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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同位素及其金属化合物

在未来能源中的应用

蒋国强

(四川材料与工艺研究所，成都〉

摘要

评述了氢同位素与金属氢化物在未来能源中的应用.从分析中

国能源的现状入手，说明开发氢能与聚变能的重要意义.建议重点开

展氢能应用与贮氢材料的研究，重视聚变堆氟工艺技术的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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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YDROGEN ISOTOPES AND METAL

HYDRIDES IN FUTURE ENERGY SOURCE
(In Chinese)

Jiang Guoqia啤

(SICHUAN INSTITUTE OF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Cf哑:NGDU】

ABSTRACT

The probable appJicati侃 of hyd~唱团 isot饵周 and metal hydrid饵 to fut町e 四

ergy SOt.且rce is reviewed. By stan from existing state of Chin四e energy source. the

im阳，nanee for devel，叩ing hydr鸣en energy and f:Jsi佣 energy is explained. It is

副跑回ted that the application inv，四igation of hydrc现lEeR energy and hy巾哩~n st，回

age materials should be spurred and encouraged; keeping track of the d凹el，叩ment

佣 tritium technology for fusion reactor is stres配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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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氢嚣，这种储量丰富.舍幢密度高的捕'篝..作为主阳撞开发、利用的一个重要环

节面倩受人的关注.金属氢化If对氢篝贮存、运输与篝量'专挽起着'大作用.

'变能一直是科学事梦露以求的理嚣.胃.Ii近‘到禀托f马克，民·氯噩变宴撞事'成

功E叭'性约束'变也走向点火Eg1. 量变'且宴用这-天的到来为翻不会支矗了.

未来的能事时代，但可幢矗立阳.H噩变能相结合曲时代.如此，氢同位章1量真金属

化舍...可值占有重要位置.

1 中国的能源现状和对策

'中国成立以来的 45 年中.筐ar量莓'了巨大量厦.将剧是进入 80年代之后.为

实现本世纪末社会生产单值嗣同蓄的目标，要求国民经济年"挺不锥子 6Ye...单产量平

均年.妖 3Ye .近 5 年中国一次.霉的生产和精键情况列于寝 I.

寝. ..，-.，，)靠中..霉的生产和溃It

司~~
厦罐 厦幢 a电..TWh -ll:...a. EG.E,'E-SHE-aEEGr Gr .a. 夫电 水电 (ar 际罐罐】

I'" 1.054 O. III 514.7 ‘56.Z 111.5 1.016 o. t ‘'
Itt。 1.01' 0.131 61%.3 ‘95.0 111.3 1. 0.ω 0.t1'

Ittl 1.017 0.13' 677.5 55%.6 IZ4. , I.ot。 1.001

IIIZ I. II‘ 。.14Z 754.1 6%%·7 l31· ‘ 1.010 1.050

Ittl 1.131 O.IU IZO.O 611.7 131·3 1. l3Z l. otO

中国能霄工业虽有很大发展.但同中国经济的高速精长相比还不匹配，根据专事测

算I飞"八·五"计划阴间我国能醺缺口达0.2Gt 标准罐.到本世纪末能嚣缺口将扩大到0.4

Gt 标准煤.苦考虑到中国近12 亿人口，年人均佳能不到世界平均值一半.

中国的能理费谭是丰富的，探明的耀炭地质幡量约100 Gt. 居世界第三位F 水能责嚣

蕴巅储量 5·16 亿千瓦为世界之冠[飞石油地质储量也在60 Gt 以上.但是按人口计算，中

匡能.资瞟并不丰富.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z 能源结掬不合理z 能II贵谭分布不均衡.在中国商品能谭的生

产和消费中，爆炭占13%以上，石油-20%. 天院气 2%. 水电 4. S%[J1. 电能在能谭'￥端

消费中只占 25%. 这种以煤为主体的能露结构在交通运输与环撞污集方面已带来许多问

题，这些问题因资II分布极不均衡而更加严重化.耀炭储量的2/3 集中在西北，水力资源

主要集中在西南，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所占能饵责雷不到1/3. 拥上连年来大强度开发，估

计到 21 世~'l.初时.京广铁路以东的油田初煤矿将面临枯蜻I川那时长距离耀炭东调不仅增

细交通运输的压力，也提高了能艳成本.

