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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绿氢
是能源转型所需



欧盟：努力成为第一个碳中性大陆

• 到2050年，欧盟将不再有温室

气候的净排放

• 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50-55%

• 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脱钩

长期目标：到2050年实现温室

气体净零排放。

中期目标：到2030年温室气体

排放至少减少55％。能源部门

排放减少61％至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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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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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主要挑战是无二氧化
碳炼钢的进步，加速航空航天和
汽车行业的脱碳。



欧洲能源转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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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氢能离网建筑：

  瑞典哥德堡、谢莱夫特奥；

•氢能社区-瑞典沃高达

•光伏加氢站：瑞典

•氢气炼钢：

 瑞典吕勒奥、德国杜伊斯

堡

•风电制氢：丹麦、德国汉堡；

•化工企业的氢与CCS

•大众汽车的氢能工程



波恩-北纬50.7度

夏至日，日照时间16小时40分钟

冬至日，日照时间7小时58分钟

7月日照时间209小时，12月日照41小时

巨大的月差异为电力系统平衡，特别
是跨季节储能提出很高要求



谢莱夫特奥 北纬64.5度

纬度：64°45'N
经度：20°57'W

瑞典太阳辐照强度

谢莱夫特奥 
氢能的跨季节储能意义 



欧盟的绿氢观点

• 欧盟区域委员会——2020年7月

  《欧洲气候中立氢能战略》

   长期来看，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绿色氢）电解获

得的氢气是唯一可持续生产氢气的方法，欧盟和成员

国发展氢经济时，必须把精力集中在绿色氢上。

• 德国内阁——2020年6月

  《国家氢能战略》

   只有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氢（“绿色”氢）才能

满足长期持续发展需要。



欧洲氢能发展



德国氢能发展路线图

核心目标：

支持绿色氢快速市场推广并建立包括生产、技术、存储、基础设施和应用的全价值链。

未来战略市场：

l 制氢（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以增强氢能可持续性）

l 工业（氢气及其附属品替代传统生产工艺）

l 交通（利用氢和PtX的可移动性解决电力使用障碍领域问题，同时在陆地交通补充电池的

电动移动性，减少污染和碳排放）

l 供热（氢气及其二级次产品助力供热领域脱碳）

l 合作（设立框架促进欧盟内部跨界合作，制定可持续性氢生产和运输标准）

l 基础设施（利用现有天然气设施或并搭建氢气专有运输网络，制定质量和可持续标准）

l 国际贸易（可再生能源、氢及其衍生产品的跨国合作）



欧洲氢能发展规划

• 2020年7月8日，欧盟正式通过《欧盟能源系统

集成战略》和《欧盟氢能战略》，为气候中和

的经济提供动力。这两个战略提出了一个新的

清洁能源投资议程，并与欧盟委员会的“下一

代欧盟”复苏计划和《欧洲绿色协议》相一致。

• 2020年4月15日,欧洲氢能组织(Hydrogen 

