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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氢”绿色能源路线及液氨储运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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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氨作为高效氢能载体具有能量密度高、
储运成本低、
安全性高及无碳储能等优点，
能够有效解决
高压氢能储运难题，
对开辟特色氢能储运路线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氨比氢更易储
运的特性，综述了“氨-氢”绿色能源路线发展现状以及依托该路线的液氨管道输送工艺体系、安全技
术、
设计标准研究进展。针对目前中国液氨管道安全输送技术及设计运营经验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以
下建议：
①结合实验及仿真模拟等方法，
开展含杂质液氨基础物性以及不同管道输送工艺相变特征与
水力热力特性研究；
②液氨管道可借鉴已成熟的油气管道建设经验，
但在役油气管道若改输液氨需开
展全方位适用性评估；
③基于液氨管道泄漏扩散特性，
完善泄漏监测体系，
验证并优化防护技术效果；
④从管材、设备、安全、防腐等多个角度，
完善液氨管道建设及运行管理标准。（图 4，
表 6，参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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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high-efficiency hydrogen energy carrier, ammonia has th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such as high energy density, low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cost, high safety and carbon-free energy storage. It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high-pressure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of hydrogen energ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open up a featured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roadmap for hydrogen energy correpon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ergy structure in China and achieve the goals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Based on the fact that ammonia is easier to store and transport than hydroge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ammonia-hydrogen green energy roadmap 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transportation process system, safety
technology and design standard of liquid ammonia pipeline relying on the roadmap were reviewed.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that
the safe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of liquid ammonia needs further research and the design experience of liquid ammonia
pipeline is immature in China, the following 4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1) Studies should be conducted on the basic physical
properties of liquid ammonia containing impurities and the phas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thermo-hydraulic behaviors,
of different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ie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experiments and simulation methods. (2) The mature
experience of oil and gas pipelines can be referred to liquid ammonia pipelines, but comprehensive fitness-for-service evaluation
should be performed before transferring in-service oil and gas pipelines to liquid ammonia transportation ones, if any. (3) The
leakage monitoring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based on the leakage and diffusion characteristics of liquid ammonia pipeline, and
the effect of protection technologies should be verified and optimized. (4) The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standards
of liquid ammonia pipelines should be improv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ipeline materials, equipment, safety and corrosion
prevention, etc. (4 Figures, 6 Tables, 75 References)
Key words: ammonia-hydrogen green energy roadmap,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of liquid ammonia, transportation
process, safety technology, design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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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人口增加和科学技术发展，人类社会正

氢能产业相结合，以氨为储能或储氢载体发展的“清

面临化石能源逐渐枯竭导致的能源安全问题及 CO2

洁高效合成氨、经济安全氨能储运、无碳高效氨氢利

等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等环境

用”的“零碳”循环技术路线，是一条实现“双碳”目标

问题的双重困扰。2016 年，国际社会促成了《巴黎协

重要的技术途径[1]。在“氨-氢”能源路线的背景下，

定》的正式签署，给定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 1.5 ℃和

国际能源组织（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预

2.0 ℃温控目标，旨在 21 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温室气

测 2050 年全球氨能需求相较于 2020 年将增加 3 倍，

体的净零排放。为了落实《巴黎协定》并积极应对全

全球氨能市场预计由 2020 年的 0.13×1012 美元迅速

球气候变化，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2030 年前实现碳达

拓展到 2050 年的 2.5×1012 美元。近年来，世界各国

峰和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在此背景

均在积极开展氨能产业布局，其中日韩两国处于全球

下，作为清洁能源的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等可再

“氨-氢”能源路线全产业链研发领先地位[2]。日本在

生能源的地位日益凸显。在可再生能源时间与空间不

2021 年 10 月发布的第 6 版《能源战略计划》中，首次

稳定波动特性制约下，氢能作为可再生能源的重要载

引入氨能产业布局，希望以“氨-氢”能源形式实现更低

体，其发展应用前景广阔。

成本的碳中和。韩国则宣布 2022 年为其氨氢发电元年，

目前，
以制氢、
储氢、
运氢、
用氢为主的氢能产业链存

并制定了相应的发展方针和指南，
力争成为全球第一大

在两大“痛点”
：
①氢体积能量密度低，
高压储运过程（大

氨氢发电国。中国也针对“氨-氢”能源路线进行了规划

于 20 MPa）导致的成本高、逸氢损失等难题；
②氢易燃

布局，袁素[2]对氨能源协会 2017 年提出的“氨=氢 2.0”

易爆特性及常用储氢材料易发生氢脆导致的储运设施

理念进行解读，指出氨能在弥补氢能长尾效应方面的

[1]

本质安全问题 。为此，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种高效、
安

优势，并认为氢能产业将向氨能方向靠拢。2021 年

全的氢能载体——氨。以氨为储氢载体的“氨-氢”技术

12 月，中国首家“氨-氢”绿色能源创新平台在福州创

路线为氢能储运模式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建，平台主要依托福州大学江莉龙团队多项国际领先
的“氨-氢”技术成果，力争打造万亿级氨能、氢能、可

1 “氨-氢”绿色能源路线

再生能源一体化产业链。2022 年 1 月，宁夏氨氢产业
联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批准成立。以下从合成氨、氨

1.1

储运、氨能利用 3 个阶段对“氨-氢”能源路线研究现

概述
“氨-氢”绿色能源路线（图 1）是将可再生能源与

状进行概述。

图 1 “氨-氢”绿色能源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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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氨包括灰氨、蓝氨、绿氨 3 种合成工艺。灰

体的全球氨能海上航运体系将得到飞速发展。国家或

氨合成工艺指由天然气蒸汽重整氢气及空气分离的

地区范围内的氨能储运方式主要包括驳船、铁路、公

氮气再通过传统哈伯法合成氨，该工艺已沿用上百

路、管道等。铁路、公路为高风险氨能运输方式，驳船、

年，但 其 高 温 高 压 条 件 造 成 巨 大 能 耗，且 伴 随 大 量

管道分别为中风险和低风险氨能运输方式，且后两者

CO2 温室气体排放。蓝氨合成工艺与灰氨基本相似，

通常运输成本更低[9]。目前，美国液氨管道系统与驳

但会对工艺流程进行碳捕集与封存（Carbon Capture

船系统形成一定的竞争互补关系。在氨能全球化背景

and Storage，CCS）。绿氨（可再生氨）合成工艺主要

下，具有运量大、安全可靠、连续性强、能耗低等特点的

指全程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开展的电解水制氢及空

氨储运管道体系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气分离制氮再通过哈伯法制氨。近年来，碳中和背景

