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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氢被公认为理想能源，其三倍
于汽油的能量密度和唯一排放物为
水的特点，使其被汽车产业赋予极
高期望。

氢在汽车上有两种应用方式，
一种是氢燃料电池，另一种是氢内
燃机，后者因为安全性、存在污染
等原因早已被淘汰。目前，大部分
布局氢能路线的车企都采用的是氢
燃料电池技术。

虽然技术路线已经相对明确，
但全球汽车行业巨头对氢能源的技
术路线一直有争议。毕竟，一批

“卡脖子”问题仍需要尽快解决。
比如，氢气无法直接拿来用，

需要制取、净化，现在主要有如下
几种制氢方式：电解水制氢法，成
本高、耗电量大；甲醇裂解制氢
法，生产规模有限；焦炉气中取纯
氢法，会生成甲烷和一氧化碳，造
成污染；天然气制氢法，工艺复
杂、原料利用率低。

现阶段，没有一种完美的制氢
方式可以同时满足大规模制氢、成
本低、无污染的要求，无法满足未
来氢燃料电池汽车大规模发展的需
求，甚至有可能与环保的理念背道
而驰。

放眼国内氢能产业发展较早的
地区，佛山制氢产业侧重取纯法，
是充分利用工业副产品；张家口主
要是利用当地充分的风、光和太阳
能等绿电资源采取电解水制氢法。

在制氢、储运方面，长城汽车
的技术路线与上述地区略有不同。
据介绍，长城汽车已经率先完成制
氢、氢+电储能、燃料电池应用等
领域的布局。

比如在制氢方面，长城汽车开
发的新一代钙钛矿太阳能光伏技
术，实现了 20.01%的光电转换效
率，引领大面积钙钛矿光伏组件转
换效率迈入“2.0时代”；在大规模
储能应用方面，长城汽车氢+电储
能系统与燃料电池联合供电，为规
模化可再生能源存储提供方案，为
移动和固定式能源综合利用奠定
基础。

另一瓶颈是氢燃料电池汽车的
制造成本。

如同电动汽车三分之一的成本
在电池上一样，氢燃料电池汽车的
制造成本被燃料电池堆占据了很大
一部分。

谈及重点零部件未来大规模量
产面临的挑战，长城控股未势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陈雪松表示，作
为中国燃料电池产业发展的关键因
素之一，低成本、高性能、批量供
应的国产电堆，是燃料电池汽车成
本下降从而与传统汽车竞争的
关键。

电堆成本主要包括直材成本和
制造成本。直材成本的降低一方面
可以通过技术提升减少材料用量，
另一个方面就是材料国产化；而制
造成本则与规模和标准化相关，长
城汽车已经做出了许多探索和实
践，未来还需要行业协同努力，共
同促进商业化生产应用。

总体来看，国内氢能与氢燃料
电池有很多企业投入研发，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但在大规模商业化应
用方面仍有距离，在一些核心技术
领域，如制氢、加氢、储存运输安
全等方面仍处于技术攻关、场景落
地和降成本的过程中。

不过，以长城汽车为代表的国
内企业率先推出氢能战略，为汽车
工业转型探索了路径，并在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展现了
民营企业对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
担当。

文/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

氢能源汽车

“卡脖子”技术

有哪些

“今年，长城汽车将推出全
球首款C级氢燃料电池SUV，并
在全球率先完成 100 辆 49 吨氢
能重卡应用项目落地。”

3 月 29 日，长城汽车在保定
发布了氢能战略，长城控股未势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天
羽同时宣布的这一消息，在汽车
爱好者中间和整个汽车业界引
发强烈关注。

对于消费者而言，在当下汽
车市场上燃油、混合动力、纯电
和燃料电池等各种新技术、新产
品令人眼花缭乱时，一款国产氢
能源汽车一旦面世，将直接把这
个全新的技术落地为实实在在
的产品带到他们面前。

实际上，河北人对氢能源汽
车并不陌生。在张家口，2018年
当地就率先上线74辆氢燃料公交
车。2021年，张家口公交已有304
辆氢燃料客车每天都在线路上
跑，另外60台氢燃料旅游客车也
完成了冬奥测试赛的运输服务。

只是从目前情况看，氢燃料

车多用在公共客运、货运和赛会
场馆摆渡服务等场景中，家用乘
用车产品屈指可数。

据了解，日韩汽车界深耕氢
燃料电池领域多年。以丰田汽
车为代表，2015年就推出了氢燃
料电池汽车产品并上市销售。

现代汽车则在氢燃料电池
汽车领域独占鳌头。机构调查
数据显示，其在全球氢燃料电池
汽车市场上的占有率超过70%。

但从市场上看，目前这几款
氢能源汽车产品主要消费市场
仍在欧美和日本，国内市场占有
率不高。目前，国内自主品牌车
企尚没有成熟的氢能源汽车乘
用车产品上市。普通消费者尽
管对这项新技术十分感兴趣，但
在具体产品上还没得更多选择。

