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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电力生产特点及发展趋势，分别基于煤炭和可再生能源作为一次能源的应用场景，

综合分析了未来氢能的发展应用可行性。研究表明，氢能在我国未来能源和电力发展过程

中难以起到支撑作用，“再电气化”是更为现实的技术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未来

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的情景下，我国能源电力的发展思路以及“再电气化”需要研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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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ies of hydrogen production, storage and 

power generation processes are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China’s energy 

resources, power generation status and developing trends of new power generation technologies, the prospect of 

hydrogen energy utilization in the future in China is checked on two different application scenarios with coal or 

renewable energy as the primary energy respectivel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hydrogen energy will not be able to 

undertake the tough task to support the future energy and power development in China, while the ‘re-electrification’ 

might be the right path. Several key measures are then be presented for addressing the issues which the future power 

system may face with massive renewable energy being connected into the power grid, and some key points of the 

research on re-electrification are also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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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洁能源，氢能被许多专家学者视为 21 世

纪最具发展潜力的能源之一[1-2]。主要原因在于，各

国对于控制大气污染、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呼声日

益高涨，为氢能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舆论环境；而近

年来可再生能源（风电、光伏发电等）的迅猛发展

和电动汽车产业的兴起提高了市场对于氢能技术

的预期。 

2019 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充

电、加氢等设施建设”。各地方政府密集出台氢能产

业政策，已有四川、广东、北京、上海、天津等近

20 个省市动工氢能产业园，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

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已于 2018 年成立。“氢能社会”

“未来能源”“基础能源”等概念层出不穷，氢能甚

至被推到“未来能源终极形态”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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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氢是一种常见的化工原料，无法从