氨能利用分为传统行业和新能源行业两种。氨

下的蓝氨/绿氨技术备受关注。2021 年 11 月，世界经

能在化肥、军工、环保、制冷等传统行业已得到广泛应

济论坛将绿氨技术列为全球十大新兴技术之一，目前

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化工产业。近年来，在氨

[3]

[4]

澳大利亚处于该技术研究全球领先地位 。Service

制氢、氨燃料电池、氨内燃机/燃气轮机等新能源领域，

展望了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与氨经济相结合的绿氨技

氨能利用迅速发展，用于实现氢能终端、氨能发电、氨

术路线，介绍了常温常压反向燃料电池绿氨合成技术。

能燃料等产业应用的无碳排放。在氨制氢方面，江莉

MacFarlane 课题组以电解制氨技术为背景，通过研发

龙团队实现了新型氨分解制氢低温催化剂的产业化，

高氮气溶解度的离子液体电解质、制造纳米结构催化

奠定了“氨-氢”绿色能源产业的高效转换利用基础[10]；

剂材料及减少局部质子源（乙醇）降解等方法，打破了

美国西北大学 Haile 团队研发了中低温下电化学电池

[5]

电化学氮还原反应进行绿氨合成的低效率限制 。江

氨脱氢技术，克服了氨清洁制氢的某些技术壁垒，但该

莉龙团队开发了世界首套低碳高效“铁钌接力催化”合

技术的产业化仍有待研究[11]。目前，日韩两国处于氨

成氨成套技术，实现了 20×104 t/a 合成氨工业应用，打

能发电减碳/脱碳技术领先地位，日本计划将氨煤混烧

[6]

破了国外近 30 年的技术垄断 。

发电过渡到纯氨燃烧发电，其多家知名大学和企业正

近期，蓝氨、
绿氨产业呈现爆发式发展趋势。在欧

在开展工业级纯氨燃烧发电机及燃烧炉的产业化攻

洲，荷兰率先开展了可再生氨路线可行性论证，并在鹿

关[12-13] ；
韩国也在推动液氨发电及氨氢混合发电技术

特丹港建立氨能供应链；
挪威多家能源巨头宣布在挪

联合研发与产业化，一种“双燃料绿色氨”发电模式正

威建立欧洲第一个大规模绿氨项目，同时对斯拉根港

处于快速开发阶段 [14]。中国国家能源研究院与皖能

口进行氨能接收改造；
葡萄牙锡内斯港及西班牙阿拉

集团联合开发的 8.3 MW 纯氨燃烧器，验证了火电掺

[7]

贡地区都在布局新的大型氨氢生产项目 。在北美，

氨燃烧发电项目的可行性。此外，氨动力船舶技术

加拿大正在七岛港布局绿色水电氨氢项目，并在 Point

也在飞速发展，韩国研发了以轻质柴油与氨为双燃

Tupper 港开拓氨氢存储终端；
美国则正积极筹备其在

料的 8 000 t 级氨动力加注船，完成了以液化石油气

墨西哥湾沿岸的蓝氨生产项目及俄克拉荷马州的可

与氨为双燃料的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设计[15] ；
日本

再生氨项目。当前，全球氨能产业链初具规模，包括

住友商事与大岛造船正在联手打造全球首艘 8×104 t

BP、TotalEnergies、Air Products 等在内的多家世界能

级氨动力散货船[16] ；
挪威正在推进氨动力船及海上氨

源巨头依托澳大利亚，南亚及东南亚地区国家（印度、

燃料加注技术研发，建立氨燃料加注网络，实现氨能航

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中东地区国家（沙特阿拉伯、阿

运的全产业链无碳化[17] ；
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自主研

曼苏丹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及非洲地区国家（埃

发设计的中国首艘氨动力 7 000 车位汽车运输船获得

及、安哥拉、毛里塔尼亚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或天然

挪威船级社颁发的原则性认可证书。

气资源优势，促成数十项总计约千万吨级的蓝氨和绿

1.2

氨合作项目，运输到日本、韩国、美国及欧盟等主要需
[8]

求地 。

经济性分析
从氨合成、氨储运、氨分解 3 个关键阶段对“氨-氢”

绿色能源路线全产业链成本的经济性进行对比分析。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数据预测，
2050 年将建成数

通过对比传统氨合成技术及其他绿氢载体技术

亿吨级规模的全球氨供应网络链，以氨动力船舶为主

来分析绿氨合成技术的成本经济性。谢易奇[18]通过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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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传统氨合成与绿氨合成的经济性发现：
当煤炭价

定发动机与船只的经济成本不变，且燃料油的价格为

格处于 700~900 元/t 正常范围时，传统氨合成经济成

30~100 美元/bbl（1 bbl=158.98 L）
，
那么绿氨与石油或

本可控制在 1 900~2 200 元/t，在近年中国可再生能源

天然气燃料的碳价将基本持平（27~145 美元/t）
。在

发电技术大力推广以及政策补贴的背景下，低廉的可

区域性运输方面，以公路运输为例，普通液氨罐车载氢

再生电力价格〔0.1 元/（kW · h）
〕使绿氨合成经济成本

量（5.29 t）较氢气长管拖车载氢量（小于 0.4 t）高一个

（2 200 元/t）足以与传统氨合成经济成本相媲美；
当煤

数量级，氨载体运氢经济成本〔0.1 元/（kg · km）
〕也较

炭价格升至高点（1 500~2 000 元/t）时，传统氨合成

普通运氢经济成本〔2.0~10.0 元/（kg · km）
〕呈数量级

经济成本将超过 3 000 元/t，即使可再生电力价格提

下降[1]。以管道运输为例，根据美国博莱克威奇公司

高至 0.2 元/（kW · h），绿氨合成经济成本（3 600 元/t）

评估[21]，氨管道基础设施经济成本约为天然气管道的

也 可 与 传 统 氨 合 成 经 济 成 本 相 竞 争。Kojima 等[19]

