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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

发展氢能产业是我国实现“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目标，

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举措。北京率

先打造氢能创新链和产业链，对于落实首都高质量发展战略，支

撑京津冀能源结构转型、引领全国氢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为在“十四五”期间加快我市氢能产业发展布局，

制定本方案。

一、氢能产业发展形势

氢气具备来源广泛、清洁高效和应用场景丰富等多项优点，

被认为是清洁多能的二次能源载体，是推动传统化石能源清洁高

效利用和支持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的理想媒介，是全球能源技

术革命和转型发展的重大战略方向。

国际氢能产业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机遇期。美国、欧洲、日本、

韩国等主要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将氢能纳入国家能源战略规

划，氢能产业的商业化步伐不断加快。国际氢能委员会预测，到

2050 年，氢能产业将创造 3000 万个工作岗位，减少 60亿吨二氧

化碳（CO2）排放，创造 2.5 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并在全球能源

消费占比达到 18%。

我国氢能产业发展窗口期已经形成。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氢

能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以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为牵引，

将氢能列入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根据中国氢能联盟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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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到 2025 年，我国氢能产业产值将达到 1万亿元；到 2050 年，

氢气需求量将接近 6000 万吨，实现 CO2减排约 7亿吨，氢能在我

国终端能源体系中占比超过 10%，产业链年产值达到 12 万亿元，

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发展氢能产业是推动京津冀能源结构转型，促进京津冀在全

国范围率先实现碳达峰目标的重要支撑。京津冀区域是国内最早

开展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研发和示范应用的地区之一，具备研发

实力突出、产业基础完备、氢能供给多元、产业链完整、应用场

景丰富等优势，三地产业与经济结构互补性强，为区域协同发展

氢能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北京市氢能技术与产业能力

北京市氢能技术研究在我国起步最早，经过近二十年持续研

发和企业孵化培育，现基本掌握氢能产业体系各技术路线主要环

节的关键技术，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全产业链基本贯通，在科

技创新、产业基础、支撑要素和市场应用方面具有全国领先优势。

截至 2020 年底，北京市氢能产业相关企业、机构数量约 150 家，

其中，氢能供应领域 73家，燃料电池领域 89 家。2020 年，北京

氢能产业实现产值约 30亿元，总体处于中试到产业化过渡阶段。

在氢能供应产业领域，北京的整体技术水平与产业化能力全

国领先。北京是我国石化原料制氢和工业副产品制氢的主要技术

方案研制和供给方，电解水制氢的碱性电解槽技术路线成熟；在

储运环节，气态、固态和液态储运的多数技术瓶颈实现突破，车

用气瓶产业化能力较强；加注环节的成套设备供应和建设交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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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能力均已具备。前沿领域的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固体氧化物电

解水、液氢核心装备及液氨、甲醇等氢储运媒介等关键技术与零

部件均提早启动研发布局。

在氢能终端应用产业领域，北京的整体技术水平与产业化能

力国内优势地位明显。膜电极、双极板、空压机等质子交换膜燃

料电池关键材料、部件环节已基本实现自主化，质子交换膜、催

化剂、炭纸等依赖进口的领域已实现突破，电堆、动力系统全国

领先，较早启动了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甲醇重整制氢燃料电池、

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的布局。

三、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率先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把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京津冀协

同发展、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示范应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三大机

遇，加快培育和发展氢能产业，打造自主可控、绿色安全的京津

冀氢能全产业链，加快提升产业技术创新与装备制造水平，推进

氢能多领域应用和基础设施建设，引领我国氢能产业发展。

（二）发展原则

1.创新引领

以自主创新为引领，把握全球氢能产业发展趋势，依托首都

科技资源能力，充分发挥技术创新高地优势，明确产业发展路径，

着力突破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核心工艺和高端装备“卡脖子”

技术，快速实现产业链关键技术的自主化和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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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同发展

