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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甲醇工业现状及 

“十二五”发展规划解读 
 

中国氮肥工业协会 

 

 

我国是世界甲醇大国，2010 年我国甲醇产能、产量、消费量均

居世界第一。 

甲醇是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和能源替代品。以甲醇为基础的下游

产业众多，产品覆盖面广，特别是甲醇制烯烃和甲醇燃料等新兴下游

产品应用开发，为甲醇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使其在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一、我国甲醇工业基本情况 

我国甲醇工业起步于上世纪 50年代，70年代自主开发了合成氨

联产甲醇生产工艺，随着 90年代精脱硫工艺的成功研发和推广应用，

甲醇工业进入以联醇工艺生产为主的第一个快速发展期；“十一五”

期间，随着市场需求增加和对新兴下游应用的预期，以及大型甲醇装

臵设计和制造技术的日臻完善，出现了以单醇工艺生产为主的第二个

快速发展期。 

“十一五”期间,我国甲醇产业在生产规模、技术水平、管理能

力、融资环境、下游应用开发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表现出以下

主要特点。 

1．产能、产量、表观消费量均大幅增长，但市场价格受到抑制 

“十一五”期间，我国甲醇产能、产量有很大增长。据中国氮肥

工业协会甲醇专业委员会统计，到 2010 年底，我国甲醇行业共有企

业 291 家，产能达到 3840 万吨，比“十一五”初期增长三倍，年均

增长率达到 32%；2010 年产量为 1752 万吨，比“十一五”初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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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年均增长率约为 22%。 

到 2010年，我国甲醇表观消费量达到了 2270万吨，比“十一五”

初期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率为 24%。醋酸、甲醛、DMF 等传统下游

产品有一定幅度的增长，甲醇燃料应用增长幅度较大，甲醇制烯烃在

2010年有少量应用。 

甲醇市场价格在 2008 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处于较高位

臵，之后国外甲醇大量低价向我国出口，使国内甲醇市场价格急跌，

导致市场价格长期与生产成本倒挂，行业亏损严重。2010 年以来这

种情况有所改观，市场价格企稳回升，部分企业盈利，但仍有部分企

业在成本线附近艰难生存。 

2010 年甲醇行业产能发挥率仅为 46%，2011 年也仅仅提高到约

50%。 

2．企业布局向资源地集中 

我国甲醇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原料资源地和重点消费地区，近年

来向原料资源地发展的趋势明显。以煤为原料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山

东、河南、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等省；以天然气为原料的企业

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其中内蒙古、海南、陕西、重庆产能最大；

以焦炉气为原料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内蒙古、山东等省。

2010 年山东、内蒙古、河南、陕西、山西和河北 6 省的甲醇产能占

到全国总产能的 65%。 

华东、华中及华南地区为甲醇主要调入地区。 

3．原料结构趋向煤的利用 

我国是缺油少气、煤炭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因此，甲醇生产以

煤为主、天然气为辅的原料路线适合我国国情。“十一五”期间，随

着国家原料政策调整和技术进步，新建装臵主要以煤为原料，特别是

以非无烟煤为原料的装臵发展很快；天然气受气源紧张的影响，产能

降低；焦炉气制甲醇作为资源综合利用得到重视，产能增加。2010

年我国甲醇产能中以煤为原料占 66%，以天然气为原料占 23%，以焦

炉气为原料占 11%。 

4．企业规模大幅增加，集中度提高 

“十一五”期间甲醇产业的特点是：联醇企业甲醇产能伴随着合

成氨的发展而增加；大型单醇装臵快速发展；装臵规模大幅提高。到

2010 年底已形成神华、兖矿、中海油、内蒙古远兴能源等 4 家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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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级超大型企业；上海焦化、平煤蓝天、榆林天然气、新奥能源、神

木化工、联盟化工、龙宇煤化工等 10家 50-100万吨级企业；年甲醇

产能在 30 万吨以上的大型企业 36 家。但企业规模在 10 万吨以下的

小型甲醇企业还有 175家，其中大部分是合成氨、炼焦联产甲醇装臵。 

5．技术水平 

近年来，我国成功研发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工艺技术

与装备：多喷嘴对臵式水煤浆气化技术、粉煤加压气化技术、经济型

气流床分级气化技术、甲醇低压合成技术及装臵、精脱硫技术；醇烃

化技术、醇氨联产技术、新型低温甲醇合成催化剂、超滤甲醇分离技

术；甲醇精馏技术以及自动化、信息化管理技术等的开发应用，使甲

醇生产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特别是以煤、天然气、焦炉气为原料的

甲醇装臵的大型化，提升了我国甲醇工业整体水平，部分装臵已经接

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二、目前我国甲醇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投资过热，产能明显过剩 

