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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红梅，衣宝廉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辽宁大连 116023）

摘要：电解水制氢技术在直流电的作用下，将水分解为纯氢和纯氧。氢作为能源载体，可实现无碳能源的循环利用，可以将
波动性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通过“电 – 氢 – 电（或化工原料）”的方式加以高效利用，兼具绿色与高效的特点，为未来人类社
会的能源转化利用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本文基于氢储能的理念，介绍了电解制氢的技术特点，概括了国内外近期质子交换
膜水电解技术的发展态势，分析了新型电解水技术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了我国未来发展电解制氢技术与氢储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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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gen for Energy Storage and Hydrogen
Production from Electrolysis
Yu Hongmei, Yi Baolian
(Dali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Dalian 116023,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With direct electricity, the water electrolysis technology provides pure hydrogen and oxygen from water. Zero-carbon recycling can be achieved with hydrogen as the energy carrier. Unstable renewable energy can be stored in hydrogen. With the concept of
power-to-gas or power-to-liquid, high efficiency and zero emission are realized during energy conversion. It is a promising energy utilization solution for the human society in the future. In this review, the water electrolysis technology for industrial hydrogen production
is investigated. The progress on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PEM) water electrolysis is summarized. Further,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
of water electrolysis is discussed. Additionally, suggestions for hydrogen production from water electrolysis are provided.
Keywords: water electrolysis; hydrogen production; hydrogen for energy storage; renewable energy

一、氢储能特点

一。由于可再生能源（如水电、风能、太阳能）的
间歇性特点，不能长时间持续、稳定地输出电能，

可再生能源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发展方向。可再

导致大量弃风、弃光现象发生。储能技术可将可再

生能源的消纳是制约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技术之

生能源发电储存起来，在需要时释放，以保障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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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发电持续、稳定的电能输出，提高电网接纳

