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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7 年 9 月 13 日，国家发改委与国际能源局等十五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生物

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案》，规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车用气

纯汽油，并计划到 2020 年在全国实行车用乙醇汽油的全覆盖。2017 年底，天津市和山东

省分别出台地区车用乙醇政策的实施方案，沉寂多时的燃料乙醇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焦

点。 

汽油是原油加工完成后的重要成品油产品，经济效应较高，但汽油本身同原油一样

是多种碳氢物质混合的产物，是炼厂多种中间步骤产品汇合到汽油调和池之后，根据国

家标准和市场需求调节不同组分情况，混合调配才成为千家万户在加油站购到的成品汽

油。而车用乙醇汽油是指的在传统车用汽油的基础上加入车用乙醇调和组分，大致比例

为 10%，主要成分为体积浓度达到 99.5%以上的无水燃料乙醇。燃料乙醇是清洁的高辛

烷值燃料，其优点是辛烷值高、抗爆性能好，可以减少矿物燃料对大气的污染。但如此

大比例的添加势必会影响汽油的其他指标以及原有汽油调和组分的配比组成。最直接的

影响便是由于车用乙醇汽油含氧量的增高，直接导致 MTBE 等此前常用的高辛烷值添加

剂无法使用。此外，由于目前我国主要还是通过玉米等粮食作物来生产燃料乙醇，市场

对于，从田间的玉米到炼油厂调和的乙醇如何传导，以及全面推广车用乙醇汽油对于玉

米等粮食作物的需求量将会产生何种影响也较为关注。 

本文我们将从什么是车用乙醇汽油入手，通过回顾梳理国家关于乙醇汽油的相关政

策，对比不同燃料乙醇生产方案的异同，分析燃料乙醇从生产、配送最后到销售的不同

环节，以及大规模添加燃料乙醇对我国炼化工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影响，展望 2020 年底车

用燃料乙醇全方面推广后，汽油市场面临哪些调整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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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乙醇汽油 

汽油是一种复杂的碳氢混合物，是原油加工产业链上的重要产品，具有较高的经济性。但

通常情况下，炼厂的一次常减压工艺以及以催化裂化为首的二次加工工艺产生的汽油组分

很难达到成品汽油的标准要求，这就需要炼厂将不同加工步骤出产的汽油组分汇总至汽油

调和池(Gasoline Blending Pool)，并加入相应的高辛烷值添加剂进一步调和来达到符合成品

油标准的要求。 

车用乙醇汽油是将燃料乙醇以一定比例（10%体积比例）添加到传统汽油中，可以有效减

少汽车尾气中的碳排放、细颗粒物排放以及其他有害物质的污染。汽油标号前加字母 E 以

与普通传统汽油相区分，如普通汽油 93#，乙醇汽油 93 号标注为 E93#,国际上通常用 E10，

标识 10%含量乙醇的乙醇汽油，E20，E85 等分别标识 20%85%乙醇含量的乙醇汽油。总体

来看，全面推广后，燃料乙醇将成为汽油调和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积占比高达 10%。 

 

图表 1 汽油调和池  图表 2 乙醇汽油生产方式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华泰期货研究院 

 

 

乙醇汽油政策——2020 年全面推广 

乙醇汽油整体来看属于政策驱动型行业，国家与地方关于乙醇汽油的各类相关政策对于整

个行业变化有着重大影响。2001 年开始，我国开始燃料乙醇的试点及推广工作。图表 3 是

近年来关于燃料乙醇相关政策的梳理。随着政府推进力度的加大，燃料乙醇的市场化进程

也明显加快。截至 2015 年，推广使用燃料乙醇的省份已扩大到了 11 个，而我国也成为世

界上继巴西、美国之后第三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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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整体环保监管不断加强，同时汽油油品升级提速的背景下，国家出台了对燃料乙醇

汽油重大利好的政策。2017 年 9 月 13 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

十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案》，规

划到 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全覆盖地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同年 12 月份，天

津市发布的《天津市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实施方案》，其中要求从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

天津市开始封闭销售车用乙醇汽油。而山东省也在同期发布了《山东省车用乙醇汽油推广

方案》，在此之中要求，济南、枣庄、泰安、济宁、临沂、德州、聊城、菏泽 8 个市在 2017

年全面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青岛、淄博、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莱芜、滨

州 9 市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加入车用乙醇汽油推广使用区域，届时山东全省行政区域

