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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咸阳市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现状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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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战略袁是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行动目标和任务遥 咸阳市森林覆盖面积广泛袁生物
质资源丰富袁为咸阳市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打下了坚实的资源基础遥 本文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梳理了咸阳市生物质能产
业发展现状袁分析了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袁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议袁以期为促进咸阳市生物质能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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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Biomass Energy Industry in Xianyang C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LI Xinyue
(Shaanxi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llege, Xianyang Shaanxi 712000)
Abstract As a national strategy,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he goal and task of realiz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Xianyang has a large area of forest coverage and abundant biomass resources, which has laid a solid resourc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omass energy industry in Xianyang. Combined with relevant documents,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biomass energy industry in Xianyang City, analyzed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iomass energy industry in Xianya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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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大

陕西作为全国农业大省尧林业大省尧畜牧业大省袁

战略构想袁是解决我国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重大举措袁

具备发展生物质能源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遥 陕西省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是党的十九

委尧省政府曾经印发了叶陕西省生物质能开发利用规

[1]

大确立的新时期野三农冶工作的总抓手袁而推进现代农
业产业化发展袁则是乡村振兴的根本路径 遥 农业产业
[2]

化使得以农业为基准的各样产业相继发展遥

划渊2007要2020冤曳袁着力把生物质能产业推向市场遥 咸
阳市作为第 2 位稳居陕西省农业粮尧果尧畜尧菜四大支
柱产业袁生物质能资源的丰富多样袁使其具备了自己独

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保障袁能源在利

特的资源和秸秆利用技术袁在产业的野五化冶模式中袁

用量不断增加的同时袁早已悄然发展袁实现从煤炭时

也逐渐形成以咸阳市本土为市场的产业链遥 本文通过

代到油气时代的巨大转变袁由于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

对咸阳市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现状的调研袁分析了产业

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减少袁人类不得不考虑用太阳能尧

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机遇袁有针对性地提

风能尧生物质能和潮汐能等可再生资源取代不可再生

出了对策袁以期为相关产业提供参考遥

资源遥 生物质能作为重要的可再生能源袁是居于世界

1 咸阳市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现状

能源消费总量第 4 位的能源袁具有绿色低碳清洁尧可

再生等特点遥 全球每年再生的生物质能总量是目前生
物能源消耗总量的 10 倍袁但目前只利用了其中的约
1%遥 随着社会发展以及自然环境的恶化袁生物质能源
发展成为时代的标志遥

基金项目 2020 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成果遥
收稿日期 20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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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生物质能资源
咸阳市地处暖温带袁属大陆性季风气候袁四季冷热
干湿分明遥 咸阳境内蕴藏着丰富的野生植物和化工原
料植物等袁农林作物尧畜禽种类繁多袁农村的生物质资
源更为丰富遥 咸阳市生物质资源主要有 4 类袁即农作物

秸秆渊33%冤尧林业生产废弃物渊16%冤尧人畜粪便渊50%冤
和生活垃圾渊1%冤遥淤农作物秸秆遥咸阳市主要以玉米尧

李新月院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咸阳市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现状及建议
小麦农作物秸秆为主袁部分地区分布有豆类尧薯类和

油菜等作物秸秆遥 2019 年袁咸阳市玉米种植面积达

11.98 万 hm 袁产量 77.97 万 t袁秸秆数量约 93.65 万 t袁
2

相当于 38 万 t 标准煤遥 于林业生产废弃物遥 林木生物

饲 3 种方式袁从事饲料利用的企业主要有 2 家遥利用畜

牧养殖粪便进行好氧发酵尧厌氧发酵得到堆肥和沼肥遥
五是秸秆基料化利用遥 秸秆基料化利用主要是菌肥联
产袁包括用作食用菌基料尧育苗和草坪基料等方式遥 在

质资源指薪柴资源和林木加工剩余物袁主要包括森林

混配发酵时加入食用菌菌包进行好氧发酵袁最后形成

采伐木和木材加工的剩余物袁薪炭林尧用材林袁或育林

企业产品中的菌棒等基料遥

剪枝尧路旁的剪枝等遥咸阳市森林覆盖率为 35.95%袁森
林覆盖面积 3 430.92 km 袁加上木材采伐和木材加工
2

剩余物袁全市林木生物质资源量每年可达到 100 万 t

2 咸阳市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生物质能源来源和形式单一
咸阳市面积广袁森林覆盖面积大袁生物质能源丰

