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质科技走向应用，产业化服务全球农业与环境发展 

------生物质炭可持续农业国际研讨会及中国-东盟生物质炭可持续农业技术及应用国际培训

班总结 

一. 会议简况 

继分别于2012年和2015年成功主办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生物质炭绿色农业国际研讨会，和

分别于2012年、2013年和2015年成功主办的生物质炭农业应用国际培训班，南京农业大学于

2016年10月18-21日，18-25日分别召开“生物质炭可持续农业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Biochar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及中国-东盟生物质炭可持续农业技术及应

用国际培训班 (China-ASEAN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Training on biochar and application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会议由教育部批准，教育部亚洲区域合作专项项目资金、王宽诚教

育基金会资助，南京国家外专局国际智力引进”111”计划(农业资源环境生物学)、江苏省优势

学科建设计划(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共同资助、南京农业大学主办，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

与生态环境研究所、三聚-南农农业生物质绿色工程技术中心承办。 

会议的主题是交流国际生物质炭科技发展特点与趋势、研讨生物质炭科技-产业-社会服

务的结合途径及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发展及其问题，探讨和共享中国和东盟国家农业废弃物资

源及其生物质炭生产应用的技术、经验和模式，探索生物质炭农业与环境服务应用的潜力与

组织，提升亚洲并全球农业废弃物生物质资源化利用处理及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共

谋亚洲及全球农业生物质科学技术与产业化结合的蓝图。通过本次会议和培训活动，在交流

共享基础上，启动构建亚洲生物质炭可持续农业交流网络，以此推进中国和东盟国家以及亚

洲国家的生物质炭可持续农业合作和交流，为亚洲农业生物质产业科技发展、农业与环境可

持续发展提供交流、合作、共享、共赢的平台。 

会议于2016年10月19日上午在南京农业大学翰苑宾馆举行了简短开幕式。江苏 省外国专

家局、农业部科技教育司生态环境总站、江苏省农委、江苏省科技厅及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

的相关领导以及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捷克、泰国、马来西亚等16个国家的25名外国

专家、亚洲 、非洲及中国的40多名注册代表参加了开幕式。包括美国康内尔大学教授Johannes 

Lehmann博士等在内的国际生物质协会（IBI）董事局8名董事出席了开幕式，三聚环保新材

料有限公司等部分公司的农业生物质产业科技专家出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注册代表共79人，国际代表45名，来自马拉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



亚、越南、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代表15人，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15人，埃及、埃

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等非洲国家代表5人，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德国、瑞

士、捷克等国代表10人。包括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在内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30余人注册参加

了会议。 

二、学术交流 

 “生物质炭与可持续农业国际研讨会”学术交流活动包括19日上午的大会主旨报告、

下午的南京农业大学生物质绿色工程技术中心六合基地考察观摩及20日全天的自由报告交

流。简短的开幕式后的主旨报告共8个，由在东道主出席IBI董事局会议的国际著名生物质炭

科技及产业专家讲演。这些报告信息丰富、内容精彩、亮点纷呈、风格迥异、引起了与会者

的广泛兴趣和关注。 

IBI主席、著名世界生物质炭专家、美国康内尔大学教授Johannes Lehmann博士就生物

质炭土壤效应做了全面回顾和展望，进一步诠释生物质炭在提升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

促进生物健康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的优越作用，并从应对气候变化和土地退化的两

大全球威胁的高度，结合他们最近发表在《自然通讯》的一个研究报告，论证了生物质热解

炭化的生物质炭与生物质能源的共联生产技术及其系统将是未来生物质绿色技术的前沿趋

势，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应该行动起来，尽快组织和发展生物质绿色工程技术及相应的

生产应用计划，为《巴黎协议》规定的减缓气候变化目标及抵抗全球不断蔓延的土地退化提

供解决途径，他们还通过其在非洲的生物质炭项目，展示了生物质绿色技术在服务非洲农业、

帮助当地农民减贫脱贫、减缓沙漠化等方面的巨大作用。他深信，作为全球生物质科技的领

导者和合作平台，IBI将推动全球生物质科技工作者精诚合作，共同为这一21世纪人类光明

路径做出应有的贡献。 

IBI董事暨上届科学委员会主席、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Saran Sohi博士（因旅行计划由