新近据国际健谭专事预测『川全世界疆藏的石油大约到2060年就会篝尽.天蜡气2080

年娓尽，罐费也只能维柿200 多年.无晨，中国这一天会更快到来.精采能翻结构从化石

鹏剌向多悸化发鹏已是必然趋势.

为了摆脱能.困境，逐步属少对化石能帽的依艘，中国在棋极开发水酶，生物质能的

同时，注意了横型变能的发履.按理变俩在未来一个时段可能起'主导作用，快中子-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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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可把蛐、佳使用..噩挺儿+竿，但跑7事上曲蛐、世黄霉也会.候f(尽.蕾匾'是罩也

是一个雷要认真~付的同..

.雷同踵的最费'民罐罐支阳.租'壶.曲开盆、利用.这是人寞'摩擅凰..危机

圃'怪，噩撞撞尊使之兔受环撞得靡，实现良性生辜'环曲晕1&之a. 申国未禀瞌嚣量厦的

方向也必在此.

2 氢能的开发利用

氢筐越来越引起人自;的关注.量的黄雷取之不尽，用之不蜡.研究氢及真作为未章.

割的可能用量，是现代再学研究中最蔼人的"民主一.早在一百多年菌. J. Venae.认识

到地璋上曲矿幢幢辑是有限曲，并且'富有'一日从水..的氢矗黯足人要未来缸"雷京

的一种选择【气氢是一件不包含囔原于的霸能..面且氢艇的开震，利用过瞿也是实现氢的

自身循环过理.氢来之于水，又回归于水，障了能量转换.可说无高窑'质产生.所以氢

是一种+分理想的情拮艇饵.

氢能还具有下连持证 z 可贮存性=可运输性.氢能密度是汽油 2.68 筒，用于贮电时，

技术经济性能目前已有可能超过真它各英贮电技术.将氢用于催化艘斟，真挚嗷率比化石

艘属高 30!-....... 60"'.尽管擅复贮存能辑大，熏发损失严重.却提供高的贮氢密度.间主属

氧化辅的贮氢密度高于擅辜氢聋固毫氢.氢的运输可利用啻遭进行，输氧.Jl本， ι 损失也

少.

氢能的种种优越性充分体现了它在开发末阳能相节能中的特殊功放.科学辈把氢能称

为"能露货币'.有些国在已把氧能开发利用列为一项国策 r..，丁.

下面列举氢能开发利用的几个方面 z

1.1 .自料电池的应用前最

艘料电池是以氢或富氢的慰气《如甲烧)为螺料，在僵化制作用下，氧，氧经历电僻的

避过理结合成水而宴现化学能向电键的转换.氢-氧艘属电池体系可表示为Hz/KOH./0, •

其电池反应是:

在负极侧 2H,+40H -4H，O+位

在正极侧 0，十2H，O十轩-40.:

且反应 2H,+O,-ZHrO

根据电解质的不同，但料电池可分为畸型 (ALFC) .确醺型 (PAFn ，懵融暖融盐堕

(MCFC) ，固体氧化物型 <50FC) 以及质子交换腹型 (PEMFC) 五类.在 2 列出各类电袍

的主要特性与有得研究的问题.

燃料电池把贮藏的化学能直接转换为电筐，搜育中间热能搞失，不懂锦帆那悻受卡诺

循环的限制，莫能量转接触事比热机高得多.燃料电撞撞电是一种'型直接发电，无机械

传动部件，无崛音，少维妒.工作方式;(活，可采用强立的单元发电，也可以由上百个单

元组成媲料电池组发电，还可以根据需要在各个用户区分散配置.基于此燃料电池发电受

到英国、日本电力部门的高度重视，官檀认为是罐水力、火力、原子能量;电站之后'再四发

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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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鑫瞿...‘洁"鑫置'精篝

." •• ••• …... ..‘... a号f~...

