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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

https://www.forbes.com/sites/thebakersinstitute/2019/05/08/power-to-x-in-the-german-experience-another-
in-the-list-of-growing-energy-transition-strategies/#1a5d5357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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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

西方将氨称为“另一种氢”（The Other Hydrogen）或氢2.0版

氮N2 + 水 H2O氨NH3

制取

裂
解

供氢H2

氮N2

直接燃烧: 
火焰型(发动机、锅炉)
电化学型(燃料电池) 

储  运

 1atm，-33oC 液化
10atm，20oC 液化

合成氨(NH3)能耗与
氢 (H2)的液化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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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3更安全、更易储运，同体积液氨比液氢多至少60%的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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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当今世界最大的绿氢/氨
单一项目。

投资56亿美元，120万吨
绿氨/年，对应20万吨绿
氢/年或650吨绿氢/天。

可供5万辆公交车或70万
辆小轿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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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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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的燃烧火焰 (美、日、德)

氨的燃烧火焰（厦门大学）

氨直接兑上水就是化肥



厦大研制的热水器/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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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合成氨厂遍布全国，运输体系和分布网络现成可用，在世界上最完善。
• 中国在严格限产条件下的氨产量仍占全世界的1/3，是美国的5倍，可以迅速构建

起来完整的燃料配分和加注体系。

中国

图：世界氨产量分布（折合氮：千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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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
化学
式

低位
热值

（LHV）
MJ/Kg

空燃比
（质量比）

存储
压力
atm

单位空气
燃烧放热

MJ/m³ MJ/kg

液氨
NH3

18.61 6.14 11 2.53 3.03

天然气 38.1 14.39 250 2.40 2.88
液氢
H2

121 34.78 >700(气) 2.88 3.45

乙醇 26.9 6.52 1 2.47 2.96
汽油 44.0 15.11 1 2.39 2.87
柴油 43.0 14.72 1 2.34 2.81

• 可低压液化，存储运输比氢气（H2）和天然气（CH4）容易得多；
• 是氢能变为现实的途径。
• 同样空气进量下，可提供更大的功率，是电网调峰 、超高速发动机的上佳

燃料；对燃气轮机的燃烧室壁的冷却格外有利。

技
术
经
济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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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 低位热值
MJ/kg

HHV
MJ/kg

空燃比 (AF)
 （Ф =1, 质量）

汽油 （C7H15） 44.0 47.30 14.6
氨 （NH3） 18.6 22.50 6.1
氢（H2） 121.0 141.90 34.0
天然气（CH4） 38.1 14.4

空气:      O2 + 4N2

4N2     20 oC 
进气

4N2     500 oC 
燃烧尾气

空燃比低，高温氮气（N2）带走的热损失少，因此氨的燃烧热损失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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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化肥、化纤级）的价格  =  汽油的 1/3
采用直喷技术 ≈ 1.05公斤汽油
采用氨空调技术≈ 1.1公斤汽油

1 公斤氨的燃烧动力≈  0.8 公斤汽油

价
格
2
0
1
6
.
十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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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氨（化肥、化纤级）的价格  = 汽/柴油的 40-60%

价
格
2
0
1
7
.
六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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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氨（化肥、化纤级）的价格  = 汽/柴/煤油/天然气的 40-60%

价
格
2
0
1
8
.
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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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氨（化肥、化纤级）的价格  = 汽/柴/天然气的 
40-60%

价
格
2
0
1
8
.
十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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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格
2
0
1
9
.
六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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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格

Ammonia price = 50% of gasoline/diesel/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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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地区用余电制取氨已经比用煤制的氨便宜。

氨的售价，元/吨

（固定资产8年回本）

电价
元/度

以电制氨（化肥化纤级别）保本价，元/吨氨（2018.10）



26• 2017.11-2018.02气荒期间，用氨作锅炉燃料比天然气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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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底，中国已建成油气管道总里程11.64万千米，其中天然气管道6.8万千
米。 2017年7月12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中长期油气管网规划》到
2020年，全国油气管网规模达到16.9万公里；到2025年，全国油气管网规模达到
24万公里。

中国跨入天然气时代的梦想也可由氨来实现

正在寻找气源，即使俄罗
斯中亚东南亚按约供气后
，缺口仍高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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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俄罗斯-乌克兰的氨输送管道 图：美国现有的4830km氨输送管道网络

