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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用能源领域，氢能燃料电池被认为是实现车辆使用阶段“零排

放”的重要技术方案。近年来，氢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发展势头迅

猛。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出台氢能的专项发展规划。

我国已将氢能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和《2020年能源工作指导意

见》中，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将

氢能划入了能源种类。日前，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

划（2021～2035年）》，在提高技

术创新能力章节，明确指出要“开展

先进模块化动力电池与燃料电池系统

技术攻关，突破计算和控制基础平台

技术、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技术等瓶

颈”。在完善基础设施体系章节，明

确提出要“有序推进氢燃料供给体系

建设”。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出

台氢能的专项发展规划。

国 家 发 布 路 线 图 ， 明 确 氢 能 发

展战略，给予行业参与者信心至关

重要。为此，建议将氢能纳入我国

“十四五”能源战略规划，立足国

情，谋划氢能发展的初心和定位，

把氢能按照能源管理而非危险化学

品管理，将氢能与清洁能源体系建

设相结合，加快出台国家层面的氢

能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氢能发展路

线图，为氢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制定

目标，从国家层面释放氢能产业发

展的明确信号。同时，将氢能列入

国家绿色基金及投资管理体系，建

设相应的资金和担保机制，引导社

会资本进入氢相关领域，重点解决

氢 能 基 础 设 施 的 投 资 问 题 ， 破 除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

跨部门协调、共同部署行动方案
我国氢能产业正在快速发展，中

央及地方支持政策密集出台，燃料电

池产品快速迭代。截至2020年6月，

全国范围内省及直辖市级的氢能产业

规划超过10个，地级市及区县级的氢

能专项规划超过30个。在氢能产业快

速发展的同时，产业链面临的关键共

性问题亟须深入研究，以凝聚行业共

识，提供政策参考，保障氢能发展的

关键制度供给。

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颁

布了氢能发展路线图。例如，2020年

4月，荷兰正式发布国家级氢能政策，

氢能：应尽快制定发展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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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到2025年，建设50个加氢站、

投放1500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和3000

辆重型汽车；到2030年投放30万辆

氢燃料电池汽车。2020年6月，德国

政府正式通过了国家氢能源战，为清

洁能源未来的生产、运输、使用和相

关创新、投资制定了行动框架。2020

年6月，法国交通部长宣布支持一项

在2035年实现的绿色氢燃料飞机的计

划。2020年7月，欧盟发布了《欧盟

氢能战略》和《欧盟能源系统整合策

略》，希望借此为欧盟设置新的清洁

能源投资议程，以达成在2050年实现

碳中和的目标，同时在相关领域创造

就业，进一步刺激欧盟在后疫情时代

的经济复苏。美国、日本、韩国也将

在已推出的氢能发展路线图基础上继

续支持氢能产业的发展。

当前我国氢能领域的顶层设计尚

不完善，有必要尽快制定我国的氢能

发展路线图。我国氢能的研究分散于

各个子板块（例如燃料电池车用氢能

等），缺乏顶层统筹。

氢能顶层设计需要跨部门、跨行

业、跨学科协同。氢能基础设施建设

审批涉及工商、土地规划、住建、安

监、消防、环境评价等多个部门，主

管单位尚不明确。氢能供应与应用不

仅涉及煤化工、炼油、炼钢、焦化等

传统工业，还涉及氢燃料电池汽车、

固定式燃料电池储能应用等新兴产

业。

过去单一学科、单一产业、

单一部门归口的模式难以胜

任氢能顶层设计工作，亟须

多部门、多行业、多学科协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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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技术突破也涉及多个学科，

如化学、化工、热能、机械、车辆等

能源基础学科以及新能源融合的交叉

学科。因此，过去单一学科、单一产

业、单一部门归口的模式难以胜任氢

能顶层设计工作，亟须多部门、多行

业、多学科协同。

建议跨部门跨产业协调，共同发

展氢能产业。完善氢能管理体系，明

确氢气生产、储运、应用等环节的归

口管理部门，明确主管部门和相关管

理章程、法规体系。建立统一的、完

善的、连贯的加氢站建设和运营审批

政策及流程，解决制氢用氢土地性质

的协调问题。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

共同合作，加强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

设，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突破一些

“卡脖子”的技术和零部件，提高氢

能储运的效率，优化氢的分销和配送

体系。选准氢能在交通运输、能源、

工业及建筑领域的应用场景，创新商

业模式，逐步扩大氢能产业规模，攻

克瓶颈问题。

发力供应体系和产业生态圈
从产业战略层面，应秉承“绿氢

为目标，蓝氢为过渡，灰氢不可取”