•• ιPC PAfC MCPC SOl司E I'DG'C

‘•• ,ft,ma •• •• L-CE.h+.kdxh •• ••氏CII ~ (y.o.~.a蜒Jt'--. N..-1l7

.‘舅子 创1- H+ α)1- E陌 H+I."C ..-IM __1M --* __1_ ..-IM... ... 富岔氧气" 屿HEa，ω--azE 比.∞.....铠 a.氧气.
(00<0- 1") 禽n..事..4It

.‘.. " 40 40 >45 >50 >70-... .寓，E··1h '.t.·少·R‘用aE.拿 ••••·鑫.，.αE••3'』 ，气禽，，，与•, Jf...离M..." '醺E…少院E，a.拿
α"的.

一

黄目是量早晨撞撞开量应用恨f4电袍的国a[l·).1967 年嗣走了"靶子计划'，旨在利用

I!气量履小睿量的电池尊体.目前 II MW 电站已投入运行.

日本在惶辑电袍的研究与开发方面大哥后来居上之势.现在已生产了 50. I∞. 200 与

5ω lEW 的发电装置. I MW 与 5MW 的 PAFC 电站也已提入试验运行【"二

.辑电池的应用范围很广，首先是在太空领雄应用[BE:，踵'卫星应用在固的扩大.对

卫星能雷贮存的要求更细苛求z 离的峰功率输出 s 擅长的循环寿命{对于篝辙遭运行的E

星.十年循环吹鼓越过 5ω∞>.只有能量密度大，能量转撞撞率高的瞰型'自料电池相厦于

交换醺幢料电池才能满足这悖的要求.未来字窗飞船的能嚣贮存无畏首推艘f4电跑了.

f!料电池用于节.鞠供电有'重要意义.在费国 11 MW属醺型电池童电站 .19!f 1 年投

入试运行.预计今后羹国艘f4电池发电量将不断精细腻.在日本，到 2ω0年日本将有 22∞

MW 的假料电池发电厂供电，到 2010 年但料电池供电将达到 108ωMW.

艘料电池应用的最大'力在交通运输领JII.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有大约 5 亿辆小汽车.加

上卡车、机动车，幢拉机总数有 6.75 亿辆，而且每年还在以 5.2 Y9的董事增*(1:. 享辆排

放的 COz 与 N句是造成温室效应与环搜污朵的主要原因. 1987 年美国能谭部 <DOE> 启动

发展 PAFC 动力机车计划 .1990 年启动发展 PEFC 动力汽革计划[..丁 .Ill加速研究燃料电池

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应用.主要问题是车辆行疆费用京高< $ 960-1200/kW>. 大批量生产有

可能把费用降低到$ 50-IOO/kW.

1.1 幢a盒凰氢化"电池可盟取代俑-幢电池

镶·金属氢化物 <Ni-MH> 咆池是一种以氧化慷 [Ni <OH>z/N汇盯H] 为正极，以贮氢

含金为负桩，用KOH作电解穰的.可高速莞电.毗电的二次电池[I飞与传统的俑·镰电池

相比. Ni-MH 电池具寄一些突出优点[I.; :贮电睿量大，电能密度高，体但小，重量轻，对

过度宽/就电不敏"无锯何费if费.

Ni-MH电池还处在开发研究之中，但已在宇宙飞船，计算机，电话以及录像机中应用.

作为电力汽革之电霞，大睿量.民寿命Ni-MH 电池也在开发.可以期待，不久的将来.Ni

MH 电池将取代幡·镰电池.

