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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交易所建设为产业发展和金融支持

创造良好条件＊

二十大报告多次就新能源发展提出要求，并指出

要重视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氢能本身是一种

高能量密度、零终端排放的绿色能源，而且由绿色电

力制成的绿氢具备较好的能量储存和运输功能，能够

为推动风电、光电等其他新能源产供销储体系建设发

挥重要作用。近两年来，全国多地政府制定规划促进

本区域氢能产业发展。2022 年 8 月，上海市印发《关

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氢能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其中提出要逐步探索建

设全国性氢交易所，这或将有力推动我国氢能产业的

发展，并为金融支持氢能产业创造良好条件。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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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交易所建设为产业发展和金融支持创造良好条件

二十大报告多次就新能源发展提出要求，并指出要重视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

设。氢能本身是一种高能量密度、零终端排放的绿色能源，而且由绿色电力制成的绿

氢具备较好的能量储存和运输功能，能够为推动风电、光电等其他新能源产供销储体

系建设发挥重要作用。近两年来，全国多地政府制定规划促进本区域氢能产业发展。

2022 年 8 月，上海市印发《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氢能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其中提出要逐步探索建设全国性氢交易所，这或将有力推

动我国氢能产业的发展，并为金融支持氢能产业创造良好条件。

一、我国建设氢交易所条件已逐渐成熟

第一，国家已明确对发展氢能源的支持态度，未来产业发展需依托氢交易所支持。

在低碳转型中，氢能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多年来，我国对建设水电、风电和光电支持

力度较大，并已取得亮眼成绩，未来是否还有必要大力促进氢能发展？如大力支持氢

能发展，氢能与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关系是怎样的？2021 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

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统筹推进氢

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推进可再生能源制氢前沿技术攻关”等要求，体现了

国家对氢能的重视。特别是 2022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氢能

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简称《规划》），提出“氢能是未来国家

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氢能的政策地位，并提出“充分发挥氢能作为可

再生能源规模化高效利用的重要载体作用及其大规模、长周期储能优势，促进异质能

源跨地域和跨季节优化配置”“推动氢能、电能和热能系统融合，促进形成多元互补

融合的现代能源供应体系”，肯定了氢能在碳中和进程中的战略意义。氢来源广泛，

而且化学性质活泼，一方面传统化石能源
1
、风电光电

2
等可通过参与还原反应来制氢，

另一方面氢还可发生氧化反应来发电、产热，从而构成能量形态的循环。此外，将氢

1 煤炭、天然气、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与水蒸气在高温高压和催化剂作用下产生氢气，但会产生碳排放，这种

方法制成的氢气被称为“灰氢”。
2 利用风电、光电等可再生电力进行电转气（Power to Gas，P2G 技术），电解水产生氢气和氧气，无碳排放，

这种方法制成的氢气被称为“绿氢”。

http://22.122.22.77:168/detail?record=12&ChannelID=1&randno=18508&resultid=1333&presearchword=%62%69%61%6f%74%69%3d%28%cc%bc%d6%d0%ba%cd%29
http://22.122.22.77:168/detail?record=12&ChannelID=1&randno=18508&resultid=1333&presearchword=%62%69%61%6f%74%69%3d%28%cc%bc%d6%d0%ba%cd%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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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缩转化为高压气体、液体甚至固体，或转化为氨、甲醇
3
等形式，有望高效实现能

量的储存和运输。因此，《规划》将氢定位为连接化石能源、电能的桥梁，并通过电

转气技术，成为储存和运输风电、光电等强周期性可再生能源的重要载体。换言之，

发展氢能与发展其他可再生新能源不是竞争关系，而是能够帮助解决其他新能源在储

运中遇到的难点和痛点。国家政策的明确表态，为氢能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

产业的长远发展，也迫切需要氢交易所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第二，我国化石能源制氢已较为成熟，氢气贸易开始出现。2020 年，我国氢产量