自然界直接获取，只能作为其他能源的载体，和电

一样属于二次能源。氢能在生产、储运和应用等诸

多环节存在产业链复杂、效率较低、技术门槛较高、

经济性差等问题。急需从氢能技术的本源出发，结

合我国能源资源、电力生产的特点及发展趋势，界

定氢能在我国未来能源系统中的角色定位，理性引

导氢能技术和产业发展。 

本文将通过分析氢能产业链各环节技术特征，

研究我国氢能未来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初步探讨

我国未来能源和电力发展的适宜模式，论证“再电

气化”路径及相关问题。 

1 氢产业链概述 

1.1 氢的基本性质 

氢气燃烧只产生水，因此被认为是最清洁、真

正实现零排放的能源。但由于其二次能源的基本属

性，氢气的清洁和环保性不应仅体现在最终被利用

时，还要着眼于生产氢气的一次能源的来源以及氢

气的制备、运输、存储和最终使用等环节，从全生

命周期的角度来考察。这些环节都需要消耗能源资

源，也可能会带来相应的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

氢气的物性参数见表 1[3]。 

表 1 氢气的物性参数 

Tab.1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hydrogen 

项目 氢气 对比 

密度（气态） 
0.089 kg/m3 

(0 ℃, 0.1 MPa) 
天然气的 1/10 

密度（液态） 
70.79 kg/m3 

(–253 ℃, 0.1 MPa) 
天然气的 1/6 

沸点 –252.76 ℃ (0.1 MPa) 比 LNG 低 90 ℃ 

质量能量密度（LHV） 120.1 MJ/kg 汽油的 3 倍 

体积能量密度（常压，LHV） 0.01 MJ/L 天然气的 1/3 

相对能量密度（液态，LHV） 8.5 MJ/L LNG 的 1/3 

火焰速度 346 cm/s 甲烷的 8 倍 

爆炸范围 
4%~77% 

（空气中体积分数） 
比甲烷宽 6 倍 

自点火温度 585 ℃ 汽油为 220 ℃ 

点火能量 0.02 MJ 甲烷的 1/10 

虽然氢气的质量能量密度远高于常见的液化

天然气（liquefied natural gas，LNG）和汽油等液体

燃料，但常压下氢气的体积能量密度很低，需要压

缩或液化，才有可能体现其质量能量密度高及在储

运和使用方面的优势。氢气的高密度运输和储存需

要大壁厚的容器或管道，通常用储氢密度衡量氢气

在储存和运输时的效率与便利性。美国能源部提出

的车载氢源的目标要求是：质量储氢密度和体积储

氢密度分别为 6%和 60 kg/m3。由于氢气的沸点低，

深度压缩与液化能耗高，且氢气易于扩散和泄露，

爆炸范围宽，同时氢分子还会渗入金属内部发生氢

脆，影响容器和管道的安全性，因此，储存和使用

氢气需要遵守严格的安全和技术规范，这会增加其

使用成本。 

1.2 制氢技术 

1.2.1 煤气化制氢 

目前，主要以煤或天然气等为原料来制取氢

气，来源于化石燃料的氢气约占氢气总产量     

的 95%。几种相对成熟的制氢技术见表 2。我国是

世 界上氢气产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年产氢气量约 

2 000 万 t，占世界氢总产量的 1/3，并以煤气化制

氢为主。在煤炭价格为 500 元/t 的情况下，煤制氢

的成本约 0.7 元/m3。但是，此类技术需要结合 CO2

捕集和封存技术才能解决碳排放问题，因此不能作

为氢能的长久来源[4-5]。 

表 2 几种相对成熟的制氢技术 

Tab.2 Several relative mature hydrog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技术名称 能效/% 每立方米氢气成本/元 
制取每千克氢气 

二氧化碳排放量 

天然气重整 ~65 0.8~1.5 约 9 kg 

煤气化 ~51 0.6~1.2 约 12 kg 

电解水 ~60 3.0~4.0 与电力来源有关 

甲醇转化 ~75 1.8~2.5 与甲醇来源有关 

1.2.2 电解水制氢 

电解水制氢被视为未来可应用于可再生能源消

纳的主流技术，主要分为 3 类：碱性电解水制氢､质

子交换膜（proton exchange membrane，PEM）电解水

制氢和固态氧化物电解质（solid oxide electrolyte，

SOE）电解水制氢。目前，前 2 种技术发展已经比较

成熟，SOE 电解水制氢技术还处于研发示范阶段。 

制氢装置在国内外均有商业化运行。其中，

PEM 电解水制氢装置成本较高，一般是碱性电解水

装置的 3 倍左右｡3 种电解装置的主要技术特点对

比见表 3[6-7]。 

从经济性考虑，目前碱性电解水制氢装置比较

适合规模化可再生能源制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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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类型电解装置主要技术特点 

Tab.3 The main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olytic devices 

装置名称 单套制氢能力/(m3·h–1) 效率/% 电耗/(kW·h·m–3) 固定投资/(元·kW–1) 寿命/h 技术成熟度 

碱性电解槽 1 000 65~82 (HHV) 4.5~5.4 5 500~9 750 60 000~90 000 成熟 

质子交换膜（PEM） 400 65~78 (HHV) 4.0~5.5 9 750~24 700 20 000~60 000 市场初期 

固态氧化物（SOE）电解槽 实验室 85~90 (HHV) 4.0~4.3  ≤1 000 实验室 

 

为提高电解水效率，需提升电极材料性能，如

降低电极的析氢和析氧过电位。虽然铂族金属的综

合性能较优，但由于其成本过高，在实际应用中，

通常采用铁族金属特别是镍基材料作为电极材料，

高效率、低成本的电极材料仍待进一步开发。 

目前，电解水制氢的主要问题是能耗高、效率

低，关键技术的突破应集中在降低设备成本、提高

电解槽的能源转化效率以及搭建集中式大规模生

产系统等方面。 

1.3 储氢技术 

氢气的储运是制约氢能大规模发展的瓶颈之

一。常用的氢气储存方式主要有高压气态储氢、液

态储氢和固态氢化物储氢等。3 种技术概述及优  

缺点对比见表 4。因为氢气的体积能量密度和沸点

（–253 ℃）低，其储存运输成本为等能量天然气的

数倍。常用的氢气输运技术及特点对比见表 5。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高压气态储氢多采用 25～ 

35 MPa 的碳纤维复合钢瓶储运氢气。常见的压力等

级为 35 MPa 和 70 MPa。常温下，氢气在 35 MPa 时

密度约为 23 kg/m3，70 MPa 时约为 38 kg/m3。35 MPa

储氢瓶的质量储氢密度仅有 5%。氢气压缩是耗能过

程，根据压缩条件不同，能量损失 10%左右。 

液态氢的体积可减小到气态氢的 1/800 左右，

液态储氢需要配合深冷技术（低于–253 ℃）。氢液

化是高耗能过程，伴随 30%~40%的能量损失，而且

由于储存温度与室温温差大，液态氢的逸散损失也

比较大，只适合大规模高密度的存储。 

在一定温度压力条件下，金属可以大量吸收氢

生成固态金属氢化物，如LaNi5H6、MgH2和NaAlH4，

且该反应具有很好的可逆性。金属固态储氢花费的

能量约是压缩方式（70 MPa）的 1/2，液化方式的

1/5；体积能量密度比压缩和液化储存高约 3 倍，但

质量能量密度较低。金属氢化物储存罐的重量是汽

油罐的 4 倍左右，使其在运输方面受限。储氢材料

目前价格较高，难以规模化应用，此外还存在使用

寿命的问题。考虑到目前使用的储氢罐单体容量有

限且其成本相对高昂（约 85 元/(kW·h)），储氢罐目

前并不适用于大规模氢储能。

表 4 3 种常用的储氢技术及优缺点对比 

Tab.4 The commonly used hydrogen storage technologies 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技术名称 技术概述 优点 缺点 