• 同样距离和输送条件下，氨比天然气可输送多出一倍的能量。
• 现有天然气管道稍加改造即可用于输送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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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与氨运输列车脱轨后损失情况对比案例（加拿大，美国）

氨燃料发生火灾和爆炸的可能性极低，事故中的死亡率不到汽油的5%。

氨列车石油列车

死亡人数

脱轨点附近的居民数

安
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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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2015年氨泄漏事故：死亡一人。

人类嗅觉对氨格外敏感，可以立刻就觉察到泄漏，但对一氧化碳却很迟钝。

安
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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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嗅觉对天然气以及汽油蒸汽的起燃浓度等也很迟钝，经常直到火灾发生才知晓；
• 汽油等与车饰互相助燃，而液氨则有灭火作用。

汽/柴油公交车火灾：中国公交车（左，右上）；美国校车（右下）

安
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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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3艘（旗舰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是被日军自己甲板上的卸载弹药引
发内仓弹药库和油料爆炸燃烧而沉没，只有飞龙号是在没有空军护卫的情况下
被炸沉的。

中途岛海战：日军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

美军阵列：出动了3艘航空母舰及8艘巡洋舰派，航母只损失了一艘。

火灾是造成航母沉没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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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基燃料的不完全燃烧一定产生一氧化碳（CO）和有毒烟尘，但氨的燃烧就不
存在这个问题。

图：各种针对碳基燃料汽
车内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的
公益宣传和产品报道

安
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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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横穿美国东西海岸的氨燃料小卡车和司机

2013，日本丰田车，GT86 2013，韩国起亚，x2502006，加拿大，Impala

美、加、日、韩积极推广民用氨燃料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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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氨燃料灌溉用水泵 美国，氨燃料75 kVA发电机

日本，21kw氨-煤油混合燃气轮机 日本，41.8kw氨燃料燃气轮机

美、日积极推广民用氨燃料动力和发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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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利用光伏/风电制氨并储能以及50kw氨燃料燃气轮机发电机的小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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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12年建成的利用制氨储存风能提供燃料和化肥的一家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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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家美国家庭农场采用太阳能制取氨燃
料 / 氨肥料并储能，可供3台氨燃料农用联
合施肥收割拖拉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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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建的利用太阳光伏/风电制取氨燃料并储存能量的装置（2017年底建成并评估）



41

NH3变成交通工具燃料的法律和技术体系是现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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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战例1： 长平之战（前262年-前260年，《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
救及粮食。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
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
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

战例2：二战北非突尼斯会战（1943年，德意 隆美尔~盟军 巴顿）

德军装甲部队的燃油耗尽，补给线被盟军切断，最终阿泥姆上将和梅塞元帅相继向
盟军投降，约10万德军、15万意军被俘，突尼斯会战以盟军的胜利而结束。

战例3：美军对志愿军的星期攻势解读

我志愿军由于补给无法持续超过7天，所以无法在最佳时机扩大战果，造成第四次、
第五次战役格外艰苦。

战时能源安全与持续补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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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的实施受制于地缘政治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严重制约着和平崛起。

图：美军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行动中的教训总结之一：燃油补给是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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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生产氨燃料的一个军事案例：
美军对在伊拉克、阿富汗、非洲军事行动中的教训总结之一：燃油补给是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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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总结之二：游击队以补给线为主要攻击目标，对美军的机械化实行瘫痪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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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正在采用的对策：利用太阳能/风能制氨（NH3），就地生产燃料。



48

美军氨燃料对策的另一好处：氨还可用来促进粮食增产（包括罂粟的增产，解决当地居
民致富以及军队经费问题），获取民心，实现长期驻兵，以战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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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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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

150kW交直流混合 间歇式绿氨（NH3）合成设备与流程



厦大产品：低碳环保型氨锅炉

NH3+O2=N2+H2O



创新优势：用无碳燃料氨
（NH3）替代当前活塞式
发动机或发电机中所使用
的化石燃料（如汽油、柴
油等），实现无碳无颗粒
的排放；也可通过掺烧方
式大幅度降低碳排放与颗
粒排放，从而有效地降低
排放中的雾霾成分。