内实现封闭销售、使用车用乙醇汽油。 

关于 2017 年乙醇汽油全面推广的政策，综合石化产业和各家咨询机构的分析，总体来看有

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2020 年全面推广意味着届时市面上将全部为车用乙醇汽油，

不再存在原有的“车用汽油“产品；其次，炼厂不再生产车用汽油产品，届时将全部转化

为生产车用乙醇汽油调和组分；最后，市场上最终产品汽油的地点将从现有的炼油厂转变

为将来的乙醇汽油调和中心。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从中央到地方，2017 年关于

燃料乙醇的推广力度不断加大。根据到 2020 年的中长期目标，明年将会是各类政策细节落

地的关键之年，我们也将会在行业关键政策出台后进行相关的点评与后续影响报告。 

 

 

▪图表 3：燃料乙醇推广政策回顾 

政策推广时间 文件名称 内容要点 

2002 年  《车用乙醇汽油“十五”发展专项规划》 

开展燃料乙醇试点项目：河南省的郑州、

洛阳、南阳及黑龙江省的哈尔滨、肇东等

五城市成为首批试点,地区内禁止销售普

通汽油。 

2004-02 《车用乙醇汽油扩大试点方案》 

把推广乙醇汽油作为国家的一项战略：黑

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安徽五省全省

被列入新的试点范围。此外，湖北省九个

地市、山东省七个地市、江苏省五个地市、

河北省六个地市也成为局部试点城市。 
 

《车用乙醇汽车扩大试点工作实施细则》  

2007 年 《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到 2010 年增加非粮燃料乙醇 200 万

吨，到 2020 年燃料乙醇利用量达 10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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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 《关于调整变性燃料乙醇结算价格的通知》 

以 93#汽油出厂价的 0.911 倍为变性燃

料乙醇生产企业与石油、石化企业的结算

价格。新的变性燃料乙醇结算价格自 

2011 年 3 月 1 日零时起执行，并且还

将免消费税，增值税先征后返 

2015-06 《生物质能源“十三五”规划》  
我国 2020 年生物燃料乙醇年利用量达

到 400 万吨 

2017-09 
《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

汽油的实施方案》 

到 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车用

乙醇汽油，基本实现全覆盖。 

2017-12 天津市和山东省出台地方性实施方案   

数据来源： 公开数据整理 华泰期货研究院 

 

 

乙醇汽油的来源 

目前我国燃料乙醇的主要生产方式有玉米乙醇、纤维质乙醇以及煤制乙醇三类路线，而其

中玉米乙醇和纤维质乙醇属于生物制乙醇不同发展阶段的工艺，可归为生物制乙醇大类。

现阶段生物制乙醇仍是我国燃料乙醇产量的主要来源，生物发酵法制乙醇在我国主要有三

个发展阶段阶段，分别对应三代燃料乙醇产品，即 G1，G1.5 和 G2。 

G1 代产品以玉米，小麦等陈粮为原料，通过生物酶的发酵，由淀粉转化为乙醇，再加以提

纯分离，最终得到可以与汽油掺混的无水燃料乙醇。根据石化缘测算，目前该方法成本在 

4500-5000 元/吨之间。G1.5 代产品则以国家提倡的非粮（木薯）农作物为原料，也是通过

发酵将淀粉转化为乙醇。该工艺路线避免了消耗大量可做人畜粮食的玉米，但目前该方法

原料主要依赖于进口，因此带来了成本不稳定的隐患。以年产 30 万吨木薯乙醇项目为例（总

投资 21.6 亿元，木薯价格 1400 元/吨），经测算其成本在 5300 元/吨左右。G2 代产品主

要是指纤维素制乙醇，更受国家和企业的青睐。纤维素制乙醇在美国属于应用最为普遍的

工艺，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原料易得便宜，但其对生物催化酶的要求较高。而目前我国酶生

产水平较为落后，故成本仍相对偏高，根据石化缘测算，我国使用秸秆生产的燃料乙醇成

本约在 5600 元/吨左右。目前我姑燃料乙醇整体生产水平处于从G1到G1.5代过渡的阶段，

现阶段生产燃料乙醇的主力仍为玉米等粮食制乙醇，但 G2 代的纤维素将会是未来生产燃料

乙醇的主流。 

众所周知我国的一次能源结构呈现“富煤、贫油、少气”的特点，煤化工发展较为深入。

燃料乙醇除上文所述生物路线外，在我国还有煤制乙醇的生产工艺。煤经合成气制乙醇的

工艺路线又可以细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两种。直接法将合成气直接通过生物发酵或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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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得到乙醇，再加以分离得到无水乙醇，工艺可再细分为生物法和贵金属催化法两种（①.