约 3342 万吨，高居全球第一。其中，煤制氢产量 2124 万吨，天然气制氢产量 460 万

吨，合计占比 77%。其余主要是焦炉煤气、化肥工业等副产氢，产量约 708 万吨，占

比 21%（图 1）。当前相关产业已初具规模，技术较为成熟，制氢成本大为降低。例

如据测算当煤价格 800 元/吨时，煤制氢成本约为 12-15 元/kg；而工业副产氢作为生

产化工产品同时产生的副产品，成本更低。随着制氢规模的扩大，国内跨省氢贸易也

已出现，如何为氢定价正在成为困扰相关企业的难题。

图 1:2020 年我国制氢方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第三，发展“绿氢”前景可期，如何定价与交易将成为重要课题。相比于基于化

3 液氢需低温储存，而氨和甲醇可在常温下保持液态，更便于储存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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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能源制成的“灰氢”和“蓝氢”（化石能源制氢后，通过碳捕集与封存技术 CCUS

减少碳排放，但不能完全消除），利用风电、光电等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成的“绿氢”

具有零排放优势，成为政策支持的重点。但如果风电、光电本身成本过高，发展“绿

氢”无异于空中楼阁。近年来，我国风电、光电产业进步迅猛，目前装机容量已在全

球遥遥领先（2021 年全球占比分别约为 40%和 36%，图 2），在具有优势自然禀赋的

地区，度电成本已低于火电。未来我国风电、光电的发电规模仍有巨大提升潜力，度

电成本还将进一步降低。这既为发展“绿氢”创造了强力需求（需要通过电转气来发

挥氢的储能作用，减少“弃电”并实现能源跨区域、跨季节的优化配置），又为制造

“绿氢”提供了低成本的电力保障。为解决未来“绿氢”大规模生产后随之产生的交

易、消纳与定价问题，有必要提前着手建设氢交易所。

图 2：我国太阳能光伏、风力发电全球占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第四，国际氢交易所竞争已打响发令枪。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国家虽然短期内

不得不重启煤电，但也更加重视在长期扩展能源来源，降低对俄天然气依赖。尤其是

德国，就已于 2022 年 3 月与阿联酋签署协议，并将于年内进口氢气。这标志着传统

油气大国与制造业大国开始携手共建氢产业链和贸易圈。目前，欧洲地区的氢交易网

络已显露雏形，荷兰鹿特丹正在成为欧洲氢交易中心。与原油、液化天然气（LNG）

相似，氢有望在未来全球低碳转型中发展成为又一项重要大宗商品。围绕全球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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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建设以及氢定价权的争夺，或将成为将来国际经贸金融竞争中的又一焦点，为此

我国应及早布局、抢占先机。

二、建设氢交易所应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建设氢交易所在全球范围来看都属于新鲜事物，与原油、LNG 等传统能源交易所

建设既有相似之处，也有诸多新的领域有待探索突破。

第一，完善市场交易机制建设，加强对氢来源的信息披露。与其他交易所相同，

氢交易所应针对期货与现货等产品，建立关于实物交割、资金结算、仓储物流、市场

管理等方面的完善机制，并向市场参与主体披露关于产品成交价、成交量、库存量等

各类市场信息。此外，氢交易所应特别注意加强对于氢来源的信息披露。制氢方式多

种多样，除上文提到的灰氢、蓝氢和绿氢外，还有绿松石氢（甲烷裂解）、粉氢（核

能制氢）等等，因此被称为“彩虹氢气”。不同制氢方法的成本和碳排放量差距较大。

例如灰氢已具备价格优势，但碳排放量较高；而绿松石氢尚不具备市场竞争力，但裂

解后可生成便于回收的固体碳，无二氧化碳排放。仅从成品氢的性状来看，难以区分

是由何种制氢方法制得。因此，氢交易所要推动建立关于氢溯源认证的完善机制，例

如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推出原产地证书等。这对于成品氢定价、反映碳减排成效、对接

碳市场获得自愿减排收益等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加强氢交易所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健全行业标准体系。首先，氢交易所未