Europe)发布了《为实现欧洲绿色协议的2x40 

GW绿氢行动计划》。到2030年,氢的使用量将

比2015年增加一倍多,达到665 TWh



风电制氢

• 丹麦将投入3000亿丹麦克朗，在北海和波
罗的海修建两座人工岛，以用作海上风电新
枢纽，风电规模达2 GW。

• 海上风机将通过海底电缆直接与人工岛相连，
电力将在岛上就地通过电转气（Power-
to-Gas）技术制备氢气。）

丹麦海上能源岛
与海上风场

•丹麦海上能源岛与海上风场

丹麦电解制氢厂

阿曼阿拉伯海港口
Dugm制氢基地
250-500兆瓦
电解制氢
远期可望出口欧洲



瑞典北纬64.5度的氢能房子：Zero Sun Project

ONLY 
SOLAR 
ENERGY

latitude ：64°45’N 
longitude ：20°57'W



瑞典哥德堡 离网建筑

SOLAR PV

SOLAR HEAT 
COLLECTORSOLAR PV

SOLAR PV

SOLAR PV

屋顶、南立面、西立面，

光伏总计24.5千瓦

满足了建筑的电、热、交通用电的需求。

光伏+电池+光伏制氢+氢燃料电池+电动汽

车+氢燃料电池汽车



瑞典瓦格达的氢能社区

六幢房子正在改造，加了光伏和氢能，

用于供应房子的公共区域的电力，并驱

动空气源热泵供热。建成后共172套房

屋，有可能是瑞典甚至全球第一个氢能

社区。氢气用光伏电力制取，从夏天储

存到冬天，储氢压力300巴。

瓦格达的能源转型目标是用2030年不会

消耗化石燃料，氢能成为其重要的支撑

技术。



瑞典玛丽斯塔德：光伏加氢站

• 光伏约200千瓦

• 光伏制氢

• 气瓶储氢

• 加氢



加氢站
氢能燃料电池船舶实现零排放

2018年5月挪威议会通
过决议，
2026年前实现峡湾
游轮和渡轮零排放 

挪威氢能船舶



德国化工行业氢能

绿色氢来自电解水制氢，
二氧化碳从当地废物焚化厂的烟道气中捕集
然后化合制造甲烷

H＆R GMBH＆汉森和罗森塔尔公司



德国奥迪：电转气 Power to Gas

制氢，甲烷化。
氢是为了考虑车用
燃料电池；
甲烷可以作为汽车
燃料。
年制一千吨甲烷，
捕集2800吨二氧化
碳。

把甲烷与旁边生物
质发酵制成的沼气
合并，进入管网



德国：蒂森克虏伯氢气炼钢

• 德国杜伊斯堡附近一处钢铁高炉在2019年11月进行了氢气炼钢的实验。

这是全球范围内钢铁公司第一次在炼钢工艺中使用氢气代替煤炭，以减
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 帝森克虏伯公司说，以前生产每吨钢铁需要用300公斤焦炭和200公斤煤

粉，改用氢气作为还原剂进行炼钢，可以减少20%的二氧化碳排放。工

• 从2022年开始，该地区的三个高炉都将使用氢气进行钢铁冶炼。

• 到2050年，蒂森克虏伯计划在钢铁生产过程实现零碳排放。



瑞典：氢气炼钢
SSAB的目标是在2045年之前实现非化石能源炼钢；
Vattenfall利用非化石能源产生的电力大量生产氢气

HYBRIT项目 （瑞典吕勒奥）

参与方：SSAB、Vattenfall、LKAB
目标：进行非化石能源钢铁生产试验

技术手段：主要采用氢气替代煤炭作为还原剂，副

产物是水而非二氧化碳。

现状：2018年开始建设氢能试点工厂

展望：该厂计划于2020年之前建成，预计将于

2022年至2024年投入运行，每年约1万吨DRI*
产能。

相关介绍：该工厂所需氢气将直接在现场产生，主

要来自可再生能源。LKAB在Svartöberget的土地

地面以下25-35米处建造新的氢气存储设施--基
岩洞穴中的加压氢气存储设施，并以钢衬作为密封

层该设施靠近SSAB在吕勒奥站点上正在建设的试

验工厂。
*DRI：Direct Reduced Iron。在用氢气进行直接还原铁矿石时，会产生直接还原铁即海绵

铁（DRI）和水作为副产品。氢气若为绿氢则该路线是碳中性的。



欧洲石油公司积极布局氢能产业

加氢站建设、储运、氢气制取、氢燃料技术
   
壳牌  ※欧洲、美国积极投资加氢设施，目前在运营、建设和规划中的加氢站近百座；
※与川崎重工合作开发氢运输船舶技术；
※与日本岩谷产业、日本电源开发公司合作，将澳大利亚低质褐煤转化为氢气，液化运
至日本；
※2019年，计划建立全球最大的质子交换膜水电解装置用于制氢；

