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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晴海旗：
是奥运村，也是 样板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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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应用有诱人的前景，
但实施起来仍然困难重重。
好在，日本晴海旗氢能小镇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
透过它，
我们看到了问题，
也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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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在国际奥委会第125

次全会上，东京申奥CEO水野正人用

英文做出承诺：“东京有45亿美元的

现金储备，随时可以为奥运建设所使

用。”这个条件，最终帮助东京打败

对手马德里，拿到奥运会举办权。

申奥成功后，这笔关键资金流向

和奥运建设有关的诸多领域，特别是

东京奥运村所在地——晴海新城。

晴海新城位于东京东南，20世纪

50年代，这里就因建成了供东京车展

等重大展览使用的东京国际见本市会

场而名声大噪。20世纪80年代，会场

因设施老化与交通不便关闭，加上东

京湾沿岸开始进行水岸开发计划，晴

海新城开始了一轮新的基础建设，很

快，这里就变身为一个办公大楼与高

层公寓林立的街区。

为了迎接奥运会，晴海新城启动

实施了又一轮升级改造，改造于2020

年基本完成。为准备这场奥运所做出

的努力和成果，并没有因奥运会的延

期而消失。晴海新城的氢能就是成果

之一。

       打造氢能小镇
晴海新城的建设目标之一，是实

现自然和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为

此，建设者把这里的住宅建筑群打造

为日本首个全方位使用氢燃料能源系

统的小镇——晴海旗。

晴海旗和氢能相关的建设分为三

部分：一是快速公交系统和燃料电池

汽车的氢供应站；二是为公共空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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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建筑安装新一代燃料电池；三是

为所有的居民住宅安装氢燃料家用电

池。

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无疑是安装

在每家每户的燃料电池。晴海旗使用

的氢燃料家用电池EneFram来自松下

集团，作为日本最大的家用电器制造

商，松下集团很早就参与氢能源技术

研制，2009年就向市场推出了第一代

氢燃料家用电池。

所谓氢燃料家用电池，就是将氢

注入燃料电池，利用氢与氧的化学反

应产生电能和热能的燃料电池。因为

这个化学反应过程的副产品只有水，

不排放任何二氧化碳，因此被认为是

未来能源替代的终极解决方案。

近年来，松下集团已经实验性开

发了几处小型的氢能住宅小区，取得

了一定的经验。根据松下对EneFram

的介绍，和化石能源发电相比，氢能

源发电的能效更高，更重要的是，在

氢能生电的过程中同时会产生大量的

热，可以用于向居民提供热水和供

暖。

从第一代EneFram投入市场至

今，设备已进行了多次升级和完善，

在效率、使用寿命、噪声、体积和运

维上都有了很大的改进，成本和价格

也不断下降。

除了氢电转换技术外，晴海旗还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

与新能源相结合来提高社区服务质

量，降低运营成本和资源消耗。

在这里，每座建筑都有数据采集

器，采集到的能耗数据被送到管理中

心进行分析，用以了解居民当前的用

电趋势、预计用电高峰，以自动形成

最佳供电方式。

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以后，日本

对新能源发展的安全性更为重视。在

晴海旗的建筑上，建设者特别安装了

750个能源安全监测摄像头，将系统运

行的情况传送到控制中心。

晴海旗用于发电的氢能来自附近

的集中供氢站，为了预防地震和气压

异常等危险情况，管理者对供氢管道

也进行实时监控。任何异常情况发生

时，管道都会自动关闸，并采取保护

措施。

参与晴海新城建设的东京燃气公

司的工程师说，氢能除了高能效和零

排放等优点以外，还可以实现大规模

和长期的储存，在大型灾害发生的时

候，氢能可以保证家庭一年的电力供

应。因此，氢能发电的应用范围会更

广，未来将会有更多类似晴海旗的氢

能小镇将会出现。

       创建氢能社会
在全球范围内，日本的氢能开发

起步早，但初期速度不快。

福 岛 核 电 站 事 故 发 生 以 后 ， 核

电全部停运，日本只能靠增加进口

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能源发电，这

使得日本的能源自给率从近20%降至

6%~7%。于是，寻找清洁、安全和高

效的替代能源成为日本国家能源战略

的主要目标。此前一直缓慢发展的氢

晴海新城奥运村的面积约为13万平方米，相
当于2.8个东京巨蛋。氢能将是这里最主要的
电力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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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推上了快车道。