其学生代为讲演）在会上发表了生物质炭系统研究报告，他们从生物质炭的土壤作用原理，

论证了生物质炭产品功能将受原料、工艺及土壤条件的三位一体的制约，由生物质废弃物设

计生产生物质炭需要协调处理收集存储、炭化技术和土壤应用等多种因素的限制，推广生物

质炭生产及市场应用需要集成科学技术、工程技术和原料及市场的组织和协同，生物质炭系

统研究包括由生物质科技出发的基础研究和炭化与生物质炭性能的应用研究，生物质 炭系统

观点提出基于农业废弃物可给性、可收集性和可应用性发展适用生产系统和市场推广机制，

生物质科技研究已经雄辩地证明生物质产业如何在面对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和污染、化肥利



用率降低以及农村能源短缺等多种并存的挑战中成为独树一帜的绿色技术，当前急需的是全

球社会如何从政策、社会联动以及新型利益分享型市场机制创造快速推进这一新产业的氛围

和条件。这一报告充分展现了生物质科技与产业化结合的全球吁求。 

IBI董事局董事、美国Iowa大学生物经济研究所所长Robert Brown教授和另1名IBI董事、

英国壳牌研究所的David Wayne博士做了“农业在减碳战略中的巨大作用”报告，他们先比

较了地质消碳技术（碳捕获和固定），风、光和潮汐等可再生能源减碳技术对于减碳和对于

生态系统的贡献，论证了农业减碳对于人类和全球系统的 “正能量”贡献，其核心贡献来

自土壤对有机碳的固定，即土壤 “增碳减排”的巨大作用。他们提出种植生物质能源作物

理论上是碳中和技术，但生物质炭化并应用于土壤可使农业走向负碳。因此，将生物质能源

与生物质联产能帮助实现这种负碳的“初心”。其关键是发展生物质能源碳捕获与固定

（BECCS）技术，其基本路径有2条：一是生物质气化，对合成气要么燃烧发电，要么进行催

化燃料合成用于运输车辆，其份额较低的炭灰储存与土壤或地层中；另一条路径是热解炭化，

合成气进行蒸汽发电，或催化合成后用于运输车辆，而大量的生物质炭用于改良土壤，而存

储碳库。他们进一步分析这种技术的优越性，生物质炭具有生态系统效益，热解或气化可因

地制宜地生产能源，并且与大型生物直燃发电项目不同的是这种技术适用于分布式产业格局。

他们相信，基于生物质热解的这种生物质能源碳捕获与固定负碳技术除了提供运输车辆用油

或燃烧发电外，生产的生物质炭可大量用于改造地球上退化着的土壤，技术可能改造农业生

产的功能。这一报告展现了下一代生物质绿色工程技术的方向。与此呼应的，IBI董事、美

国民间研究机构Ithaka低碳智慧研究所的Kathleen Draper介绍了热解炭化在城镇和生活固

体废弃物处理中的突出优势，强调只有炭化和生物质炭生产是既低碳又绿色的技术，与混凝

土封存、硅化、沥青化和微燃料电池等处理和资源化技术相比，在减量、脱毒（钝化重金属

和去除药残等）、增值和增效(收益)上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她呼吁城市生活废弃物（例如日

用垃圾、轮胎、油墨、废旧家居物品等）更多地采用热解炭化技术，可以生产炭黑用于干燥、

净化空气，甚至封存于地层。 

IBI创始人之一、南京农业大学访问教授、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大学Stephen Joseph博

士作了“如何推进生物质炭商品化应用”的报告，他从全球各地的生物质炭及炭基肥试验结

果（特别是在南京农业大学进行的试验）综述出发，论证了生物质炭基肥料及生物质炭的农

业和牧业的增产增效作用，肯定了炭基肥农业应用和动物饲喂可以成为生物质炭商品化应用

的两大领域，特别是动物饲喂低剂量生物质炭，其厩肥施用于草地还可以快速提高草地肥力，

在不施用化肥下促进牧草增产优质，显得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农牧结合的生态系统技术。其报



告还展示了生物质炭改性材料在炭基肥生产应用中的潜力。IBI董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

球生物质炭示范培训项目首席科学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第一产业部研究员Annette 

