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市丰

都县正全力打造 100亿级重庆

市清洁能源示范基地。截至

2020年，丰都县累计清洁能源

装机408兆瓦，其中风电254兆

瓦、光伏6兆瓦、水电118兆瓦、

生物质能 30兆瓦，风电装机容

量跃居重庆市第一。

100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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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氢能发展还在初期阶

段，急需关键技术创新、政策扶

持、人才储备以及市场推广，更

需要政府、行业以及全产业链

共同发力，共同推进氢能产业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吴吟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

很少有人知道，氢能悄悄成为了刚刚结束的

东京奥运会的能源支撑——熊熊燃烧的奥运会圣

火以氢气作为燃料，奥运村也是以氢为主要能源。

氢能作为一种清洁无碳、灵活高效、应用场

景丰富的二次能源和重要的工业原料，具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国际范围内，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开

始布局氢能发展路线。目前，G20集团中已经有

9 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了氢能发展战略，还有 7 个

国家和地区正在开展前期研究。

尽管发展氢能已成为一种行业共识，但由于

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能源消费多年

以来以煤为主，氢能大规模应用落地还面临着重

重难题。在不久前召开的氢能产业发展论坛上，

专家认为，高成本高能耗、技术瓶颈、缺乏可持续

发展模式是阻碍我国氢能发展的三大难关。中国

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吴吟表示：“我国氢能发展还

在初期阶段，急需关键技术创新、政策扶持、人才

储备以及市场推广，更需要政府、行业以及全产业

链共同发力，推进氢能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氢气可广泛从水、化石燃料等含氢物质中制

取。依据制取方式和碳排放量的不同，目前行业

内将制取的氢分为绿氢、蓝氢以及灰氢三种。

资 料 显 示 ，绿 氢 是 由 清 洁 能 源 和 可 再 生

能 源（例 如 风 能 、核 能）制 取 的 氢 ，例 如 电 解

水制氢，被称为零碳氢气。以煤或天然气等

化石燃料为来源，辅以二氧化碳副产品捕获、

利 用 和 储 存（CCUS）技 术 制 得 的 氢 为 蓝 氢 。

而灰氢则通过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碳排放量

最高。

国际氢能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毛宗强

说：“2020 年，中国氢气主要来源于灰氢，在 2030

年之后，绿氢应该成为主体。”

业内普遍认为，我国氢能产业目前仍处于市

场导入期，蓝氢基于生产成本低、技术成熟等优

势，作为一种“过渡清洁能源”在现阶段的减碳行

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未来主流产氢方式将逐步从

灰氢、蓝氢过渡到绿氢。

在这条更加绿色低碳的氢产业发展线路中，

降低成本是必经关卡。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副主任周友仁介绍，目前电解氢、天然

气制氢、煤制氢三种主导制氢方式中，煤制氢技

术路线成熟高效、当前成本最低。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新能源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刘思明表示：“降低氢能使用成本是

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成本的下降趋势和速度将

决定这个产业发展的速度。”

我国氢能产业急需模式创新，要想从灰氢转

化至更清洁低碳的蓝氢和绿氢，降低制氢技术成

本、产业上游的可再生能源成本、储能和运输成

本，都非常重要。

国内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氢能产业率先

发展，用氢应避免长距离陆运，以节省成本。刘

思明认为，未来国内氢能市场将以“工业副产

氢+短距离运输”模式为主，对于海外氢能的利

用，将以“优质资源转化蓝氢+长距离化学品载

体运输”模式为主。

在政策扶持下，氢能产业正在逐步进入“规

模化—降本—开拓市场”的量价循环，而持续的

技术进步也将反哺解决各环节核心技术的成本

制约。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预计，到 2025年，

我国 60%地区的光伏上网电价将在度电 0.13 元

左右，风电度电成本将控制在 0.15 元左右，可再

生能源制氢成本将很快降至每立方米 1元。

我国氢气要从“灰”到“蓝”再到“绿”