2014年，日本丰田推出了世界第

一款氢能源车，日语意为“未来”。2

年后，日本本田也推出了Clarity氢能

源车。截至2020年年底，日本全国已

有氢能汽车3757辆，计划在2030年前

实现80万辆。

在发展氢能源车的同时，日本也

大力开发家庭用氢燃料电池。2016年

3月，东京市政府宣布了关于环境和可

持续性的计划，声明“建立一个氢社

会的倡议”，其中包括了两大目标：

一是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时，将

氢能的使用量增加一倍；二是为奥运

村“启动全面的氢供应系统”。正因

为这两个目标，晴海旗得以诞生。

2017年12月，日本公布了氢能

战略，明确提出“创造一个氢能社

Geography
能源地理



/ 91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21 / 06

会”。战略具体目标包括建设大量的

加氢站、用氢燃料汽车代替燃油汽

车、用氢能发电代替煤炭和天然气发

电、发展家庭用热电联供燃料电池，

并且建立起氢能的生产、储存和输送

的全球性供应链。

正如日本经济产业省氢气和燃料

电池战略办公室主任白井俊之所说，

氢气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可

以用化石燃料、风力或阳光等各种资

源生产，而且与电力不同，它还可以

从任何地方进口。

当下，这条氢能全球性供应链已

经初步形成。据悉，日本制造的全球

首艘液化氢专用运输船将在年内首

航。届时，由澳大利亚褐煤制成的氢

气，将被液化后压缩储存，并通过这

条专用运输船送至日本，形成氢能社

会的支撑。

       好愿景还是乌托邦？
在展望日本氢能开发利用的美好

前景时，我们也应该明确，看似高能

效、零排放的氢能实际上仍然存在不

少问题。

氢能本身是很清洁的能源，用氢

环节只排放水，这可以减缓温室效应

对地球气候的影响，但制氢环节则不

同。

用 传 统 化 石 能 源 生 产 的 氢 称 为

“灰氢”。由于它使用化石能源，因

此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但碳排放量

大，这是目前日本制氢最常用的方

法，也是最主流的制氢方法。据统

计，灰氢占当今全球氢产量的90%以

上。

用传统能源加上碳捕集技术生产

的氢称为“蓝氢”，它是越来越多的

制氢企业正在考虑制得的氢。

用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氢称为“绿

氢”。绿氢是真正实现二氧化碳零排

放的氢能，但由于获得“绿氢”的成

本很高，目前仍没有大规模应用。

为了实现本国的二氧化碳减排目

标，实现氢能的零排放。日本企业直

接从外国进口氢作为本国氢能燃料，

从而避免制氢过程大量二氧化碳的排

放。但是，氢需要在零下253摄氏度液

化后才能储存和运输，这也是造成氢

能应用价格很高的原因之一。

以 日 本 为 例 ， 目 前 投 入 运 行 的

3000多辆氢燃料汽车主要是政府机构

购置的，晴海旗的住宅价格也高于本

地区同等级普通住宅的价格。

除了高成本，进口氢能的方式虽

然降低了本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但

从全球的角度看，它并没有真正起到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气候问题

是全球的问题，即使某个国家达到零

排放目标，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拆东

墙补西墙的做法阻止不了地球环境的

恶化，只有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地球

才能得以正常呼吸。

所以，氢能应用尽管有诱人的前

景，但实施起来困难重重。但好在，

晴海旗的建设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

透过它，我们看到了问题，也看到了

希望。

2020年1月，东京燃气公司与日本氢站网络
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建设的“Toyosu加氢站”
揭幕。加氢站将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为氢能
源公交车提供服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