的原则，构建清洁化、低碳化的氢能

供应体系，明确近、中、远期各阶段

的发展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方

案。近中期，基于经济、技术和环境

的现实条件，应重点使用好工业副产

氢和鼓励可再生能源制氢，发展高压

气态与液态储运的关键氢气储运技

术，鼓励不同模式的加氢站、加氢制

氢一体站的发展并给予政策支持。中

远期，重点发展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

制氢和结合CCUS技术的化石能源制

氢，鼓励先进技术发展。

同时，需要强化能源和环境政策

监管，倒逼传统制氢工艺更清洁。抓好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等政策措施的落实，从源头上避免传统

制氢工艺在“氢能热”的形势下“一哄

而上”。将氢能与碳排放权交易结合，

为相关企业设立适当碳排放目标，引导

行业逐渐减少碳排放。鼓励传统制氢企

业采取多联产等模式，与盐化工、废弃

物综合利用等产业对接，提升废水、废

渣处理水平，实现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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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年氢能发展愿景

2050年

进入氢能社会

氢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3000万辆 加氢站12000座

单位：亿元

氢售价20元/千克

单位：亿元

建立全球领先的氢能应用网络

氢燃料电池汽车渗透率预测

绿氢为主的氢能供应体系

加氢站市场规模预测2025

氢燃料电池客车渗透率

氢燃料电池物流车渗透率

氢燃料电池重卡渗透率

氢燃料电池乘用车渗透率

2025年

5%

<5%

0.2%

<1%

2035年

25%

>5%

15%

2%

2050年

40%

10%

75%

12%

2030

2050

100

200

1000

氢燃料电池汽车市场规模预测2025

2030

2050

800

7500

100000

资料来源：《中国氢能产业发展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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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链层面，应围绕氢能全生

命周期的科学发展，部署全方位的氢

能产业生态圈。在政府指导下，加强

跨界合作。从氢的产、储、运、加、

用等全产业链出发，依托地方政府、

科研院所、企业、平台等多主体，逐

步打造“基础设施配套完善、运营模

式成熟、创新成果丰富、资金保障充

足、示范效果明显、生态效应显著”

的氢能产业商业生态圈。

从全生命周期角度，需挖掘氢能

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潜力，鼓励市场资

本要有前瞻性的投资策略，正确看待

市场风险。

从公众层面，可以动员全社会的

力量参与氢能发展和建设，加强对公

众的积极引导、教育和宣传等。借鉴

国际先进经验，深化氢能安全生产和

使用的社会宣传工作，向民众普及氢

能相关知识。

从国际合作角度，要加强国际先

进技术的引入。在氢能发展初期，建

立国际性合作与创新的平台，考虑积

极引进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技术，加大

全球氢能与燃料电池高端人才的引进

和国内人才储备，培育氢能领域的国

际先进人才，为国内长期有序高效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

当前亟须解决如下政策问题：

首先，针对氢能标准体系不完善

的问题，建立健全氢安全基础研究体

系，包括氢泄漏与扩散燃烧、材料与

氢的相容性、不同形式的储氢系统以

及受限空间内氢监测等在内的氢安全

体系，为氢能体系标准建设夯实基

础。完善氢能体系通用标准建设，建

立健全包含检测、计量及售后服务保

障在内的技术产品标准体系。

其次，针对各地发展氢能经济规

划同质化现象，鼓励基础好的地区加

速设立示范运营区。鼓励模式创新，

加快氢能产业园区、氢能示范项目等

试点的推广，探索园区内以清洁能源

制氢为纽带的多能互补模式。地方政

府及园区管理部门应遵循因地制宜、

科学合理的原则，做好园区规划，推

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一体化集

成供能基础设施，帮助企业构建合适

的商业模式并指导运行，实现园区内

交通运输、工业生产、建筑供热等多

领域的低碳化转型。当前，各地的氢

能规划存在较严重的同质化问题，应

依照各自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地

方的政策导向应有重点有特色，能够

有效指导产业发展，避免低水平的重

复建设。

再 次 ， 针 对 氢 能 产 业 链 薄 弱 环

节，持续给予稳定的政策激励。氢能

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政府的政策支

持、技术的成熟应用、市场化推广。

既要对氢燃料电池车辆示范性运营给

予持续性资助，也要鼓励燃料电池技

术的研发和储备，同时，对基础设施

建设进行补贴，包括加氢站、大规模

储运氢示范装置、纯氢管道等关键基

础设施。出台和落实电解水制氢的电

价优惠政策，鼓励支持能源企业参与

制氢—氢能交通项目。

最后，牢牢把握电动汽车与氢燃

料电池汽车错位互补发展的原则。

中长期看，电动汽车与氢燃料电池

汽车各有优势，是互补的关系，在

不同的场景各有优劣，不是简单的

替代关系。目前，电动汽车与氢燃

料电池汽车的技术成熟度、产业化

发展基础设施处在不同阶段。在汽

车整体市场低迷、国内补贴退坡、

外资大批进入的情况下，中国电动

汽车行业正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对 两 条 技 术 路 线 并 排 发 展 力 不 从

心。应认清电动汽车与氢燃料电池

汽车的优势领域，正确有效引导资

源的合理配置，防止顾此失彼。

（作者系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