“我国氢能尚处于产业化初级阶段，技术瓶

颈仍然是氢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制约问题。”中国

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安洪光说。

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最低碳清洁的绿氢发展也面临着电解槽和膜两

大关键技术有待突破。他希望做电解槽和膜的

技术企业加快步伐，推动技术研发。

将波动性、间歇性的风能、太阳能转换为氢

能，有利于储能和传输，且具有零排放、零污染和

可持续优势。但储能技术却有待拓展开发。朱共

山表示，目前绿氢成本集中在储能端，如果通过技

术突破降低储能成本，就解决了绿氢发展的一大问

题。上海岚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予罕也

认为，在氢的储运及应用方面，深入的研究与成果

还比较少。制氢要求储能稳定，膜电机、膜材料等

技术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不仅存储需要技术突破，氢能的生产、运输、

应用等也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突破。西南化工

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陈健说，

比如，氨制氢目前还没有得到大规模工业化应

用，未来还要解决大型化和高温催化剂的相关技

术问题。

而更紧迫的是，我国目前尚欠缺氢能相关技

术标准和规范。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北

亚区副总裁王卫杰说：“关于氢能的制备、储运和

使用的相关标准与法律法规不是想出来的，需要

企业在生产、运输、储存过程中发现问题，通过讨

论、合作，最后形成配套的法规和技术标准。”

氢能领域的关键技术亟待突破

氢能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极

重要的战略价值。中国氢能联盟发布的《中国氢能

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2020》显示，在2060年碳

中和情景下，氢能在我国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将达

20%左右，可再生能源制氢产量约为1亿吨。

如何使氢能产业链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呢？

毛宗强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杜祥琬都强调了“氢能伦理”的概念。“氢能伦理”

作为“能源伦理”的一部分，其核心是可持续发

展。朝着可持续的目标前进，是发展氢能产业应

秉持的初心。杜祥琬说：“我们能够通过很多方

式制取氢气，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氢能产业的

发展方向应该是绿氢。”

毛宗强对未来氢能发展政策提出了 4 个建

议。第一，确定2050年长期氢能发展目标和战略；

第二，深化氢能管理体制和机制改革；第三，保持氢

能产业发展政策的可持续性和连续性；第四，打造

统筹治理和协同共赢的局面，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专家表示，氢能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很多模式可以学习。欧洲

提出能源系统将由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来主导，由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绿色氢能和绿色电

力取代化石燃料。日本在利用可再生能源制氢

方面的技术被市场看好。美国在能源部能效和

可再生能源办公室机构下，又设立了燃料电池技

术办公室，负责全国氢能的管理。我国也已有了

张家口模式，利用张家口的风能、太阳能资源的

优势，低成本制氢，发展氢燃料电池车。

可持续发展是氢能产业的发展方向

氢能实现规模化落地氢能实现规模化落地，，还需突破三大难关还需突破三大难关

在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市丰都县，一场

引入“绿电”点亮万家灯火的变革正如火如荼地进

行着。2021年底，丰都全年消纳新能源将突破 8

亿千瓦时，有望实现全县100%清洁能源供给。

这些清洁能源供给的来源可谓是“种类丰

富”，风电、水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沼气

发电……为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丰都

正推进新型城镇全清洁能源协同供应的能源互

联网试点示范建设，积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

新型电力系统，努力促成丰都“零碳”电力供给。

新型城镇全清洁能源协同供应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考虑区域能源资源禀赋、

电源配置结构、电网形态特征和多元负荷需求，

在西藏藏中、新疆南疆、河北张家口打造地区级

示范区，研究送端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构建方

案；在福建、浙江、青海打造省级示范区，研究送

受端大电网与分布式、微电网融合发展方案，支

撑集中式、分布式新能源协同发展并逐步在电力

系统发挥主体作用。

“我们根据丰都的自身优势正全力打造新型

城镇全清洁能源协同供应的能源互联网试点示

范建设。”国网重庆丰都供电公司（以下简称丰都

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温见能介绍，丰都

处于长江边，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其他

地区相比，丰都县域内清洁能源产业占比高、清

洁能源种类丰富，风电装机全重庆第一，西南最

大装机容量抽水蓄能电站栗子湾抽水蓄能电站

在建，这些都将优化电力系统的组成，通过探索

构建以全清洁能源供应、全要素互动融合、全链

条数据支撑为特征的新型电力系统，实现丰都

“零碳”电力供给。

温见能表示，下一步，丰都供电公司还将建

设能源大数据中心，分析能源电力碳排放特征、

趋势，支撑“双碳”目标下政府科学决策和企业碳

减排。

农林废弃物“变废为宝”能发电

丰都凯迪生物质发电厂（以下简称凯迪发电

厂）是重庆首个农林生物质发电厂。丰都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米庆元说，为了将农林废弃物“变