Cowie介绍了生物质炭在澳大利亚的发展以及联合国生物质项目的进展，强调了国际社会采

取行动，将生物质带入为人类创造良好土壤、回馈农业和稳定气候的全球行动中。 

IBI董事、美国生物质炭协会主席Tom Miles先生介绍了生物质炭协会2016年会，分析展

示了关注和从事生物质炭发展的群体出现了需求机构和利益多元化、生产和应用企业多元化

以及产品多元化的趋势，生产和应用生物质炭的企业已经达30多家，当年市场销售额已达

12000多吨，价格从每吨450美元到3000美元不等（平均余额1800美元），应用出现了以园艺

和园林为主、环境修复、土壤培肥和园林养护相长的良好态势，用于家用或废水处理的销售

日益增多。动物废弃物处理和园林废弃物处理成为生物质炭化的新宠。这引起了参会的中外

企业代表所关注和讨论。美国生态村计划专家Albert Bates先生集中于生物质炭项目发展与

社会服务做了报告。从少数人影响多数人的社会学理论出发，论证了如何教育和培训引导农

村少数精英采取行动，将生物质炭化、生物质炭产品应用于乡村环境改造、农田修复培肥和

改善动物饲养。从几个国际案例展现了将生物质炭纳入生态村建设的前景，废弃物收集处理、

炭化和能源供应、生物质炭环境和土壤管理、废水和废弃物治理等融合于生态村规划。 

20日的自由交流报告共13个，6个报告来自捷克、孟加拉、泰国、肯尼亚和美国等国外

代表，7个报告来自南京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以及北京北方永邦科技等国内代表。这些

报告的内容涵盖生物质热解与能源化技术和应用、农业废弃物资源现状与利用问题、东南亚

国家农民处理秸秆与小型化热解技术应用问题，以及 生物质农业应用特别是炭基肥应用的效

果及机理问题等。代表们对这些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尤其对于秸秆资源化循环处理技术

与生物质炭化的交流十分活跃，对于存在的机制性和政策性问题、技术的实用性与发展技术

的可运行性的瓶颈问题有了深入探讨，提问热烈而活跃，呈现各抒己见、求同存异、百家争

鸣的学术氛围。这些讨论的焦点问题包括：1，当前生物质炭研究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一

些研究缺少与原料可给性、收集可行性和生产经济性的关联，未能解决实际问题；生物质科

技与工程的结合是生物质炭产业化的必然要求，只有通过产学研的有效合作才能走向生物质

炭系统开发和应用。生物质科技在接地气上，需要紧密结合农业、土壤、农民和政府的实际

需求，结合自然和经济条件，打通原料到终端应用的全链式技术体系和技术服务；2，生物

质炭的应用条件与市场潜力：这些报告反映出，秸秆等废弃物问题在东南亚、非洲也越来越

突出，传统还田和肥料化、饲料化越来越受到限制，资源化循环需要寻找新的出路。而土壤

的退化和肥料效益的降低更提出了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实际需求，因此，废弃物循环出路必需



与土壤提升和农业绿色相结合，生物质炭化与生物质炭农业应用当具有极大的竞争力，发展

潜力空间不可限量；3，生物质炭适用性生产系统；由于国家间、地区间农村社会经济条件

差异和交通、技术可达性的限制，其循环服务农业的路径因地而异。这在东南亚国家，例如

泰国、菲律宾和孟加拉以及撒哈拉非洲显得十分突出，生物质炭化并应用与农业的技术及其

组织系统需要适合农户规模和农民的可操作性，小型化、移动式秸秆收集处理，分布式的低

能耗与低投入炭化生产系统的开发是这些地区的优先发展路径。东盟国家代表特别是泰国、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和孟加拉等南亚国家代表热议农民自主生产系统，特别是便捷

型小型可移动生产系统在农村地区的实用性，提出国际生物质炭科技关注亚洲和非洲落后地

区生物质炭的生产和农民参与，这也是美国、法国和欧洲代表与亚非国家代表广泛交流和探

讨合作的热点。 

三、中国-东盟生物质炭可持续农业应用技术国际培训 

中国-东盟（10+1）生物质炭可持续农业应用技术国际培训与本次会议嵌套进行。国际

会议的报告也同时是培训班的生物质可持续农业的科学培训。国际会议后进行了为时4天（10

月21日开始到10月24日）的技术培训。技术培训包括专家的生物质炭生产与应用技术专业培

训（1.5天）、生物质炭化技术及装备介绍与工程培训（22日下午半天）以及生物质炭生产及

应用的现场（23日全天）和田间观摩（19日下午与国际会议结合）。参加培训的国外学员26

人（分别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印尼、缅甸、孟加拉、斯里兰卡以及埃及、埃塞

俄比亚、卢旺达、肯尼亚等非洲国家以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东南亚的农村志愿

者和捷克研究者）。包括复旦大学在内的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近20名学员以及潘根兴教授