1.3 .用作汽车翻料

这里所指的不是燃料电池汽车，而是内船发动机汽车.氧的一种精力应用也许是作为

合成燃料直接取代石油，或者植棍入t't泊中形成富氧的棍合燃气燃料，这种棍合制料扩大

了蕾通汽汹可燃性下陋，从而宴现高的热琐事.，‘少 NOx搏瞌量门，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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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30年代.Bt嚼了氢竟全可以用'售..(·).70年代化c..罩缺与环罐罐，但量

了幢氢R事的开发.专事町'回到 2000 年后. ..的R事"童肉'辑.

z. t 金属罩住'在篝章开撞'曲应用

1'" 等撞疆的AB.噩同金属也舍'具膏在.恒8Jf，.'囔氢..高8Jf，.撞氢曲'佳丽

引坦人的·大芙撞E'1. 是过了二+禽等的'究， ..T量.0. 现这鬓楠"已撞到为高

~健橱"主.

盒'氢化'首先是-仲贮氢钳制.氢僵的开量精用的-项关·撞术配矗氢的贮事.量

的贮事撞术包括气毫贮存 4雷要大的体寝，高的压力h 董事贮存《要求-253'C曲.a>.

，属擅毫氢化" (细植、..>，金属氧化...费 3到t也不同贮事介厦贮氢待量.

.3 卒'配......量"…at副

11- • 氧4回'%-' •••• …ICJ危aa …a(10"吨'几.) aolL

气SH.U5.0.....) 10也曲' 0. 5 .41.10 1.01

.毒 H.(ZC J() 100. 00 4.1 141.10 '.'1

..UOC) 11.7‘ 息' 1'-70 13. 11

.(-7tC) 17. ，.~ "7 %5.10 zo. 51

MtHC 7. 5$ ι7 ,.tI Eι II

VH, 1- 10 11.4

....NiH. 3. 50 5.1 f.... 11.t'

TiFdf,.n l. tS 5.5 2. 17 13. 5‘
uNisHo.. 1.5 7.1

ZrN-.H.., 1.75 ι，

可见用金属氧化"贮氢.篱贮氢密度可比擅辜氢还高.但从作为能.体矗的要求说，目

前已知的贮氢体~.例如TiFeH..".uNi，H..，氢含量为剧为1.9 wtYe与 1.4.tYe仍儒末链，

同R糟比靴，相当于多负担大约艘"三锚的重量.在金属氧化"中MIHI 体系宿 7.6 wt Yo
矗高的贮氢睿量，遗憾地是金属镇同氢直接反应是非常困难的.踵黯近报告 [II; .在金属镜

中加入精土形成无定型复舍..键的氧化事可以太太精噩. uzM." 一 X .tYoLaNi~ (X =

0.:- 10) 在-100士 10'(;氧含量可达到 5.2 wt Yo. Mg- 40 wt YoFeTi 在室温下t1含量 3.5

wtYo.几乎是单纯 FeTi 贮氧量 1.9 wt Ye之二倍In:. 更高贮氧睿量的材斜仍在研究发展中.

金属氢化物在环境净化的能露技术中宿重要应用 fn:. 果用金属氧化物作她转换的工作

介质是能量转换领域-项很有前造的技术.在热转换器，热亵以及制玲机中，金属氧化'

可用来担'正质量的热能(踵热〉转峰为高品佳的费能或洁净的嗣冷.特别是对于 2佣℃以上

噩厦的热能改盾，利用通常的水-I:体系玩水·模化惺体.，.不可能的，但用金属氧化"可以

宴现.今日来用理合穰土作工作介腊的，二级小鲤模太用能贮弗雷 (14 kWh> 已在'国 KE

隶属II飞果用镜氧化"n:工作介质可以设 .t工业应用的高温热能贮存矗铿.

金属氢化"咂/撞氧的温度·压力关单可檀用来制造压蜻机与传动机幢.间传统的机幌

嚣件相比，由于世有驱动部件.植运转平毡，无呗音，易维修 US].

近年来发现提些金属·慨体露在电筋，故咆.温度'变过程中产生超鹅【'飞苦植证实.

这对新能源开发将有重要意义.