废为宝”，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对环境污染的

同时，产生能源效益，丰都经过多方考察后引入

了这家生物质发电厂。

一切有生命的可以生长的有机物质通称为

生物质，包括所有的植物、微生物以及以植物、微

生物为食物的动物及其生产的废弃物。狭义上

的生物质，主要是指农林业生产过程中除粮食、

果实以外的秸秆、树木等木质纤维素、农产品加

工业下脚料、农林废弃物及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

禽畜粪便和废弃物等物质。根据国家能源局 7

月 28 日发布数据显示，2021 年 1—6 月，我国生

物质发电新增装机 367.4万千瓦。

凯迪发电厂副总经理佘书强介绍，他们电厂

主要利用农林废弃物燃烧发电，2013 年电厂首

次并网发电，年收购生物质燃料 26万吨，相当于

节约标准煤约 1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20

万吨。“每年产生的 1 万多吨燃烧剩余物也会用

于有机肥、建筑砖瓦等的生产。”佘书强说。

让风、光等资源变成清洁能源

回山坪风电项目位于丰都武平镇和太平坝

乡境内，“项目总装机容量 8 万千瓦，年发电量

1.9亿千瓦时，预计每年可为 9.5万户居民供应绿

色电力能源。”国能重庆风电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孙峰告诉记者，该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完成

全容量并网发电，年等效利用小时数为 2367 小

时，每年可节约标煤 6.08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 16.73万吨。

丰都回山坪风电项目只是风能开发利用的

一个缩影，县域内还有五洞岩风电场、三坝风电

场、莲花山风电场、横梁风电场等多个风电项

目。据了解，丰都县风电年新增装机容量由

2018年的 49.5兆瓦增长到 2020年的 159兆瓦。

在丰都的田间地头、饲养基地里，还建有很

多分布式光伏电站，发电优先自发自用，除满足

农户做饭、空调、生活热水等生活用能外，还可以

供工具充电、农具产品加工，富余电还可并网赚

钱。在丰都县内，分布式光伏电站共有 59处，总

装机 6 兆瓦，2020 年总发电量超 206 万千瓦时，

每年通过卖电为农户增加收入超 81.66万元。

在实施电能替代上，丰都还采取了绿色交通

体系建设、工农业电气化、提档升级旅游消费等

一系列措施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

活方式。2020 年，丰都电网就地消纳清洁能源

7.6亿千瓦时，相当于替代原煤 30.4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 82.08 万吨，预计到 2021 年底丰都境内清

洁能源消纳将达到 8亿千瓦时以上。

据了解，丰都正全力打造 100亿级重庆市清

洁能源示范基地。统计显示，县清洁能源年总发

电量逐年攀升，由 2018年 5.41亿千瓦时、2019年

5.58 亿千瓦时，增长到 2020 年 7.80 亿千瓦时。

截至去年，累计清洁能源装机 408 兆瓦，其中风

电 254 兆瓦、光伏 6 兆瓦、水电 118 兆瓦、生物质

能 30兆瓦，风电装机容量跃居重庆市第一。

三峡库区100%清洁能源供给的“碳”索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迎霞 通讯员罗琳 田园）“一次设备测温正常，