课题组2名捷克访问学者也参加了培训。培训会由南京农业大学潘根兴教授主持，美国加州

大学的David Crowley教授、南京农业大学生物质炭绿色工程技术中心的李恋卿教授、刘晓

雨博士、卞荣军博士以及中国生物质产业代表性企业的6名工程师担任培训教员。培训结束

时，潘根兴教授为培训班学员颁发了培训证书。 

美国加州大学David Crowley教授首先作了生物质炭微生物作用机理与炭基微生物肥开

发的培训报告，展现了秸秆生物质作为孔性介质对外加微生物的生境支持的良好效果，可以

通过接种开发应用特定菌落的炭基微生物肥料，例如溶磷微生物炭基肥、溶钾炭基微生物肥

以及设施栽培抗连作障碍微生物炭基肥等。潘根兴教授从秸秆生物质炭技术的发展及产品创

新经历，全面阐述了由生物质热解衍生的生物质产业技术的成长，介绍了中国生物质炭的农

业应用技术发展，特别是生物质炭基复合肥研发与产业化推广、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及产品、



盐碱土改良恢复以及绿色安全农产品生产等生物质炭规模性产业应用技术，用丰富而详实的

资料展示了这些技术对环境治理、土地修复、固碳减排和农业减肥增效的收效，展现了生物

质科技的发展前景。李恋卿教授就生物质炭肥料及其性质与功能以及使用方法和效果，并结

合本年度跨地域联合试验用详实的数据论证了炭基肥的缓效而减肥、增产而增效的良好效果，

向学员们展现了炭基肥的大规模应用的市场价值。刘晓雨博士和卞荣军博士等专家分别就生

物质炭野外试验及土壤效应、生物质炭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及田间示范进行了专题讲演。 

培训班还专门聘请了中国生物质产业代表性企业工程师和经营专家为学员们授课。这些

专家包括安徽天焱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刘勇先生介绍大型热解气化合成气发电与生物质炭

联产技术及每小时3吨级秸秆气化连续式转窑系统；北京北方永邦科技有限公司张庆强先生

介绍了该公司自主研发运行的生物质炭化燃料炭、材料炭生产系统及在马拉西亚的企业运行

情况；张家港天源机械有限公司赵达斌先生介绍了秸秆热解制炭塔式炭化机及林木整体炭化

炉窑技术，可应用于热带椰壳等废弃物炭化；江苏碧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介绍了养殖业废弃

物炭化装备开发情况及相关生物质炭的应用探索；江苏华电环保机械有限公司的朱延军先生

介绍了该公司长期以来对秸秆和污泥等生物质炭化技术和装备的研发进程，特别是小型低能

耗秸秆颗粒成型机的开发，该机体积小、能耗低、稳定性高，适合乡村地区农民就地处理秸

秆原料制成秸秆燃料颗粒与生物质加工工业化颗粒原料，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关注。 

本次培训从学员的需求出发，将课堂专家培训与案例考察和农业实践观摩相结合，特别

安排代表和学员们分别赴位于南京市六合区的南京农业大学生物质绿色工程技术六合示范

基地（简称六合基地）和位于浙江金华市的废弃物生物质炭化装备研发试验基地（简称金华

基地）实地观摩。该基地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质炭与土壤可持续管理”示范基地，也是

“生物质炭绿色农业”国家外专局引进国外智力示范单位，南京市秸秆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该基地始建于2013年，从秸秆生物质科技发展为生物质产业科技基地，三聚-南京农业大学

生物质绿色工程技术中心建于此基地，国际生物质炭协会(IBI)亚洲中心也挂靠该基地。在该

基地，代表们现场观摩了大规模连续式秸秆生物质炭化转窑系统，这个系统是南京农业大学

与江苏华瑞、南京勤丰秸秆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发，是采用秸秆颗粒的第二代生物质低温热