来将成为实物氢交割的物理场所，在建设中应高标准配齐有关基础设施。要建设开发

远距离输气管道、深水港口、高压储罐、储氢仓库和盐穴
4
等各类设施，将氢交易所打

造为“输”和“储”的中枢。此外，氢能行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得益于国家统一

规划，尤其要重视建立较为完善的行业标准体系。围绕制储输用全链条各环节，应广

泛邀请行业龙头企业参与共同设计标准。例如，输氢管道标准设计中需平衡好经济性

4 盐穴是盐矿开采后留下的矿洞，容积巨大且密封性好（在高温高压下盐具有出现裂缝自动愈合的特点），因

此可用于储存天然气等不溶解于盐的物质。而且废弃盐穴本需投入资金进行封堵，以满足环保、安全要求；如

用于储气，高压气体可对穴壁形成支撑，避免发生地面塌陷。目前美欧等国均已有开发储氢盐穴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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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稳定性，在控制成本的同时抑制氢脆反应的发生
5
。又如，在全产业链各环节标准设

计中应高度重视安全问题
6
。氢气易燃易爆，如果在行业发展初期因操作不当频繁出现

安全事故，将给长远发展带来舆论阻力。未来，氢交易所一是应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运

营中严格落实各项制度标准，实现高水平建设和安全运转。二是在引导全行业统一、

规范采取相关标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于在制储输用等方面始终不能达标的企业，

可拒绝其进入氢交易所参与交易。

第三，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氢价格指数，抢占国际氢能源定价权制高点。我国长期

作为全球大宗商品的主要消费国，却既不掌握产品定价权、在国际交易中还要使用美

元。在氢能发展和氢交易所建设进程中，我国应推动构建以自身供需状况为基础的定

价体系，并为未来推进“氢能人民币”的货币国际化路线创造条件
7
。石油是复杂的烃

类混合物，不同产地石油的组成成分差别显著，尚能够形成标准化的期货交易。氢作

为纯净的单质，也有望借助期货交易的成熟经验，产生相关交易品种。由于目前远距

离输氢仍面临一些障碍，可借鉴建设碳交易所的经验，除上海外在珠三角、环渤海等

区域建立多个氢交易试点，反映不同地区氢价格情况。未来随着全国性输氢管道和氢

交易体系的建成，逐步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氢价格指数，这或将是氢交易所建设的

一项重要使命。

第四，探索发展基于氢的碳自愿减排交易，为氢能企业创造额外经济激励。当前

各种低碳制氢和应用技术，普遍仍存在一定技术瓶颈，总体成本偏高（表 1），这使

得氢能产业仍面临市场竞争力不足的困局。要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可探索将氢能发

展的外部社会效益转化为产业内部经济效益。例如，可探索创建基于氢能的碳减排方

法学（目前尚属空白），科学度量相关氢能项目的碳减排额外性，成熟后可纳入国家

5 氢脆是指金融材料吸收氢原子后而导致延展性降低。氢原子半径很小，可渗透进固体金属中，从而导致金属

脆化甚至断裂。一般来说，强度更大的材料更易发生氢脆反应。
6 只要在科学的规章制度下合规操作，用氢安全性能够得到保障。例如，氢在空气中的可燃浓度下限（4%）高

于汽油（约 1.4%），而且氢密度小，扩散速度快不易沉积，因此如能制定规章制度确保用氢场所通风良好并杜

绝明火，用氢可能比用汽油更安全。
7 参见陈卫东、边卫红、郝毅、赵廷辰.石油美元环流演变,新能源金融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研究[J].国际金融

研究,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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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核证减排（CCER）方法学体系。按照相关方法学开发的氢能项目经申报、签发、

核证等流程后可获取核证自愿减排量，售与有碳排放抵消需求的企业后便可使氢能企

业增加经济收入。目前国家自愿核证减排（CCER）申报尚未重启，关于氢能的自愿核

证减排项目可依托氢交易所展开试点交易。又如，探索在氢交易所开展氢原产地证书

交易。借鉴各国发展绿色电力证书
8
的经验，将氢的能源属性和低碳属性分离开，持有

绿氢、蓝氢、粉氢等低碳氢原产地证书的机构，可将证书售与其他具有环保减排需求

的企业或个人。除纳入碳市场强制减排的企业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出于自身品牌建设、