生物法、②.贵金属催化法）。间接法是指以煤制合成气为源头通过甲醇、二甲醚、醋酸、醋

酸酯等中间产物，再通过催化加氢得到乙醇，并最终提纯为无水乙醇的工艺路线（③.二甲

醚路线、④.醋酸路线、⑤.醋酸酯路线）。与生物质燃料乙醇相比，煤制乙醇的成本显著低

于各代生物发酵乙醇，即使考虑生物质乙醇补贴和煤制乙醇 5%消费税以后（生物质乙醇

免消费税），我国煤制乙醇仍然具有成本优势。其中各路线中成本最高的醋酸酯加氢路线也

要比生物质乙醇中成本最低的玉米乙醇便宜近 300 元/吨。此外，考虑未来生物质乙醇补贴

下行、玉米去库存的大趋势，煤制乙醇的成本优势将更为明显。但目前煤制乙醇工艺尚不

成熟，整体产能扩张还存在较大困难，现阶段还主要以生物制乙醇为主要方式，特别是玉

米制乙醇仍是生产燃料乙醇的主流方法。 

 

图表 4 乙醇生产成本（不考虑补贴和消费税）  图表 5 乙醇生产成本（考虑补贴和消费税）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华泰期货研究院 

 

燃料乙醇的产能是否足够 

美国和巴西是全球乙醇汽油推广较为成功的国家，美国和巴西燃料乙醇合计产量约占世界

燃料乙醇产量的 85%。与美国、巴西相比，我国燃料乙醇规模仍偏小，2016 年产量仅为 

260 万吨，占工业消费比例仅为 8%，调和汽油约 2600 万吨，仅占去年全国汽油总消费量

的 20%。中期来看，根据国家能源局于 2016 年 12 月印发《生物质能发展“十三五”规

划》，燃料乙醇的重点发展方向为大力发展纤维乙醇，立足国内自有技术力量，积极引进、

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开展先进生物燃料产业示范项目建设，适度发展木薯等非粮燃

料乙醇，合理利用国内外资源，促进原料多元化供应。由此可见彼时国家层面对于扩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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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乙醇态度仍较为保留。规划中还提出到 2020 年我国燃料乙醇产量规划达到 400 万吨，

相比目前存在 54%的增长空间。（生物燃料为 600 万吨）。 

图表 5 美国、巴西与中国乙醇产量    单位：百万加仑  图表 6 国内汽油表观消费量与产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 美国可再生能源协会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国家统计局 海关总署 华泰期货研究院  

 

但是按照 2017 年 9 月国家最近的乙醇汽油推广计划，规划到 2020 年全面普及乙醇汽油，

按照 10%添加量估算，2016 年中国汽油表观消费量为 11983 万吨，2017 年截至 11 月份，

表观消费量达到 11245 万吨，预计 2020 年我国汽油用量将约为 1.57 亿吨，预计燃料乙醇的

需求量约为 1570 万吨，参考目前 270-300 万吨的消费量，还有 5 倍增长空间。 

但是目前我国燃料乙醇的产能扩大还存在诸多难点。如前文所述燃料乙醇是政策驱动型行

业，国家相关能源与农产品政策的变化对于燃料乙醇行业影响较大。目前我国燃料乙醇为

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其生产及销售按国家专项产业规划发展要求，国家实施的产业政策