裂解炭化卧式旋转窑技术，生产优质秸秆生物质炭，并能分离利用木醋液和合成气。目前的

秸秆颗粒炭化处理产能是每小时3吨，经过工程化和标准化开发整合，已经成为三聚农业生

物质产业的核心装备。勤丰公司总经理李明亮先生和李恋卿教授介绍了生物质炭生产设备及

炭化工艺情况，并就设备的一些运行参数及生物质炭性质与应用与各位专家、学员进行了交

流。学员们还观摩了南京农业大学与江苏华电联合研制的移动式小型炭化机，其运行原理及



在科研和生物质炭产品开发上的应用。在基地的会议室，展示了南京农业大学生物质炭绿色

农业中心自2009年来试验研发的各种废弃物生物质炭、生物质炭基肥及生物质炭液体有机肥

以及生物质炭环境新材料等一系列产品及实物，代表们饶有兴趣地询问炭基肥的养分情况、

成本效益情况以及农民使用反响等。代表们还专程到位于六合区冶山镇石柱林村的生物质炭

田间试验示范基地水稻田参观，对生物质炭土壤改良和生物质炭基肥农业应用实效留下了深

刻印象，更对南京市政府和六合区政府都生物质科技的大力支持和扶持大为钦佩和赞赏。 

在东道主的安排下，培训班全体学院乘高铁专程赴位于浙江金华市金东区的固体废弃物

处理与生物质炭化技术研发及设备创新示范基地观摩，受到金华市科技局、金东区科技局和

浙江金锅锅炉有限公司（简称金锅公司）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南京农业大学自2014年始，

与金锅公司进行战略合作，联合开展对养殖业废弃物、城镇生活废弃物和废水污泥热解炭化

和生物质炭生产的攻关，是东道主承担的联合国全球生物质炭土壤管理项目的炭化机示范基

地。金华市科技局主管领导简短介绍了金华市概况，阐述了金华注重环保、绿色发展的理念，

提出生物质循环处理技术及装备是当前金华市产业转型和新产业培育的前沿和主导方向。金

锅公司总经理吕厚明先生在致辞中，介绍了该公司从生物质锅炉研发生产开始对生物质循环

处理及炭化技术的不断探索历程，更展望了公司通过产学研合作寻求共赢发展、共谋绿色发

展大业的长远规划。该公司生物质技术首席工程师李文建先生向代表们讲演了污泥、猪粪和

秸秆等生物质炭化技术及相应的设备研发情况，介绍了含水量高的生物质废弃物处理与热解

炭化的关键技术攻关，探索的干化-炭化一体、高热值生物质与低热值生物质联合炭化的解

决方案，开发的循环直热式富水生物质干化热解转窑系统，并说明了这种设备炭化生产的生

物质炭的良好性质，通过图片和数据充分展示了其技术和设备生产的生物质炭在农业环保上

的应用潜力。该公司与东道主联合研发的炭化-锅炉一体机是专门针对农场、园艺场等业主

型连续式热解系统，产能为每小时500kg秸秆等生物质风干料（含水量<25%）, 生产生物质

炭150-170kg, 产65℃热水1天可供80人洗澡，适用于北方地区就地供热。代表们实时现场考

察了公司开发的这些装备技术的对污泥、稻壳的炭化运行情况和当场产出的生物质炭的品性。

代表们当场讨论热烈，提问踊跃，对这些装备技术的实用性和条件要求进行了细致的交流。

最后，代表们愉快地与金华市科技领导和公司研发人员合影留念。 

四. 会议的收效与成果 

1. 进一步树立了中国在生物质产业科技领域的国际优势 

本次会议间，国际生物质炭协会董事局会议、生物质炭农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及中

国东盟（10+1）生物质炭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及应用培训班前后嵌套召开。潘根兴教授在IBI



董事局会议上做了“Biomass Green Technology for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学术报告，系统阐述了生物质科技的背景及产业发展前景，全面介绍了南京农业大学在此领

域近10年的耕耘，从生物质炭科技进军农业生物质科技及其产业发展服务，介绍了多模式产

学研结合联合攻关、共赢发展的合作机制，展望了生物质科技对于中国废弃物资源化循环、

土壤和环境管理、乡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以及农业低碳减排的巨大潜力，同时也向社会和政府

提出了跨行业（农业、环境、能源）联合、跨学科（土壤与肥料、材料与工程）融合、跨业

界（科技与工程、农业与工业、市场与金融等）整合的产业发展新要求。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三聚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环境保护领域上市企业，

与东道主合作建设农业生物质绿色工程技术中心，公司代表张少明先生向国际专家报告介绍

了公司秸秆生物质综合循环利用项目产业布局与发展规划，并用2016年度开展的新型炭基肥

研发与示范的进展和成果展望了秸秆生物质规模利用与生物质炭生产应用对于中国农业的

巨大优势和产业前景，南京农业大学的生物质科技已经全面支撑三聚公司的生物质炭产业，

必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生物质废弃物处理及绿色农业推广应用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与会国