张天羽表示，依托于氢能战
略，长城汽车将采取“商乘并举”
的模式，通过场景探索带动技术
及产业发展，加速产品落地。他
表示，除今年要推出氢燃料电池
SUV 外，2022 年，长城汽车首支

高端乘用车服务车队将出现在
冬奥会的舞台上；2023年实现核
心动力部件推广数量国内领先；
2025 年剑指全球氢能市场占有
率前三。

这意味着，对技术和产品路
线选择一直独辟蹊径的长城汽
车，希望这一次在氢能源汽车领
域能先拔头筹。

张家口氢能与可再生能源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艳艳，此前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
在车用场景中，氢燃料电池可解
决锂电池里程焦虑，因充氢时间
短，在重载、长距离场景中优势
明显。但成本高、加氢站建设不
足等难题，使其发展仍处产业化
初期阶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高热
值、无污染等特性，业内曾掀起
过一阵氢能热潮，但最终因技术
瓶颈难以突破而搁浅。

长城控股未势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总裁陈雪松表示，截至目
前，长城汽车已累计投入 20 亿

元 用 于
氢能领域研
发，未来 3 年内，
长城汽车还将继续
投入超过 30 亿元研发
费 用 ，以 达 到 万 套 产 能
规模。

为了突破技术瓶颈，长城汽
车汇聚来自欧美日等多国超十
年氢能技术研发经验的专家，打
造了规模强大的氢能技术研发
团队，构建了“四国五地”全球化
研发体系。

据陈雪松介绍，目前长城汽
车已经实现“电堆及核心组件、
燃料电池发动机及组件（控制器
等）、Ⅳ型储氢瓶、高压储氢阀
门、氢安全、液氢工艺”六大核心
技术和产品的知识产权完全自
主化，多项技术均突破了“卡脖
子”的行业痛点。

作为长城汽车氢能战略的
重要一环，长城推出了一套高性
价比的车规级氢动力系统解决方
案——“氢柠技术”。它涵盖了氢
燃料电池系统、车载储氢系统及
核心关键部件，是具备高性能、

高
安全、
长续航、
全 气 候 和
全 领 域 特 征
的“零碳”交通
解决方案。

汽 车 业 内 人 士
表示，这意味着在氢
能源汽车核心技术方
面，长城汽车的技术研
发、突破已经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其成熟的技术体
系，在全球氢能源汽车领域
内都具有竞争实力，有望能够
代表国内自主品牌车企在全球
新能源汽车市场上，继纯电汽车
大放异彩之后，参与全新技术路
线上的国际比拼。

今年，长城汽车不仅将有首款C级氢燃料电池SUV正式亮相，更在日前发布了氢能战略，提出从2021年起，经过三个具体
发展阶段，逐步实现“碳中和”。

汽车行业取道新能源的走向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在新能源内部应该选择什么路径，则各有考量。
比如汽车强国日本，面对纯电大潮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谨慎和保守，不过在氢能产品的研发和布局上则非常坚决。
国内车企在纯电和氢能这两条技术路线的选择上也各有侧重。但这一次，河北本土车企长城汽车宣告发力氢能战略，表现出

了超前的信心和决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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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布局氢能长城布局氢能，，河北车迎来新动力河北车迎来新动力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袁伟华

作为一个汽车品牌，长城汽
车关于氢能产业的技术构想，当
然首先需要以具体的产品为依
托，但他们的目光显然并没有局
限于此。

长城汽车副总裁穆峰在发
布会上正式公布了企业氢能布
局的战略目标：2021 年到 2025
年，长城汽车将致力于开启氢时
代，聚焦氢示范；2025 年到 2030
年，发展氢经济，开放氢生态；
2030 年到 2050 年，建成氢社会，
赋能“碳中和”。

而来自国家层面的构想则
是，我国将在类脑智能、量子信
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
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
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
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
一批未来产业。

专业人士认为，随着氢能与

储能被明确为国家六大未来产
业之一，以及“碳中和”目标的加
速推进，氢能将在“十四五”期间
取得飞速发展。

按照穆峰的介绍，长城汽车
的氢能战略愿景，将不仅仅是围
绕氢燃料电池技术、车载储氢技
术和氢安全技术，提供一套高性
价比的车规级氢动力系统解决
方案，更高层级的追求，是要建
立“制、储、运、加、应用”一体的
国际化供应链生态。

“做个类比的话，这就有点
类似于开发一款新型号手机和
开发一套操作系统的关系。”一
位业内人士说，“长城汽车的目
标，不仅是要推出氢能源汽车产
品，更想推出的是一套氢能产业
发展生态。”

目前，长城汽车拥有国内唯
一的氢能全产业链核心技术布

局：上游制氢，新一代钙钛矿太
阳能光伏技术，实现了破世界纪
录的20.01%之光电转换效率；中
游储氢，通过氢+电储能系统，提
供规模化可再生能源存储解决
方案；下游核心产品，以长城氢
能核心零部件，全面供应公交/
大巴+重卡/物流+乘用车三大应
用平台。