左右袁相当于 50 万 t 标准煤遥盂人畜粪便遥人畜粪便作

富袁但对于资源的利用仍处于秸秆阶段袁对于林业加工

也达到最高值遥 咸阳市总人口为 459.52 万人袁乡村人

着国家政策的大力实施袁咸阳大量秸秆处理方式是还

为咸阳市占比最高的生物质能资源袁其本身可使用量

口 259 万人袁人口粪便资源量可达到 7.77 万 t袁回收利

剩余物尧人畜粪便和生活垃圾资源利用稍显不足遥 随
田袁当前企业所用生物质资源大多来源于果农育林剪

用后相当于 3 万 t 标准煤袁全市年畜禽粪便资源量为

枝袁使其原料单一遥 农村生物质能源丰富袁对于秸秆原

278.38 万 t袁相当于 129.85 万 t 标准煤遥 实际利用却大

集尧运输和加工袁二是农户自行进行秸秆的收集遥 虽然

551.16 万 t袁可开发量达到 463.98 万 t袁可利用量达到
部分集中在农作物秸秆尧林业生产废弃物 2 种生物质

能资源遥 榆生活垃圾遥 全市城镇生活垃圾资源利用占

比 1%袁从国家垃圾统计数量来看袁在国家进行垃圾分
类后除去可循环利用垃圾以及有害垃圾等袁可提供生

物质能利用资源只有 78.84 万 t遥
1.2 生物质能利用

咸阳市现今生物质能源的利用主要为基本技术

料的获取主要有 2 个方面院一是企业组织果农进行收

秸秆可通过机械收集袁但从事秸秆收储运生产的市场
主体少袁收储运体系结构不完善袁一家一户的农业组织

模式比重依然较大袁这也制约了秸秆的规模化利用[3]遥
2.2 资源利用技术不足

目前袁咸阳市生物质能源的发展主要为野五化冶利

用模式袁而在 10 家企业中大多采用厌氧发酵尧热解气
化形成固体颗粒燃料和肥料等秸秆利用技术遥 生物质

的开发袁通过利用秸秆进行野五化冶开发产品袁在原有

存在种类复杂多样尧分布分散等先天野劣势冶袁在开发

产品的处理上重新进行传统产品的培养和运行遥 一是

生物质能源时较化石燃料复杂袁如污泥和工业废水袁除

秸秆燃料化利用遥 秸秆燃料化利用主要以成型燃料为

了采用燃烧技术和物化转化技术袁还要采用生物转化

主遥 秸秆经粉碎和挤压成型后袁通过厌氧发酵和热解
气化可生产固体燃料尧肥料和沼气等袁目前咸阳市从

业秸秆燃料化利用模式的企业主要有 3 家袁其中颗粒

燃料便于运输和锅炉自动上料袁一般用于户用炉具更
为合适袁秸秆成型燃料在农村炊事和供暖中得到了较

广泛的应用遥现阶段咸阳秸秆固化成型尧炭化和直燃发
电产业发展较快遥 二是秸秆肥料化利用遥 秸秆肥料化

技术袁因而需要对一些特殊转化技术进行深入研究[4]遥
生物质能源中微生物快速腐熟技术尧经济可行的秸秆
沼气化技术尧秸秆高效生产饲料技术和经济适用的秸

秆打捆机械等高效技术和技术人员严重缺乏 [3]袁继而
现有热解气化技术产业化持续发展还有待关键技术

突破[5]遥

2.3 产品接受度小及缺乏多样性

是指将收获后的农作物秸秆覆盖在大田作物上让其

由于技术开发上存在弊端袁咸阳市现存生物质能

自然腐烂袁或者将秸秆粉碎后进行堆肥和生产商品有

企业大部分集中于肥料的开发袁通过在以前复合肥的

机肥袁 主要包括机械直接还田和制造有机肥 2 种方

基础上减少重金属袁利用生物质本身的能源混合有机

秆收割粉碎后还田主要是快腐还田尧深翻还田尧旋耕

的市场接受度很小遥 就农民而言袁肥料能否实现高产

式袁如今利用此模式进行生产的主要有 2 家企业遥 秸

质或微量元素作为有机肥料袁但发现农村对于有机肥

还田和覆盖还田等 4 种不同方式袁不同利用方式在时

是关键袁对于是否绿色环保并不关心遥 市场现有有机

间和效率上有较大差别遥 三是秸秆原料化利用遥 秸秆

肥料所添加微量元素基本相同袁未根据作物所需元素