50％、
氢气管道的 25％，
如果考虑采用成熟油气管道系

综合对比氨、液氢、液态有机氢载体〔以甲基环己烷

统改输液氨，
经济成本缩减将更加可观。

（Methylcyclohexane，MCH）为例〕3 种绿色氢能载体

氨分解制氢分为传统技术和新型技术，传统氨分

发现：
绿氨及液氢的质量密度及质量燃烧热相近，但

解制氢存在工艺能耗大（650~850 ℃）、设备建设投

体积密度及体积燃烧热为液氢的 2 倍，具有高能量密

资成本高、经济适用性差等弊端；
新型低温氨分解制

度特性，而 MCH 难以直接燃烧；
绿氨的能效优于液

氢经济成本与具有 CCS 的甲烷蒸汽重整制氢经济成

氢及 MCH，且氢气到绿氨的转换成本明显低于氢气

本基本相当，同时比其他零碳路线（风电解、光电解、

到液氢及 MCH 的转换成本（图 2）。

太阳能热分解等）制氢成本至少低 15％[10]。根据《中
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预测 [22] ，2050 年
中国将建成 1×10 4 座加氢站。在当前加氢站建设
成 本（2 350×104~3 000×104 元）与 氨 分 解 制 氢 加
氢站建设成本（2 800×104 元）基本持平的情况下，氨
分解制氢成本（36 元/kg）较当前站外制氢式加氢站
（20~100 元/kg）更有经济优势，而且同时解决了加氢
站“储氢用氢”途径的难题[10]。此外，江莉龙团队研发
的无碳间接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系统，使电燃料经
济成本低至 0.88 元/（kW · h），汽车燃料经济成本低至
0.16 元/km，比汽油发动机及 H2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更加经济高效[23]。

图2

绿色氢能载体的燃烧热、H2 密度、能效及转换成本雷达图

2

液氨管道发展现状

氨储运的成本经济性涉及全球化海上航运及区域
性运输两部分。在海上航运方面，据 IEA 预测[20]，若

目前，世界上长输液氨管道主要分布在美国和俄

2070 年实现航运业零碳排放，则 2050 年全球以绿氨

罗斯，美国液氨管道总里程接近 5 000 km，俄罗斯液

为船用燃料提供动力的船舶需求占比将达到 58％，假

氨管道总里程约 2 400 km（表 1）。迄今为止，美国拥

表1

国外长输液氨管道统计表

名称

建设年份

国家

总长度/km

管径/mm

设计输量/（104 t · a-1）

海湾中央管道系统

1971

美国

3 057

250/200/150

200.0

中美管道系统

1968

美国

1 754

200/150

91.5

坦帕湾管道系统

1978

美国

134

150

145.0

托利亚蒂—敖德萨管道系统

1983

俄罗斯

2 424

35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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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且最长的液氨管道系统，其

离液氨管道，这些管道长度多在 10 km 以下，主要用

管径范围为 150~250 mm，采用低碳钢管材，将液氨

于港口、储罐及附近用户间的液氨输送[26]。

分别输送至美国东部、西部及北部地区，用于服务当
地农业和工业用户

[24]

。俄罗斯拥有庞大的氨工业，

中国液氨管道起步较晚且总里程较短，目前建有
液氨管道共 4 条[27]，其总长度不超过 200 km（表 2）。

其托利亚蒂—敖德萨输氨管道管径为 350 mm，用于

河北省的秦皇岛长输液氨管道为中国建设最早也是最

连接俄罗斯大型氨生产基地与乌克兰黑海港口敖德

长的液氨管道，该管道采用 20 号无缝钢管埋地敷设，

萨，实现氨的出口贸易

[25]

。此外，包括德国、英国、西

班牙、波兰在内的多个欧盟国家建有几十条中短距
表2

全长 82.5 km，管径 80~125 mm，设计压力 3.92 MPa，
工作压力 2.45 MPa，设计年输量 10.5×104 t[28]。

中国液氨管道统计表

名称

建设年份

省份

总长度/km

管径/mm

压力/MPa

设计输量/（104 t · a-1）

秦皇岛液氨管道

1990

河北

82.5

80/100/125

2.45

10.5

金源化工液氨管道

2000

河北

29.0

125

1.30

6.0

开阳化工液氨管道

2013

贵州

21.5

200

2.75

50.0

云天化液氨管道

2013

云南

28.7

255

1.70~3.40

28.5

现有液氨管道系统主要兴建于 20 世纪后期，用于
大型合成氨企业向化肥、军工、制药等传统行业输送氨
能。近年来，随着清洁、绿色“氨-氢”能源背景下的全
球氨能产业的迅猛发展，液氨管道作为中间枢纽的重
要作用日益凸显，预计将带来新一轮全球液氨管道建
设和发展热潮。以下从工艺技术、安全技术、设计规范
等方面，对国内外液氨管道输送技术发展现状进行综
述，同时针对含杂质液氨相平衡特性、水力热力特性、

（a）低温低压输送工艺

泄漏扩散与防护机制、应力腐蚀开裂机制等科学问题
和标准规范空白问题提出新的思考。
2.1

工艺技术

2.1.1

管输工艺

液氨的管道输送工艺一般分为低温低压与常温
中压两种，其中港口、储罐区及合成氨厂之间的短距
离液氨管道及内部液氨流程工艺管道普遍采用低温
低压输送工艺（图 3a），港口与氨厂之间以及两者到下

（b）常温中压（高压）输送工艺

游客户的长输液氨管道则普遍采用常温中压输送工

图3

液氨管道输送工艺示意图

艺（图 3b），少数长输液氨管道也采用常温高压输送工

内的常用商业软件进行计算分析，其中后两者主要应

艺，如美国海湾中央液氨管道系统的最大操作压力接

用于油气领域，用于液氨需要补充基础数据及 EOS 参

近 10 MPa

[24]