大氢气生产国，已连续 7 年居世界第一位，主要受

间歇式可再生能源的能力。

价格因素影响，其中超过 95 % 的氢气来源于化石

以往的储能技术分为物理储能、化学储能及热

能源。

储能。物理储能包括机械储能（抽水储能、压缩空

通过水电解方式获得的氢气纯度较高，可达

气储能、飞轮储能）与电磁储能（超级电容器、超

99.9 % 以上，可直接应用于对氢气纯度要求较高的

导储能）；化学储能基于电化学原理进行储电，如

精密电子器件制造行业。

铅酸蓄电池、锂离子电池、钠硫电池、液流电池等；
热储能是将热能储存在隔热容器的媒介中，实现热

三、电解制氢技术

能的直接利用或热发电。这些技术的主要目的均是
储电，利于充放电短周期内的就地使用，若需要进

电解水制氢是在直流电的作用下，通过电化学

行长周期的储能，如不同季节，储电则会受到其容

过程将水分子解离为氢气与氧气，分别在阴、阳两

量的限制。

极析出。根据隔膜不同，可分为碱水电解、质子交

在新能源体系中，氢能是一种理想的二次能源，
与其他能源相比，氢热值高，其能量密度（140 MJ/kg）

换膜水电解、固体氧化物水电解。
工业化的水电解技术的工业应用始于 20 世纪

是固体燃料（50 MJ/kg）的两倍多。且燃烧产物为

20 年代，碱性液体电解槽电解水技术已经实现工业

水，是最环保的能源，既能以气、液相的形式存储

规模的产氢，应用于氨生产和石油精炼等工业需求。

在高压罐中，也能以固相的形式储存在储氢材料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以及太

中，如金属氢化物、配位氢化物、多孔材料等。因

空探索方面的需求带动了质子交换膜电解水技术的

此，氢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取代传统化石燃料的能源

发展。同时特殊领域发展所需的高压紧凑型碱性电

载体。对可再生和可持续能源系统而言，氢气是一

解水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目前可实际应用的

种极好的能量存储介质。氢气作为能源载体的优势

电解水制氢技术主要有碱性液体水电解与固体聚合

在于：①氢和电能之间通过电解水与燃料电池技术

物水电解两类技术。

可实现高效率的相互转换；②压缩的氢气有很高的
能量密度；③氢气具有成比例放大到电网规模应用
的潜力。

（一）碱性液体电解槽水电解制氢
碱性液体水电解技术是以 KOH、NaOH 水溶

同时，可将具有强烈波动特性的风能、太阳能

液为电解质，如采用石棉布等作为隔膜，在直流

转换为氢能，更利于储存与运输。所存储的氢气可

电的作用下，将水电解，生成氢气和氧气。产出

用于燃料电池发电，或单独用作燃料气体，也可作

的气体需要进行脱碱雾处理。碱性液体水电解于

为化工原料。

20 世纪中期就实现了工业化。该技术较成熟，运行
寿命可达 15 年。碱性电解槽以含液态电解质和多

二、氢的来源

孔隔板为结构特征 [2]，如图 1 所示。
通常，碱性液体电解质电解槽的工作电流密度

制氢的方式有很多，包括：化石燃料重整、分

2

约为 0.25 A/cm ，能源效率通常在 60 % 左右。在

解、光解或水电解等。全球每年总共需要约 4×109 t

液体电解质体系中，所用的碱性电解液（如 KOH）

氢气应用于氨的生产、有机物的加氢、石油精炼、

会与空气中的 CO2 反应，形成在碱性条件下不溶的

金属冶炼、电子制造、产生高温火焰以及冷却热发

碳酸盐，如 K2CO3。这些不溶性的碳酸盐会阻塞多

电机等方面。迄今为止，95 % 以上的氢气是通过

孔的催化层，阻碍产物和反应物的传递，大大降低

化石燃料重整来获得，生产过程必然排出 CO2，而

电解槽的性能。另一方面，碱性液体电解质电解槽

电解水技术利用可再生能源获得的电能来进行电网

也难以快速的关闭或者启动，制氢的速度也难以快

规模级别产氢，可实现 CO2 的零排放，约占全世界

速调节，因为必须时刻保持电解池的阳极和阴极两

4 %~5 % 的 H2 的生产量 [1]。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一

侧上的压力均衡，防止氢氧气体穿过多孔的石棉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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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液体水电解原理示意图

混合，进而引起爆炸。如此，碱性液体电解质电解

质，一般使用全氟磺酸膜，起到隔绝阴阳极生成气，

槽就难以与具有快速波动特性的可再生能源配合。

阻止电子的传递，同时传递质子的作用。质子交换
膜水电解制氢原理，如图 2 所示。目前，常用的质
®

子交换膜有 Nafion （DuPont）、Dow membrane（Dow

（二）固体聚合物水电解制氢
由于碱性液体电解质电解槽仍存在着诸多问题

®
Chemical）、Flemion（Asahi
Glass）、Aciplex®-S（Asahi

需要改进，促使固体聚合物电解质（SPE）水电解

Chemical Industry）与 Neosepta-F®（Tokuyama）等。

技术快速发展。首先实际应用的 SPE 为质子交换膜

与碱性水电解相比，PEM 水电解系统无需脱碱，压

（PEM），因而也称为 PEM 电解。以质子交换膜替

力调控裕度更大。在商业化初期 PEM 的成本主要

代石棉膜，传导质子，并隔绝电极两侧的气体，这

集中在 PEM 电解池本身。在 PEM 水电解池中，由

就避免了碱性液体电解质电解槽使用强碱性液体电

扩散层、催化层与质子交换膜组成的膜电极是水电

解质所带来的缺点。同时，PEM 水电解池采用零
间隙结构，电解池体积更为紧凑精简降低了电解池
质子交换膜
（固体电解质）

的欧姆电阻，大幅提高了电解池的整体性能。PEM
2

电解槽的运行电流密度通常高于 1 A/cm ，至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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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可实现更高的产气压力等优点，被公认为制氢领域
极具发展前景的电解制氢技术之一 [3]。
典型的 PEM 水电解池主要部件包括阴阳极端
板、阴阳极气体扩散层、阴阳极催化层和质子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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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与水、气分配等作用；扩散层起集流，促进气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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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递等作用；催化层的核心是由催化剂、电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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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介质、质子传导介质构成的三相界面，是电化学
反应发生的核心场所；质子交换膜作为固体电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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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反应发生的场所，是电解池的核心部件。提高运
行的电流密度，可以降低电解的设备投资。而且，

