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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更好的电池

Lloyd's Register 的 Duncan Duffy 表示，到目前为

止，锂离子电池在海事工业的应用是受其在车用领域

的广泛应用和大规模生产推动的。因此，实际上锂离

子电池在海事工业的发展是由其可获得性决定的，而

非因这类电池确实是一个理想的选项。

然而，尽管一般电池存储价格已急剧下降至 156

美元 /kWh，能量密度也上升至 250 Wh/kg 左右，

但不可期盼这种趋势一直会持续下去，当前的技术

能够促成该趋势发展的能力是有限的。

这取决于物理学。储能专家 Ilika 公司的 Denis 

Pasero 指出 ：“虽然目前的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仍

比其理论值 350 Wh / kg 稍差一点，但为获得更高

的效率，行业正在努力奋斗。”

尽管锂离子电池的特性有可能稍稍改进，但总

会有不利的一面。DNV GL 的 Henrik Helgesen 说 ：

“如，阳极中的硅增加了能量密度，但却降低了寿命。

同样，低钴、高镍的化学成分降低了成本，并提高

了能量密度，但会降低寿命和热稳定性。”

由此一来，固态电池无疑是一个竞争者。

能量和功率密度

但是，若固态电池技术在商业上可行，它应该能

为海事工业带来更多的好处。根据 Helgesen 的说法，

尽管预测“仍然相当不确定”，能量密度可以达到

300~600 Wh / kg。戴森的合作伙伴 Sakti3 公司声称

其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在测试中已达到 400 Wh / kg。

Helgesen 补充说 ：“这可能会使电动船舶的续航里程

提高两到三倍。”

此外，Pasero 解释说 ：“固态电池的循环寿命将

显著延长（可能是液态电解质锂离子电池的四到五

倍）。这将降低投资成本，并使其更接近船舶自身的

使用寿命（没有五年或十年的电池更换成本）。”重

要的是，这些固态电池的潜力巨大，功率输出或可

达到 3 000 W / kg。因此，同等重量下，固态电池

提供的能量约为标准锂离子电池的六倍，Pasero 指

出。同样，充电时间也缩短了，约为标准锂离子电

池的 16％。他补充说 ：“通常认为须要充电 1 小时

的装置可以在 10 分钟内充满电。”

反过来，这可以拓宽船载电池的应用 ：更高、

更快的功率消耗可以让电池占据一个有价值的领域

（就算不是全部）——回收来自船上起重机的再生电

荷，这可能会降低起重机上超级电容器的成本，并

将收集的能量带回主电网。

它还可以支持辅助发电机组，这些发电机组可

为冷藏集装箱船提供大功率、兆瓦级牵引。Maersk

正在安装（标准）600 kWh 电池组，以满足冷冻柜

和推进器的需求，同时为一艘 4 500 t，150 个冷冻 ( 藏 )

柜的支线船提供应急电源。

固态电池可能允许更大胆的配置，但如 Duffy 所

说 ：“你必须注意，如果电池有多种用途，包括应急

电源，则应保护应急容量，以防严重耗尽”。因此，

尽管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更高，但仍须计算总量。

这也可能推动商业案例的发展。正如 Helgesen

所说：“如果调峰不能实际减少工作的发动机的数量，

或使发动机平均负载更优，那么就很难证明投资电

池的费用是合理的。”

据 SPBES 的 Brent Perry 称 ：“电池的大小并不

是影响商业可行性的最大因素，而是你使用电池的

频率。你须要以尽可能多的方式来使用储备能量，

以此获得回报。”“即使是增量收益，比如从经常使

用的起重机中产生的再生能量，也将有助于提高整

体效率。”Duffy 说。

化学

有趣的是，其化学性质与标准锂并无太大不同，

Pasero 说 ：“不同之处在于固体电解质。”有很多候

选材料，包括聚合物基。但 Ilika 追求的是一种坚固的，

混有少量其他金属的氧化锂陶瓷。总体而言，关键

优势在于无须将电池浸入液体中，而是将电池的阳

极、阴极和电解质夹在一起，无须使用分隔膜，物

理涂层可以非常精细。Ilika 的医用植入电池是采用

薄膜真空沉积工艺制造的，每个维度均小于 3 mm。

虽然放大到更大的尺寸须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但

仍有可能制造出数十层的标准囊电池，可大大减少

空间。根据 Pasero 的说法 ：“这可能使总体积缩小至

仅为目前的三分之一至一半。”但有几个障碍须要克



信息动态

2

服，将这些层粘在一起并不像使用液体那么容易，他

解释说 ：“主要技术问题是确保阳极、阴极和电解质

在原子水平上接触良好，以便离子迁移。”这是一个

微小却持久的问题，许多公司都在争相解决。晶界缺

陷只是原子不对齐的结果。Pasero 说 ：“但这是造成

电阻的最大原因，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电池将变得

迟钝。”

