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的多少，是组成储氢合金的关键元素，主要包

括钛、镁等；另一部分是吸氢量小或根本不吸氢

的元素，常见的有铁、镍等。

这些合金材料与氢气在低温的条件下发生

化学反应，氢气在其表面分解为氢原子。合金材

料内部有大量细微的晶格，氢原子扩散进入到晶

格内部空隙中，形成金属氢化物。

想要把氢原子“释放”出来也很简单，只需施

加一定热量，储氢材料就可以析出氢气。

周少雄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开发的低温固态

储氢材料可以存储其体积上百倍的氢气，因而其

储氢密度比液氢还高。这些合金材料性能非常

稳定，不会燃烧爆炸，可逆性好，重复使用不低于

5000次。

“以我们开发的一种新型储氢材料为例，主

要成分是镁和稀土元素镧、铈等，在炉中熔化

冶炼，冷却成型，再破碎成粉末就可以了。”周

少雄说，镁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元素，镧、

铈在稀土元素中储量丰富，因此综合成本已逼

近锂电池。

近年来，世界各国在固态储氢应用和新型储

氢材料的研发上取得了诸多进展，成熟的储氢材

料已在热电联供、储能、车载燃料电池氢源系统

等多个领域得到应用，德国一家公司甚至将固态

储氢系统用于燃料电池潜艇中。

据周少雄介绍，他们最新研制的含镁储氢

材料，储存容量可达每立方米 110 千克，远超美

国能源局提出的储氢“终极目标”，但是制约其

应 用 的 是 放 氢 温 度 过 高 ，需 要 达 到 250℃ 以

上。目前，科学家正通过各种方法来调控其热

力学、动力学和循环寿命性能，希望可以早日

实现商用。

◎本报记者 张 晔

聚焦新材料③

装上 2个小巧的氢气罐，电动自行车就可以

行驶 120 公里；氢气用完也无须担心，街头巷尾

的便利店就能购买更换；氢气罐即使破损也没有

危险，罐子里倒出来的全是合金粉末……

这可不是什么科幻片里的场景，而是江苏某企

业在2021第二十届中国北方国际自行车电动车展

览上，展示的两款采用氢能源作为发电系统的样车。

近几年来，以固态储氢为能源供应的大巴

车、卡车、冷藏车、备用电源等在我国相继问世。

虽然只是试验示范项目，但还是在氢能源圈内引

发了极大的关注。

固态储氢改变氢气高密度储存和安全应用

两个难题，究竟是如何实现的？氢气的储运难题

一旦获得解决，氢能源将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

带着这些问题，科技日报记者 5月 22日采访了江

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集萃先进能源材料与应用

技术研究所所长周少雄博士。

化学元素氢（H），在元素周期表中位列第

一，是所有原子中最小的。

但这个无色无味的“小家伙”却是宇宙中最

常见的元素，氢及其同位素占到了太阳总质量的

84%，宇宙质量的 75%都是氢。

“我们现在还生活在碳时代，但是在未来，氢

能将是举足轻重的能源。”周少雄告诉记者，氢资

源丰富，可以由水制取，氢供给燃料电池的产物

还是水，不仅是世界上最干净的能源，还能实现

能源物质循环利用、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能源安全和碳排放两大

挑战，在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下，必须调整当前

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的能源结构，而将氢能纳入整

个能源体系中，有助于改善我国的高碳能源结

构，保障能源安全。

但是，从人类认识到氢气可以燃烧至今，已

经过去 200 多年，氢能的高效利用仍然进展缓

慢。

“氢能的利用，涉及制氢、储运、应用 3 个环

节，其中高密度安全储运氢是主要的瓶颈问题。”