同济大学教授、国家重点科
技计划“新能源汽车”总体组专
家余卓平认为，这项氢能战略
所构建的国际级一体化供应链
生态与应用，将成为我国交通
运输领域能源结构转型的“火
车头”，助力我国摆脱对传统能
源的依赖。

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
挑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我国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使命

与担当。“十四五”是“碳达峰”
“碳中和”的关键期、窗口期。从
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都提出了
相关安排和目标。

汽车产业为实现这一目标
如何发力？长城汽车的氢能战
略正是在为此主动找寻路径。

发展车用氢能产业，开展燃
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行，提高可再
生能源制氢比例，是汽车产业实
现低碳减排的重要途径。

“如果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
推广可达成 100 万辆的目标，一
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1亿吨，
这将极大助力‘碳中和’目标实
现。”穆峰介绍，早在2016年6月，
长城汽车就成立了项目组，开启
了长城氢燃料电池核心技术研
发，经过五年的发展，长城汽车在
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诸多先发
优势，组建起一支世界级氢能、燃
料电池系统及整车技术研发团
队，拥有氢能试验基地、燃料电池
试制中心等优质硬件资源。

但“一人难成众，孤木不成

林”，穆峰在介绍长城汽车氢能
战略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
时表示，到 2025-2030 年，长城
汽车的目标是开放氢生态。

届时，长城汽车希望与能源
部门加强合作，以支持全领域能
源应用的“脱碳”，利用太阳能、
生物质能生产氢能，利用可再生
能源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污染
的作用。同时，在第二阶段，长
城汽车可以在交通领域层面，
促进、加大燃料电池汽车的推
广，进一步共同研究、推广航
空、移动机械等更多领域的
燃料电池系统。

而在氢能战略的指导
下，长城汽车秉持“开放、合
作、共赢”的理念，全面开
放平台技术，共享产品与
服务，与行业上下游优
质企业协同互补，在研
发、测试，零部件配
套，投融资，产能建
设等业务开展全
方位合作。

近日，省发改委发布 《河
北省 2021 年氢能产业重点谋划
推进项目清单 （第二批）》，确
定了 85 个氢能产业重点谋划推
进项目，并提出在项目建设过
程中，可以参照张家口市氢能
项目审批流程，建立绿色审批
通 道 ， 确 保 项 目 按 期 建 成 投
产，早日实现氢能商业化和规
模化应用。

河北的氢能产业起步在全
国范围内看都比较早，张家口
更是率先发展起来的氢能产业
高地。

自 2015 年 7 月被国务院确
定为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
以来，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的建
设进展备受瞩目。基于筹办冬
奥会的需要以及相关产业的良

好前景，氢能开发利用也日益
受到该市的重视，产业布局逐
渐提上日程。

短短几年时间，张家口已
形成以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为
重点，带动制氢、加氢、氢能
产业装备制造和研发的全产业
链条。

“目前，海珀尔、建投沽源
制氢项目二期等项目正在加速
推进，2021 年底张家口日制氢
能力可达 38 吨，保障冬奥绿色
出行需求，将成为全国最大绿
色制氢基地。”张家口市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孙东峰介绍。

除了氢源本身，张家口还
同步推进制储加氢设备制造、
氢燃料电池整车制造等上下游
产业配套，年产万台氢燃料电

池发动机项目投产，16 个产业
链项目已落地，全产业链发展
格局加快形成。

“长城汽车的氢能战略，有
望带动保定成为河北又一个氢
能 产 业 发 展 高 地 。”业 内 专 家
表示。

据了解，目前长城汽车已
受邀加入全国四大示范试点城
市群，在北京、天津、河北先
期 布 局 了 北 京 新 发 地 农 批 物
流、雄安新区砂石物料专线重
卡运输、天津滨海新区物流运
输等标杆燃料电池示范项目，
示范车辆规划超数千台，包含
重卡、物流、公交、乘用车、
船 舶 、 轨 道 交 通 等 多 种 应 用
场景。

除了企业层面，城市也在

为氢能发展提供产业布局。
当前，保定在推动先进制造

业、新能源和智能电网、生物医
药健康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
料、节能环保“3+3”主导产业的
同时，正在协同北京产业集群重
点发展“医、车、电、数”等产业。

其中，“车”即以氢燃料
电 池 汽 车 为 特 色 的 汽 车
产业。

记者了解到，今年，
保定计划实施“氢燃料
电池汽车产业发展三年
行动”，推进氢能在公
交、物流、重卡等场景
示范应用，与北京共建
氢能示范应用标杆城
市。支持长城汽车加
快氢燃料电池攻关，
尽快量产上市，年底
前在制氢、储氢、运
氢、加氢、用氢等方
面形成示范效应。

氢能源新车走向普通消费者

氢能战略瞄准“碳中和”

有望带起河北又一氢能产业高地

1

2

3

储氢系统储氢系统。。
长城汽车供图长城汽车供图

长城汽车燃料长城汽车燃料
电池发动机电池发动机。。

长城汽车供图长城汽车供图

长城氢能技术中心长城氢能技术中心。。 长城汽车供图长城汽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