际专家高兴地看到，三聚公司已经是当前全球最大规模和最先进的生物质炭生产和应用商，

引领了中国乃至全球的生物质炭的产业化快速发展，一致认为三聚正在实践的生物质炭-生

物质炭能源-生物质肥料的一体化解决方案与农民-企业联动服务扶贫的产业组织机制值得

全球借鉴。同时，长三角地区10多个企业参会，受邀宣讲其在秸秆处理、生物质炭及生物质

能源生产、生物质炭农业和环境应用技术和产品，琳琅满目，代表们应接不暇，充分展现了

中国政府绿色发展理念下生物质科技及工程技术的领先优势。 

在会前召开的IBI董事局会议一致同意并赞赏IBI中国成立国际生物质炭协会亚洲中心

（IBI Asian Center），国际会议开幕式上由IBI主席Lehmann 教授和江苏外专局刘局长共同揭

牌启动建设。该中心将挂靠三聚-南农农业生物质绿色工程技术中心。该中心在承担IBI部分

管理职责外，将负责推进亚洲地区生物质科学技术发展、生物质炭绿色农业技术推广及应用、

生物质炭生产及社会服务发展等事宜，并在中国东盟交流基础上筹备建设亚洲生物质协会

（ABI）。与此同时，IBI董事局十分高兴地接纳三聚企业代表加入新成立的IBI生物质炭产业

委员会。IBI董事局成员还高兴地受聘为南京农业大学生物质绿色工程技术中心的国际顾问，

丁艳锋副校长为各位专家颁发了聘书。 

2. 深入探讨了生物质产业科技的发展趋势与科技攻关焦点 

     通过IBI董事局会议与本次会议的衔接，首次能够集聚了一批国际活跃于生物质领域高

端科学家出席大会主题报告会。这些主题报告和自由交流报告深入分析了农业生物质废弃物



处理与生物质炭生产及应用的潜力，服务于气候变化应对、全球土壤可持续利用、绿色农业

和环境污染治理，由废弃物安全循环处理到生物质炭-生物质能源联合生产的技术路线具有

强大的生命力。特别地，秸秆规模化利用与生物质炭-生物质能源耦合联产代表了生物质炭

产业的高端发展趋势，炭基肥料生产与应用体现了生物质炭服务于废弃物治理、土壤培肥和

绿色农业的市场优势和社会价值。对于全球面临的土地退化风险来说，生物质炭化及其产品

的农业应用提供了绿色发展的新机遇，也展现了在修复退化土地、提升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市

场前景，规模化生物质利用与生物质炭生产应用将日益呈现成为生物质废弃物处理、农村能

源和农业肥料的朝阳产业。在炭化技术开始显现在危险废物处理、垃圾处理及食品加工废弃

物处理上，废弃物炭化能源利用和生物质炭土壤和地层封存更有竞争优势；生物质炭已经呈

现在环境修复、园林园艺、废水处理、乡村建设、以及工程保护等多行业应用，市场价值日

益提升；近期的技术及应用的重点发展方向是分类碳化与分布式生产技术、生物质炭与生物

质能源和生物质肥料的一体化工程技术和土壤和环境治理应用技术，生物质合成气的催化转

化和生物质油的深度加工利用将是生物质科技的前沿和热点，而产学研深度合作是生物质炭

服务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据IBI最近预测，本世纪末生物质炭生产应用的全球规

模将达每年10亿吨。为此，IBI将致力于科技、教育、信息及智力的全球合作和服务。 

与会代表深深感到，一个集成原料处理、炭化工艺、设备及工程化系统以及生产-市场

机制的分布式生物质产业技术体系已现雏形，生物质产业科技与工程及市场的紧密结合将为

全球社会整合解决废弃物-土地退化-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找到一个可行路径，并为帮助乡村建

设和农民脱贫提供新的产业机遇。目前急需整合生物质科技的研究、技术开发、产品应用、

市场运作，深化农民-企业-政府-社会的联动参与机制，全面推进各类生物质废弃物的生物质

炭生产及绿色农业应用，并对科技研究发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社会服务等提出了新的

要求，也是农业科学、环境学科、管理科学和乡村发展科学交叉融合、协同发展的新机遇。 

3.  初步构建了中国东盟生物质炭可持续农业交流合作平台，国际合作新需求 

本次会议注册东盟代表35人，受10月份多次强台风影响，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多位代