高压气态储氢 用高压气瓶储存氢气，目前使用最多 技术成熟，成本低 储氢密度低 

液态储氢 制冷使氢气液化储存，主要在航空航天领域使用 储氢密度高，同时可提纯氢气 制冷能耗大，成本高 

固态氢化物储氢 利用某些金属可逆地吸收和释放氢气（试验中） 安全，同时可提纯氢气 储氢材料重量大，成本高，储放氢有温度条件 

 

表 5 常用的氢气输运技术及特点 

Tab.5 The commonly used hydrogen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ies 

技术名称 特点 

长管拖车运输 运输量小，技术成熟，适合短距离运输 

液氢槽车运输 液化能耗和成本高，适合中距离运输 

管道运输 一次性投资高，适合长距离运输，需注意防范氢脆现象 

与压缩空气储能应用的情况类似，将高压气体压

缩储存于地下盐洞中可以实现大规模储能。美国在得

克萨斯州已验证了地下 850 m 处盐洞中 3 000 万 m3

氢气的储存[5]。该方案避免了使用高压金属容器，可

大大降低氢的储存成本，是未来大规模储氢的可选方

案，但受地质条件制约，难以大范围推广[6]。 

1.4 氢能发电 

燃料电池能将氢的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具

有较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因此燃料电池发电是未来

氢能利用的主流技术。根据工作温度和电解质的不

同，燃料电池分为中低温条件下工作的质子交换膜

燃料电池（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PEMFC）、碱性燃料电池（alkaline fuel cell，AFC）

和磷酸燃料电池（phosphoric acid fuel cell，PAFC），

此外还有在高温工况下工作的熔融碳酸盐燃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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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molten carbonate fuel cell，MCFC）和固体氧化

物燃料电池（solid oxide fuel cell，SOFC）。据美国

能源部发布的氢燃料电池技术比较，各种燃料电池

的特性和应用场景见表 6[5]。

表 6 各种燃料电池的特性和应用场景 

Tab.6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various fuel cells 

名称 运行温度/℃ 常规装机容量 效率/% 应用场景 优势 劣势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PEMFC） 
50~100 <1~100 kW 35~60 

备用电源、移动 

电源及交通运输 
低温运行，快速启动 催化剂昂贵，对燃料杂质敏感 

碱性燃料电池（AFC） 90~100 10~100 kW 60 国防、防空 转化率高、价格低 
对燃料杂质（尤其 CO2）敏感， 

电解质维护难度高 

磷酸燃料电池（PAFC） 150~200 400 kW 40 分布式发电 燃料品质要求相对低 
使用铂金催化剂，启动时间长， 

单体燃料电池功率低 

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 

（MCFC） 
600~700 300 kW~3 MW 45~50 分布式发电 

高效，对燃料品质要求相对低， 

可使用不同催化剂 

高温易腐蚀，启动时间长，能量 

密度低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SOFC） 
700~1 000 1 kW~2 MW 60 发电 

高效，对燃料品质要求相对低， 

可使用不同催化剂，固态电解质 
高温易腐蚀，启动时间长 

 

在氢能利用中，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

可作为电动车上的移动电源而备受关注。但是

PEMFC 电极主要采用铂族金属作为催化剂，因此

造价一直居高不下。对于大规模固定式的发电系

统，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MCFC）和固体氧化物燃

料电池（SOFC）在装机容量和单位成本上或更具优

势，更适合在大规模集中储能系统中应用。 

1.5 氢能的其他利用 

氢作为一种能源载体，除了采用氢燃料电池发

电外，还可以用于氢内燃机或者富氢燃气轮机的联

合循环发电和供热等，此外还可以作为工业原料，

用于合成氨、与 CO2 合成燃料、油品加氢提质、金

属除杂等。因此，氢被视为可以串联起民用、工业

和电力系统的纽带，来构建未来多用途、高灵活性

且低碳的能源系统[7]。 

1.6 氢能利用的能量转化效率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在 2015 年发布的《氢

