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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背景



Global Warming
全球变暖暖

Source: 
https://www.toutiao.com/a670574200456898202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6133019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
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0624064954010022062041216015A&group_id=6705742004568982023

We are being watched !

“天在看”



海平面上升Sea Level Rise

• 新华社伦敦2016年3月30日电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刊登研究
报告说，如果温室气体排放一直保持在如今的速度，南极冰盖融
化将导致全球海平面到2100年上升１米以上，其影响比原有估计
更大。

• Xinhua news agency, London, quotes on March 30,2016, that a new 
issue of the British “Nature" magazine published a research report, 
indicating that i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ould be maintained at 
the current rate, the Antarctic ice melting will lead to a global sea 
level rise in 2100 to more than 1 meter, which would be more than 
the original estimate. 



全球冰雪融化会怎样?
6亿中国人居住的土地将被淹! (中国新闻网 17/06/2017)

如果我们无限制地继续
使用化石燃料，全球变
暖将使得全球的冰川全
部融化，海平面会相应
上升216英尺，塑造出
全新的海岸线。



南极、北极极端气候事件

• 2020年2月9日，巴西科学家在南极北端西摩岛测得高达20.75℃的
气温，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南极洲首次测得超过20℃气温值；

• 2020年6月20日，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小镇维尔霍扬斯克再次打
破北极圈的高温纪录，测得38℃的高温。作为全世界最冷的地方
之一，霍扬斯克冬季气温最低能达到零下68℃。正常来说，这里
6月最高温度的平均值也仅仅20℃，和往年相比，如今的温度高
出了整整18℃，几乎翻倍。



北极熊或将于2100年灭绝！
• 《自然》杂志（Nature）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
最新研究显示，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北极熊的
生存环境遭到极大破坏；

• 而若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保持现状，这一物
种或将于2100年灭绝！

•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早已将北极熊列为“易危到
濒危”级别（vulnerable to extinction）物种，
指出气候变化是导致该物种数量减少的主要因
素。

• 据科学家们估计，目前全球大约有26000只北极
熊，主要分布在挪威斯瓦尔巴特群岛、加拿大
哈得逊湾以及阿拉斯加、西伯利亚等地。



世界气象组织2017年10月发布的《温室气体公报》指出，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CO2)的浓度，自2016年开始，以惊人的
速度急速上升至80万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温室气体的排放
累计，直接导致了温室效应的产生。



Serious air pollution due to the growing consumption of fossil fuels; 
由于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耗，全国各大中心城市都遭受严重的空气污染；

China is the world's largest energy consumer and energy producer ;The sharpening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车用燃油需求持续增长，供需矛盾加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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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C的特别报告》

•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10月8日周一发布了关于
《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C的特别报告》。从这一篇由133位专家
参考了6000多篇经同行评审的文献所编写出的报告中，我们得知
，到2030年，地球将达到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摄氏度的关键阈
值。

• 如果社会各方不从此加快深化前所未有的变革，尤其是在逐步淘
汰化石燃料和工业排放方面，那么12年后，我们就会面临这一严
峻的局面。到2030年，如果我们一切依旧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将
会看到60-90%的珊瑚礁会消失，更多的极端气候现象，要比
1986-2005年的平均海平面上升0.26-0.77米！



Cop 22 – Marrakech, Nov. 18, 2016 
马拉喀什气候大会

• “The Paris Accord sends a much-needed signal to politicians and 
industry that we have to build a new world, and this has to start 
now“. 



2017年11月6日-17日第23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3)于
在德国波恩召开，就《巴黎协定》的实施及落实展开进一
步商讨，为2018年完成实施细则谈判奠定基础。





巴黎协定2年后，在波恩的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COP23上，由汽车、石油
、天然气、工业石油气和机械设备制
造领域的18家公司财团组成的氢能
理事会，表达了他们对于氢能源如何
能够帮助实现宏伟的气候变化控制目
标的构想。

如果要严格控制气候变暖范围在2度
以内，氢理事会估计氢能源的使用能
够帮助实现五分之一的减排目标!