高。由于催化剂与电解池材料的成本较高，现阶
段 PEM 水电解技术价格高于传统的碱水电解技术，

宽范围的运行电流密度更有利于配合可再生能源的

主要途径是提高电解池的效率，即提高催化剂、

波动性。

膜材料与扩散层材料的技术水平。

由于极化的存在，电解池的实际电解电压超过
了热力学所获得的理论电解电压 Erev。电解池的极

四、电解制氢技术研发与应用进展

化包括活化极化、欧姆极化与浓差极化。PEM 水电
解电极反应中阳极析氧反应极化远高于阴极析氢反

PEM 水电解技术于 20 世纪 70 年代被用作美

应的极化，是影响电解效率的重要因素。电化学极
化主要与电催化剂的活性相关，选择高活性的催化

国海军的核潜艇中的供应氧气装置。20 世纪 80 年
代，美国国家航天宇航局（NASA）又将 PEM 电解

剂、改善电极反应的三相界面有利于降低电化学极

水技术应用于空间站中，作宇航员生命维持及生产

化。且电解水反应析氢 / 析氧，特别是析出的原子

空间站轨道姿态控制的助推剂。近年来许多国家在
PEM 水电解技术的开发中取得长足的进步。

氧具有强氧化性，对阳极侧的催化剂载体与电解池
化剂应具有高的比表面积与孔隙率、高的电子传导

日 本 的“New Sunlight” 计 划 及“WE-NET”
计划始于 1993 年，计划到 2020 年投资 30 亿美元用

率、良好的电催化性能、长期的机械与电化学稳定

于氢能关键技术的研发，其中将 PEM 水电解制氢技

性、小的气泡效应、高选择性、便宜可用与无毒性

术列为重要发展内容，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制

等。满足上述条件的析氧催化剂主要是 Ir、Ru 等

氢、运输和应用氢能的能源网络。2003 年，
“WE2
NET 计划”研制的电极面积已达 1~3 m ，电流密度

材料的抗氧化与耐腐蚀要求较高。理想的析氧电催

贵金属 / 氧化物以及以它们为基的二元、三元合金 /
混合氧化物。因为 Ir、Ru 的价格昂贵且资源稀缺，
而目前的 PEM 电解槽的 Ir 用量往往超过 2 mg/cm2，
迫切需要减少 IrO2 在 PEM 水电解池中的用量 [4]。
商业化的 Pt 基催化剂可直接用于 PEM 水电解阴极
的析氢反应，现阶段 PEM 水电解阴极的 Pt 载量约
为 0.4~0.6 mg/cm。
PEM 水电解的欧姆极化主要来源为电极、膜
和集流体的欧姆电阻，膜电阻是欧姆极化损失的
主要来源，膜电阻随着膜厚度的增加而增加。为
降低膜电阻，可选择较薄的膜以降低欧姆极化，
同时需综合考虑气体的渗透与膜的降解因素，且
生成气体在膜内的渗透随着电解时间与温度的增

为 25 000 A/m2，单池电压为 1.705 V，温度为 120 ℃，
压力为 0.44 MPa [5]。2018 年年初，为配合燃料电池
车的商业推广，日本氢能企业联盟的 11 家公司宣布
成立日本 H2 Mobility，全面开发日本燃料电池加氢
站，旨在到 2020 年建成 160 个加氢站。
在 欧 洲， 法 国 于 1985 年 开 展 了 PEM 水 电 解
研究。俄罗斯的 Kurchatov 研究所也在同期展开了
PEM 水电解研究，制备了一系列不同产气量的电
堆。由欧盟委员会资助的 GenHyPEM 计划 [6] 投资
260 万欧元，专门研究 PEM 水电解技术，其成员包
括德国、法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 11 所大学
及研究所，目标是开发出高电流密度（>1 A/cm）、

优良的材料来制备电极和集流体，提高催化层和

高工作压力（>5 MPa）和高电解效率的 PEM 水电
解池。其研制的 GenHy® 系列产品电解效率能达

膜内的质子传导率与降低各组件的接触电阻、减

90 %，系统效率为 70 %~80 %。由 Sintef、University

小催化层的厚度有利于降低欧姆极化。而浓差极

of Reading、Statoil 和 Mumatech 等公司及大学联合

化与水的供给及产出气体的排出直接相关，受扩

开展的 NEXPEL 项目，总投资 335 万欧元，致力
于新型 PEM 水电解池制氢技术的研究，目标降低

加而增加，并且反比于膜的厚度。选用导电性能

散层亲水、憎水特性以及流场设计的影响。PEM
水电解的扩散层多采用 Ti 基材料并进行耐腐蚀表
面 处 理， 以 抵 抗 析 氢、 析 氧 条 件 下 的 腐 蚀 问 题，

制氢成本（5 000 欧元 /Nm3），电解装置寿命达到
40 000 h。

扩散层材料本身既涉及欧姆极化，扩散层结构又

欧盟于 2014 年提出 PEM 水电解制氢的三步走

与扩散极化相关，需要综合考虑。Ti 基材本身的
成本与表面处理材料的成本在 PEM 电堆中占比较

的发展目标：第一步是满足交通运输用氢需求，适
合于大型加氢站使用的分布式 PEM 水电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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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电解制氢与氢储能