安全性

固体电解质也避免了传统锂液体的危害。Duffy

概述了后者可能出现的热失控状态 ：释放热量及有

毒或可燃气体。如果不加以缓解，这些气体可能会

积聚，导致爆炸发生。

相比之下，“固体能穿透集电器从而更好地消散

温度。”Pasero 说。它还提供了一个防止枝晶（其可

刺透液体电解质并造成短路）生长的屏障——针状

碱金属晶体结构。这并不意味着完全避免了枝晶生

长，有些枝晶仍可能沿晶界形成并破坏接触，尽管

Ilika 的合金中的其他金属会减缓其生长。

固态电池仍存在散热问题，但是由于其电导率

取决于温度，因此“在较冷的条件下，它们可能须

要稍微加热一下。” Helgesen 说，尽管“船上正常的

环境温度应该就足够了。”

锂 - 空气

目前的锂离子电池利用活性金属将电子嵌入其

氧基中。然而，移除金属元素并在空气中存储电子

是可能的。

锂- 空气电池的理论比能为 11 kWh/kg，与柴油

的（13 kWh/kg）相当。但是，考虑到电池中的阴

极材料，迄今的迹象表明，锂 - 空气电池的容量可

能达到现有产品的 10 倍左右。尽管 Helgesen 指出这

些数字与固态化学品的数据相比不确定性更大，但

“在高端领域，它可以与柴油发动机竞争，尤其是它

们不会有如燃料燃烧那样的损失，因此与电力驱动

连接，它们的整体效率可以达到 90%。”但是，还有

一些问题困扰着我们。“此类电池仍然很容易受到湿

气和二氧化碳的影响。你必须净化空气，所以到目

前为止，它们还没有实现商业化生产。”他补充说。

这些并不是唯一的锂化学物质，其他的正在探

索中。例如，锂硫（Li-S）使用碳 - 硫作为阴极，锂

金属为阳极，其能量密度可能是传统锂离子电池的

两倍。但是，正如 Duffy 所指出的 ：“因为还使用了

稀有原料，如镉和锂，因此，呈现化学特性时是要

付出环境代价的。”

锌离子

Helgesen 指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化学方法，可

同时解决成本和环境问题。人们开始关注水溶液锌

离子电池 (ZIBs) 的特性，包括其电化学稳定性，几

乎没有热失控或火灾风险，以及环境友好性，并且

可以用无毒材料制造。

寻找最佳锌配对的工作仍在进行中，阴极候

选材料从锰到氧化钒，在试验台上的测试结果在

100~450 Wh/L 之间。但是，这与锂离子电池的最

高 能 量 密 度 670 Wh/L 相 比 并 没 有 竞 争 性。 正 如

Hegesen 所说 ：“至少目前，ZIBs 的能量密度并未真

正提高。”那其优势何在？对高安全性、低成本储能

设备的需求在不断增长：锌储量丰富，价格便宜。“这

确实是一种权衡。你需要同样的储能，但如果你能

减少部分安全系统，转而用更多的电池替代，对一

些船舶来说，单个系统级所需的体积能量密度可能

足够了，而安装成本要便宜得多。”Helgesen 解释道。

组合式

但是，当我们等待完美的解决方法时，一种混

合搭配的方法或可使船用电池发挥最好的作用，并

有助于降低整体价格。

Helgesen 说 ：“我们已经知道，不同类型的操作

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化学反应。”例如，用于冗余的电

池可能需要高能量——可能需要半小时左右——但

它不会经常使用，所以它能承受通常充放电率的几

倍的需求。相对而言，更经常使用的电池在能量密

度和循环寿命方面要求更多。他补充道 ：“也许混合

电池就是答案。”

Pasero 解释说 ：“你可以有两种类型的电池，由

来自电池管理系统的不同信号触发。它比单独的系

统更便宜，成本更低，安装效率更高。”而且，由于

高端汽车和赛车行业已经在研究这一问题，它可能

会延伸到船运行业。

市场

Duffy 承认 ：“很难预测这些实验室研究项目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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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程度上有助于降低船舶资本支出……特别是在这