表最终未能出席。出席会议的东盟及亚洲国家代表仍达较大规模。与会过程中，中国和国际

代表交流活跃而友好、讨论开放而坦诚。财政部一带一路计划资助的中国东盟农业交流合作

项目，任务之一是主导构建中国东盟生物质炭合作交流网络。国际生物质炭协会审议同意成

立IBI亚洲中心（IBI Asian Center），并已在国际会议开幕式上由IBI主席Lehmann 教授和江

苏外专局刘局长共同揭牌启动建设。潘根兴教授在21日的会议报告中汇报了IBI审议通过的

中心任务，包括发展生物质炭领域亚洲会员，推动生物质合作交流区域网络, 组织相关交流



活动。随之提出在参会代表基础上构成中国东盟区域生物质交流合作网，得到了国内外代表

的热烈响应，孟加拉、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代表提出是否可以扩大到亚洲范围，至少是

南亚、西亚范围，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代表迅即表示欢迎，并提议再协商日本、韩国、

印度和缅甸等国参与。在10月30日接待南京农业大学与美国Michigan州立大学共建Asian 

Hub的泰国、缅甸等国学者时，这一计划也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和支持，表示十分愿意加入

即将建设的亚洲生物质炭协会。我们计划近期向主要是东盟国家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生物质

炭领域的人士发出入会征询函，并拟利用追加经费适时再次召开中国东盟生物质炭交流合作

第二次会议，正式推出亚洲中心为主导的亚洲生物质炭协会（ABI）。 

     通过本次会议的交流讨论和培训的技术展示观摩，学员们对中国生物质炭产业化技术

发展以及生物质炭相关产品的研发与农业应用留下来深刻印象，对中国政府绿色发展理念下

废弃物治理与生物质炭产业的蓬勃发展十分钦佩，尤其是产学研结合下产业技术及工程化发

展赞不绝口。培训班上学员们了解到中国在秸秆和固体废弃物处理与炭化领域的先进技术和

工程装备，也分享到项目运作与企业经营的理念和经验。代表们感到，生物质资源化与热解

炭化农业应用上需要更加紧密和务实的国际合作。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泰国希望中国提供人

才、技术和资金支持，帮助当地发展秸秆等生物质炭化绿色农业技术，为当地农业可持续发

展提供支撑。特别是IBI董事、大自然保护国际主席Guy Reynaud先生多次强调，非洲缺少生

物质科技，需要国际合作教育、培训当地农民，并创造条件扶持其利用废弃物生产生物质炭

帮助他们改良土壤，抵御土壤退化。Guy Reynaud与潘根兴教授草拟了合作备忘录，提出加

强与南京农业大学的合作，建议双方在非洲成立联合研究中心，从事在非洲发展生物质炭的

农业技术培训和技术推广，帮助非洲国家农民减贫解困。 

总之，本次会议学术交流内容丰富、讲演精彩、高屋建瓴，必将引领当前生物质炭可

持续农业的产业发展；培训班采用课堂讲学、产品展示、野外考察、基地观摩以及学员互动

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学用结合、灵活生动，深受代表们欢迎和肯定。会议和培训全程在开放

而友好、紧张而宽松的气氛中进行，营造了中国东盟及与亚非国家代表的合作机制，推进了

生物质炭可持续农业领域的国际发展。 

 

附图：会议相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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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左：国际生物质炭协会亚洲中心由IBI主席Lehmann 教授和江苏外专局刘局长揭牌成

立. 右：Lehmann 教授在开幕式做”生物质炭土壤效应”报告. 

图 2. “生物质炭农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开幕式 
图3 培训班学员在浙江金锅锅炉有限公司现场考察，李文建工程师宣讲该公司与南京农业大

学联合研发固体废弃物生物质循环热解处理装备情况。 
图 4 国际会议代表们现场观摩三聚-南京农业大学生物质工程中心六合基地。左：年产 3 万

吨生物质炭的大规模秸秆热解炭化转窑生产线系统；右：中心研发的各类生物质炭产品. 
 
 
 
 
 

图 5 左：李恋卿教授和研究生向代表们讲解热解生物质炭性质. 右：刘晓雨博士向代表们

介绍联合国生物质炭土壤可持续管理项目六合野外试验基地情况。 



 
 
 

 

 

 

 

图 6 参加培训的东盟和部分国外学员结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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