氢能可在能源转变中担任7项主要角色

氢气是一种多用途能源载体，并能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留下低碳足迹。氢能在能源转变中担任的7种
角色，能够实现能源体系从骨干到终端应用的脱碳:

•可再生能源系统驱动（1～3）：通过提供一种长期的能源存储方法，氢能实现可再生电能到能源
系统的大规模集成。氢允许跨地域和跨季节的能源分配，并能为能源系统的弹性提供缓冲。
•交通运输去碳化（4）：今天的交通运输行业几乎完全依赖于化石燃料，并贡献了20%以上的二氧
化碳排放，氢动力车辆以其高性能和快充便利性，能够补充动力电池汽车缺陷以实现交通运输行业
的广泛脱碳。
•工业用能源的去碳化（5）：在重工业，以往不易通过电能完成的脱碳过程, 特别是那些需要高温
处理的,可以借助氢气实现。氢气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和能量也能够用于其他形式的工业化应用
。
•建筑热力和能源的去碳化（6）:在现有天然气网络覆盖的地区，氢气能够搭载在现有基础设施上，
并提供一种加热脱碳的成本效益型方法。
•为工业提供清洁原料（7）：当前用氢气作为工业原料的总量每年超过5500万吨，这一部分能够实
现完全脱碳化。通过使用化学原料和收集的碳相结合，氢气也可以用来生产清洁化学品；通过被用
作铁矿石还原剂，氢气可以被用来生产钢铁。



世界氢能经济发展趋势





Power to Gas Concept （P2G）



丹麦的P2G： GreenLab Disc Master plan



德国CTC“绿色化学”概念



德国SunFire P2G
(结合SOFC技术⽅方案)

整个过程效率(电能a  燃料) ≈ 70 %
⽣生产成本(液体燃料) ≈ 1.00 €/liter新能源电解池(SOEC) 费托合成
温室气体利⽤用率> 85 %
适用于当前基础设施

Source: Sunfire 
GmbH



CO2 + H2 →Ch4 + Naphtha + Wax
（Nov 24, 2017 in Dresden, Germany)



FC Forklift叉车



FC Motorcycle 燃料电池摩托车

    根據台灣經濟研究單位的
計算: 若量產10萬台燃料電
池摩托車, 價格約可降為1.4
萬元人民幣左右。在環保效
益上， 若以新能源機車取代
汽油摩托車, 可解決台灣
20%的空氣污染。( 根據
2014年台灣交通統計月報
，全台共有1千5百萬輛摩托
車，以每年平均行駛里程
4,764公里計算，每年機車
排放4.6 百萬噸CO2 )。



Application of Hydrogen in Rail Transport Sector
氢气作为能源在轨道交通的使用 （2）

德国第一列氢动力火车将在2017年12月正式运营 
2017-06-05 新浪财经 洁净能源时代 洁净能源时代

　　阿尔斯通公司称
，这种列车将实现
批量生产，其优势
是柴油发动机有害
物质“零排放”，
无噪音，而且能节
约用电。



Application of Hydrogen in Rail Transport Sector
氢气作为能源在轨道交通的使用 （1）

March 19, 2015 saw the first FC train off the assembly line in Tangshan of Hebei Province
2015年3月19日，世界首列氢燃料混合动力有轨电车在青岛南车四方下线

一次快速加氢只需3分钟

，可持续行驶100公里以

上，最高运行时速70公

里。完全取消受电弓，

真正实现了二氧化碳与

污染物的“零排放”和

全程无接触网运行。



Ø 氢能近海渔船

Ø 氢能中小型运输船舶



FC Boats 燃料电池船舶 

 柴油發電機方案 燃料電池方案
每年燃
料成本

34萬元(油價6.4元/
公升)
36萬元(油價6.8元/
公升)
38萬元(油價7.2元/
公升)
40萬(油價7.6元/公
升)

24萬元（氫價2.8元/
立方米）
27萬元（氫價3.2元/
立方米）
31萬元（氫價3.6元/
立方米）
34萬元（氫價4元/立
方米）

10年維
修費用
估計

67萬 36萬

妥善養
護下壽
命

10年 10-15年

每艘船
每年CO2
排放量

144公噸/年 0公噸/年



Residential fuel cells could cut energy bills 
and lower CO2 emissions
By Helen Knight 1st June 2017 9:07 am 