能与燃料电池技术路线图》，采用电解水制氢，再利

用制取的氢气发电的模式包括： 

1）制氢、压缩，直接用于燃料电池发电； 

2）制氢、压缩、混入天然气运输，共同进行燃

气发电； 

3）制氢、甲烷化、压缩、运输，再以甲烷的形

式进行燃气发电； 

4）制氢、压缩、运输、零售，用于燃料电池    

发电。 

据统计[7]，基于现有技术，各种模式由于电解

（损失 27 百分点）、压缩（损失 3~6 百分点）、运输

（损失 2~3 百分点）、零售（损失 10 百分点）、转化

利用（燃料电池损失 50%效率，燃气轮机损失 60%

效率）等各环节的能量损失，整个流程电到电的转

化效率只有不到 30%。 

1.7 氢储能 

目前，常用的储能方式为抽水蓄能及各种化学

电池储能。根据相关统计[8]：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

全球已投运储能项目累计装机 180.9 GW，其中，抽

水蓄能规模最大，为 170.7 GW，其次为电化学储  

能和熔融盐储热，累计装机规模分别为 6.5 GW 和

2.8 GW；我国储能装机 31.2 GW，96%为抽水蓄能，

约 30.0 GW，电化学储能和熔融盐储热装机分别为

1.01 GW 和 0.22 GW；氢储能份额微乎其微，在技

术上还处于研发示范阶段。 

氢储能作为一种化学储能方式，是少有的能够

储存百 GW·h 以上，且可同时适用于极短或极长时

间供电的能量储备方式，被认为是极具潜力的新型

大规模储能技术。 

氢储能相较于其他储能方式的劣势在于能源

转化效率低、成本高。美国 Sandia 国家实验室在

2015 年发布了关于储能技术经济性分析的报告，总

结了各种已商业化的储能技术的价格、效率及使用

寿命，见表7[9]。目前常用电化学电池的效率为70%~ 

80%，而氢储能系统即便在考虑热电联供的条件下

效率也仅有 40%左右。 

除此之外，电解水制氢和燃料电池发电需要维

持一定的温度，系统冷启动的速度显著慢于电化学

电池，部分系统需要与电化学电池耦合组成发电系

统来缩短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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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类储能技术的技术经济性参数 

Tab.7 The technical economic parameters of various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ies 

储能技术 

发电部分

价格/(美

元·kW–1) 

储能部分

价格/(美

元·kW–1) 

整体

效率/ 

% 

生命周期

（充放电循

环次数） 

单次充放电循环 

设备折旧成本/ 

(kW·h·美元–1) 

锂离子电池 400 300 80 2 000 0.280 

铅酸电池 400 330 80 3 000 0.200 

钠硫电池 350 350 75 3 000 0.175 

液流电池 400 400 70 3 000 0.190 

压缩空气 700 5 70 25 000 0.020 

抽水蓄能 1 200 75 85 25 000 0.043 

氢储能 1 000 150 40
①

 15 000
②

 0.030 

注：①表示基于 SOFC 或 MCFC 的氢储能系统在热电联供时总体效率可

达 60%；②表示基于 20 年使用寿命，按每天 2 次制氢-发电循环测算。 

1.8 小结 

氢产业链涉及制氢、储氢、输氢、氢燃料电池

等技术环节，各环节均已有较为成熟的技术。目前，

电解水制氢的能量转化效率约为 70%。储氢多采用

储罐高压储气体氢，压缩过程会损失 10%左右的能

量，面向产业化应用还需进一步提高储氢的体积能

量密度，并降低成本。氢燃料电池的发电效率为

50%~60%，其中 PEMFC 的响应较好，可应用于燃

料电池车和氢储能领域，而对于固定发电系统，宜

采用成本更低和效率更高的 MCFC 或 SOFC。与其

他储能技术相比，氢储能能够提供较长的储能周

期，但是目前氢储能的整体电-氢-电的能量效率仅

为 30%左右，能量损失高于其他常用的储能技术。 

2 氢能在我国未来能源系统中的角色

定位分析 

2.1 储能是我国能源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 

为保障能源供应同时控制 CO2 排放，我国能源

转型步伐不断加快，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规模持续

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率，日益成熟并快步迈向平

价化。我国燃煤发电的增长速率已明显放缓，未来

燃煤发电量将呈现缓慢增长的总体特征，保守估计

将在 2030 年达到峰值。 

较之传统化石能源以及水能、核能等能源形

式，风能和太阳能最大的特点是会受到自然条件的

影响而在短时间内发生大范围的波动。因此，大规

模风电、光伏发电机组的接入，首先需要解决其发

出电能的间歇性问题，使系统总的电能输出能够满

足用电负荷的需要。 

解决新能源接入带来的间歇性问题，最直接有

效的手段是采用储能技术。氢能作为一种二次能

源，具有发电过程本身零排放、可跨能源网络互联

和可大容量储能等特点，因此近年来被部分专家学

者认为有望成为应对新能源大规模接入的终极解

决方案。在其所构建的未来场景里，氢能将代替相

当部分电能，成为核心的终端能源消费承载主体之

一，在交通、工业、建筑等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构成未来能源的“氢能社会”。显然，如果