。液氨的基础特性是输氨管道工艺计算

数进行氨组分创建，考虑到相变区域及临界位置数值

研究的基础。目前，与纯氨物化特性、相特性、热力学

的收敛性与稳定性问题，上述软件的计算准确性有待

特性相关的研究较成熟，所采用的包括 PR、RK、SRK、

进一步验证。由于不同合成氨工艺特征的影响，液氨

PSRK 等在内的状态方程（Equation of State，EOS）也

产品中可能存在微量的 N2、H2、CO、CH4、H2O 等极性

[29]

。液氨的热物性及相特性可

及非极性杂质，还可能在管输条件下混入 O2 等其他杂

以通过包括 HYSYS、PVTSIM、MULTIFLASH 等在

质，这些杂质会造成管输液氨的物性及相特性发生改

具有较高的计算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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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并对管道水力热力特征和其他瞬态工艺特征产生
影响

[30-31]

。目前，关于液氨与微量杂质间的混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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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管道投产前通常采用与油气管道类似的管道试压、
站内试压、联动试车以及通球扫线等准备工作[38]。同

混合参数及交互作用的研究十分有限，多元杂质耦合

时，还需进行投产置换以保证管道内的空气含量处于

作用下的液氨相变机理尚不明确，液氨管输 EOS 选用

氨的爆炸极限范围之外，考虑操作的简便性与可靠性，

准则尚未建立，仍需开展相关实验研究验证现有 EOS

目前普遍采取氮气置换方案将输氨管道内的含氧量降

精度并加以改进或修正。

至规定数值。管道投氨初期，由于管内压力相对应的

液氨管输工艺中的水力热力特性发展规律受其自

饱和温度过低，
“氨头”急剧蒸发易造成管道局部过冷

身高体积膨胀性及温度敏感性引起的物性参数变化影

现象。首先，该现象会导致管道物理和机械性能发生

响，管输压力必须时刻高于管输温度下的饱和蒸汽压，

变化，当管内温度低于冷脆温度时，管道脆性增大及冲

否则液氨气化产生的气阻现象会严重影响管输效率，

击蠕动作用导致焊口附近脆性断裂风险急剧增大；
其

因此，液氨管输过程中的水力热力计算尤为重要

[32]

。

国际氨制冷学会制定了行业权威性的氨制冷管道手
[32]

册

次，该现象会带来管道冷缩问题，液氨与管道间较大温
差所产生的冷缩量足以拉断管道，因此，长输液氨管道

，该手册涵盖了氨制冷管道的设计、安装及建造，

拐弯位置一般采用弹性敷设，用于投氨时的管道冷缩

同时提供了详细的氨制冷管道水力与热力计算方法。

补偿[37]。除了采取措施用于避免管道局部过冷现象

Ileri 等[33]基于达西-魏斯巴赫等式计算了液氨管输过

外，投氨过程还需采取缓慢操作原则，同时阀门开度不

程中的压能损失，用于氨制冷循环系统的经济性分析

宜过小，以阀门后主管道不产生白霜为准，避免液氨发

[34]

与优化。Gezerman

将该水力计算方程扩展到工业

生节流效应。投氨过程的流体非稳态变化特征导致该

规模液氨转运过程中的管道系统工艺计算，同时基于

过程的完成时间及工况变化难以预测，相应的流体界

傅里叶定律分析计算管壁热补偿。应洁等

[35]

采用液

化 石 油 气（Liqueﬁed Petroleum Gas，LPG）管 道 摩 阻

面演化规律以及物理场分布和发展特征也有待进一步
研究。

公式进行长距离液氨管道水力计算。长输液氨管道

液氨管道正输工艺通常采用罐压力与输氨泵两种

通常采用埋地敷设方式，管输过程液氨的水力热力特

输送方式，其中罐压力输送方式较落后，除操作过程复

性相互作用，同时受周围土壤环境影响，相较于上述

杂、灵活性差、存在环保问题外，还会由于氨合成工段

平均参数计算方法，需要建立更复杂的水力与热力耦

介质影响造成管输过程受到明显的弛放气干扰[31]，需

合计算模型。目前，OLGA、PIPEPHASE、SPS 等成

要额外在管道前增设分离设施及在站场内增设弛放气

熟工艺软件尚未嵌入液氨物性参数及管输计算模块，

回收系统，导致投资运行成本增加，目前该方式已逐

并且这些软件的工艺计算模型及数据库主要来源于

渐被淘汰。液氨管道压力越站、站内循环以及反输工

油气管道，缺乏液氨管道实验数据验证，国内外尚无

艺功能与油气管道基本相似，其中反输工艺主要用于

专门应用于液氨管输工艺的仿真计算软件及相关实

维抢修过程中的液氨回收，管道残留液氨则通过站场

验验证。

附近封闭水泽或水池吸收处理。除上述稳态管输工艺

液氨管道经济性分析为管输工艺的优化设计提供

外，液氨管道还会受到工艺参数变化引起的不稳定工

了依据，部分学者制定了基于经济性分析的液氨管道

况影响。这些工况的瞬态输送特征主要与液氨的物性

尺寸选取准则。目前，液氨管道运行流速的选取尚无

参数突变有关，尤其是快速相变过程，可能造成非常严

统一标准，部分管道根据化工工艺流体管道设计准则

重的管道事故。例如，管道处于停输状态时，液氨与周

[36]

选取管内液氨流速为 0.8~1.0 m/s

，其余管道则考虑

围环境的极端换热膨胀可能导致管道压力积聚，增大

高流速液氨对管壁的冲蚀及静电积聚的影响进行了更

液氨泄漏风险，因此管道系统通常会安装安全阀，然而

[37]

保守的液氨流速设计（0.5~0.6 m/s） 。因此，需要在

安全阀若未能正常关闭，液氨快速泄放又可能带来新

考虑管道运行风险的前提下，开展液氨管道建设与运

的管道低温脆性断裂风险；
管道内液氨处于某些极端

行综合经济性分析，获得适用于液氨管道的经济、安全

压力不平衡或快速冷凝状态时，液氨闪蒸现象或快速

流速范围。

补充过程形成的高速液氨可能对管道部件产生液压冲

投产过程是液氨管道正式运营前的重要步骤，液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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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液氨管道与阀门设计压力、截断阀间距以及安全阀配

与原油及液化石油气管道的差异性

目前，中国的液氨长输管道主要参照原油长输管
道工艺流程及设计规范建造与运行

[40]

