
同步生物加工法（CBP）制备纤维

素乙醇技术研究 
清华大学   专家推荐  李天成 

42 NC2010MB0045 

模拟自然生物系统实现木质纤维

素资源高效转化利用的关键基础

科学问题研究 

江苏大学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孙建中 



43 NC2010MB0050 
非食用植物油清洁生产生物柴油

技术与工程示范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李昌珠 

44 NC2010MB0053 
万吨级能源作物甜高粱茎秆制取

乙醇产业化技术集成示范 

北京泰天地能源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局  王孟杰 

45 NC2010MB0058 
燃料油植物育种和高效生产关键

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蒋丽娟 

46 NC2010MB0063 
生物质基合成气经二甲醚制汽柴

油关键技术与集成系统研究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

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吴晋沪 

47 NC2010MB0067 
改造生物质脂肪酸合成途径生产

先进柴油研究 
武汉大学   专家推荐  刘天罡 

48 NC2010MB0069 
木质纤维素 60Co-γ射线辐照降

解新技术研究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熊兴耀 

49 NC2010MB0073 生物质液体燃料的高温生物炼制
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

究所 
中国科学院  陈树林 

50 NC2010MB0079 
乌桕等林木油脂生物质能源关键

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 
华中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闫云君 

51 NC2010MB0081 
生物质先进裂解制取生物燃油关

键技术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易维明 

52 NC2010MB0083 
农作物秸秆高效制备燃料乙醇及

木质素综合利用 

安徽丰原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徐斌 

53 NC2010MB0085 
分散式微波裂解生物质转化能源

与材料的技术装备及产业化 
福州大学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阮榕生 

54 NC2010MB0093 
20 万吨/年木薯燃料乙醇关键技

术与集成示范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专家推荐  邓立康 

55 NC2010MB0100 
生物油脂定向炼制富烃车用燃油

技术及产业示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专家推荐  蒋剑春 

56 NC2010MB0101 
嗜热真菌热稳定纤维素酶的分子

改造及高活性新酶创制 
山东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李多川 

57 NC2010MB0103 
木质纤维素制备燃料乙醇产业化

示范项目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肖林 

58 NC2010MB0104 生物柴油生产技术示范 
龙岩卓越新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 
  专家推荐  叶活动 

59 NC2010MB0106 
能源植物甜高粱耐盐碱分子机制

与遗传改良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 
  专家推荐  景海春 

60 NC2010MB0125 

以超高压爆破技术为基础的第二

代燃料乙醇生产关键技术及设备

研究 

广西科学院 
国家非粮生物质能源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黄日波 

61 NC2010MB0128 
木质纤维素高温整合生物加工生

产液体燃料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

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专家推荐  徐健 

62 NC2010MB0130 
甘蔗酒精高产、高效、广温清洁

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广西科学院 

国家非粮生物质能源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黄日波 

63 NC2010MB0131 
秸秆酶解发酵乙醇产业化关键技

术及其示范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

研究所 
  专家推荐  陈洪章 

64 NC2010MB0139 
新型能源植物浮萍发酵生产液体

燃料研究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

研究所 

生物质液体燃料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 
 何开泽 

65 NC2010MB0140 
万吨级非食用油脂原料的生物柴

油清洁生产示范 
北京化工大学   专家推荐  谭天伟 



66 NC2010MB0141 
边际土地能源草分子育种与新种

质创制 
中国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  张蕴薇 

67 NC2010MB0142 

生物质液体燃料优良种质资源保

存、筛选研究与区域化丰产栽培

技术的示范推广 

四川大学   专家推荐  王涛 

68 NC2010MB0148 

华南麻疯树新品种选育与高效原

料生产及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 

深圳中环油新能源有

限公司 
  专家推荐  陈放 

69 NC2010MC0005 
高密度高油脂微藻养殖及生物柴

油技术集成与示范 
清华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吴庆余 

70 NC2010MC0026 工农业结合微藻能源产业化示范
新奥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国家能源局  朱振旗 

71 NC2010MC0028 
微藻富营养水规模化培育及生物

柴油生产示范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

研究所 
  专家推荐  王忠铭 

72 NC2010MC0034 
基于微生物燃料电池原理的 KW

级微藻发电装置示范工程 
东南大学   专家推荐  吴巍 

73 NC2010MC0037 
基于生物柴油制备的微藻生长和

油脂含量协同提高的机理 
清华大学   专家推荐  潘俊敏 

74 NC2010MC0044 能源微藻大规模培养技术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

研究所 
  专家推荐  丛威 

75 NC2010MC0060 能源微藻育种基本技术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专家推荐  杨官品 

76 NC2010MC0064 