核心可以概括为“核准生产、定向流通、封闭运行、有序发展”。所谓核准生产是指燃料乙

醇生产企业需要国家批准，自 2001 年国家批准四家企业以来，陆续批准了中粮广西、中

兴能源、山东龙力等企业；定向流通则是指生产出来的燃料乙醇需要定向销售给中石油和

中石化等生产企业，销售价格为 93 号汽油的 91.1%；而封闭运行则是指燃料乙醇推广区

域限制，目前限于河南、安徽、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湖北、内蒙古、山东、河北、

江苏等省份。 

短期来看，根据现阶段燃料乙醇的生产工艺以及我国粮食现状，2020 年全面推广乙醇汽油

过程中对于燃料乙醇的激增需求仍主要以玉米制乙醇的传统工艺来满足为主。国内玉米库

存持续走高，面临去库存压力。截至 2017 年 7 月末，中国玉米库存量达到 2.6 亿吨，按照

现行生产 3.3吨玉米可生产 1吨乙醇估算，2.6亿吨库存玉米最大可生产 7878万吨燃料乙醇，

若全面推广乙醇汽油，未来三年燃料乙醇累计替代常规汽油 3343 万吨，库存玉米足以支撑

2020 年以前乙醇汽油的发展需求。但中长期来看，玉米库存终将有消化完成的时限，同时

政府补贴农民种粮，粮食剩余造成库存积压，进而用存粮生产燃料乙醇，存在浪费国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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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补贴经费，以及农业生产所需化肥、农业、种子和耕地等大量资源的低效利用。所以纤

维质乙醇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我国每年可利用秸秆和林业废弃物超过 4 亿吨，按 30%的

利用率，可生产燃料乙醇 2000 万吨。纤维质乙醇的发展拥有较大的潜力，需要国家进一步

落实相关产业政策，进而引导燃料乙醇行业良性健康发展。 

但以上还仅仅是燃料乙醇生产环节产能提高的问题。燃料乙醇生产完成后，从进入炼化行

业到出产为成品的车用乙醇汽油前还需要与炼厂的其他汽油组分进行调和。而现阶段，车

用乙醇的调和资质也需要向商务部单独申请，目前山东地炼中仅有东明石化和玉皇化工具

备车用乙醇汽油调和资质，其余地方炼厂企业则暂时没有拿到有关资质。 

关于车用乙醇汽油的销售与配送也同样存在着资质的问题。从目前天津市和山东省公布的

车用乙醇汽油的地方实施方案来看，存在着一紧一松的两种方向。天津市乙醇汽油推广细

则中规定：由中国石化天津石油分公司和中国石油天津销售分公司负责车用乙醇汽油配送

实施，并为社会成品油批发企业提供调配服务。“未经市领导小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一

律不准在市内建立配送中心。”这就为私营企业进入车用乙醇汽油的配送与销售设置了较高

的门槛，属于“紧“的方向。与之相比，山东省则规定：车用乙醇汽油推广使用所需的生

物燃料乙醇，由国家指定的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省纳入全国生物燃

料乙醇产业总体布局方案，并经核准建设的生物燃料乙醇生产企业负责生产；车用乙醇汽

油由中石化山东石油分公司、中石油山东销售分公司、中海油山东销售有限公司、中化石

油山东有限公司车用乙醇汽油配送中心和纳入全省规划布局的配送中心调配、供应。在规

划的最后提到“纳入全省规划布局”的配送中心，从侧面为民营企业进入车用乙醇汽油的

配送和销售领域预留了空间，属于“松“的方向。 

 

 

图表 7：截至 2017 年 12 月我国燃料乙醇产能 

企业名称 产能（万吨/年） 供应区域 主要原料 

河南天冠 70 河南、湖北、河北 玉米、小麦 

吉林燃料 60 吉林、辽宁 玉米、小麦 

中粮安徽（安徽丰原集团） 44 安徽、山东、江苏、河北 玉米、小麦 

中粮肇东 25 黑龙江 玉米、小麦 

广西中粮 20 广西 木薯、甜高粱茎秆 

中兴能源 3 山东 木薯、甜高粱茎秆 

山东龙力 5 内蒙古 玉米芯废渣 

国投广东 15 广东 木薯、甜高粱茎秆 

巨峰生化科技 5 生产地点：吉林辽源 甜高粱茎秆 

圣泉集团 2 生产地点：山东济南 纤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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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泽生生物科技 2 生产地点：山东东平 玉米秸秆 

延长石油-大连化物所 10 生产地点：陕西西安 煤 

中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生产地点：河北迁安 煤 

合计 271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表 8：截至 2017 年 12 月我国燃料乙醇产能 

企业名称 产能（万吨/年） 地点 主要原料 状态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10 江西井冈山 木薯 在建 

美国国祯（安徽）绿色炼化有限公

司 
18.2 安徽阜阳 纤维素 在建 

国投生物科技有限投资公司、铁法

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 辽宁铁岭 玉米 在建 

吉林省新天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四平 纤维素 拟建 

吉林燃料乙醇有限公司 8 
吉林省吉林

市 
纤维素 筹建 

内蒙古仕奇有限责任公司 30 内蒙通辽 玉米 筹建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

司 
10 安徽蚌埠 纤维素 规划 

合计 106.2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 华泰期货研究院 

 