满足监管或 ESG 投资要求等原因，对认购环境权益
9
的需求明显提升，在氢交易所购入

低碳氢原产地证书或可成为相关企业抵消自身碳排放的可能选择。

表１：2021 年初每兆瓦时能源平均价格

石油（全球） 天然气（美国） 煤炭（欧洲） 灰氢 绿氢

能源价格（美元/兆瓦时） 38 22 14 50 100-14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三、氢交易所建设为金融支持氢产业发展提供新机遇

氢交易所的建设，有利于发挥价格发现功能并促进整个产业快速成长。依托交易

所的建设，金融业支持氢能产业发展也将迎来新机遇。

机遇一：氢能技术进步或将迎来新高潮。实现关键技术突破、降低制储输用的综

合成本是我国氢能产业长远发展的核心任务。随着氢交易所的建设，氢能定价更为准

确，交易成本大为降低，掌握先进技术的企业更易于在氢交易中获利，这将显著激发

技术创新动力，也将产生对发展氢能技术的巨大资金需求。当前，氢能产业的主要关

键性技术（例如蒸汽重整、电解槽、甲烷裂解、高压氢气和液氢储存、燃料电池等）

大都已经发明，“从 0 到 1”的重要一步已经实现，未来主要是推动技术进一步商业

8 我国的绿色电力证书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中心颁发，是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确认和属性证明以及消费

绿色电力的凭证。
9 环境权益是指某些具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通过一系列认证程序将温室气体减排量量化并形成可独立

交易的产品，企业购入环境权益后便可宣称减少了相应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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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从 1 到 2”进程中投资风险相对较低。金融机构通过风险投资、投贷联动、支

持上市等方式，可为氢能产业技术进步提供更多金融支持。

机遇二：氢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巨大资金需求。未来随着以氢交易所为中心的全

国性氢交易网络的形成，覆盖全国的制储输用基础设施网络也将逐步铺开，这将产生

巨大的融资需求。例如，管道运输是成本最低的运氢方式，目前美国、欧洲都已建成

数千公里的运氢管道，我国只建有不足 500 公里。我国建设输氢管道成本约 600 万元

/km（主要包括建设费用、维护费用等，不含土地费用），未来如果要连接全国主要

城市，资金投入量巨大。又如，目前建设一座日加氢能力 500 公斤、加注压力为

35MPa 的加氢站投资成本达 1200 万元（不含土地费用），假设到 2050 年全国建成 1

万个加氢站，即使不考虑土地费用，也将产生超过超千亿的设备投资需求（暂不考虑

建设成本变化）。因此，氢能行业仅基础设施建设一项，便可能拉动数千亿的投资需

求，银行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可对接相关融资项目。

机遇三：氢能重点示范场景建设有待资金支持。当前氢能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

优先集中财政、金融资源支持发展最可能具备商业价值的示范场景，有助于实现产业

链重点突破并以点带面促进其他场景均衡发展。目前来看，氢燃料电池重型卡车仍是

氢能运用的主要场景。《规划》指出，“重点推进氢燃料电池中重型车辆应用”。重

型卡车如何减排是各国在低碳转型中普遍面临的“老大难”问题。一方面，重卡碳排

放量较高。例如当前我国重卡保有量约 800 万辆，占全国汽车保有量不到 3%，但产生

的排放量却占全部汽车的约 50%。而另一方面，重卡难以采用锂动力电池。锂电池因

能量密度偏低、续航里程不足的缺陷，虽然可适用于对续航里程和载重量要求不高的

乘用车，但难以满足重卡由于载重较大、长途运输而对供能的大量需求。要想显著降

低卡车碳排放，使用氢燃料电池是一个可能选项（氢燃料电池能力密度高，国产领先

的氢燃料电池重卡续航里程已可达 1000 公里）。目前一辆氢燃料电池重卡售价通常

在 120 万元以上（大幅超过燃油重卡，但国家和地方可提供补贴），据估计到 2035

年氢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或将达到 100 万辆（以重卡为主），仅氢燃料电池重型卡车

便可能产生万亿元级别市场。相关领域具备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有望成为未来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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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务的重点对象。此外，氢燃料电池技术还可运用于其他多个难以脱碳领域，在重

型工程机械、国际航空、大型远洋船舶等部门同样可能催生具有良好适用性的应用场

景，也有望成为金融支持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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