些电池能够大规模使用之前。”不过，他相信，尽管

有回收和再生的举措，但与使用稀有的原材料，如钴

的系统相比，这些系统在成本上更具竞争力。

毫无疑问，要让这些“规模经济”发挥作用还

需要时间。Pasero 说 ：“我们正在与小众市场合作，

帮助消化固态电池的初始成本，但因为这是新技术，

没有直接的供应链。”

而 且， 不 得 不 说 的 是， DTechEx 公 司 的 Luke 

Gear 认为，这些开发在 5 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完

成，但就算开发成功了，海运部门总体成本的下降

速度仍会相当缓慢。Helgesen 指出，在汽车行业的

推动下，新化学物质的价格会下降。“但随后你须

要开发适合船用的系统，成本又会上升。”Gear 补

充道，“目前，大多数海运电池的价格稳定在每千

瓦时 500 美元到 700 美元之间，这取决于其化学成

分和规模。”他预计未来几年仍将保持这种状态。

（白春艳  编译）

在深海航运中应用燃料电池：未来充满挑战

三星重工（SHI）舾装部副总裁 Kyunghee Kim 说：

“随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法规逐步生效，燃料电池

应用到船舶中是不可避免的。”他在 2019 年 9 月曾

宣布，SHI 将与纽约上市公司 Bloom Energy 合作开

发一款 Aframax 型油轮，该油轮将由天然气燃料电

池驱动。SHI 和 Bloom Energy 公司已获得 DNV GL

的概念认可证书。 

该油轮项目之所以会引起业内的广泛关注，不

仅因为它涉及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厂之一 ；也因为随

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类型燃料电池因具有不同的优

势将被证明是航运业脱碳道路上的重要一步。但是，

对于从事燃料电池研究和开发的人员，以及正在制

定适当规则和安全标准的人员而言，这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在燃料电池科学、海洋工程、安全、

基础设施和法规等方面，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临时指南

尽管如此，在燃料电池科学、海洋工程、安全

这三个领域，仍有许多项目正在进行。并且，IMO

正在起草“燃料电池作为动力装置的航运安全临时

指南”（以下简称“临时指南”）。当这些工作完成时，

燃料电池对于那些着眼于 2050 的“改进派”船东将

更具吸引力。但就像 LNG 作为船用燃料一样，即使

制定了规则并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燃料电池技术

在商船上应用还须考虑燃料供应和基础设施等因素。

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燃料电池技术的选择，

而两种燃料电池类型被认为是最适合海事应用的。

据 LR 船级社工程部主管 Ed Fort 的观点 ：低温质子

交换膜燃料电池可提供与内燃机相当的高功率密度，

体积小，且受益于显著增加的研发资金。此类燃料

电池是汽车、铁路和航空领域的首选。

Ed Fort 指出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在高温下运

行，为余热回收创造了条件。同时，在更耐用的发

电机、更大的燃料灵活性及极高的联合循环效率方

面，此类燃料电池也颇具潜力。”LR 船级社相信燃

料电池的应用将会增加，最初用于分布式动力，然

后应用于更大系统集成以满足持续的动力需求，最

终用于推进。

挑战 ：功率密度和空间

然而，Ed Fort 也解释了这个过程为什么将会异

常艰难。燃料电池能够为远洋船舶提供零排放能源，

但是，在这种船用燃料电池装置得以优化之前，与

内燃机相比，功率密度——即所需的船舱空间将成

为挑战。Ed Fort 认为最大的挑战是燃料电池所使用

的燃料，其储存密度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可获得性。

这将影响到载货量、乘客人数、船舶营运概况和燃

料舱容量。从长远来看，远洋船舶使用燃料电池驱

动可能是可取的，但是我们须要认识到 ：在脱碳的

过程中现有的大型远洋船队中，将有许多船舶须在

其生命周期内转而使用可持续燃料，以实现行业发

展愿景。

DNV GL 的 高 级 项 目 工 程 师 Lars Langfeldt 认

为， IMO 的“临时指南”将为船东和运营商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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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的基准。这些规则应该会成为更多公司投入