乙醇汽油对炼化工业影响 

在本文的开篇，我们提到，车用乙醇汽油的推高与国家层面对于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息息

相关，乙醇汽油的推广进程几乎与车用汽油标准升级同步推进。通过图表 9 中车用汽油国

六 A 标准与车用乙醇汽油调和组分两个国家标准对比，我们可以看出燃料乙醇的大量添加

对于汽油调和组分产生了诸多限制。 

从直接的层面来讲，由于含氧量的问题，车用乙醇汽油将不允许添加其他氧化物，直接影

响了此前汽油高辛烷值添加剂 MTBE 与醚化汽油的使用。随着车用乙醇汽油的推广，MTBE

面临出路难题。鉴于目前国内 90%以上的 MTBE 产能用于调油生产，一旦禁止添加，企业

是否能及时调整生产布局，前瞻发展 MTBE 深加工产业链对于现阶段生产 MTBE 企业来讲

至关重要。而从间接的角度来看，蒸汽压下降限制轻组分的添加，T50 提升又间接限制组

分结构，轻组分添加受到限制，汽油收率受到影响，产量有所下降。但乙醇汽油相比国六

标准在辛烷值、烯烃和芳烃含量的要求有所降低，这也是在综合权衡各方面因素的条件下

做出的一定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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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研究院关于汽油调和的成品油专题中，我们论述了不同汽油调和组分的各自性质与

特点，通过以上燃料乙醇添加后对车用汽油组分所带来的限制和妥协补偿，可以遇见未来

烷基化油和重整汽油在汽油调和池中的比重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目前主营和地方炼厂也

都在逐步上马烷基化装置和重整装置，提前布局车用燃料乙醇组分油的生产。 

▪图表 9：车用汽油国六标准与车用乙醇汽油调和组分油 

指标 车用汽油 VI-A 车用乙醇汽油调和组分油 

标准号 GB17930 GB22030 

氧含量 
氧含量不超过 2.7w%，折算 MTBE

添加值不超过 15w% 
不得添加含氧化合物 

    有机含氧化合物含量不超过 0.5w% 

辛烷值 对应牌号 
-2 个单位（89#、92#） -1.5 个单位

（95#） 

烯烃含量 0.18 0.19 

芳烃含量 0.35 0.38 

蒸汽压  Kpa 

11.1-4.30 

5.1-10.31 

 

45-85 

40-65  

 

40-78 

35-58 

T50      ℃  110 113 

密度     kg/m3 720-775 720-772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华泰期货研究院 

 

乙醇汽油推广仍有待进一步政策细则 

以上我们从什么是车用乙醇汽油入手，通过回顾梳理国家关于乙醇汽油的相关政策，对比

不同燃料乙醇生产方案的异同，分析了燃料乙醇的生产、配送和销售环节，以及大规模添

加燃料乙醇对我国炼化工业可能带来的影响。整体来看，随着国家和全社会对于环境保护

的日益重视，车用乙醇汽油作为一种环保油品，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但前进的道路仍充

满困难，除了纤维质技术仍不成熟，煤制乙醇刚刚起步等客观条件外，政策审批的松绑尤

为重要。 

除了种种审批和申请资质的门槛要求，目前燃料乙醇税费也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燃料乙

醇结算价格按照供军队和国家储备用 93 号汽油供应价格×车用乙醇汽油调配销售成本的

价格折合系数 0.9111 计算。若遇见油价下行周期，国内成品油批发价格持续下行，此时石

油企业与燃料乙醇生产企业的结算价格仍然需要按含税价格计算，增加了企业的采购成本。

同时国家规定以汽油、汽油组分调和生产的甲醇/乙醇汽油也属于消费税征收范围，对于炼

化企业来讲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此外，相较于传统车用汽油，车用乙醇汽油的保质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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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储存、运输各环节的要求特别高。随着乙醇汽油的不断推广，当前汽油储存设施、管

道、油库都需要更新改造，炼化和销售与配送环节均需要高额经费的投入。 

从产能资质到生产技术、从调和组分到计价征税模式、从田间林野中的玉米和废料到加入

到私家车的油箱，燃料乙醇和乙醇汽油的推广作为一个政策性驱动和行业，在国家和地方

政府大力推广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的政策细则落地，规范和引导我国燃料乙醇和汽油炼

化产业健康环保发展，对此我们将持续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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