能够依托我国能源资源特点，解决我国新能源大规

模接入带来的间歇性问题，无疑将极大推动新能源

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促进能源转型，满足我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2.2 氢能作为二次能源的应用场景分析 

电能和氢能都是清洁的二次能源，均具备成为

未来终端能源消费承载主体的潜力，但两者的能量

表现形态和应用场景有显著差异，以其为核心构成

的能源供应体系也截然不同。选择电能还是氢能作

为我国未来能源体系的核心，将极大影响我国的能

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成

本乃至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方式。 

本文以交通产业为例，结合我国能源资源特

点，分别以采用煤炭、可再生能源作为一次能源为

例，对比分析采用电能、氢能 2 种不同二次能源时

的能源转化效率及技术经济性，从而对“氢能社会”

的前景作出总体判断。 

2.2.1 采用煤炭作为一次能源的应用场景 

该场景下，一次能源均采用最重要的传统化石

能源——煤炭。路线 1 是采用基于煤炭的氢能燃料

电池汽车技术路线，具体为“煤→煤气化制氢→储

氢→氢燃料电池发电→氢燃料电池汽车”。我国目

前所生产的氢气中，采用煤气化重整制氢是最主要

的来源，也是最经济的制氢方式，研究分析此路线

下的氢能实现路径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国内目

前积极推进氢能产业的部分企业，正是将这一制氢

方式作为基础技术路线。路线 2 是以电能为核心的

煤基电动汽车技术路线，具体为“煤→燃煤发电→

电池储能→电动汽车”。其中的电池储能技术以目

前较为先进且普遍应用的锂电池为首选。 

参考前文有关数据[7,9-10]，对 2 种技术路线的典

型能源转化效率进行对比。可知：路线 1 总效率为

51%×90%×50%×90%=20.7%，路线 2 总效率为

44%×90%×90%=35.6%。可见，路线 2（煤基电动

汽车路线）的能源利用效率是路线 1（煤基氢燃料电

池路线）的 1.72 倍，具有显著的能源转化效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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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种技术路线进行经济性对比。参考前文数据，

在煤炭价格为 500 元/t 的情况下，我国煤制氢的成本

约为 0.7 元/m3。按氢储能及燃料电池发电的效率为

45%计算，每 m3氢气可发出 1.339 kW·h 的电能，相

当于制氢部分的度电成本为 0.52 元。相比较而言，目

前我国燃煤发电到用户的用电成本（包含相关企业合

理利润）与煤制氢部分成本（纯生产成本）相当。参

照美国 Sandia 国家实验室在 2015 年发布的关于储能

技术经济性分析的报告[9]可知：氢储 能部分投资成本

150 美元/kW，发电部分投资成本 1 000 美元/kW；而

锂离子电池储能投资成本 300 美元/kW，发电投资成

本 400 美元/kW。可见，氢储能发电成本是锂离子电

池储能发电成本的 1.64 倍。 

因此，综合考虑，路线 1（煤基氢燃料电池路

线）的经济性明显低于路线 2（煤基电动汽车路线）。 

对 2 种技术路线进行碳排放强度对比。由于路

线 2（煤基电动汽车路线）的能源利用效率比路   

线 1（煤基氢燃料电池路线）高出约 1 倍，即获得

单位电能所需的煤炭消耗量，路线 1 比路线 2 高  

出约 1 倍，意味着路线 1 的碳排放量同样会高出约

1 倍。这是不考虑转化过程中投入各种生产资料而

产生碳排放的情况。如果考虑转化过程的碳排放，

可以用转化过程中的经济性成本来简单衡量（成本

越高，投入的社会资源越多，碳排放量越大）。由于

路线 1 经济性更差，可认为其转化过程的碳排放量

更大。两者叠加考虑，路线 1 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量比路线 2 高出 1 倍以上。 