家庭热
电联产
的应用





UNDP Fuel Cell Vehicle Projects in China
UNDP在中国的燃料电池车商业化运营示范项目

（2003 —2020）

5+2示范城市：
北京、上海、郑州、佛山、盐城、张家口、常熟



2018年11月7日佛山
“五成联动，氢行中华”氢能燃料电池汽车巡游



  UNDP-China Hydrogen Economy Pilots  
UNDP - 中国氢能经济示范项目

2016-2020

联合国首个氢能经济示范城市—江如皋



第三届国际氢能燃料电池汽车大会
2018年1月23-25，如皋



2018年10月11-15日长三角氢能燃料电池汽车科普巡游
如皋-南通-上海



“UNDP-中国大湾区
氢能经济职业技术学院”项目

• 为了满足氢能和燃料电池产业蓬勃发展的需求,开发署还有幸与佛
山市南海区政府合作，建立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世界上第一
个这样的氢/燃料电池职业学校。

• 通过这样的职业培训，培养出一线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为今后
部署燃料电池汽车和其他应用做好准备。

• 该职业培训项目从一开始就向有兴趣着眼长期培养其技术团队的
国家开放。



“UNDP-非洲氢能伙伴”项目

• 为了支持非洲开展氢能和燃料电池的应用，UNDP将支持在津巴
布韦成“UNDP-非洲氢能伙伴关系”

• 通过氢能职业学院为非洲培养出一线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为今
后部署燃料电池汽车和其他应用做好准备。



国内氢能与燃料电池难得的发展机遇

• 2018年5月李总理访问日本丰田“未来”燃料电池乘用车生产线

• 2018年12月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在《人民日报》发布了“把氢作为
能源而非危化品来管理”的建议。

• 2019年3月两会十余位代表提出发展氢能燃料电池的建议

• 2019年3月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及“推进加氢设施建设”

• 2019年3月28日博鳌论坛中李总理表示“中国愿意发展氢燃料电
池汽车”



• 2019年新能源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和加氢系统领域 – 工信部

• 关于国家标准《加氢站技术规范（局部修订条文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 3条氢能与燃料电池领域国标发布：《无人机用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全球首个国家级无人机用燃料电池

发电系统标准）、《燃料电池 术语》、《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堆使用寿命测试评价方法》 - 全国标准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

• 2020年起氢气首次纳入能源统计  - 国家统计局

•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氢能首次被列为能源范畴 – 国家能源
局

• 《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 国家能源局

• 《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 发改委

聚聚焦：2019-2020  国家级氢能相关政策
焦：2019-2020  国家级氢能相关政策聚焦：2019-2020  国家级氢能相关政策

• 2019年3月: 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 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和发改委

• 2019年6月: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 发改委和商务部

• 2020年4月: 关于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公告 -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工信部 

• 四部委关于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 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和发改委

• 177款燃料电池车型在2020年7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中发布 – 工信部



广东省: 5条省级政策，22条市级政策

江苏省: 3条省级政策，8条市级政策

河北省: 4条省级政策，8条市级政策

上海市: 6条市级政策

河南省: 3条省级政策， 2条市级政策

北京市: 2条市级政策山东省: 4条省级政策， 8条市级政策

浙江省: 3条省级政策，3条市级政策

四川省: 3条省级政策，6条市级政策

福建省: 3条市级政策湖南省: 1条省级政
策

天津市: 3条市级政策

湖北省: 1条省级政策

山西省: 1条省级政策，1条市级政策

宁夏回族自治区: 1条自治区政策 

内蒙古自治区: 1条自治区政策

重庆市: 1条市级政策

安徽省: 1条省级政策，4条市级政
策

免责声明：本演示文稿的这张幻灯片对有效性、可靠性或地图图像不提出索赔、陈述，也未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Disclaimer: this slide of the presentation makes no claims, no representations, and no warranties, expressed or implied, concerning the validity or the reliability or the 
map image. 