备等级与要求均较原油管道严格；
在节流效应方面，不

。然而，由于液

同于输油管道，液氨管道的强节流效应可能造成投产

氨与原油理化性质的显著差别，造成液氨管道在水力

或事故、放空工况下的冻堵或其他管道损伤问题；
在腐

热力、相态控制、工艺流程等方面与传统输油管道存在

蚀性方面，不同于原油管道普遍存在的含硫杂质腐蚀

差异（表 3）。在水力热力方面，液氨的低黏度、低密度

现象，纯液氨对钢铁基本不腐蚀，一般不考虑管道内腐

特性造成其管道操作压力低于同管径原油管道；
在相

蚀问题[40]，然而氨易溶于水形成具有较强腐蚀性的氨

态控制方面，原油以胶质、沥青质存在下的“凝管”现

水，因此，当管道含水量异常时，需要对管道减薄、穿

象控制为主，采用常温或保温输送工艺，而液氨以高饱

孔、泄漏等安全问题进行评估；
在泄漏风险方面，原油

和蒸汽压特性下的气化现象控制为主，采用常温或保

管道一般呈现持续性泄漏扩散过程，燃烧爆炸风险性

冷输送工艺，同时涉及大落差管道翻越点及事故、放空

高，而液氨泄漏呈现瞬时的快速扩散及相变过程，由

等工况下的相变问题；
在工艺流程方面，由于液氨属于

于氨不属于易燃易爆介质且具有刺激性气味易被察

IV 类轻度危害有毒物质，液氨管道不能直接采用与原

觉，可及时采取措施以保证氨气积聚浓度低于其爆炸

油管道相同的排污及泄压放空工艺，加之安全性问题，

极限。

表3
管道类型

水力热力

液氨管道与原油管道差异性对比表

相态控制

工艺流程

节流效应

腐蚀性

泄漏风险

液氨管道

黏度低，操作压力低，饱和蒸汽压高，液
常温或降温运行
氨汽化控制为主

纯氨对钢管腐蚀性较
不可泄压放空、工艺
泄漏扩散速度快，燃
节流效应大 小，若 其 与 水 共 同 作
安全设计更严格
烧爆炸危险性低
用，则腐蚀性增强

原油管道

黏度大，操作压力高，饱和蒸汽压低，原
常温或加热运行
油凝固控制为主

配备排污及泄压放
持续性泄漏扩散，燃
节流效应小 含硫杂质具有腐蚀性
空系统
烧爆炸风险高

通过对比常温常压（25 ℃、101.325 kPa）条件下液

研究；
其次，液氨与 LPG 在易燃易爆性能及腐蚀性能

氨与 LPG 物性参数（表 4）发现，两者密度、黏度、饱和

方面的差异性，造成两者管道、设备、密封件等材质要

蒸汽压等基础物性参数基本相近，因此，液氨管道在设

求不同，罐区、站场火灾危险等级及防火间距要求也有

计参数及输送工艺等方面与 LPG 管道类似

[41]

。然而，

所不同。根据美国运输部管道输送危险性物质管理条

首先，由于液氨为中度毒性物质，其管道泄漏检测处置

例要求，美国液氨管道设计比 LPG 管道设计要求更加

及回收处理方式与 LPG 管道存在不同，同时，为了减

严格。因此，液氨管道可以借鉴 LPG 管道设计、建设

少泄漏，化工液氨管道常选用的屏蔽泵在 LPG 长输管

及运营经验，但仍需针对液氨与 LPG 物性差异开展系

道上也未有应用，其对长输管道的适应性有待进一步

统性验证。

表4

液氨与 LPG 物性参数对比表

管道类型

组分

液态密度/
（kg · m-3）

液态黏度/
（mPa · s）

饱和蒸汽压/
MPa

毒性

易燃易爆性

腐蚀性

液氨管道

NH3

602.8

0.13

0.86

中度毒性

不具备

锌、铜及其合金

LPG 管道

丙烷、丁烷混合物，伴
有少量丙烯、丁烯

528.0~601.0

0.10~0.16

0.23~0.82

无毒性

具备

含硫杂质对管材的腐蚀

2.1.3

油气管输系统整体工艺的复杂性，其改输液氨的适用

管输工艺适用性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提出在役油气管道经轻微改
造后输送液氨的可行性，并针对在役油气管道改输氨

性仍需从管材、设备、安全、防腐等多个方面进行具体
分析。

及 LNG 终端转换为氨终端等问题开展了可行性研

管材性能的适用性主要涉及压力等级、力学性

究，为充分利用现有在役油气管网实现大规模、长距

能、焊接质量、腐蚀风险等问题。当前，液氨管道压力

离、低成本的液氨输送提供了借鉴

[42-43]

。然而，考虑

等级普遍低于在役油气管道，基本满足压力适用性需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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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力学性能方面，液氨输送普遍采用 20 号无缝

管道内液氨通常进行部分回收，剩余液氨则需要用水

钢管，用于避免低温投氨及管输工艺下的管道脆性断

吸收，因此在役油气管道改输液氨后还需在附近配备

[44]