以产业技术创新和示范应用为纽带，创新区域合作发展模

式，统筹京津冀地区氢能全产业链布局，建立三地氢能产业发展

统筹机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互利共赢的产业发展

布局。

3.示范带动

以冬奥会、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昌平区未来科学城氢能产

业综合示范区等重大示范应用为牵引，推进氢能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建设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货运示范专线，加快氢能在交通、

发电、供能、工业等多领域全场景示范推广应用，带动全产业链

技术进步与产业规模化、商业化发展。

4.技术多元

立足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定位，面向未来产业发展趋

势，超前布局多种前沿技术的基础研发和科技创新，推动技术迭

代，形成技术储备和试点示范，促进氢能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5.绿色安全

推行清洁氢源的规模化生产、供应与利用，发展循环经济，

引导氢能产业的绿色低碳发展。强化安全意识，建立产业链全生

命周期的安全监管保障体系，加强运营保障、质量管控与应急管

理，健全安全标准与规范体系，提高检验检测能力，筑牢京津冀

安全红线，保障产业的安全健康发展。

（三）发展目标

1.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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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创新驱动为核心，强化政策引领和产业培育，建设国

际一流的研发设计、国际交流和应用推广平台，努力把北京市建

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氢能产业城市与科技创新中心，驱动京

津冀氢能产业协同发展，合力构建氢能与燃料电池全产业链，形

成氢能低碳化、规模化生产与应用，着力打造“区域协同、辐射

发展、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产业创新高地，促进产业可持续

发展。

2.阶段目标

以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重大示范工程为依托，2023 年前，实现

氢能技术创新“从 1到 10”的跨越，培育 5-8 家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氢能产业链龙头企业，京津冀区域累计实现产业链产业规模突

破 500 亿元，减少碳排放 100 万吨。交通运输领域，推广加氢站

及加油加氢合建站等灵活建设模式，力争建成 37座加氢站，推广

燃料电池汽车 3000 辆；分布式供能领域，在京津冀区域开展氢能

与可再生能源耦合示范项目，推动在商业中心、数据中心、医院

等场景分布式供电/热电联供的示范应用；开展绿氨、液氢、固态

储供氢等前沿技术攻关，实现质子交换膜、压缩机等氢能产业链

关键技术突破，全面降低终端应用成本超过 30%。

2025 年前，具备氢能产业规模化推广基础，产业体系、配套

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培育 10-15 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链龙头

企业，形成氢能产业关键部件与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建成 3-4 家

国际一流的产业研发创新平台，京津冀区域累计实现氢能产业链

产业规模1000 亿元以上，减少碳排放 200 万吨。交通运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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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更大规模加氢站建设的商业模式，力争完成新增 37座加氢站

建设，实现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 1万辆；分布式供能领

域，在京津冀范围探索更多应用场景供电、供热的商业化模式，

建设“氢进万家”智慧能源示范社区，累计推广分布式发电系统

装机规模10MW 以上；建设绿氨、液氢、固态储供氢等应用示范项

目，实现氢能全产业链关键材料及部件自主可控，经济性能指标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四）产业布局

1.统筹规划京津冀区域氢能产业布局

高位谋划、超前布局，推动京津冀地区产业链协同互补、跨

区域产业链条贯通与联合示范应用。以联合开展燃料电池汽车关

键核心技术产业化攻关和示范应用城市群建设为引领，集聚制、

储、运、加、用全产业链，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互利共赢

的产业发展格局。

2.京北全面布局氢能产业科技创新应用示范区

以昌平“能源谷”建设为核心，向南融合海淀，向北辐射延

庆、怀柔，在北部区域打造氢能产业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示

范区。依托三大科学城创新资源，聚合国内外氢能产业核心优势

资源，通过产业链科技攻关补齐短板，打造燃料电池关键装备、

商用车整车集成及上下游产业核心竞争力，支持国企、央企与科

研机构、高校研发合作，促进高精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面开

展氢能应用示范。

3.京南打造氢能高端装备制造与应用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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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大兴、房山、经开区，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系统，在