第二步是满足工业用氢需求，包括生产 10 MW、

套使用。2009 年该公司研发的 PEM 水电解池在操

100 MW 和 250 MW 的 PEM 电解池；第三步是满

作压力约 16.5 MPa 的高压环境下运行超过 18 000 h，

足大规模储能需求，包括在用电高峰期利用氢气发

报 道 的 PEM 电 解 槽 寿 命 超 过 60 000 h。2015 年，

电，家庭燃气用氢和大规模运输用氢等。提出 PEM

Proton Onsite 公司又推出了适合于储能要求的 M 系

水电解制氢要逐渐取代碱性水电解制氢的计划。在

列的产品，产氢能力达 400 m3/h，成为世界首套兆

欧盟规定电解器的制氢响应时间在 5 s 之内 , 目前

瓦级质子交换膜水电解池，日产氢气可达 1 000 kg，

只有 PEM 水电解技术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有望适应日益增长的大规模储能需求。

加拿大 Hydrogenics 公司于 2011 年在瑞士实施
HySTAT™60 电解池的项目，为加氢站提供电解槽

五、氢储能与应用的发展

产品。每天可电解产生 130 kg 纯氢。至今，Hydrogenics 公司已在德国、比利时、土耳其、挪威、美

随着电解制氢技术的迅速发展，将其应用于可

国、瑞士、法国、瑞典等建成颇具规模的加氢站，

再生能源消纳的示范工程不断涌现。Power-to-Gas，

加 氢 压 力 达 70 MPa。2012 年 AC Transit 公 司 在

即从可再生能源发电转换为氢气，逐渐成为国际上

Emeryville 开放了太阳能电解水加氢站，利用 510 kW

可再生能源发展应用的一个重要方向。2012 年德国

的 太 阳 能 电 解 水 制 氢， 可 满 足 12 台 公 共 汽 车 或

意昂集团的 Power-to-Gas 项目，于 Falkenhagen 地

20 台轿车的氢气使用需要。电解制氢机由 Proton 公

区在电低峰期用剩余的电力通过电解水生产氢气，

司提供，日产氢气 65 kg（压强 5 000~10 000 psi）。

于 2013 年起注入当地天然气管道，在用电高峰时

德国至 2016 年，已建造成 50 座加氢站。

为电网提供能量，提高了电能的利用率，减少了峰

从商业化产品角度，美国 Proton Onsite、Ham-

谷电浪费。2014 年多伦多地区的 Power-to-Gas 项目，

ilton、Giner Electrochemical Systems、Schatz Energy

部署总容量 2 MW 的制氢装置。电网运营商根据用

Research Center、Lynntec 等公司在 PEM 水电解池

电需求选择在用电低谷将剩余的电能转换为氢，在

的研究与制造方面处于领先地位。Hamilton 公司所

用电高峰时再将氢转变成电能并入电网使用，藉此

3

生产的 PEM 水电解器，产氢量达 30 Nm /h，氢气

将氢能技术用于储能。

纯 度 达 到 99.999 %。Giner Electrochemical Systems

自 2017 年以来，PEM 电解制氢的工业应用在

公司研制的 50 kW 水电解池样机高压运行的累计时

世界各地的推进速度急剧上升。挪威的 Nel 公司收

间已超过 150 000 h，该样机能在高电流密度、高工

购了美国的 Proton Onsite 公司，而 Siemens、Giner、

作压力下运行 , 且不需要使用高压泵给水。

Hydrogenics 公司也相继推出可再生能源氢储能的

目 前，Proton Onsite 公 司 是 世 界 上 PEM 水 电

兆瓦级产品，德国 H&RÖlwerke Schindler 公司采用

解制氢的首要氢气供应商，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实验

Siemens 的 5 MW 电解技术制氢，投资逾 1 000 万

室、加氢站、军事及航空等领域。Proton Onsite 公

欧元，每年将生产数百吨氢气。生产的氢气用作石

司在全球 72 个国家有约 2 000 多套 PEM 水电解制

油精炼的原料，成为可再生能源电解制氢大规模工

氢装置，占据了世界上 PEM 水电解制氢 70 % 的

业应用的先例。

市场。HOGEN-S 和 HOGEN-H 型电解池的产气量
3

从 0.5~6 m /h，氢气纯度可达 99.9995 %，不用压缩
®

机气体压力达 1.5 MPa。最新开发的 HOGEN C 系
3

列主要应用于加氢站，能耗为 5.8~6.2 kW · h/Nm ，
3

单台产氢量为 30 Nm /h（65 kg/d），是 H 系列产氢
量的 5 倍，所占空间只有 H 系列的 1.5 倍。2006 年，
英格兰首个加氢站投入使用，由 Proton Onsite 的
®