基于微藻能源技术的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及资源化研究与应用 
哈尔滨工业大学 

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国

家重点实验室 
 冯玉杰 

77 NC2010MC0070 
热带微藻能源新藻种选育及产业

化前期配套技术研究 
海南大学   专家推荐  刘平怀 

78 NC2010MC0071 
海洋微藻液体燃料耦合二氧化碳

减排的综合开发技术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

研究所 

国家海洋局海洋科学技

术司 
 臧家业 

79 NC2010MC0072 
基于新疆沙漠高产能微藻的培育

及其能源化利用技术 
石河子大学   专家推荐  代斌 

80 NC2010MC0074 

核诱变改良微藻减排燃煤烟气中

CO2 炼制生物柴油的关键技术研

究 

浙江大学   专家推荐  程军 

81 NC2010MC0078 
能源微藻半干贴壁法高效培养技

术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

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青岛市科学技术局  刘天中 

82 NC2010MC0087 
微藻代谢网络重构及微生物柴油

合成的基础研究 
四川大学   专家推荐  曹毅 

83 NC2010MC0096 
低成本微藻生物柴油产业化关键

技术开发与中试系统集成优化 
华东理工大学   专家推荐  李元广 

84 NC2010MC0099 
利用黄河沿岸盐碱地发展微藻生

物柴油产业的关键技术研究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 
  专家推荐  徐旭东 

85 NC2010MC0113 
能源微藻育种与高效生产技术研

究及示范 
暨南大学   专家推荐  李宏业 

86 NC2010MC0118 
燃煤电厂烟气超洁净净化养殖微

藻固碳及其燃油生产 
中国海洋大学   专家推荐  李春虎 

87 NC2010MD0009 
生物质成型燃料的产业推广盈利

单元建设示范项目 

北京百安能祺科技有

限公司 
国家能源局  车战斌 



88 NC2010MD0018 
生物质成型燃料与生物煤炭制备

技术研究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 
  专家推荐  邢献军 

89 NC2010MD0032 
生物质成型燃料技术集成研究及

产业化示范 

河南省科学院能源研

究所有限公司 
  专家推荐  何晓峰 

90 NC2010MD0048 
生物质热改性制取成型燃料关键

技术研究与设备开发 
华北电力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董长青 

91 NC2010MD0051 
秸秆固体成型燃料产业链集成研

究与示范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

院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  赵立欣 

92 NC2010ME0002 
生物基塑料助剂制备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专家推荐  夏建陵 

93 NC2010ME0008 
以纳米微晶纤维素为平台的生物

炼制应用基础研究 
天津科技大学   专家推荐  倪永浩 

94 NC2010ME0013 
秸秆制备农用生物基材料的关键

技术及装备研究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

研究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与

信息化部 
 刘天舒 

95 NC2010ME0017 
蔬菜基复合材料及其生产型成型

技术与装备的研发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杨传民 

96 NC2010ME0031 
生物质多糖转化为生物基材料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北京林业大学   专家推荐  许凤 

97 NC2010ME0042 
低碳环保全降解的生物基淀粉塑

料合金的研究开发 
华东理工大学   专家推荐  郭卫红 

98 NC2010ME0047 
生物质聚合物复合材料技术体系

构建及示范 
东北林业大学   专家推荐  王清文 

99 NC2010ME0049 
用纤维素水解物生产生物基高分

子材料 PHA 
清华大学   专家推荐  陈国强 

100 NC2010ME0052 
微生物发酵法生产高分子聚合物

γ-PGA 的研究 

黑龙江康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  梁金钟 

101 NC2010ME0059 

农林剩余物生产高端生物基材

料、液体生物燃料及生物燃气工

业示范 

内蒙古金地生物质有

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

厅 
 颉二旺 

102 NC2010ME0062 
生物-化学组合开发聚天冬氨酸

类生物基功能材料 
南京工业大学   专家推荐  余定华 

103 NC2010ME0065 
6 万吨马铃薯变性淀粉生物基材

新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甘肃圣大方舟马铃薯

变性淀粉有限公司 

甘肃定西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 
 田映良 

104 NC2010ME0090 玉米秸秆制备丁醇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 
  专家推荐  杨晟 

105 NC2010ME0095 
果糖基能源植物菊芋规模化种植

及其生物炼制产品关键技术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

物理研究所 
  专家推荐  杜昱光 

106 NC2010ME0097 
生物基聚氨酯节能保温材料制备

技术集成与示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国家林产化学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周永红 

107 NC2010ME0098 
环境友好表面活性剂制备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专家推荐  商士斌 

108 NC2010ME0105 
蓖麻基绿色润滑材料的研究与试

验示范 

天津南开大学蓖麻工

程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何良年 

109 NC2010ME0116 

玉米秸秆多元醇生产关键技术研

究及 45 万吨玉米秸秆多元醇产

业化示范 

长春大成新资源集团

有限公司 

玉米加工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刘菁 



110 NC2010ME0132 
非粮生物质魔芋葡甘聚糖的高值

利用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

研究所 
  专家推荐  马光辉 

111 NC2010ME0146 
农林剩余物生物质催化制备大宗

化学品的基础研究 
北京大学   专家推荐  刘海超 

112 NC2010ME0147 
新疆红麻的栽培与综合利用技术

研究 
青岛大学   专家推荐  韩光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