南部区域打造氢能高端装备制造与应用示范区。承接北部地区科

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汇聚燃料电池、整车企业，推动液氢示范

项目建设，开展氢燃料电池车辆、车载液氢供氢系统、氢动力无

人机、船舶、轨道交通、氢储能、热电联供系统、固定电源、分

布式电站、便携式电源、汽车增程器等产业全场景应用示范。

四、重点任务

（一）关键技术突破工程

聚焦制氢、储运、加注、燃料电池等产业链核心环节，推动

基础前沿和共性关键技术自主研发，兼顾氢能产业关联技术，实

现创新引领，促进技术的多元化与融合发展。

1.制氢领域

可再生能源绿电制氢是产业长期低碳化绿色发展的核心支

撑，重点突破低成本、高效率、长寿命的质子交换膜电解制氢、

高温固体氧化物电解制氢成套工艺，高效大功率碱水电解槽关键

技术开发与装备研制。

2.储运领域

储运环节是制约氢气成本的重要因素，重点突破高压气态、

高密度液态、高安全固态储供氢技术与装备，纯氢与掺氢管道输

送技术。

3.加注领域

加氢基础设施是氢能利用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氢气压缩机、

加注机等关键设备及其核心零部件的进口依赖度高，重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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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MPa 加氢站用加压加注关键设备。

4.燃料电池领域

燃料电池是当前氢能终端应用的核心载体，我国质子交换膜

燃料电池在部分关键材料、零部件环节对进口依赖程度较高，固

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整体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

距。重点突破膜、炭纸、催化剂、双极板、膜电极、氢气再循环

泵、空压机等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关键材料、部件批量制备技术，

车用燃料电池安全监管保障技术，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热电联供

系统技术。

5.关联技术领域

氢能在工业原料、分布式能源等方面具备广泛应用空间，其

关联技术在减碳降耗、替代化石能源、保障能源安全等方面可发

挥重要作用。重点突破电解制氢-低温低压合成氨，电解制氢加

CO2制甲醇技术；探索电氢智能内燃机、大规模燃氢燃气轮机、固

体氧化物燃气轮机联合循环等前沿技术与装备。

（二）京津冀氢能产业链工程

集中三大科学城优势力量开展氢能全产业链核心技术攻关，

加速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培育一批产业链头部企业和创新型

企业，在京津冀协同布局氢能供应及燃料电池应用全产业链，实

现氢能技术与产业的全球输出。

1.氢能产业中试及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以未来科学城“能源谷”建设为核心，在北部地区支持能源、

电力等央企科技成果转化，实现氢能技术和产业的全球输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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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氢燃料客车生产基地与测试平台，燃料电池发动机及关键零部

件，制氢设备、燃料电池研发及膜电极中试线等一批氢能产业及

关键环节中试及装备产业化项目。

2.氢能材料及装备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在房山建设氢气制备、储运供应产业链及装备产业化基地。

建设高纯氢提纯设施及配套系统和氢气液化示范项目、建设一体

化运氢物流及加氢基础设施；引导在京的氢能企业统筹布局，培

育和引进一批氢能供应和燃料电池装备与材料产业化项目。

在大兴和经开区建设车载动力、热电联供应用及材料装备产

业化基地。以建设万台燃料电池汽车发动机为牵引，布局燃料电

池发动机的八大核心材料部件全产业链，加快建设一批系统集成

与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项目，引进一批国内领先的产业链关键环节

企业落户。

在津冀适合园区，鼓励在京重点企业布局绿氢、低碳氢制备

及氢能整车和配套产业链。建设可再生能源绿电制氢、工业尾气

制氢、大规模氢气提纯、储供氢关键设备等一批氢源供应及配套

装备制造项目；建设燃料电池整车生产、燃料电池系统及关键部

件产业化、氢能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研发等燃料电池产业化项目。

3.氢气供应体系建设项目

依托能源、电力央企，在京津冀地区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高

质量、智能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制储氢与加

氢基础设施项目。

2023 年，全市氢燃料电池汽车及燃料电池发电系统用氢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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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吨/天，到 2025 年达到 135 吨/天。2022 年前，全市氢气产能