盘清、盘固线的隐患终于解决了。”8月 29日，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检修

公司（以下简称宁夏检修）六盘山运维中心员工马旭结束了当天 330千伏

盘清Ⅰ线、盘固Ⅰ线日常巡视后，激动地对身边人说道。

近日，宁夏检修完成全国首个 330 千伏气体绝缘金属封闭输电线路

管道母线（以下简称 GIL 管母）改造工程，成功破解电网难题。此次参与

改造的两条 330千伏线路位于宁夏固原地区，分别连接清水河 330千伏变

电站和固原 330 千伏变电站，承担着宁南 80%以上的落地负荷。按照原

有接线方式，若同侧双母线同时停电，可能造成该地区大面积停电。本着

既除隐患又降费用的原则，宁夏检修摒弃传统站外线路改造思路，创新提

出在站内将盘清Ⅰ线与盘固Ⅰ线间隔对调，并加装 GIL 管母。这种新的

电力线路架设方式使用管道密封绝缘，不易受恶劣环境影响，使紧凑型变

电站能高效利用空间资源。

“改造工作绝非简单的拆卸和安装。我们的工作环境非常狭小，安装

也需要无尘条件，工期还很紧张，这对我们的现场人员和施工流程都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项目总负责人王磊这样描述。

王磊口中的“狭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作业空间小。GIL

设备被封闭在直径不足一米的罐体内，这样的环境下需完成多人、多零

件、多节数的拆装，如何精准对接管母成了关键。宁夏检修的技术人员提

前协同厂家开展三维设计，真实还原变电站实景，通过设备仿真化，部件

模块化，切实做到“量体裁衣”式安装。

另一个是施工场地位置小。原有设备、新装设备、拆装工具、大型吊

车等受场地限制无法放置在一个区域内，如何合理安置物资、保证工作有

条不紊进行成了关键。宁夏检修专门抽调人员成立转运组和物资调配

组，负责及时清理拆除设备，提前转运即将安装的零件，从而顺利在 10天

的紧张工期中完成工作。

本次 330 千伏 GIL 管母改造工程通过“小革新”解决“大隐患”，是国

网宁夏电力落实提质增效行动的又一体现。该项技术革新，拓宽了优

化电网结构的新思路，可广泛应用于变电站因电网接线不合理的改造

项目中。

“小革新”解决“大隐患”

宁夏创新电力线路改造

科技日报讯 （王大军 陈科）8 月 27 日，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南化工）相关负责人表示，焦炉气制甲醇绿色技术为

我国焦炉气资源化高效利用开辟了新途径，已推广近 30 套工业装置，

设计焦炉气制甲醇总年产能近 400 万吨。

据了解，8 月 1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石化化工行业鼓励

推广应用的技术和产品目录（第一批），焦炉气制甲醇绿色技术等 32 项

成果入选目录，为加快推动石化化工产业转型升级与低碳绿色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焦炉气制甲醇绿色技术由西南化工开发，目前第三方评价总体技

术达到先进水平。西南化工面向重污染工业尾气清洁高效利用的需

求，依托国家碳—化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开发了焦炉气深度净

化、焦炉气纯氧自热转化工艺与催化剂、甲醇合成催化剂、节能降耗与

资源回收利用工艺等关键技术，开发出每年 10—50 万吨的焦炉气制甲

醇工艺软件包，形成焦炉气制甲醇的绿色技术。

据了解，该技术已投产装置主要包括四川达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每年 20 万吨焦炉气制甲醇装置、河北金牛旭阳化工有限公司每年 20 万

吨焦炉气制甲醇装置、神华乌海能源有限公司每年 30 万吨焦炉气制甲

醇装置。

“该成果推广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很好的资源

综合利用、节能减排效果。目前正在设计内蒙古东日新能源材料有限

公司焦炉气制每年 50 万吨甲醇联产每年 15 万吨液氨装置，这是目前最

大规模的单系列焦炉气制甲醇装置，为含碳工业尾气资源化利用发挥

示范作用，促进化工行业实现碳减排。”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项绿色技术

为焦炉气高效利用开辟新途径

7月28日，重庆丰都首座GIS智能变电站——
110千伏乌城变电站投运成功，进一步强化了丰
都电网对于清洁能源的输送和消纳能力。图为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员工在高空对 110千伏线
路进行检修。 刘远平摄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神华乌海能源有限公司30万吨/年焦炉气制甲醇装置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