周少雄说，氢在通常条件下以气态形式存在, 且

易燃、易爆、易扩散，这就给氢的储存和运输带来

了很大的困难。

目前，氢气的储运主要分为气态、液态和固

态 3种方式。

气态储氢较为常见，可分为低压和高压两

种。过去，街头巷尾卖气球的小贩，会载着一个

大钢瓶，这就是低压储氢罐。而高压气态储氢最

高气压可达 70 兆帕，目前我国常见的高压储氢

气压也达到 35 兆帕，这就对压力容器提出了极

高要求，目前高压储氢罐采用碳纤维制造，成本

极高且要消耗较大的能源进行压缩。

氢 气 在 一 定 的 低 温 下 ，会 以 液 态 形 式 存

在。因此，可以将氢气压缩、冷却实现液态储

存。常温、常压下液氢的密度为气态氢的 845

倍，但低温液态储氢不经济。氢气液化要消耗

较大的冷却能量，而且必须使用超低温用的特

殊容器，目前仅在储存空间有限的场合使用，

如火箭发动机等。

与化石能源或电力等其他非化石能源相比，

氢能由于尚未很好地解决储运问题，所以一直处

在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因此，开发新型高效

的储氢材料、安全的储氢技术对氢能的开发利用

至关重要。

存储和运输问题影响了氢能利用

“固态储氢相对于高压气态和液态储氢，具

有体积储氢密度高、工作压力低、安全性能好等

优势。”周少雄介绍，固态储氢是未来高密度储存

和安全氢能利用的发展方向。

固态储存需要用到储氢材料，目前技术较为

成熟的储氢材料主要是金属合金。

储氢合金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吸氢

元素或与氢有很强亲和力的元素，它控制着储氢

含镁固态储氢系统成本接近锂电池

固态储氢相对于高压气态和液态储

氢，具有体积储氢密度高、工作压力低、安

全性能好等优势。固态储氢是未来高密度

储存和氢能安全利用的发展方向。

周少雄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集萃先进能源材料与应
用技术研究所所长

兰州大学土木工程与力

学学院周又和教授团队制备

出的超轻质YBCO超导块，不

仅具有结构复杂、高超导性的

优良特性，且其临界电流密度

还提高到了传统冷压烧结样

品的 3.15 倍，其密度值也为

目前国际最低。

日本丰田、韩国现代等企业投入巨资、耗时

数十年研发氢能源汽车，但受制于加氢站建设的

瓶颈，市场推广并不顺利。

“由于氢能储运问题没有解决，燃料电池成

本较高，所以氢能源汽车还处在政府补贴、示范

运行的阶段。”周少雄说，当固态储氢材料得到发

展后，氢能利用将会有极大地改变。

比如，将固态储氢装置与燃料电池一体化集

成，可充分利用燃料电池余热，吸热放氢，降低系

统热能消耗，使得整个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能源

效率得以提高。

“目前，我们已建成国内唯一一条年产 800

吨储氢材料的生产线，并与九号公司、永安行

等企业开展合作，推出固态储氢动力系统的摩

托车、电动自行车等。”周少雄告诉记者，低温

固态储氢材料技术成熟，成本可控，整套装置

全部实现国产化，无需政府补贴也可以实现商

业化应用。

周少雄介绍，他们开发的以固态储氢为氢源

的百瓦级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只需 55 克氢气

就能驱动自行车行驶 80 公里，而这 55 克氢气就

储存在一个普通矿泉水瓶大小的罐子里，储氢压

力仅相当于普通气球。

周少雄大胆预言：“固态储氢罐可以做成像

干电池一样的产品，未来可在便利店或超市随处

购买，也可以将使用完的氢能源空瓶放置存储

箱，由快递员每日更换。”

未来，解决了储运难题，氢能的应用不仅是

备受关注的燃料电池汽车，还包括氢能发电、工

业应用及建筑应用等，不仅可以作为建筑热电联

供电源、微网的可靠电源与移动基站的备用电

源，还能够与数字化技术结合，让以固态储氢为

氢源的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在无人驾驶、军用单

兵、深海装备等诸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氢气变身“固态油箱”或改变未来能源格局

◎孔子俊 杜 英

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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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如果握在手里的甜筒冰淇淋化