3 聚变能应用是划时代的能源革命

同微型变能相比，噩变能是比搜捕描剖障..人要献幢隽擅醺能.危机的困惜，必"

6



于疆蕾~.合反应.在重要的幢幢反应遭中.组-量'舍Ii!董事事相对量的噩噩葡萄‘大的

匠庄植面.回菌'一代噩查臣庄罐以霞、钮'草，旨罐罐'唱. ，民在自筐'贮量李富.a水中'民

与曹矗氢曲比倒是 1"6500. 量的天篱啻量幢少.但可利用·同中子'反应在噩曼罐内霎理

自主lit. -III GW的噩变反应罐.年..量约2ω-3OO q. 捐羁的氧量还要多.可剧蕾

"在不久曲将来.佩、筐"在世鼻健擅鳝掏中趣..~.量的作用.

宴厦篝擅变膏胃神方桂z 一仲是用噩蝠纳禀缸"等离子体目达到高·蕾噩变曲噩约禀

方桂.tII托卡马克囊.f 另一件是用量先囊相对论电手禀<REB) 噩酣嚣斟瞿丸，使之发生

..注目点火，这厦是惯性纯禀霞变《配F】万隆.

).1 .钩章噩董噩噩噩噩

自从 SO 年代栩栩苏联再学掌握出用环形噩辐真空重约禀等离子体以来.托卡马克经过

40 余年的帽心研究取得了世界公认.几十个托卡马克原理试撞肇置已经建立.1991 年 II

月.在世界上.大的托卡马克.欧共体的lET 上进行了首轮'民-佩禀变宴量.为了黯少肇置

的歧It性.再次脉冲宴量姐的浓度曹阻嗣在lOY. .结果量令人.篝的.在得了1.7MW级

的输出功率，中子囊It事6XIOll/s. 中心离子温度18. II keV. 摩变幢大因子 DDT = o. 15m:•

，过两年. 1993 年 12 月 9 日.在费国蕾串串斯顿大字的托卡马克摩变试量罐<TFTR】上遭

行了 50 150 的髓，佩蜜变宴量.产生 6.2MW峰功事输出持续 4 SIn:. 输入的细热功率为 28

MW. 因而计算的摩变戴大因子为 0.22.

1町·和 TFTR 蟹.宴量的成功，证实了受控穰摩变作为地球上先量能霉的科学可行

性.树立了人费'查研究史上的一块獗的里哩lit. 大大地加快了震变幢商用他的章程.

3.2 惯性约囊囊董可用作氢噩童篝罩

高蠕盖惯性约草摩变(IC凹I!是由饶蚀体踵璃球壳与等浓度的假-I民艘料组成.ICF事

动束.倒卸高功事.先束从四面八方照射靶if. 将靶匈:.~.于是从覆璃惶惶体毒面均匀、对

你地咱也等离子体.由于等离子体的反作用压绩e心.从而能产生相当于圄态fI{-氟蕾厦10J

-10' 惰的越高密度的.-缸等离子体.这种佩·震等离子体困惯性而植约束.，在不到10 •

，的时间内完成囊合反应，得到 100 倩以上的能量精益.

ICF 研究开始于 1963 年，由于可能的军事应用，例细提供激光核爆武器，提供核武器

绩应帽缸，这费研究一直是保密的，直至 1993 年羹国能嚣部宣布对 ICF 解密.今后 ICF 作

为重要能雷发展将会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

近十几年来， ICF 在驱动束的发展上，瞿动柬与事离子体相互作用上，以及用直接驱动

I!相间接驱动靶演示 ICF 点火要求与增益要求上都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高功率巅壳器

发展迅量，用于直接理动的 24 襄Omega Nd: 疆圈'赢壳器能产生 2-3 kl 的 351 nm.壳'意

冲.压蝠'民·佩醺料，使真密度达到 20-40 g/cmJID ' ，这E劳襄判决条件相离不远了.对于

间接驱动、劳伦斯·利弗莫尔回事实噩室研制的+光束 Nova Nd:踵嘀瞰先嚣装置已能产生

125 kl 1.05 严m 的董先脉冲.三筒，费351 nm.壳的辐射能量达到40 kJIJ.;. 新近羹国能翻

部批准国事点火撞置(NIF> 进行慨念设计.NIF 矗 Nova 的升级.它包括192-288禀盟立

瞰光.犀能量达2 MJ. 真功率为400-100TW，依巅先陈冲宽度之不同ISEi- 可以预伺NIF

建成. lCF 的点火与幢幢指日可梅了.