可以简单认为煤炭利用过程中的常规污染物

（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等）排放与 CO2 排

放同比例增减，因此路线 1 的普通污染物排放量将

比路线 2 高出约 1 倍。并且，对比直接燃煤发电过

程与煤制氢过程，制氢过程污染物排放的压力更

大，特别是水耗及对水体的污染都要高得多、严重

得多。因此，采用煤制氢的氢能路线，其整体环保

性要较直接燃煤发电差得多。 

当然，这 2 条路线都是采用化石燃料（煤炭）作

为一次能源，都属于利用高碳能源的路径，正因如

此，采用煤气化制氢的氢能，在国际上被认为是“脏

氢”，和氢能经济所提倡的低碳环保目标背道而驰，

并不被国际上提倡氢能经济的主流专家所认同。 

总之，以煤炭为一次能源，采用氢能的燃料电

池技术路线，无论从能源利用效率，还是技术经济

性及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等方面比较，都明显较

煤基电动汽车路线差。 

2.2.2 采用可再生能源作为一次能源的应用场景 

该场景下，一次能源采用可再生能源（风能或

光能）。路线 1 为“新能源发电→电解水制氢→氢燃

料电池发电→氢燃料电池汽车”，路线 2 为“新能源

发电→电池储能→电动汽车”。其中，路线 1 即为目

前国际上提倡发展氢能社会的主流技术路线。 

对 2 种技术路线进行能源转化效率对比。参考

前文资料[7,9-10]，路线 1（新能源氢燃料电池路线）

的典型能源转换总效率（未计路线中相同的新能源

发电及输电环节，下同）为：65%×90%×50%×

90%=26.3%。路线 2（新能源电动汽车路线）总效

率为 90%×90%=81%。 

可见，路线 2（新能源电动汽车路线）的能源

利用效率为路线 1（新能源氢燃料电池路线）的约

3 倍。显然，采用氢能路线将对新能源发出的电能

造成极大的浪费。 

对 2 种技术路线进行经济性对比。首先，效率

差即代表获得单位能量输出所需的新能源发电输入

电能差，也即同样单位能量输出，路线 1（新能源氢

燃料电池路线）所需原料（新能源发出的电能）成本

将是路线 2（新能源电动汽车路线）的 3 倍以上。其

次，同样参照美国 Sandia 国家实验室在 2015 年发布

的关于储能技术经济性分析的报告[9]，氢储能发电的

成本是锂离子电池储能发电的 1.64 倍。而路线 1 还

多出了电解制氢环节，也会带来相应的成本增加。因

此，如果一次能源采用可再生能源，路线 1（新能源

氢燃料电池路线）的经济性明显劣于路线 2（新能源

电动汽车路线）。 

对 2 种技术路线进行碳排放强度对比。虽然本

场景下一次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不会产生碳排

放，但转化过程的碳排放仍然存在。如 2.2.1 所述，

简单以转化过程中的经济性成本来衡量（成本越

高，投入的社会资源越多，碳排放量越大），由于路

线 1（新能源氢燃料电池路线）经济性更差，可认

为其转化过程的碳排放量也明显更大，其整体环保

性也要较路线 2（新能源电动汽车路线）差很多。 

如果采用弃风弃光来制氢，则原料成本的问题

将不复存在。但是：首先，弃风弃光同样可以用来

为电池充电；其次，弃风弃光的量很少，根据相关

统计[11]，我国弃电率呈逐年下降趋势，2018 年我国

总体弃风率 7%、弃光率 3%，随着可再生能源供需

预测和匹配技术的提升，以及电网调度能力的提

升，弃电率可进一步降低。风电、光伏等发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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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平均利用小时数 2 000 左右，若弃风弃光占