达到 68.8 吨/天，基本满足应用端用氢需求；到 2025 年用氢量缺

口部分，由京津冀统筹布局产能解决，保障氢气供应体系持续稳

定，并逐步提升绿氢供给比例。

（三）氢能全场景示范应用工程

探索氢能产业与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互联网、智

慧城市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融合发展，构建低碳安全发

展理念与产业生态，促进氢能利用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广

氢能在交通运输、应急保供、储能调峰、热电联供、分布式供能

领域应用，建设新能源耦合示范园区，推动氢能有序融入经济社

会各领域。

1.绿色冬奥氢能示范

依托 2022 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建设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

工程。应用燃料电池汽车，在延庆等山地赛区承担观众或工作人

员的运送服务；应用科技冬奥技术及成果，提升制储运加用全链

效率、安全性和可靠性。延庆赛区赛时燃料电池车的客运服务应

用规模 212 辆，赛后车辆用于区内、与市区连接的公交服务用车。

2.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

以京津冀地区联合开展燃料电池汽车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

攻关和示范应用城市群建设为引领，在国内率先实现 700W/kg 自

主化燃料电池发动机的商业化应用，耐久性突破 25000 小时，整

车经济性能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实现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从

基础材料到关键部件 100%国产化替代；以“宜电则电，宜氢则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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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广原则，聚焦冬奥客运、大宗物资运输、渣土运输、港区作

业、物流配送、市政环卫、通勤客运、机场快线、公交、乘用车

共 10类以中远途、中重型为主的应用场景，完成 5300 辆自主化

燃料电池汽车的示范应用；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创新群体

与氢能示范区域，相关产业链产值超过百亿级。

3.氢能货运示范专线

在京津冀区域，往返于各港口至北京的运输线路、重点企业

物流专线和以农副产品为重点的生活必需品运输线路上，构建京

津冀燃料电池重卡货运走廊，实现氢燃料电池牵引车和载货车的

分阶段替换。2021-2025 年，共计替换约 4400 辆（其中牵引车 3200

辆、载货车 1200 辆），实现柴油替代约 14.5 万吨/年，减少碳排

放约 46万吨/年。根据车辆线路规划和氢能供应需求，规划加氢

站等配套氢能供应基础设施建设。

4.氢能场站内部示范

在京津冀区域，依托电商、物流、机场、港口等大宗物料搬

运场景，以生鲜和医药市场等冷链物流、流通配送和工厂作业仓

库为重点，推动实现内燃机叉车和铅酸电池叉车的分阶段替换，

共计替换 5000 辆以上，实现柴油替代 3.6 万吨/年以上，减少碳

排放 11.3 万吨/年以上；探索氢能在其他工程机械领域的示范应

用。

5.分布式能源示范

推动建设 5个兆瓦级以上、若干百千瓦级分布式发电示范项

目。以公共设施、企业园区等为应用场景，推广质子交换膜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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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在热电联供、固定式发电、备用电源

以及微电网等领域的应用，开展移动式燃料电池充电装置试点；

以新建数据中心和通信基站等为应用场景，推动质子交换膜燃料

电池、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甲醇重整制氢、高安全性固态储供

氢等技术与产品的试点应用。

6.氢能综合示范区

以氢能产业为基础，以绿色低碳为核心，围绕上游制氢、中

游储运以及下游应用中氢燃料电池、加氢站配套服务等环节进行

布局，建设氢电一体化综合能源系统示范项目；开展多种用氢方

式的综合验证示范，探索氢能轨道交通、船舶、无人机以及氢在

医疗、农业、食品等领域的示范应用；鼓励重点区域与企业、机

构利用现有资源，打造“氢能小镇”、“零碳园区”。

（四）氢能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程

1.建设世界水平的氢能科技创新平台。依托央企科技成果转

化和产业化优势，建设高水平氢能科技创新平台。加强我国氢能

产业计量、标准、检测、认证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制度体系建设，

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和核心装备，以服务引领氢能产业的科技创新

和技术进步。

2.建设京津冀智慧氢能大数据平台。构建氢能产业链全生命

周期的智能化运营管理机制及制度体系，推动氢能产业与新一代

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互融互通，实现氢安全及氢能制备、储运、

加注、应用全链条的数字化协同管理。

3.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氢能国际交流平台。依托全球能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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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高层论坛等国际大型会议，全面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吸收引进

