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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氢能现状：以煤为主要制氢来源
China hydrogen status-quo: production dominated by coal

全球 氢气供应来自化石燃料

甲烷和煤炭是主要来源

世界氢气供应（副产氢单列）

中国氢气供应（副产氢单列）

世界氢气供应（按原料）

中国氢气供应（按原料）



提升氢能利用潜力巨大
Significant potential to scale up hydrogen utilization in China

中国氢能生产与消费流向图

• 中国主要氢气消费行业有：合成
氨、甲醇、石油精炼

• 每年 万吨未被有效利用，
万吨用于供热的可转做其他

用途

•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

• 氢冶金 焦炉煤气直接还原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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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氢减排潜力巨大
Great carbon abatement potential by renewable hydrogen 

中国不同制氢路径碳排放强度

• 氢能的碳减排效益与氢的生命周期
碳足迹息息相关

• 发改委确定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
费总量控制，强调不是放松对石化
和煤化工行业发展的严格审批



中国氢能现状：可再生氢示范项目集中在华北和西北
China hydrogen status-quo: Renewable hydrogen production 
concentrates in the North and Northwest

• 截至 年 月，我们统计到 个
已规划的可再生氢生产项目

• 内蒙古发展氢能的优势：全国最大
的风电装机量（ 吉瓦）、最大
的太阳能潜力和现有的工业副产氢
基础

• 河北 个可再生氢项目集中在风电丰
富的张家口一个项目

个项目

个以上项目



氢能多场景应用：以可再生氢为基础的电力多元转换
Muti-scenario applications of H2: Power to X based on
renewable hydrogen

行业耦合把发电和能源
消费相结合，更适应未
来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
的电力系统

氢能可以有效补足可再
生电力的间歇性、并通
过制成品与传统化石能
源运销用体系结合



可再生氢“无悔”应用场景与碳减排潜力
No-regret renewable hydrogen application and its 
potential in carbon emissions abatement



为什么要关注工业领域碳排放？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 decarbonization

工业碳排放占比大，技术选择少

工业行业对氢的需求持续且稳定

• 年氢气直接还原铁带来约 万吨
年的可再生氢需求

• 挑战在于需要额外增加储能或网电来补充
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

碳排放

亿吨

亿
吨

根据贺克斌院士为网易碳中和报告提供的2020年中国细分行业碳排放数据整理制图



德国国家氢能治理框架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German National Hydrogen 
Strategy

氢能国务秘书委员会

国家氢能理事会 联邦政府氢能协调办公室

氢能国务秘书委员会负
责制定目标和行动计划

协调办公室提供灵活
的项目管理框架协助
相关部委实施氢能战
略，辅助理事会协调
起草行动建议

国家氢能理事会为国
务秘书委员会提供行
动建议和专家支持

各项具体措施有相关
部委代表与合作机构
共同执行



德国国家氢能战略
The German National Hydrogen Strategy

State Secretaries' Committee on H2

氢能国务秘书委员会

National Hydrogen Council

国家氢能理事会

Industrial sector

工业应用

H2 production

氢生产

Transport

交通

Expand refueling stations network 
for road transport and waterways

为陆路和水路交通扩大加氢站网络

Heating

补充供热

Continue the funding with highly 
efficient fuel-cell heating systems   

继续资助高效燃料电池供热系统

Carbon Contracts for Difference (CCfD) 
targeting steel and chemicals

针对钢铁和化工产品的碳差价合约

Boost demand for low-emission 
process and hydrogen products

提振对低碳排工艺和氢制产品的需求

Designate additional areas for 
offshore wind energy

为近海风电划分更多区域

Design energy price components to 
support H2 production

为支持氢气生产设计能源价格因子

促进主要下游行业
应用

缩小可再生氢与化
石来源氢的价差

结构化的治理体系



电动汽车发展助力减排的启示
Implications from electric vehicles’ role in transport 
decarbonization

中国纯电动汽车保有量 煤炭在中国电力供应占比 中国纯电动汽车在世界占比

期间，煤炭在中国电
力供应中的比例下降了 个百分
点，赋能电动汽车助力交通领
域碳减排

年，财政部对 家主要的
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进行专项
检查，发现骗补和违规谋补涉
及补贴金额近 亿元

中国煤电占比以及纯电动汽车保有量的增长，



氢能管制应更多侧重其能源属性

设立氢能部际协调机制并考察无悔基础设施布局

防范“骗补”乱象，促进公平竞争

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大幅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消除市场准入壁垒

政策建议（一）



充分利用现有化石燃料制氢产能，同时激励可再生氢产能
的持续增长

• 在氢价值链创建初期，扩大氢能的下游需求与上游的低碳生产
应该区分对待

可再生氢在工业深度脱碳中的作用应被优先考虑，并重点

聚焦钢铁、石油化工和煤化工产业

• 排放密集工业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

• 绿钢政府采购

• 碳差价合约

• 气候友好型原材料需求配额

政策建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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