北京市 清华大学、亿华通、福田汽车、海德利森、氢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上海市

同济大学、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重塑科技、神力科技、
上汽集团、上海捷氢科技、东风汽车、舜华新能源、上海新源动力、上海中科同力化工材料有限
公司、上海申瑞电力科技、上海启元气体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

华南新能源汽车产业促进中心、广东国鸿氢能科技、 中山大洋电机、佛山飞驰汽车、鹤山东风新
能源、广州鸿基创能科技、爱德曼氢能源装备、福瑞电气、南科燃料电池、佳华利道、深圳市五
洲龙汽车、华特气体

河北省
张家口创新产业园区、中交（霸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邯郸氢能源装备产业园、海珀尔新能源、
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

江苏省
南京大学、弗尔塞能源、苏州竞立制氢设备有限公司、北京碧空氢能源科技、兴邦科技、南通泽
禾新能源科技、国家能源集团、江苏清能新能源技术

湖北省
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喜玛拉雅、武汉众宇动力系统、 武汉氢阳能源、东风汽车集团、南京金龙，

武汉理工新能源



     截至2020年
7月25日，工信
部共发布了8批
次《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推
荐车型目录》
，除第6批没有
新增燃料电池
产品以外，其
余7个批次中共
有24家车企43
款汽车产品上
榜。



何为最好的技术？
What is the  best technology?

我的答案：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The best is the most suitable!



•Why China should choose to develop 
Hydrogen Economy with China’s 
Characteristics？



•China should choose to develop Hydrogen 
Economy with China’s Characteristics？！

•中国现阶段的工业基础、发展水平、创新能力决定了
自己现阶段最适合的技术路线

•中国独有的自我市场容量



•BP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戴思攀说，中国正引领着全球可再生能源加速发展。2016年
中国贡献了全球可再生能源增长的41%，超过经合组织的总增量。最近10年间，中
国可再生能源消费量的全球占比由2%提升至20.5%。（光伏发电联盟 2017-08-21）

• According to BP Plc Group Chief Economist, Spencer Dale, China is leading the world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In 2016, China contributed 41% of the 
world's renewable energy growth, more than the total increment of the OECD. In the last 
ten years, China's global share of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has increased from 2% 
to 20.5%.（Solar PV Association  Aug 21 2017）



•中国占全球光伏70%的市场份额，使光伏成本降低了90%以上；使风能
降低了80%以上的成本！

•中国氢能燃料电池产业的兴起，正在决定性地推动了全球氢能燃料电
池研发及产业的发展。

•世界燃料电池成本的降低也要看中国、靠中国！



何为有发展中国特色的氢能经济？

•What makes a Hydrogen Economy with 
China’s Characteristics？



“电-电”增程式的中国混动模式 
“B+FC” (Battery + Fuel Cell)

- 万刚，中国科协主席、原科技部部长，2018年4月23日长春会议
“发挥中国在动力电池方面的产能优势，避开燃料电池产业链目前
的劣势”



不用（或仅用超微量）贵重金属催化剂

-不能只盯着PEMFC，要推动中高温燃料电池 （MCFC或SOFC）



制约氢能源汽车发展的瓶颈?

“氢能源估计需要10年才能让新一代的高效低成本制氢、运氢、
储氢的技术实现完全成熟。”- 欧阳明高，  2019年3月30日，第二届须弥山大会(江
苏常州)

原来制约氢能源汽车发展的瓶颈并不是氢燃料电池，制氢技术的创
新发展更加迫在眉睫！

“氢能技术落后于燃料电池技术，我们氢能技术都是100年以前
的技术。我们需要全方位革新，因为成本偏高，效率偏低。这个在
化工是可以到汽车不行，这是成本很敏感的区域。”



不能只走高成本的制氢—运氢—储氢—加氢路线，而
要用富氢材料重整或液体/金属载氢材料。

- 除纯氢外，可以采用天然气、沼气、醇类等为原料，避开加氢站目
前面临的各种问题。

如佛山、镇江民营企业开发了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富氢材料合成、重
整、催化剂的自动化的产业化解决方案。

2019年3月28日国内首批液体有机储氢在湖北宜都实现量产。



甲醇含氢量：12.5%
70MPa氢罐储氢量：5.7%



不同来源的氢的本质 （4.2）

化石能源基 ——灰色氢源
工业副产氢——灰色氢源

CO2 + H 合成甲醇 —— 浅灰色或浅蓝氢源
（液态阳光甲醇合成技术）

可再生能源制氢
（含风、光、沼气等）——深蓝氢源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SSC
一带一路及南南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