“十一五”期间，特别是“十一五”后期，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

快速发展、工业需求的拉动以及对下游应用的过度乐观，甲醇行业出

现盲目投资现象，造成甲醇产能大幅增加，产能过剩情况已经十分严

重。而据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甲醇专业委员会的统计，将要在 2011 年

正式投产的产能和目前在建、计划 2013年前建成的产能还有 1800万

吨。如果不能尽快淘汰落后产能、突破下游产品应用瓶颈，产能过剩

的矛盾将更为突出。 

2．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原料结构方面：天然气供应紧张、无烟煤价格上涨 

近几年，国内天然气短缺，价格上涨，占产能总量 23%的以天然

气为原料的甲醇企业面临着气源供应无法保证、价格继续上调的压

力；占产能总量约 43%的以无烟煤为原料的固定床甲醇企业也同样面

临原料调整压力。 

企业结构方面：集中度较低，部分单醇装臵产能规模偏小 

合成氨和炼焦生产中联产甲醇属于综合利用项目，由于受到合成

氨和炼焦规模的制约，装臵规模必然偏小。这些企业符合国家资源综

合利用政策，规模虽小仍应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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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随着大型单醇装臵的陆续投产，单醇装臵平均规模有较大

增加。但产量在 10万吨及以下的单醇企业还有约 20家，产能仅占单

醇总量的 3.3%，这些企业规模偏小，技术落后，产品竞争力不强。 

产品结构方面：产品品种单一，综合盈利和抵御风险能力低 

我国甲醇企业产品结构上的单一化、同质化现象严重，大部分企

业将甲醇作为终端产品进行销售，产品的单一化导致企业严重依赖甲

醇市场，抵御风险和综合盈利能力低。 

3．节能减排和环保治理压力大，企业自我改造能力弱 

甲醇工业是能源密集型行业和耗水大户，尤其是以煤为原料的企

业，在节能、节水和污染物减排方面的任务很重。目前甲醇行业已经

有一批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成果，但近年来由于全行业亏损严重，

多数企业在新技术改造时，受到资金紧张的困扰。 

 

三、我国甲醇行业面临的形势 

“十二五”期间，我国甲醇工业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主

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对甲醇的消费需求量将继续增

加 

2011-2015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将对甲醇产

业的发展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发

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甲醇作为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在传

统下游应用，包括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胶粘剂、染料、涂料、

香料、医药和农药等的社会需求增加中，对甲醇的整体需求将保持较

为稳定的增长趋势。 

第二，甲醇新兴下游应用已初见成效，前景光明 

以煤为原料经甲醇生产乙烯、丙烯等低碳烯烃的生产工艺技术

（简称 MTP/MTO）是近年来中国煤化工发展的热点，中科院大连化学

物理研究所等国内科研院所已掌握甲醇制烯烃的核心技术，这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在“十一五”期间的先期试点已取得成果，从

而使甲醇制烯烃成为甲醇下游应用的新兴方向。 

目前，国内甲醇制烯烃大型装臵已正式投产和试车的有 4套，分

别是神华包头、神华宁煤、大唐多伦和中石化中原，特别是神华包头

项目在 2010年一次性试车成功后，运行状况良好。自 2011年 1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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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正式进入商业化运行以来，连续高负荷（装臵负荷达到 95%以上）

安全稳定运行，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或接近设计值，产品质量合格，

经济效益突出。2011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分别组织召开了“神华包

头煤制烯烃示范工程技术经济考核评定现场会”和“评定会”，专家

组认为：“神华包头煤制烯烃示范项目实现了技术装备产业化、工程

化、规模化和本地化，标志着我国煤制烯烃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示

范项目成功投入商业运行对我国煤制烯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当前油煤比价下，煤制烯烃经济效益较好。”据考核结果显示，装

臵运行负荷、吨烯烃甲醇原料消耗、催化剂及公用工程消耗等技术指

标均达到合同要求，证明商业化运营成功。 

相信在全面总结甲醇制烯烃示范工程经验、评价技术的先进性、

可靠性、经济性和碳排放指标的基础上，“十二五”期间甲醇制烯烃

技术应用有希望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甲醇下游应用的重要方向。 

另外，基于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我国汽油消费量大幅增加的发展

趋势，甲醇汽油、甲醇燃料和二甲醚等新型燃料也将随着标准的完善

和销售网络的建设，成为甲醇新的消费增长点。 

第三，国外甲醇向中国出口的状况将长期存在 

2008 年第四季度以来，国外低价甲醇大量冲击我国市场，使国

内甲醇价格大幅度下降，甲醇全行业出现巨额亏损，大批企业被迫停

产、减产，2009 年我国甲醇产能发挥率仅为 43%。为求生存，国内

33家甲醇企业于 2009年 6月联合向国家商务部提出“对原产于印度

尼西亚、马来西亚、新西兰和沙特阿拉伯的进口甲醇进行反倾销调查”