这项技术的催化剂。他相信第一批燃料电池最快可

在 2022 年投入市场，并在 2025 年左右进行试安装。

但是，他认为在 2030 年代中期之前，燃料电池在航

运业不会被广泛应用。

所需的监管框架

Lars Langfeldt 指 出， 虽 然 IMO 的“IGF 规 则 ”

（国际使用气体或其他低闪点燃料船舶安全规则，于

2017 年 1 月 1 日生效）已在考虑纳入其他低闪点燃

料，但到目前为止，它只包含了使用 LNG 的详细要

求。包括氢在内的其他低闪点燃料可以根据“替代

设计”流程获得批准，但针对这些燃料的完整监管

框架尚不存在。

两位船级社的专家都指出 ：除了排放性能，燃

料电池还有许多优点，包括高效率，从而降低燃料

成本 ；以及像电池一样具有可扩展性。他们还一致

认为，燃料电池可能是包括电池在内的几种发电机

之一，这些发电机可提供辅助动力，并最终满足推

进要求。

Lars Langfeldt 称 ：“燃料电池的低噪声和低振动也

是优点，提高了其在游轮领域的适用性。现有的项目

希望能将燃料电池作为游轮上“食宿”板块的动力来

源，以满足该板块对能源的大量需求。

燃料电池是 ABB 海运和港口分部关注的重点

 “目前，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低温质子交换膜燃料

电池，因为我们认为它将是商业基础上最具规模的，

并且非常适合海事应用。”ABB 海运和港口分部全

球动力与推进控制产品经理 Jostein Bogen 说，“然而，

作为一个系统集成商，未来我们不会将自己局限于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自 2015 年 以 来，ABB 的 海 事 部 门 与 挪 威 的

SINTEF（欧洲领先的独立研究组织之一）紧密合

作，最初是对柴油机和电池的混合动力装置进行测

试。“2019 年，燃料电池被加到该装置中，通过扩

展实验室中的两个新的燃料电池，可以测试不同的

动力装置构成，包括两个燃料电池并联时的负载分

配。”Bogen 说。

2019 年，ABB 宣布签署了一项协议，将为一艘

定于 2021 年交付的顶推船提供燃料电池动力和推进

系统，该船将在法国的罗纳河上无排放运行。ABB

还与加拿大 Ballard Power Systems 合作，为皇家加

勒比国际提供一套试用版燃料电池系统。

尽管 ABB 与 SINTEF 合作的一些项目都是保密

的，但 Boge 提到了其中基于模型的试验研究是为了

测试燃料电池作为主推进装置的应用。他还着重介

绍了一个项目，该项目旨在评估如何将燃料电池和

电池相结合，用于短途渡轮 ；以及与挪威船厂的其

他机舱系统进行集成的可能性。

瓦锡兰进行广泛的探索

2018 年，为期 15 年的 FellowShip 项目结束。该

项目旨在研究电池、混合动力和燃料电池技术，相

关系统在海上补给船 Viking Lady 号进行了试装。

Wartsila 再次与挪威的 Eidesvik Offshore，国家石油

公司 Equinor 及 DNV GL 合作，在 Eidesvik 的补给

船 Viking Energy 号上测试燃料电池。

此项目对 LNG 驱动船进行改装，使其能够以无

碳氨燃料电池做动力进行远距离航行。Equinor 旗下

所有签订了长期合同的补给船均需要混合动力装置

和岸电配套，因此 Equinor 已签署了一份为期五年

的合同，合同期间 Viking Energy 号将使用现有的混

合动力系统，并从 2024 年开始安装和测试燃料电池。

Wartsila 电 气 和 自 动 化 业 务 技 术 总 监 Ingve 

Sorfonn 解释说 ：“2010 年在 Viking Lady 号上安装

燃料电池的效果不错，但当时市场还没有准备好。”

目前，该公司正在进行各类燃料电池的测试项目，

包括低温和高温燃料电池，以及以 LNG 作为燃料、

配套碳捕获技术的燃料电池。Ingve Sorfonn 说 ：“我

们的目标是测试燃料灵活性的极限。”

Wartsila 研 究 协 调 与 基 金 部 总 经 理 Sebastiaan 

Bleuanus 对 Ingve Sorfonn 的介绍做了补充 ：“燃料

电池的开发还处于相对早期阶段。我们也在研究可

用于内燃机的所有燃料。我们在追求渐进的开发模

式的同时，也追求激进的开发模式。在确定选择哪

种技术之前，这两种发展模式将齐头并进。”

（白春艳  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