10%，则制氢设备的年利用小时数仅 200，即不足

2.5%的利用率，利用率太低，难以获得好的经济效

益。况且，采用路线 1（新能源氢燃料电池路线）

的能量转化效率仅 26.3%，再考虑氢气的运输等环

节的能耗，总体效率可能不到 20%。所谓利用弃风

弃光制氢，实质上 80%以上的电能都浪费了，以如

此低下的效率来利用弃风弃光并不科学。 

其实，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持续下降，

预计未来建设一定富余容量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

置作为正常的备用装机，将会成为常态，也应该是

科学合理的。 

2.2.3 氢能及电能路径应用场景辨析 

既然从能源转化效率、经济性、环保性与碳排

放等方面看，氢能较之电能作为二次能源明显处于

劣势，但仍然支持者甚众，有无其他选择氢能的理

由呢？ 

可以实现大规模及长周期储能，以实现新能源

与可再生能源的消纳，是貌似可以成立的一个重要

理由。但仔细分析，其实也是明显站不住脚的。无疑

氢气是可以大规模长期存储的，但正如前文提到的，

氢气的储存成本很高（远高于天然气），而整个过程

的效率又很低（70%以上的能量浪费了），这就决定

了氢本质上作为长期储能的介质，在技术与经济性

上均不具有可行性（与天然气未能作为长期储能介

质一个道理）。将氢气用作短期储能事实上也有同样

的问题，既然采用诸如电池储能等方式就能够以较

高能源转化效率实现同样的目的，且整个过程经济

性更高、排放量更低，为什么还要选择氢能呢？ 

另一理由是氢能汽车充气时间短，而电动汽车

需要较长充电时间。这是事实，但这是可以逐步解

决的技术问题。还有电动汽车在特别寒冷的冬天存

在电池衰减及不能启动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要设置

一个电池的温控系统就能解决，并非不可逾越的技

术障碍。诸如此类的问题相较于效率问题，都是技

术层面的问题，是工程师能够解决的问题。 

并且，还应当看到，从当前状况看，电能路径

已较氢能具有明显优势。电池储能技术正在快速进

步，价格处于下行通道，并酝酿重大颠覆性技术突

破。而制氢模式，受（电解制氢）基本原理所限，

且氢能利用的流程过长，效率损失叠加，导致其在

电池能够胜任的应用场景下没有竞争优势，并很难

形成技术与经济性方面的颠覆性进展。因此，从发

展的眼光来看，直接采用电能作为二次能源的能源

体系也更有科学基础，应该成为未来我国能源和电

力发展的主要路径。 

虽然氢能作为一种自身清洁的二次能源载体，

貌似可以衔接能源转型中的“缺失环节”，即可凭借

电解水制氢，将大量可再生能源从电力部门转移到

其他工业。但是，无论一次能源采用煤炭还是可再

生能源，无论从能源利用效率还是从技术经济性、

碳减排及污染物排放上来看，“电到氢再到电”都明

显劣于直接储电方式。未来氢能在我国能源系统中

的角色定位，将更多是在一些特殊场景和条件下

（如氢作为工业生产副产品已经存在，或当地可再

生能源发电特别富裕而可用于制氢替代煤制氢），

作为我国多种能源并存情况下的一种补充能源形

式而存在，并不会占据主导地位。 

从世界范围看氢能发展的态势，还可以简单分

析一下一些积极发展氢能国家的情况，例如日本。

作为发展氢能经济最为活跃的国家，日本由于自身

缺乏能源资源，能源自给率仅为 6%，无论是煤炭、

石油还是天然气，都需要进口。例如将从澳大利亚

进口的煤炭改为从澳大利亚进口氢，虽然经济性较

低，但避免了后续转化利用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

放，减轻了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对国内交通和能源体

系的冲击，树立了清洁低碳环保的国际形象，还可

以将在氢能技术方面多年的巨额投入适当回收。 

欧洲国家（例如德国）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

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天然气是最重要的一次能

源，可再生能源的消纳主要通过天然气发电调峰来

解决，同时将可再生能源发电高峰时出现的富余通

过电解制氢，并入高度发达的天然气管网，具有一

定的现实可行性。但是，允许并入天然气网的氢气

量是有限的，一般燃气轮机只能接受 5%的氢气，家

用燃气灶具最多可以接受 20%的氢气。此种方式的

安全性和经济性尚待进一步验证。如果是用于燃气

轮机发电，则仍然是从电到氢再到电，能源转化效

率仍然很低。如果是民用灶具或供热，则是从电到

氢再到热，能源转化效率也低于从电直接到热。且

无论安全性和经济性，我国并没有高度发达的现成

天然气管网，发展可再生能源电解制氢并入天然气

管网的基础条件不如欧洲，只有在极少数条件下可

以尝试，并无大规模推行的可行性。 

因此，基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一次化石

能源资源禀赋特点，应对二氧化碳减排的国际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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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面对未来大规模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大规