※NortH2项目 到2030年，北海将建成3－4GW海上风力发电，产生的电力将用于

制造绿色氢气。到2040年，项目可能扩大到10GW的海上风力发电用于氢气的生产。

BP  ※投资350万美元于2006年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加氢站；

※与戴姆勒·克莱斯勒和福特公司合作研究先进燃料电池技术；
※与通用电气达成了电厂建设协议，双方将联合开发和建设氢电厂，减少二氧化碳的排
放。

道达尔 ※道达尔在德国共建有20个加氢站；

※与壳牌、戴姆勒等公司启动了H2Mobility项目。该项目计划在2023年前在德国建设
400座加氢站；
※与林德公司、宝马公司于在氢气加注技术方面展开合作。

德国柏林：
壳牌油氢
一体站



荷兰：天然气的挑战与未来

天然气的未来：可再生天然气和绿氢

荷兰行记01：壳牌加油站。两个小风电。木制加油车棚。充
电桩。有辆车刚充上电，50千瓦直流，说充50分钟。

空气污染对比图 
荷兰与德国的边界很
明显

荷兰4万多平方公里，两千
万人。天然气占能源的份额
60%，用于供暖和发电，燃
煤电厂也还有。感觉天然气
恐怕是拉低荷兰空气质量的
重要因素之一。
壳牌石油公司的总部在这里，
在北部格罗宁根开发大气田。
由于引发小微地震，当地居
民强烈反对继续打井，即使
是CCS，要把二氧化碳注回
到油气井中，当地民众也不
干。
荷兰2050年要实现净零碳，
天然气由谁来替代？供暖怎
么办？



氢替代天然气

输氢管网

过渡阶段 在不对现有天然气管道做任何改造的前提下，可在天然气中掺
混最高20%体积比例的氢，不会降低管道的安全性和天然气的使用性能。

《欧洲氢能主干网络》（11家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公司联合研究）：氢
能网络将从202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形成，到2030年将建立起第一阶段
长度约6,800公里的管道网络，连接各地“氢谷”。到2040年，预计氢
能网络将达到23,000公里，其中75％由转换后的天然气管道组成，并
通过新的管道延伸段（约占25％）进行连接。

英国氢供暖项目

l 英国最大的两家天然气管网公司Cadent和Northern Gas Networks，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l 英国北部海岸利兹市建设9套1.35吉瓦规模的天然气自热重整制氢装置并配套碳捕集和储存装置，进行

大规模氢替代。
l 利兹市计划从2028年开始对居民供暖管网基础设施进行氢配套改造。项目能够替代利兹市370万居民供

暖、工业和发电的全部天然气需求，使该地区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氢能社会”。



中国能源转型中的氢能
思考与建议



制氢基地

长江上游
的雅砻江流域、大渡河

流域可以建几十吉瓦规

模的水风光互补能源互

联网系统，大规模制氢，

在氢化长江的同时，向

日本输出氢能，也是有

可能的 

蒙东、东北风光制氢基地
河北承德至秦皇岛海港约200公里距离，内蒙古赤峰至
葫芦岛海港约300公里的距离，在承德到赤峰的大片区
域可以建大规模的风电光伏基地。
辽宁朝阳距离葫芦岛港口才120公里左右，鞍山距离营
口港才100公里左右。这些地区煤炭产业已经衰落，或
有可能变成氢能产区。
风光电制氢，管道运氢到港口，再通过船运卖给日本。



氢化长江

• 1.长江上游水电制氢供给氢燃料
电池船舶可以使船舶实现全生命
周期二氧化碳近零排放。

• 2.长江上游制氢供氢燃料电池船，
可以大大降低用氢成本，提高氢
燃料电池船舶的经济性。

• 3.配套数量很少的加氢站，可实
现长江航道全覆盖。

• 4.港口建设光伏加氢站与弃水制
氢相配合，可以实现长江航运零
排放。

某一类政府用船舶市场，以融资租赁，
政府签订长期使用协议，辅以一定补
贴的方式可实施较大数量氢能船舶订
购，可启动产业。



离网氢能利用

南海人工鸟屿可用光伏风电+氢能  实现能源自给

云端哨所：西藏詹娘舍

新疆塔什库尔干边防哨所

光伏+氢储能 可实现
冬季能源保障，不必
运送柴油上山



钢铁行业氢能利用

如果德国瑞典等国的氢气炼钢技术得以成熟，将对我国钢铁行业造

成技术压迫；

欧盟有可能在碳边境调节税的方式对中国所有钢铁制品征收关税

我国钢铁行业尽快加入碳市场，并做好与欧洲接轨，开展氢气炼钢

的竞赛准备



油气行业转型的思考

• 油气行业是制氢、用氢大户，具备成熟的技术和配套设施，同时还有大量

的氢气副产品

• 氢气储运、基础设施、安全管理方面，油气行业具备优势

• 氢能发展已经是油气行业集体共识，油气巨头试水成果显著，需要加快从

蓝氢到绿氢转变

• 国内油气企业目标为综合能源供应商，氢能和相关服务也将成为重要的一

个环节



推动能源转型，促进社会发展

微信公号：何继江             

hejj@tsinghua.edu.cn

研究支持：
清华大学能源转型研究中心
氢能战略研究团队
周晋羽、樊铁男、戚永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