。因此，在役油气管道改输液氨

人工或自然水泽，来降低氨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并通过

需要保证管材低温力学性能的适用性，同时根据管道

后处理实现再利用。实践证明，外防腐层和阴极保护

低温冷缩现象适当减少人工弯头，增加弹性敷设，提

对液氨管道的长期安全稳定运行极其重要，因此在役

高管道冷缩补偿能力。由于长输液氨管道不允许渗

油气管道改输液氨前要进行全面的外防腐措施检测或

漏，其焊接质量标准需高于石油管道，焊缝通常进行

改造，来保证其腐蚀防护适用性。

100％的 X 射线无损探伤，用于避免早期建设管道曾

2.2

出现的低探伤率焊缝微小泄漏问题。因此，在役油气

2.2.1

裂与塑性止裂问题

安全技术
泄漏扩散安全性

管道改输液氨前需要进行全面的焊缝探伤检测，以提

氨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可用于制造氨水、硝

高管道焊接质量的适用性。液氨管材的腐蚀风险主

酸、胺类、铵盐、纯碱、氮肥、制冷剂等，应用广泛[47]。氨

要涉及铜、锌及其合金材料的腐蚀问题以及多元输送

的最低自燃温度为 651 ℃，爆炸极限体积分数范围

环境下的应力腐蚀问题。因此，在役油气管道改输液

16％~25％，最易引燃的体积分数为 17％，产生最大爆

氨前需要进行管材化学成分及材料腐蚀风险适用边

炸压力时的体积分数为 22.5％，显然，氨的泄漏存在一

界检验。

定的燃爆性。同时氨具有一定的毒害性[48]，不同的氨

在设备设施适用性方面，输氨泵为液氨管输工艺
主要动力设施，中国早期长输液氨管道选用 Y 型输油

泄漏量及泄漏时间对人体的毒害程度不同，轻则无明
显作用或呼吸变慢，
重则危及生命、
致人死亡（表 5）
。
表5

泵代替输氨泵，并将水冷系统改造为氨冷系统，用以实
现液氨的稳定输送，验证了在役油气管输设备改输液
氨的可行性。化工管道通常采用柱塞泵或离心泵输送
液氨，屈建海等[45]从安全性与稳定性角度提出屏蔽泵
替代技术，解决了输氨过程的压力波动、泄漏及超压风
险问题，为长输液氨管道泵的选型提供了参考。但是，
改造输油泵与屏蔽泵在油气管道改输液氨情况下的适
用性仍有待验证。流量计为液氨管道的主要计量设
备，不同类型油气管道的流量计需要通过开展计量及
腐蚀性能测试验证其计量液氨的适用性。阀门为流程
切换的主要部件，石油管道专用阀门的某些结构（如排

质量浓度/ 作用时间/
（mg · m-3）
min

氨气扩散浓度危害表
危害程度

30

45

无明显刺激作用

70

30

呼吸变慢

140

30

恶心、头痛、眼睛及上呼吸道感到不适

175～350

28

鼻、眼刺激，呼吸及脉搏加速

553

30

刺激强烈

700

30

咳嗽

1 750～3 500

30

可危及生命

3 500～7 000

30

致死

油孔、加密封酯孔等）会对输氨稳定性造成威胁，故需

液氨管道常常受到各种内外部因素影响，如储运

要评估其输氨适用性。管道密封与绝缘配件大多采用

设备不合格、超压、老化、腐蚀、操作不当、外部撞击

高分子有机合成材料，存在长时间使用后的老化问题，

等，导致管道破裂而发生氨泄漏扩散事故。直径超

造成阀室工艺配管泄漏风险增大，因此，油气管道改输

过 75 mm 的液氨管道泄漏事故大多发生在美国，且以

液氨的阀室工艺设计应尽量降低静密封点与绝缘法兰

机械损伤、人为因素等外部干预为主（表 6）。除液氨

[46]

的输量

。

管道外，其他储氨及运氨设施也可能发生泄漏事故。

在安全体系适用性方面，基于液氨物化特性，在役

2014 年，以色列某工厂因管道遭人为破坏导致储罐内

油气管道系统改输液氨需设置安全阀，以防止破损或

近 8 t 氨气泄漏，造成 1 人死亡、16 人受伤；
2016 年和

超压导致的严重危害；
同时，储罐与管道系统需设置喷

2018 年，马来西亚化肥厂及制冰厂先后发生氨气泄漏

淋系统，以减少液氨泄漏扩散危害。事故和维修管道

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
2019 年，美国芝加哥一辆

内的液氨紧急切断主要通过阀室实现，需要从投资成

液氨罐车发生泄漏事故，导致多人受伤而紧急就医。

本、泄漏风险及工艺需求等多方面进行考虑，对在役油

综上，相比油气泄漏事故，氨气泄漏事故相对少见，但

气管道系统阀室数量和位置的适用性进行准确评估；

往往具有突发性，社会与环境危害影响大[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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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液氨管道泄漏事故统计表

年份

地点

管径/mm

泄漏原因

1969

美国得克萨斯州

200

管壁温控失效

1973

美国堪萨斯州

225

机械损伤、超压

1975

美国得克萨斯州

150

机械损伤、外腐蚀

1981

英国英格兰

200

外腐蚀

2001

美国艾奥瓦州

200

操作不当

2004

美国堪萨斯州

200

机械损伤、疲劳开裂

2006

美国堪萨斯州

200

焊缝断裂

2007

美国佛罗里达州

100/150

人为破坏

当液氨从压力管道中突然泄漏时，液氨会在泄漏

图4

液氨管道泄漏扩散与水幕防护示意图

换降低云团密度；
④质量交换与化学反应。
当前，通常采用实验或数值仿真模拟方法对水幕
抑制毒害气体泄漏扩散技术进行研究。在实验研究方

位置形成液池并蒸发，进而与环境空气混合形成含氨

面，
2001 年，Dandrieux 等[56]以氨气及氯气为研究对象，

气云团。虽然常温下氨气密度低于空气密度，但液氨

在开放空间内开展小规模实验，
通过对比水幕前后的氨

泄漏形成的氨气云团因低温及介质密度大而呈现重气

气云浓度，
验证了水幕抑制氨气泄漏扩散的可行性。潘

[51]

。在外界环境作用下，氨气云团贴近地面

旭海课题组以 CO2 为对象，在 2010-2014 年开展了一

进行大范围扩散，威胁附近地区的大气、土壤、水源安

系列的水幕抑制重气泄漏扩散实验研究[57-58]。研究内

全，易造成大面积人员伤亡与环境污染，且在处理不当

容包括：
①水幕阻挡 CO2 气体泄漏扩散的有效性；
②不

的情况下，很可能发生火灾及中毒事故。氨气泄漏后，

同水幕布置形式、
喷嘴类型及气体泄漏速率对水幕抑制

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是生产运行安全管理的关键。一旦

重气泄漏扩散的影响；
③不同水幕压力、水幕与泄漏源

发生氨气泄漏事故，必须第一时间对周围人群发出警

距离、泄漏源高度对抑制阻挡重气云扩散能力的影响；

告，尤其要及时疏散处于下风向地区的人员；
同时要设

④不同水幕喷射形式对水幕稀释阻挡效果的影响。

法控制泄漏源的泄漏率，如输氨管道泄漏时，应及时隔

主要研究结果包括：
①多层水幕的抑制效果优于单层

离管道泄漏部分，以降低空气中的氨气浓度。

水幕的抑制效果；
②水幕上喷的抑制效果优于水幕下

扩散特征

当前中国尚缺乏长输液氨管道监测技术，建议借

喷的抑制效果。因此，在应对氨气泄漏时，为发挥最

助油气长输管道 SCADA 监控系统实现液氨管道全程

优水幕防护作用，研究水幕的布置形式及泄漏源的具

监控。通过制定经济合理、可操作性强及有针对性的

体泄漏情况尤为重要。近年来，部分学者考虑在水幕

安全策略，对液氨长输管道泄漏风险因素进行控制甚

中加入添加剂，用于提高水幕抑制氨气泄漏扩散效率

而消除，减少或避免泄漏事故，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的能力。2016-2017 年，倪小敏等[59-60]通过在水幕中