应用价值：广泛地应用于
汽车、轮船等活塞式发动
机上，也可用于民用发电
机上，可使碳排放以及颗
粒排放降低60%以上。

预期效益：已经研制成功
10-100kW的活塞式发电机
，并将向备用电设备、矿
山设备、野外施工设备、
以及电车市场进行推广。                             

项目1：氨(NH3) 燃料活塞式发电机和发动机技术

厦门大学研制成功的5-70kw氨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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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剂 保护气



为卡车和轮船的无碳电动化提供增程方案

内燃式

NH3燃料
电池

应用价值：可为汽车、轮船等
提供清洁动力。

预期效益：在电动卡车（如物
流）领域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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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研制的氨制氢装置有热裂解和氨水电解两种，用来代替高压储氢瓶，并提高航程



创新优势：可将现有的合成氨厂直接升级改造，使之
具备储能调峰功能

项目3：余电制氢与制氨(NH3)也可用来储能调峰

应用价值：我国合成氨厂遍布全国，就地改造后可以大幅度解决废弃电的储存和
利用问题，市场很大。

预期效益：合成氨企业转型为高价值的能源企业，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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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电子级

氨（NH3）纯度（体积分数）/10-2      99.9995

氧（O2）含量（体积分数）/10-6 1

氮（N2）含量（体积分数）/10-6 1

一氧化碳（CO）含量（体积分数）/10-6 1

烃（C1~C3）含量（体积分数）/10-6 1

水分（H2O）含量（体积分数）/10-6 3

总杂质含量（体积分数）/10-6 5

表1 电子级纯氨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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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nded PV
弃电功率

H2 production
制氢规模

NH3 production
制氨规模与产值

MW MJ/4h ton/4h
(65%efficiency) ￥20k/ton

ton/day
(50%efficiency)

kiloTons
/year

Price 
￥9000/ton

（high purity）

1 14400 0.52 10k/4h 2.5 0.9
￥8
million/year

10 144000 5.2
￥100k

/4h 25 9
￥80
million/year

100 1440000 52
￥1million/4

h 250 90
￥800
million/year

200 2880000 520
￥10million/

4h 2500 180

￥1600
million/year

 Sale of  H2 might not be profitable, but zero sulfur/carbon NH3 is profitable；
一个100MW的光伏年产合成氨9万吨；按化肥售价销售（￥3000/吨），则有2.7
亿元/年的产值；按高纯氨销售，则有2-3倍（5-8亿元/年）的产值。

Solar to ammonia calculations
光伏（每天4小时）制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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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nded PV H2 production NH3 production

MW MJ/24h ton/24h
(65%efficiency) ￥220k/ton

ton/24h
(50%efficiency)

kiloTons
/year

Price 
￥9000/ton

（high purity）

1 86400 3.12 60k/4h 15 5.4
￥48
million/year

10 864000 31.2
￥600k

/4h 150 54
￥480
million/year

100 8640000 312
￥6million

/4h 1500 540
￥4800
million/year

200 17280000 624
￥60million

/4h 3000 1080

￥9600
million/year

一个1000MW的核反应堆如果有10%富余电力，则年产合成氨54万吨；按化肥售
价销售（￥3000/吨），则有15亿元/年的产值；按高纯氨销售，则有2-3倍（ 
45-90亿元/年）的产值。

Solar to ammonia calculations
水/核余电（每天24小时）制氨计算



潜在应用：海岛或海上核动力制取氨燃料

燃料自给，在封锁条件下保持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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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农村、边远、人烟稀少、海岛、海域
等地区的储能及燃料和化肥的自给方案

• 农村、边远及人烟稀少地区课
作为氨燃料及化肥的生产基地
，解决我国能源的自给问题。

• 远洋舰船的燃料中继补给（一
带一路）；海岛的燃料自给与
外供；海洋能源的物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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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能源学院在建的光伏微网制氢流程图



项目4：氨(NH3)燃料锅炉技术

研究思路：用无碳燃料氨（NH3）替代现有锅炉所使用的化石燃料（如柴油、天然气
、甲醇等），实现无碳无颗粒的排放；也可通过掺烧方式大幅度降低碳排放与颗粒排
放，从而有效地降低排放中的雾霾成分。