氢的储运是氢储能与利用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除了槽车运输，高压氢气管道输送也正在发展。德
国的 Power-to-Gas 项目，将氢气混入天然气管道输
送，液化空气公司所属的百公里的纯氢输送管道也
已经成功投入使用。
从技术先进性分析，PEM 电解优于碱水电解，
但目前成本较高。美国可再生能源国家实验室发布

HOGEN H 系列电解池与气体压缩装置所组成，日

了以风能提供电力，以 PEM 水电解制氢的评估报

产氢量为 12 kg。该加氢站与 65 kW 风力发电机配

告，其中对 PEM 技术的放大进了成本预测。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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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PEM 制氢技术的规模从 10 kg/d 发展到 1 000 kg/d

内的 PEM 制氢装置较优，但在规模上与国外产品

时，电解池堆的成本所占份额将从目前的 40 % 降

还有距离。

至 10 %，预示大规模 PEM 制氢将在降低成本上有
较大幅度的空间。

2017 年河北沽源开始建设 10 MW 级利用风电
制氢的示范项目，采用国外电解制氢机，将风电转

在 PEM 电解水制氢的标准规范方面，国际电

化为氢气。沽源风电制氢项目的规划为：生产出的

工协会 IEC/TC105 已经启动 PEM 制氢标准制订，

一部分氢气将用于工业生产，降低工业制氢产业中

预计在 2019—2020 年发布。

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消耗量；另一部分将在氢

我国目前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利用率不高，大
量存在弃水、弃风和弃光。仅 2015 年，全国弃风

能源动力汽车产业具备发展条件时，用于建设配套
加氢站网络。

10

电 量 为 3.39×10 kW · h， 按 每 5 kW · h 电 生 产
1 标方氢气计算，2015 年我国弃风资源制氢能力为
9

七、新型电解水技术

5

6.78×10 标方 /a，即 6.1×10 t/a。以 2016 年全年
的弃水、弃光、弃风电量合计，则可制氢 3×106 t。

虽 然 商 业 化 PEM 水 电 解 装 置 已 经 面 世， 但

若将这些弃电用于制氢，即利用波动电制氢能将不

PEM 水 电 解 池 的 酸 性 电 解 质 环 境 中 所 使 用 的 质

能贮存的电制成氢贮存起来，对电站稳态生产、提

子交换膜和贵金属电催化剂的成本过高，不利于

高经济效益、延长发电设备寿命、充分利用可再生

PEM 水电解池的大规模推广。因此，在降低电解

资源有重大作用。

能耗的同时，发展新的低成本电解体系的需求更
为迫切。

六、国内的电解制氢状况

在碱性条件下，由于可以使用低成本的非贵金
属催化剂，从而使得电解池成本大幅下降，结合固

目前，碱水电解制氢在国内已经工业化，我
国电解水装置的安装总量在 1 500 ～ 2 000 套左右，
4

体电解质与碱性体系这两个特点，采用碱性固体电
解质代替质子交换膜，用以传导氢氧根离子、隔绝

通过电解水所制氢气总量在 8×10 t/a，碱性电解水

电极两侧的气体，电解池的阴阳两极与固体聚合物

技术占绝对主导地位。在碱性电解水设备方面，目

阴离子交换膜密切接触，从而降低两极之间的电压

前国内设备的水平最大可达 1 000 标方 /h。代表企

降，将传统碱性液体电解质水电解与 PEM 水电解

业有苏州竞立制氢设备有限公司、天津市大陆制氢

的优点结合起来，碱性固体阴离子交换膜（AEM）

设备有限公司等。由于产品需进行脱碱等处理，不

水电解技术应运而生。
AEM 水电解中的隔膜材料为可传导 OH– 的固

仅设备体积大，而且有污染。
国内的 PEM 水电解制氢技术尚处于从研发走

体聚合物阴离子交换膜，催化剂可采用与传统碱

向工业化的前期阶段，国内的 PEM 水电解技术研

性液体水电解相近的 Ni、Co、Fe 等非贵金属催化

究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针对特殊领域制氢、制

剂，相比 PEM 水电解采用贵金属 Ir、Pt，催化剂成

氧的需求，主要研发单位有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本将大幅降低，且对电解池双极板材料的腐蚀要求