国际水平的研发团队和领军人才，提升氢能产业前沿技术储备和

科技创新能力。

4.建设碳交易中心氢能产业板块交易机制。建立较为完善的

清洁氢认证、碳减排核算方法体系、碳交易机制等创新制度体系，

推动清洁氢产生的减排量纳入核证减排信用（CCER）市场交易，

搭建能源互联网交易平台，服务绿色氢能产业发展。

5.建设产业交叉融合的氢能产业联盟。支持建立由能源生

产、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综合利用等领域高校、科研院所、企

业、金融机构等组成的氢能产业联盟，开展产业基础研究、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协调整合优势产业资源，协同推进

氢能产业健康发展。

五、保障措施

（一）建立顶层协调机制

建立北京氢能产业发展顶层协调机制，市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重点区共同参与，明确职责分工，协调解决北京市氢能产业

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设立氢能产业推进常设机构，按年度推进相

关工作；组建北京市氢能产业专家委员会，充分发挥中央企业、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作用，形成合力推进氢能产业发展的工作格

局。

（二）统筹京津冀产业发展

建立京津冀三地氢能产业发展统筹机制，由市政府会同津冀

两地政府与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交通部、国家能源局等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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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建立沟通协调机制，超前布局、高位谋划京津冀氢能全产业链

协同，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促进跨区域产业链条贯通。统筹设

计三地氢能运营、补贴、保险等政策体系，推动清洁氢认证、氢

交易、碳排放核减、碳交易等创新机制；统筹规划京津冀区域固

定线路货运车辆置换计划和多场景应用；统一氢源标准，协同布

局加氢站、储运等氢能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区域协同的低碳、低

成本、安全可靠的氢能供应保障体系；建设京津冀一体化的氢能

产业大数据综合管理平台，以数据驱动产业的安全可控、高质量

发展与精准布局。

（三）改革创新政策突破

依托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

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创新政策体系，建立完善的氢能产业发展政

策体系与标准规范体系。完善财政补贴、产业化推进措施和科技

攻关支持政策、用地规划办法、安全监管办法、车辆运营及道路

运输支持政策；构建完整的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标准体系，保持

国内标准引领地位。

（四）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和高精尖产业资金的引导作用，推动氢能

产业发展，探索金融租赁、专业保险、碳交易、碳核查、数据信

息管理等产业创新型政策；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建立产业投资基

金，重点支持应用场景构建、车辆推广融资租赁、热电联供示范

等商业模式，在示范初期降低企业投资和成本压力，提升消费者

使用意愿，加快氢能全场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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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充分发挥央企作用

推动京津冀三地政府与重点央企签署氢能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以股权投资、战略投资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多种形式参与设

立央企在氢能领域的公司和机构，共同布局氢能全产业链；依托

央企资源优势，开展在跨区域氢能交通、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制氢、

氢运输管道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产业化项目的全方位合

作，鼓励在京津冀开展氢能综合应用示范。

（六）广泛推进国际合作

依托“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与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合作在京建设国际氢能中心，举办全球氢能产业峰会、论坛

等具备国际影响的重大活动，吸引国际氢能委员会等国际氢能产

业机构落地北京，通过国际氢能示范区、中日产业园、中德新能

源汽车合作等国际产业合作平台，促进国际先进技术的对接与转

化，鼓励氢能相关企业与产品“走出去”和“引进来”，全面推进

北京市氢能产业国际化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氢能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