惯性的柬噩变作为能雷的科学可行性问跑巴经解决.这种方法因为不用约束疆场，攸

搜有同步辐射损失.真结构也比噩约束赢变罐简单.无蜒官将在未来能.体革中占一庸之



尴.

).] .‘舍悻..童篝开撞咽用量雹

量变筐Jf左"用矗-囔巨大的革篝工疆.任何一个回事尊撞量霄，盖章在撞术止.矗

酣1J上'金遭到幢大的圃..10年代曼田、蕃醺、欧共体、捆拿大与回事民定舍悻共噩圄

露..宴撞反应罐ITER.A画大大量使·鲍禀擅变商用震电曲矗..可瞌曲圃'辱含~时间

囊'下z 199%-I9"~.李 ITER工E霞it. 在瞰共体JET上.曼圃TFTR上.日本JT-60

主量行高费事.-&:噩董宴..

1991-2OCl略年 量a lTER.

2001-却却年 量诗篝电蝠'变示雹罐，

2020-2025年 噩矗篝电蝠'查示革罐，

2030年 开插大鲤幢幢摩查发电.

由此可旦.噩变僵的开发利用，将矗%1 世纪的一个是点.

)...噩噩擅噩噩罐，ι &IE:锺末的..

噩曼罐撞出了佩、氯工艺技术幅所未有的黯间匾，这些同噩噩z

(J)从氧蠕噩包蕃在辑回收氯z 蕃缸JI喧钩'唱章，檀筐，雷要量晨"融惺盐疆取.盒'

'酣技术.蕃章'惺矗氧化售商量，雷要靠厦高压氧气班中佩的回收技术.

(%)等离子体挥"班'且真处理z 注入环童的佩、姐姐辑..辑约3"-"". 由于氧

-4 与知厦 (Or. NI • 水.甲蝇，氨筹》的理R噩会使等离子体降温，因此必霸及时将这种吉

布杂.曲，ι.艇fJ<称为"艇'")捧出.为了使佩、氯气体能够再用，雷薯..嚣..循环

的净化技术s 高绩事，篝贮量的氢同佳囊分离技术s 大事量，安全的贮佩技术.

(3) 安全肪妒与应事处理z 噩变堆运行要求日处理筑、组量在百摩尔以上，大量的、强

瞌耐性篮的撮作，安全防护是第一重要问踵.露要盘腿霞的密封.监圃，无油票输，小室

障..实验重隙.以及.踵"处理技术.

上追问题的研究与'决不仅对'变缸.系统设计，禀寰罐实际.处理是重要的，而且

时人员安全.环镜保'国.藏变.开发能否尽快通过安全论证有深远意义.

4 结束语

中国的化百能嚣大约还可使用2∞年，但楠、气资.将在今后SO年内基本篝尽.在21

世纪 40 年代之前，爆贵在中国..经稿中的作用可能越来越大.德后让位于辙，ι 煤费与

模能共'局面的时段不会太快，官只不过是在他E儒料时代结禀相黯能谭时代到来之间搭

起一座桥屠.

'能露时代很可能是噩变能与太阳能相结合的时代，在这-能雷时代，氢同佳'及真

金属化舍"将发挥重要作用.利用太阳能电..水制'民氢气、氯气，用管遭与金属氢化'

远距离输氧取代罐进行a电，取代天然气供暖，取代石油用于吏矗运输.制取的'民用作噩

变反应罐罐料在得噩聋，ι 人要再不为能.费嚣危机，大气·童蛐应与环堤污'晨跑.T.

从现在起费们应慎在氢能开发，噩变罐技术醺黯方面做-些切实工作，迎接'匾'时

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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