2.2.2

分别添加酸性添加剂及无机盐，借助物理化学耦合作

应急防护

为了减少危险气体泄漏造成的危害，国际社会各

用提高了水幕洗消效率。在水幕中添加化学物质与氨

个国家的安全部门都加大了对危险气体泄漏事故处置

进行反应增强水幕防护作用的方法，为水幕防护技术

[52]

措施的研究力度

。由于氨气极易溶于水（1:700），在

路线提供了新思路。

水源充沛的地区，利用水幕抑制氨气泄漏扩散是公认

在模拟研究方面，
2013 年，Kim 等[61]采用 Fluent

的一种经济高效的技术手段（图 4）。近几十年来，众

软件模拟水幕抑制 LNG 泄漏扩散过程，分析了流场

多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基于理论分析与实验研究针对水

湍动能分布对水幕稀释效果的影响，发现高湍流动能

[53]

幕稀释云团的机理开展了大量研究

。目前，比较公

区域的分布范围越大，水幕的稀释效果越好。同年，

：
①通过空气

Galeev 等[62]利用 Fluent 软件模拟风速影响下的液氨

卷吸作用混合空气，从而稀释危险气体；
②水幕液滴形

泄漏事故，仿真结果表明：
风速及障碍物变化会明显

成屏障促使危险气体向上和两侧运动，从而减小下风

改变氨气云团的毒害面积；
当环境中的风速及障碍物

向危险气体浓度；
③通过水幕液滴与云团间的热量交

难以把控时，氨气扩散往往存在不确定性。2019 年，

认的水幕稀释气体的传递机理包括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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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等[63]利用 Fluent 软件模拟水幕稀释氨气及氟化

进孔蚀的长大，对液氨管道的安全服役造成较大安全

氢的过程，发现氨气在靠近水幕处的稀释效率最高，而

风险。
液氨管道的设计、选材、制造、使用等需要考虑管

氟化氢则在距水幕几百米处的稀释效率最高，说明水
幕对不同物质抑制效果的影响趋势存在一定差异。
综上，利用水幕抑制氨气泄漏扩散可有效减少储

道的自身特点，采取可靠的内腐蚀防护措施是管道安
全运行的保障：
①选材方面，要综合考虑操作压力、残

氨和运氨过程中泄漏事故的危害性。对于不同储氨及

余应力、安全性及经济性，尽可能选择强度低的钢材；

运氨设备，需要对其工况及所在环境进行分析，合理

②管道内部在碳钢焊接前及充分焊接后，都要进行热

设置水幕防护，最大限度保障人员安全。根据现有实

处理，以有效降低制造过程中的残余应力[64，69]；
③液氨

验及模拟研究结果，优化水幕的空间布置、液滴粒径、

纯度及液氨中 H2O、O2、CO2 等杂质影响着液氨管道

安装方式及应用水幕添加剂等有利于加快抑制氨气

的应力腐蚀开裂行为，工艺设计条件允许情况下，在液

泄漏扩散速率，将其毒害程度以最快、最安全的方式

氨中加入微量水分，可延缓液氨冲入管道之后的腐蚀

降至最低。

现象 [64]，该缓蚀现象也与 O2 及 CO 2 的含量有关 [44]；

2.2.3

④温度对液氨管道腐蚀开裂的影响十分明显，较高的

管道内腐蚀与防护

通常情况下，严格控制水含量的液氨管道基本不

温度有利于腐蚀，因此，控制管道设备使用温度可以从

会发生内腐蚀。然而，在液氨管道混入空气、水等杂质

根本上减少液氨管道的腐蚀开裂；
当管道处于全新状

后，管道会产生由内到外的裂痕[64]，且极可能未被发

态时，使用前的管内除污及装载液氨前的管内空气排

现而突然发生断裂失效。液氨的腐蚀机理伴随着裂纹

除，都对应力腐蚀具有一定的防护作用。

的扩展，金属原子在裂纹尖端的快速阳极溶解，加之拉

2.3

设计标准

应力加速裂纹向纵深扩展，构成一种典型的阳极型应

目前，液氨管道建设多借鉴成熟的油气管道设计

力腐蚀开裂[44]。当前，液氨环境下钢材应力腐蚀原因

与运行经验，尚未形成统一的液氨管输行业标准规

尚不明确，需要探究钢材在液氨中发生应力腐蚀开裂

范。国际上，美国长输液氨管道主要遵照 CFR Title

的影响因素。

49 Part 195-2022《危险液体管道运输》联邦安全条例，

[65]

基于实验结果绘制了 18 ℃氨氧水应

并依据 ASME B31.4-2019《液态烃和其他液体管道输

力腐蚀开裂等温图，研究了液氨中的水氧浓度对钢材

送系统》标准设计及运行管理；
欧盟各成员国相对较短

应力腐蚀的影响，结果表明：
碳锰钢的应力腐蚀开裂敏

的液氨管道设计则主要依据 ASME B31.3-2020《工艺

感性随着氧含量增至一定程度后而增大，随着水含量

管道》及本国天然气管道标准规范；
部分液氨管道为

增加而降低；
当氧含量为 3～10 mg/kg 且水含量低于

提高设计安全性，同时参考 ASME B31.8-2020《输气

100 mg/kg 时，碳锰钢在液氨中的应力腐蚀开裂敏感性

和配气管道系统》或其他当地设计标准[26]。中国液氨

最高。Deegan 等[66]通过动态慢应变速率测试，得到在

输送管道设计标准规范仍处于空白状态，其建造、运

25 ℃、202.65 kPa 空气分压下的液氨管道腐蚀程度，其

行管理主要执行 SYJ 14—1985《原油长输管道设计规

中水作为液氨应力腐蚀开裂抑制剂的有效极限质量分

范》、SYJ 15—1985《原油长输管道穿跨越工程设计规

数为 0.08％。Nakai 等[67]开展了低合金钢在含硝酸铵

范》以及 SYJ 7—1984《钢制管道及储罐防腐蚀工程设

等强电解质液氨中的阳极极化恒载实验，结果表明：
由

计规范》等原油长输管道设计规范及 GB 50028—2020

Lunde 等

于液氨中 CO2 的存在，钢的腐蚀速率加快，钢表面形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36，41]。

