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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氢能能热热或或致致铂铂金金““一一克克难难求求””

核心阅读

铂金不仅是燃料电池的重要催化剂，也能应用于氢能整个产业链
的不同场景。 国内的铂族金属资源非常稀少，全球占比不到 1%，因此，
铂族金属使用完全依赖于进口。

■本报实习记者 仲蕊

资讯

首个商业化运行
独立储能电站投运

本报讯 11 月 5 日， 国内首个商业
化运行独立储能电站———格尔木美满闵
行储能电站，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格尔木市 110 千伏白杨变电站建
成并网运营。 该项目的顺利投运，开创了
电网侧储能电站市场化运营先河， 同时
为今后电网侧储能电站的大规模并网探
索了全新的市场化运营模式。

据了解， 该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落
成奠基，建设规模为 16 兆瓦，容量 64 兆
瓦时， 是国内由独立市场主体投资建设
并参与市场化运营的第一座共享储能电
站。 项目采用长循环寿命的磷酸铁锂储
能电池， 在系统全生命周期内度电成本
最低，且安全性高，同时采用智能、高效
的运维体系，可对电站实行实时、可靠、
最优控制。 （常秉玉 王震鹏）

天合光能推出
高功率分布式组件

本报讯 实习记者董梓童报道：日
前， 天合光能发布了针对分布式市场的
高功率组件新品“至尊小金刚”。 该产品
选用了 210 毫米尺寸电池， 功率超 400
瓦， 在相同屋顶下发电量可提升 10%—
23%。同时，相比其他组件，“至尊小金刚”
更加环保，由于采用了木质和纸箱包装，
可实现完全回收。

根据计划，天合光能“至尊小金刚”
预计将于明年 1 月正式量产出货 ；
2021—2032 年， 该产品产能将突破 5 吉
瓦、10 吉瓦和 15 吉瓦大关。

通威 4万吨高纯晶硅
项目开工建设

本报讯 11月 12日，通威 4万吨高纯
晶硅一期项目在云南省保山市开工建设。

据悉，通威旗下永祥股份已实现高
纯晶硅年产能 8 万吨， 单月出货量超
过 8000 吨，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 20%，
打破了国内高品质晶硅依赖进口的局
面，改变了全球高纯晶硅供应格局，实
现了高纯晶硅“中国制造”。 随着保山
一期项目的开工建设， 到 2021 年底，
永祥高纯晶硅产能将超过 16 万吨，将
进一步巩固永祥股份高纯晶硅行业龙
头的地位。 （仲新源）

今年 9 月，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国
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开
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明确，示
范期间，五部门将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
入围示范的城市群按照其目标完成情况给
予奖励。

业内普遍认为， 政策的落地意味着氢
燃料电池产业将迎来快速发展。 记者日前
了解到，在此背景下，铂金作为氢能源燃料
电池电化学反应的重要贵金属催化剂，也
成为业内关注焦点。

短期内不可替代

目前，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和固体氧
化物燃料电池是燃料电池商业化应用的主
流技术路线。

其中，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具备高效
率、低温快速启动、零污染、低噪等特点，已
成为当前全球商业化应用的主流， 并重点
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领域。 而固体氧化物燃
料电池具备燃料适应性广、 能量转换效率
高、全固态等优势，是大型分布式发电应用
的主流选择。

业内人士指出， 作为一种应用广泛的
贵金属，铂金是氢燃料电池的关键催化剂。
“铂由于具备优秀的氧还原反应催化活性，
是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研究最广泛、 应用
最成熟的催化剂材料。 ”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铂属于贵金属材
料，价格昂贵，因此不少国内外学者希望通
过铂基合金， 甚至是非铂基催化剂的方式
来减少催化剂中的铂含量以降低燃料电池

成本， 但绝大部分材料目前还处于研发阶
段，催化活性、稳定性、大规模制备技术等
都是替代材料未来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

“因此，目前来看，铂金是当前唯一具
备规模化生产能力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催化剂材料。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需求加速释放

近年来， 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发
布氢能产业发展相关政策， 对燃料电池产
业发展做出明确规划， 燃料电池产业化进
程进一步加快。

按照《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规划，我国在 2025 年将至少拥有 5 万辆氢
燃料电池车，2030 年将达到 100 万辆燃料
电池车。在政策暖风下，我国燃料电池汽车
产业迎来快速发展期， 铂金作为当前唯一
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的燃料电池汽车用催
化剂材料，其需求有望显著增长。

“氢能产业的蓬勃发展与不断壮大必
将带动铂金需求迈上更高的台阶。”业内人
士强调。

此外， 铂金不仅是燃料电池的重要催
化剂， 也能应用于氢能整个产业链的不同
场景。

世界铂金投资协会亚太区主管邓伟斌
日前在“2020 年中国汽车论坛”上指出，如
电解水制氢、 化工制氢都需要用铂做催化
剂，以加快反应；在氢能的储运中，有机载
体的加氢和脱氢也需要用到铂金。

事实上， 由于铂金具有优异的物理属
性与催化属性，除了氢能及燃料电池领域，

还被广泛应用于传统汽车、工业领域。兴业
证券指出，过去 5 年，汽车催化剂领域的
铂金需求最高， 大约占总需求的 37%-
41%，随着我国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提高，
单车用铂量随之提升， 预计需求在未来仍
有增长。 同时，在玻璃、石化等其他工业领
域，铂金需求有望稳健增长。

供应短缺难以避免

邓伟斌表示， 国内的铂族金属资源非
常稀少，全球占比不到 1%，因此，铂族金属
使用完全依赖于进口。 面对不断增长的需
求，铂金供应能否跑赢需求增速？

兴业证券表示， 燃料电池汽车对铂的
用量较高，单车铂含量可达 10-20 克。 公
开数据显示， 早期每辆氢燃料电池汽车的
铂含量为 30-80 克，铂消耗量为传统柴油
车的 3-8 倍。 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单车
铂含量有所下降， 目前海外氢燃料汽车采
用最前沿技术可使铂用量降至 0.06 克/千
瓦，约 7.06 克/辆，国内为 0.3 克/千瓦，而
丰田等车企的商业化车型用量大约为 0.17

克/千瓦，约 20 克/辆。
按照全球知名矿业公司英美资源的

估算， 以 2018 年每辆车每千瓦功率使用
0.125-0.2 克铂金为基准， 如果氢燃料电
池车达到 5%市场占有率， 未来每年至少
需要 59 吨的铂金， 占全球铂金年供应量
的 24%。

英美资源集团驻伦敦市场研究主管朱
莉(David Jollie)在研报中给出了乐观估计，
她表示， 虽然氢燃料电池汽车的铂金总需
求量会稳步上升， 但铂金资源在近几年仍
足以满足氢能经济的潜在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氢燃料电池汽车
的产量和铂载量， 还需考虑来自重型汽车
的额外铂金需求， 以及未来可能发展起来
的铁路机车和航运船舶等燃料电池市场。”
业内人士强调，在此基础上，铂金供给是否
会产生缺口需进一步观察。

邓伟斌也表示， 如果燃料电池全产业
链得到充分发展， 那么对铂族金属的需求
不仅只在燃料电池电堆的催化剂环节，整
个产业链中的不同环节可能都会进一步催
生更多的铂金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