原料化利用主要包括板材加工尧造纸和制化工醇等方

研发新型肥料袁导致有机肥料使用对象单一遥

式遥 四是秸秆饲料化利用遥 秸秆饲料化能增加秸秆饲

3 建议

料的营养价值袁提高秸秆转化率袁是发展节粮型畜牧

3.1 充分利用当地生物质能源

业的有效途径袁主要包括青贮氨化尧商品饲料尧直接喂

农作物秸秆还田袁可加强林业加工剩余物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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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袁并且咸阳市生物质能人畜粪便及可使用量占比

50%袁 应建立生物质能资源发展基地和生物质能源市

场的产业链袁为生物质能产业发展提供资源补给 遥 在
[6]

资源利用上进行南北侧重袁南部县渊市冤重点推广畜要

沼要菜尧畜要沼要粮尧有机肥加工尧粮改 饲养畜等模
式袁北部县渊市冤大力发展生物质发电尧沼气等模式袁有
力地促进了生物质生态循环尧互利双赢遥
3.2 完善和引进新技术
近年来袁 我国生物质能源的利用开发得到发展袁
但并未完全掌握生物质能的高效利用技术袁 而在欧
洲尧美国等发达地区和国家袁规模化开发利用生物质
能发电尧生物液体燃料尧沼气和生物质成型燃料已经

具有成熟的技术体系[7]遥为了加快发展我国生物质能沼
气化尧制取纤维素乙醇等关键应用技术袁有必要积极

组织生物质能相关技术人员与国外成熟企业进行交
渊上接第 225 页冤

流合作袁学习国外技术健全国内技术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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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遥 叶吕氏春秋曳中说院野竭泽而渔袁岂不获得袁而明年无

普及袁土壤栽培仍是主要的生产方式遥 在培肥地力方

渔曰焚薮而田袁岂不获得袁明年无兽冶遥 因此袁保护自然

面袁现代农业应继承传统农学中的培肥方法袁结合现

资源尧促进生态平衡尧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袁传统农学

代先进的土壤监测与配方施肥技术袁建立合理的施肥

思想与现代农业是一致的遥

用肥机制袁实现有机肥和无机肥尧迟效肥和速效肥的
科学利用 遥
[8]

中国传统农学思想是传统农业发展也是现代农
业发展的宝贵经验财富袁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传统农学

4.4 注重生态平衡袁实现设施农业生态系统的协调统

思想有利于从传统农学中汲取经验发展生产袁 实现

一发展

野天尧地尧人尧物冶的协调统一袁保证现代农业生态化尧高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注重光尧热尧水尧气尧土壤肥料

效化绿色发展袁更有利于传承中国传统农耕文化袁以

与农作物之间以及农作物与农作物之间的组合搭配尧

文化产业和农业双重力量助推乡村发展袁助力乡村振

协调统一袁在一定层面上实现了农业生态系统高效运

兴袁建设生态大农业遥

作遥 通过生产实践维持农业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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