成腐蚀产物膜；
氧气的加入显著加速了薄膜的形成，而

由于液氨基础特性、管输特性及安全法规等因素

水的加入或温度降低抑制了腐蚀产物膜的形成及试

的影响，目前国内外的液氨管道建设及运行管理存在

[68]

针对液氨输送管道内的不锈钢

超出所参考标准规范涵盖范围、标准涉及的核心问题

三通腐蚀开裂问题开展研究，发现该三通腐蚀开裂的

内容较笼统、标准安全体系制定不健全且指导性不足

主要原因是未进行固溶处理，且运行环境中存在氯等

等问题，需结合科学研究成果以及示范工程建设、运

腐蚀元素。梁旭[44]进一步提出在外加阳极极化的条

行、事故处理经验修订与完善。现有的标准规范主要

件下，介质中若含有一定量氯元素会形成孔蚀核并促

存在 4 方面不足：
①在总体设计与工艺方面，国内外现

样的开裂。刘天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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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液氨管道系统主要采标油气管道设计标准，
未考虑液

3

结论与建议

氨特性影响下的工程设计及投产工艺差异性等问题，
尚未基于介质的特殊性，构建全面覆盖设计、施工、检

随着世界各国碳中和目标的逐步推进，以氨载氢

测、运行维护、应急处理等内容的长输液氨管道特定技

破解氢储运技术难题的“氨-氢”绿色能源产业进入高

术标准体系；
关于国内外潜在的油气管道改输液氨的需

速发展阶段。然而，作为“氨-氢”能源路线的重要枢

[70]

求，
也尚未提出相应的适应性评价标准

。②在管材、

纽，中国液氨管道规模较小，管输工艺及安全技术有待

设备方面，ASME B31.4-2019 对液氨管道承压管道部

突破，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标准相对空白。鉴于此，总

件及设备的钢材规格与材料类型（禁止使用铜、锌及

结了液氨管道系统研究现状并提出以下建议：

其合金）进行了限制，同时提出了焊接及冷成型技术

（1）在液氨管输技术中，已在纯液氨物性、相特性、

标准化要求；
目前液氨管材设备选型仍参照油气管道

水力热力特性、投产工艺、输送工艺以及瞬态事故工况

相关标准，GB/T 9711—2017《石油天然气工业 管线

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基础认知及实际运行经验积累，但

输送系统用钢管》及 API 5L-2020《管线钢管规范》等

含杂质液氨管输特性、各工艺非稳态相变特征及物理

通用钢管标准规范对油气管道的化学成分、力学性能

场分布规律尚不清楚，需建立、完善相应的技术研究体

以及过程控制等进行了严格要求，液氨与油气的物化

系。建议采用广泛的实验技术及仿真模拟等方法开展

性质及腐蚀特性存在明显差异，其管材化学成分、韧性

液氨管输工艺验证与探究。

指标、焊接力学性能指标、安全与经济适用性等仍需验
[71]

证，而国内外尚未形成相关的管材及设备选型标准

。

（2）基于油气“全国一张网”能源战略，充分借鉴
已成熟油气管网系统经验，同时考虑液氨与油气基础

③在腐蚀防护方面，ASME B31.4-2019 提出了防止

物性及管输工艺的差异性，完善液氨管输工艺技术，指

应力腐蚀开裂的液氨管道含水率要求（质量分数大

导长距离、大规模液氨管输系统建设运行；
从管材、设

于 0.2％）；
HG/T 20581-2020《钢质化工容器材料选择

备、安全、防腐等方面评估在役油气管道改输液氨的适

规范》则明确提出了液氨在应力腐蚀环境（含水质量分

用性，以提高油气管网利用率，降低碳排放。

数不低于 0.2％，温度高于 -5 ℃）下的材料选择及焊

（3）液氨管道泄漏通常呈现贴近地面的液池蒸发

接要求，但含水质量分数大于 0.2％时的腐蚀风险及水

及重气扩散特征，大范围氨气泄漏扩散易造成严重人

含量边界上限暂未明确，也尚未根据液氨本质及管输

员伤亡与环境污染，需要建立完善的泄漏监测体系；
水

特性，针对具体的环境腐蚀及应力腐蚀问题，形成完善

幕防护对液氨管道泄漏扩散的抑制效果有待验证，需

[72-73]

的液氨管道系统腐蚀控制、防护及评价标准体系

。

要结合实验及模拟方法优化水幕防护参数；
不同液氨

④在安全工程方面，ASME B31.4-2019 涉及液氨管道

环境下的管道应力腐蚀开裂机理尚不明确，相应的内

系统操作维护过程中的人员安全、设备、巡检、培训、泄

腐蚀防护措施有待完善。

漏预防及蒸发评估问题，而 GB 32167—2015《油气输

（4）国内外尚未形成统一的长输液氨管道行业标准

送管道完整性管理规范》适用范围则未涵盖液氨管道

规范，
存在涵盖范围小、
核心问题笼统、
安全体系不健全

系统；
国内外尚未形成与液氨管道高后果区识别、安全

等问题，
建议从工艺设计、
管材设备、
腐蚀防护、
安全工程

距离管控、定量风险评价、安全泄放、泄漏检测、维抢修

等方面对现行液氨管道建设与运行管理标准进行完善。

[74-75]

等相关的技术标准规范

。

综上，中国亟需根据日趋增长的氨氢能源及液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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