了，而甜筒壳底部恰好破了个洞，任由冰淇淋

往下滴，会滴出怎样的图景？科技日报记者 5

月 23 日从兰州大学获悉，该校土木工程与力学

学院周又和教授团队用这样的“冰淇淋”设计，

解决了一个可控超导材料制备的国际难题。

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先进功能

材料》上。

在这个“冰淇淋”中，类似甜筒外壳的装置叫

作 3D 打印喷头，“甜筒”里装的则是经过数次配

比而成的 YBCO（钇钡铜氧高温超导体）超导块

材浆料。在团队设计的程序控制下，浆料自如地

从喷头中滴落，可按照既定“路线”打印出具有复

杂形状的超导样品。

一 直 以 来 ，高 温 超 导 YBCO 块 材 因 其 高

临界温度、高临界电流密度和高俘获磁场的

优异性能，在无接触磁悬浮、储能旋转机械、

准永磁体等方面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但

由于制备 YBCO 块材的原材料——YBCO 氧

化物陶瓷自带本征脆性，再加上高温烧结制

备过程中温度变化引起的机械应力，传统冷

压烧结制备无法实现各种形状、各种结构的

制备和塑形要求。

“超导材料的固有脆性极大地制约了超导应

用的力学性能，其超导性与力学性能是一大矛

盾，建议兰州大学针对增韧改性进行攻关。”2015

年，在浙江大学召开固体力学国家基金委创新研

究群体交流会时，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

杨卫院士得知周又和团队长期关注此领域，就未

来研究方向与周又和进行了深入探讨。

经过近 5年的攻坚，周又和团队成功探索出

高精度直接书写式（DIW）3D 打印技术，采用低

温冷铸微结构调控策略，进一步克服了 YBCO

块材烧结收缩开裂的问题，将 YBCO 的收缩率

由传统的 50%降低到基本不收缩，为 YBCO 超导

块材的高精度制备奠定了基础。

该团队制备出的超轻质 YBCO 超导块不

仅具有结构复杂、高超导性的优良特性，还将

YBCO 块材的临界电流密度提高到了传统冷

压烧结样品的 3.15 倍，其密度值也为目前国际

最低，约为传统冷压烧结工艺制备样品的 1/

3。同时，材料的多孔结构特点也为后续缩短

补氧耗时奠定了基础，使其制备效率得到大幅

度提升。

由该 3D打印设备制备出的厘米尺度级的超

导块材，比如具有特定结构的 3D 晶格结构可应

用于高温超导滤波器，为 5G 通信和军事设备提

供更好的服务。而由该 3D打印设备制备出的超

导飞轮，实现了在液氮温度下航天陀螺飞轮悬浮

及旋转，为工程应用奠定了基础。

周又和说，下一步团队将着力研究超导材料

的增韧改性，致力于实现超导块材的强韧化，进

而实现易加工性，同时进一步提高 3D 打印制备

样品的临界电流，为超轻 YBCO 超导块材的可

控制备和未来应用打下坚实基础。

用“秘制”浆料进行3D打印
轻质超导材料实现可控化制备

3D 打印制备的超导陀螺模型样品悬浮
过程截图

受访者供图

发展固态储氢材料发展固态储氢材料
让氢能利用叫好又叫座让氢能利用叫好又叫座

江苏集萃先进能源材料与应用技术研究所开发的江苏集萃先进能源材料与应用技术研究所开发的
固态储氢系统已用于驱动自行车固态储氢系统已用于驱动自行车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科技日报讯（记者赵汉斌）记者 5月 23日从云南大学了解到，该校材