的申请并成功立案，此举在震慑和抑制国外甲醇大量低价进口方面发

挥了有效作用，使市场信心有所恢复，市场价格企稳回升。但在数量

上，我国近两年的年进口甲醇量都保持在 500万吨左右，这种局面仍

将延续。 

近年来，国外甲醇产能亦逐年增加，产能增长明显高于消费量增

长，产能过剩现象突出。这些新增产能大部分来自资源国，以出口为

导向，以价廉的天然气或油田伴生气为原料，又有规模优势，因此具

有明显的市场竞争力。由于中国经济十分活跃，能源价格又居高不下，

今后几年我国必然成为国外甲醇生产商的重要目标市场，国外甲醇向

中国出口的状况将长期存在，这势必对我国甲醇产业和市场产生影

响，中国甲醇企业必然要面对日益复杂、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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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原材料、动力等价格不断上涨，对甲醇成本影响很大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煤炭、天然气、电力、运输等的价

格必然继续上涨，甲醇企业产品成本增加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第五，甲醇工业发展面临节能减排考验 

作为重要的基础原材料工业，也是传统的耗能、耗水行业，甲醇

行业的节能减排工作将是一项势在必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四、未来五年甲醇行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未来五年，我国甲醇行业要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大力推进

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严格控制甲醇产能的盲目扩张，淘汰落后产能；

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研发，延长产品链条，积极拓展下游应用，

实现甲醇行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促进由甲醇大国向甲醇强国的

转变。发展的重点将在以下方面。 

1．合理调控甲醇总量，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要从提高能源转化效率、优化产业布局、严格准入条件三个方面，

加强对产业发展的引导。严格新建项目的审批，提高准入门槛，遏制

盲目建设。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加强市场机制对于淘汰落后产能和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通过先进产能替代落后产能，实现总量平衡

和产业布局的合理调整。 

2．提高产业集中度，优化产业布局 

鼓励强强联合、兼并重组。支持业内龙头企业、能源企业，通过

兼并重组，整合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臵，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大型

化和集约化的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  

按照园区化、集约化模式和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

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推进产能向资源地集中。促进我国西北地区甲

醇下游产业链的发展，提高甲醇产品的就地消化率，减少低值液态产

品运输。 

    3．加快原料结构调整 

完善和提高水煤浆气化、加压粉煤气化等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水

平。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具备资金、资源条件的企业进行原料结构

调整，减少对天然气和晋城无烟煤的过度依赖。积极发展以焦炉气为

原料生产甲醇，促进焦炉气资源的有效利用。 

4．积极推进产品结构调整，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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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发展方式，鼓励企业向延长产品链、产品多元化方向发展，

实现产品的高性能化、专用化和高附加值化。改变目前甲醇基本作为

商品出售、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弱的状况。 

鼓励甲醇企业发挥自身技术、经济优势及所在地资源优势，在现

有产品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化工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等领域中

的高技术含量、有市场需求、附加值高的延伸产品，优先选择发展资

源综合利用型产品。加快甲醇制烯烃示范项目的完善、评估及成熟技

术的适时、适度推广，积极推动甲醇燃料及甲醇下游新产品、新技术

的市场研发。    

5．以自主创新引领行业技术进步，淘汰落后技术和装备  

加强前沿技术、核心技术装备的开发研究。重点开发进一步大型

化和提高气化压力的国产化干煤粉气化技术，高效率的大型国产化压

缩机技术，高效、低压、大型化甲醇合成技术。推进煤的洁净利用，

提高高灰、高硫、低热值劣质煤的综合利用水平，推广褐煤高效洁净

综合利用技术。推进百万吨级以上的大型甲醇装臵的国产化。 

推广连续加压煤气化、低压法甲醇合成、精脱硫、中低压甲醇合

成催化剂等先进技术，提高装臵技术水平；淘汰和限制落后的工艺和

设备，改善企业装备状况。 

建立具有专业优势的企业技术研发中心，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建

立企业培训体系，提高员工素质；促进产学研合作，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提高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甲醇企业技术研发

费用应不低于销售收入的 1%，并且应逐年增加。有条件企业的研发

投入应达到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不低于 3%的要求。 

    6．开发应用清洁生产和环保技术，建设环境友好型企业 

统筹兼顾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推动清洁生产、节能减

排。加快新型节能技术推广应用，充分利用生产过程余热、余压，实

现能量梯级利用，降低原材料及动力消耗。加大清洁生产和环境保护

的投入，全面推广废气废固资源化利用、循环冷却水超低排放、氨法

锅炉烟气脱硫等技术，搞好三废的资源化利用。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著名有机化学家乔治 A〃奥拉教授 2006

年发表的著作中，针对全球面临的能源危机，提出一个解决能源问题

的新概念：甲醇经济。他认为“由 CO2制得甲醇，本身就是一种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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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甲醇也很容易经脱水生产乙烯和丙烯，从而转化为合成烃类及

它们的衍生品，因此甲醇可以解除人类对正在不断减少的石油和天然

气（甚至煤）资源的依赖。同时，通过对过量排放的 CO2气体回收循

环利用，我们可以减轻或消除由于人类活动造成全球气候变化（即全

球变暖）的一个主要因素。”“甲醇作为一种燃料和能源载体，可以创

造一个时代。跨越油气时代——甲醇经济。”因此，我们对甲醇行业

的发展充满信心，只要抓住机遇、措施得力、管理有序，中国甲醇产

业一定会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黄金发展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