模接入的现实状况，有必要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 

3 “再电气化”路径—未来我国能源和

电力的解决之道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提升一次能源转化

为电能的比例，将电能作为主要的二次能源载体，

在此基础上，构建以电动汽车为标志的高度电气化

用能体系，以及其他电能替代，实现能源的安全、

高效、清洁、低碳和经济利用，是我国未来能源和

电力发展的根本出路。相对于将氢能作为主要二次

能源载体的“氢能社会”需要面临的更多的技术挑

战和大规模的重复基础设施建设，我国电力技术已

较为发达，电力基础设施齐全，已分布到绝大部分

用能地区，无需再建设一套新的输能系统。可以将

这一选择称为“再电气化”路径。 

将一次能源尽可能高比例地转化为电能，并将

电能作为最重要的二次能源，自身并不存在大的技

术障碍。我国多年来煤炭转化为电能的比例稳步提

升，也体现了这种技术发展趋势。我国能源存在的

瓶颈问题是 CO2的排放和石油的保障供应。解决问

题的途径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并实施“再

电气化”路径。随着新能源发电大规模接入电网，

我国必须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是如何应对由此

带来的电能供应的间歇性问题。对此，作者认为未

来可从以下方面应对。 

3.1 新能源发电适度参与调峰和区域互补 

随着新能源发电技术的快速发展，其经济性将 

大幅提升[12-13]。以光伏发电为例，业内专家认为[14]，

2021 年左右，光伏组件价格将降低到 2 元/Wp 以下，

系统造价将降低到 4元/W，度电成本将降低到 0.4 元。

如此，未来在配置新能源发电装机时，可有更大的  

经济性空间，有条件配置更多新能源发电备用容量，

利用容量富余，使其具有一定的调峰能力。少量的  

弃风弃光或者是最为经济合理的方式，也会是今后 

新能源发电的常态。同时，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不   

同区域之间的光伏发电可实现阴晴互补，风、光、水

等资源间也具有一定互补性，在一定程度满足电网 

调峰的需要。 

3.2 化石能源发电机组作为最主要的调峰机组 

依据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特点，化石能源发电机

组，尤其是煤电机组，既要承担发电的基本任务，

又要扮演最主要的调峰机组角色。应充分认识到，

煤炭具有天然的可长周期经济和安全存储等优点，

我国较为丰富的煤炭资源储量也利于保障国家  

能源和电力的安全。煤电机组是很好的调峰机  

组，尤其是季节性的调峰。我国煤电机组的装备  

水平可以确保年利用 7 000 h，并且机组可以在 30%

左右的低负荷稳定运行。当然，对于参与调峰的  

煤电机组应给予适当的调峰电价，使其具备生存 

发展能力。 

3.3 发挥水电机组调峰能力 

水电既有天然便于调峰的特点，又是可再生清

洁能源，因此，应给与政策引导，大力开发有调节

能力特别是有季节调节能力的水电资源。 

3.4 核电机组适度参与调峰 

一定比例的核电可以作为基荷机组，提供电网

电源供应的稳定基础。同时，今后发展核电也要考

虑一定的调峰能力。 

3.5 建设蓄能调峰机组 

抽水蓄能电站调峰效率较高，并有长期调峰能

力，在有资源条件的地方可建设尽可能多的抽水蓄

能电站。有条件的地域也可以适度发展压缩空气储

能发电调峰。配合新能源电站的开发建设，配置一

定比率的固定式电化学储能装置能提升新能源电

站的上网电能品质。发展电池储电调峰，还有助于

电站黑启动。 

3.6 智能电网及泛在电力物联网推进用能和储能的

智能化 

智能电网及泛在电力物联网在发、输、供、用、

储电各环节的协调统筹优化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随着电池储能技术的发展，预期在未来电

能生产和消费诸环节中，电池储能技术将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随着电动汽车的日益普及，其

调峰作用将越来越大。通过智能电网及泛在电力物

联网，构建发、输、供电与用电和储电的智能化系

统，将会大大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消纳能力。 

总之，“再电气化”路径是我国能源和电力发展

的必由之路。应对这一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重大

变革，还会遇到许多挑战，需要解决许多问题，如

合理确定新能源装机的容量（富余裕度）和构成

（风、光、水、火、核电等比例），火电机组的合理

配置与容量裕度，分散式与固定式电化学储能装置

的容量与构成，以及用电侧管理及储电、调峰的激

励政策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也是“再

电气化”路径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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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风电、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发电技术

的快速发展，能源领域正在经历深刻的技术和消费

革命。在实现高效、清洁、低碳的同时，需要解决

新能源间歇性所带来的电力消纳问题。 

氢能作为二次能源，将其作为一种储能方式是

解决该问题的潜在方案，但通过分析其基本原理、

技术经济性及未来发展潜力，可明显看出，氢能模

式对于解决未来能源和电力发展问题难以起到关

键作用。 

通过新能源、水电（包括抽水蓄能）、核电、火

电及分散式和固定式电化学储能的适当配置与协

调发展，以及智能电网和泛在电力物联网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提升一次能源转化为电能的比例，将电

能作为主要的二次能源载体，实现“再电气化”，能

够充分发挥我国电力技术和电力基础设施的优势，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现实可行的路径，将有力推动

实现我国能源和电力的生产和消费革命，是我国能

源和电力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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