究所、中船重工集团 718 研究所、中国航天科技

也远低于对 PEM 水电解的要求。现阶段的研发集

集团公司 507 所。目前市场上小批量销售的 PEM

中于碱性固体聚合物阴离子交换膜与高活性非贵金

电解产品主要是国外产品的代理，产氢量范围为

属催化剂。主要研发机构有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

3

0.3~2.0 Nm /h。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验室、Proton Onsite 公司、Northeastern University、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研发 PEM 水电解制氢，在

Penn State University、英国 University of Surrey、中

3

2008 年开发出产氢气量为 8 Nm /h 的电解池堆及系

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武汉大学等。目前

统，输出压力为 4.0 MPa、纯度为 99.99 %。2010 年

主要集中于阴离子交换膜的研发，正在解决阴离子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开发出的 PEM 水电解制氢机

交换膜的寿命问题。当关键材料获得突破之后，工

能耗指标优于国际同类产品。从单机能耗上看， 国

业规模的放大则可沿用 PEM 水电解与液体碱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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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高能效的角度，以固体氧化物电解质的固

量将减少约 6×109 t，为限制全球变暖的 2 ℃目标
贡献 20 % 的力量。国际氢能理事会预计，到 2050

体氧化物水电解技术（SOEC）采用固体氧化物作
为电解质材料，可在 400~1 000 ℃高温下工作，可

年，氢的年需求量可能增加 10 倍，达到接近 80 EJ
19
（8×10 J）。

以利用热量进行电氢转换，具有能量转化效率高且

氢储能技术可以实现季节性的储能。现有的工

不需要使用贵金属催化剂等优点，因而效率可达
100 %。

业化碱液电解技术在解决近期可再生能源的消纳中
便于快速应用，PEM 水电解技术替代碱液水电技术

日本的三菱重工、东芝、京瓷等公司的研究
团队对 SOEC 的电极、电解质、连接体等材料和

是发展趋势。世界上发达国家先进的 PEM 电解水

部件等方面开展了研究。美国 Idaho 国家实验室、
Bloom Energy、丹麦托普索燃料电池公司、韩国能

碱液水电解，并呈现在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扩张的

解的成熟技术。

源研究所以及欧盟 Relhy 高温电解技术发展项目，
也对 SOEC 技术开展了研究，研究方向也由电解
池材料研究逐渐转向电解池堆和系统集成 [7]。美
国 Idaho 国 家 实 验 室 的 项 目 SOEC 电 堆 功 率 达 到
15 kW，采用 CO2+H2O 共电解制备合成气。美国

制氢产品正在向适应储能的规模化发展，逐渐替代
趋势。
2016 年以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能源
局相继发文，支持可再生能源制氢的发展，宜值
此 契 机， 加 大 对 PEM 水 电 解 制 氢 技 术 的 商 业 化
示范，并结合商业化推广降低水电解制氢成本，

Idaho 国家实验室与 Ceramatec 公司合作，实现了运

促进水电解制氢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预计未来
5~10 年质子交换膜水电解制氢产品将逐步进入产

行温度在 650~800 ℃范围内产物 CO 和 H2 的定量
调控 [8]；他们还将电解产物直接通入 300 ℃含有

业化制氢市场，用于储能与工业加氢领域。在技
术上，则需针对 SOEC 的关键材料与部件、电解

Ni 催化剂的甲烷化反应器，获得了 40 %~50 %（vol）
的甲烷燃料 [9]，证实了 CO2/H2O 共电解制备烃类

池测试装置和测试方法等方面开展研究，建议鼓
励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逐步解决高温 SOEC 水

燃料的可行性。
德国 Sunfire 公司在 2017 年推出初期产品，在

电解技术的材料与电堆结构设计问题，逐步实现
高效 SOEC 制氢储能的示范应用。基于可再生能

加氢站进行示范。国内的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

源大规模消纳的电解水制氢技术有望成为电网和

理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在固体氧化
物燃料电池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 SOEC 的探索。

制氢、用氢行业的共同选择。

SOEC 对材料要求比较苛刻。在电解的高温高湿条
件下，常用的 Ni/YSZ 氢电极中 Ni 容易被氧化而失
去活性，其性能衰减机理和微观结构调控还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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