料与能源学院郭洪教授团队在共价有机框架新能源存储材料方面取得突

破性进展，为开发低成本、持久循环稳定、高容量和可逆性充电电池的有

机电极材料提供了一种新策略。国际著名期刊《先进功能材料》发表了这

一成果。

当前，开发高性能、可持续的绿色电极材料对锂离子电池的发展至关

重要。作为一种高性能的能量存储装置，锂离子电池已广泛应用于各类

移动电源和其他可再生清洁能源载体上。

与传统无机化合物相比，共价有机框架是一类组分结构可设计、强稳

定性的多孔晶态框架材料，因其功能性有机单元的框架结构展现出开放

的离子和电子传输通道，近年来出现在电化学储存的舞台上。作为一种

理想的锂储存电极材料，共价有机框架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较

低的氧化还原位点利用率，直接影响了其可逆储能容量。因此，如何精确

设计原子层结构的共价有机框架分子结构，实现对材料结构层间或内部

活性储锂位点的充分激发与利用,将对共价有机框架类材料在储能领域

的应用开辟新的思路。

针对这些问题，课题组首次提出了羰基和氰基双重有效氧化还原位

点修饰的原子层共价有机框架，并成功应用于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中。

他们在前期研究基础上，通过分子层面的设计，构建了独特的类花瓣二维

原子层共价有机框架，具有较高的电化学动力学和结构稳定性。实验结

果表明，引入原子层结构调控的羰基和氰基双活性位，可显著增强共价有

机框架用作锂离子电池正极的电化学活性和容量。

课题组通过机械剥离的方法，将团簇状具有光导性的共价有机框架

材料剥离，得到原子层共价有机框架材料。当其作为锂离子电池正极时，

在 200毫安时/克的电流密度下，经过 500次循环，仍保持 96毫安时/克的

高容量，放电效率接近 100%，原子层共价有机框架材料的电化学性能，优

于最新报道的其他同类有机化合物。

500次循环后放电效率仍接近 100%

高性能锂存储材料研究获突破

科技日报讯 （记者郝晓明）继 5 月 15 日天问一号任务着陆巡视器成

功软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后，国家航天局对外宣布，祝

融号火星车已于 5月 22日安全驶离着陆平台，到达火星表面，开始巡视探

测。作为火星车“身强力壮”的保障和稳定可靠的基础，中国科学院金属

研究所研发的多种不同碳化硅含量与基体铝合金种类的铝基碳化硅复合

材料，在保障火星车实现“健步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悉，作为我国使用铝基复合材料占比最大的航天器，中国科学院金

属研究所提供的铝基复合材料，加工出几百件不同类型的部件用于天问

一号火星车。

由于长距离飞行与顺利入轨并着陆的要求，火星车的材料首先要求

是“轻”，其重量控制甚至以克为单位；其次要求“强”，要满足承载和耐磨

的需求；同时还要“韧”，要能保证火星车在火星表面“服役”时，面对冲击、

碰撞等复杂工况而不被破坏。但传统的金属材料很难兼顾到火星车的这

些需求。

2015 年，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接到火星车材料的研制任务。随

后，他们设计出一系列新型高强、高塑、高稳定性的铝基碳化硅复合材料，

并成功突破大尺寸坯料制备与成形加工技术难题，使得所研发的高强韧

新型铝基碳化硅复合材料具备了应用可行性，从而为火星探测器顺利研

制提供了有力保障。

“与传统铝基碳化硅复合材料相比，新型复合材料塑性提升了一倍以

上，而且具有高强度、高度各向同性、优异的耐磨性和尺寸稳定性。”中国

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马宗义介绍，为了满足火星车不同部件要求，研

发人员突破了各种技术瓶颈，做出了不同规格的复合材料样件。

针对火星车不同部件的要求，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开发出多种不

同碳化硅含量与基体铝合金种类的铝基碳化硅复合材料，这些材料被用

在火星车承载结构、机械运动机构、探测器结构等几十种零部件中。

经过严苛的地面考核试验，各项数据表明，中国科学院金属所研制的

新型铝基碳化硅完全能够满足火星复杂地貌导致的冲击、磨损等工况，相

关技术方案获得火星车设计总体单位的高度认可。

新型铝基碳化硅复合材料

为“祝融”漫步火星护航

近日，年产120万吨共聚聚丙烯项目环管反应器在福建福清的中景
石化科技园首次吊装。该项目总投资40亿元，达产后年产值可达150亿
元。项目投产后，可改变我国共聚聚丙烯大量依靠进口的局面，补齐聚丙
烯内循环产业链，提升福清化工新材料专区在全国化工产业链中的重要
地位。图为施工人员在吊装环管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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