技术优势：对现有锅炉的主要结构、材料和控制系统改变很少，而且可以顺利移植到
大、中、小型锅炉上。此外，由于燃烧尾气洁净，因此尾气的余热利用效率将大幅度
提高，尾气冷却后可用来生产洁净水。

市场前景：锅炉是很多工业生产过程必备的基本热力设备；特别是在北方，也是基本
的民用供暖设备，因此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尤其是在政府大力治理雾霾和推进节能减
排的决心之下，氨燃料锅炉更是有着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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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裂解

电解氨水 适合于人口密
集区建加H2站



项目6：基于氨(NH3) 燃料的蒸汽轮机发电技术

研究思路：用无碳燃料氨（NH3）替代当前火电厂所使用的化石燃料（如
煤、柴油等），实现无碳无颗粒的排放；也可通过掺烧方式大幅度降低碳
排放与颗粒排放，从而有效地降低排放中的雾霾成分。

技术优势：对现有火电厂中蒸汽发生器的主要结构、材料和控制系统改变
很少。此外，由于燃烧尾气洁净，因此尾气的余热利用效率将大幅度提高
，尾气冷却后可用来生产洁净水。

市场前景：火电是我国主要的发电方式，因此市场前景非常广阔。特别是
在政府大力治理雾霾和推进节能减排的决心之下，氨燃料火电更是有着光
明的前景。



项目7：基于氨(NH3) 的燃气轮机发电和动力技术

研究思路：利用燃料氨（NH3）替代当前燃气轮机所使用的化石燃料（柴油、
天然气等），实现无碳无颗粒的排放并达到更高的功率；也可通过掺烧方式大
幅度降低碳排放与颗粒排放，从而有效地降低排放中的雾霾成分。

技术优势：可将氨的小空燃比特性与燃气轮机快速拉高功率的要求有效地结合
起来，快速达到比柴油、汽油等燃料更高的燃烧功率。此外，由于燃烧尾气洁
净而且温度较高，因此可增设蒸汽轮机实现二级发电，使总的发电效率达到
60%左右，远远超过当前单独使用燃气轮机或蒸汽轮机的30-45%的发电效率。

市场前景：燃气轮机是我国重点推广的高端发电设备之一，可用于电网调峰，
也是军用飞机、舰船的主要高端动力设备之一，因此民用和军用的市场前景都
非常广阔。



项目8：二级氨(NH3)燃料燃气轮机与压缩空气结合的储能技术

技术优势：不必铺设天然气管道；压缩段耗能变成储能；储能规模巨大；燃气轮机的结
构大幅度简化。

市场前景：储能是拉高电网清洁能源比率、实现电网快捷调峰的关键，市场前景广阔。

研究思路：同时利用制氨
和压缩空气储能，省略燃
气轮机的压缩段，只保留
燃烧和尾喷段。



项目9：燃料电池技术

氨燃料电池
中温燃料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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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

以氨（NH3）储氢（H2）：大规模储运氢

以氨供氢：大功率燃料电池、氢冶金、氢能园区

以氨代替氢：直接以氨为燃料
    动力设备：发动机；燃料电池（中高温和碱式）
    热力设备：锅炉

氨/氢能源微网：可独立或接入大电网（解决储能转化瓶颈，拉
动光伏产业）

我国完全具备在短中期内将氨氢技术产业化的能力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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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
增长。（中国青年网：http://news.163.com/17/0606/07/CM7TMFLM00018AOQ.html）

空谈误国，撸起袖子加油干！请联系王兆林：157 50 70 9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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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氨是优质氢能载体，清洁可再生、经济、实惠、安全，符合国情。

氨可解决巨量间歇能源（核、风、光等）的储存与物质化的难题。

氨燃料技术是内燃机清洁化、电动化的现实途径，并可作为车载氢

源，解决氢燃料电池车的世界性瓶颈难题。

我国完全具备在短中期内将氨燃料技术产业化的能力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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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林在氢能领域的成就： 被报导为“清洁能源突破”



王兆林在加拿大期间（2016年6月份前）的工作 
(University of Ontari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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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特长：氢能、氨燃料、汽车、核/风/光。

清洁能源实验室（UOIT）
三位创始人之一

（另两位Dr. Greg Naterer 和Dr. 
Kamiel现分别为加拿大能源学科主

席与安省清洁能源联盟主席）

世界第三大风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