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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的碳足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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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氢能作为一种清洁、高热值、来源广的新型能源，已被广泛认为是全球能源系统低碳化转型的重要能量载体。目前其他制氢

工艺在技术和成本方面仍受制约，煤制氢将是中国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氢源，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是实现低碳煤

制氢的关键技术选择。考虑到CCUS技术的额外能耗和碳捕集的不完全性等特点，煤制氢CCUS技术全流程仍将产生不同程度的碳

排放，但相关评估较少。文章从全流程分析的角度评估和比较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的碳足迹，研究结果表明：①煤制氢全流程碳足

迹为 17. 47～29. 78 kg CO2/kg H2，CCUS技术改造后，碳足迹可降至 2. 17～8. 91 kg CO2/kg H2；②从全流程角度看，CCUS技术对煤制氢

的减排贡献约为 80. 6%；③煤制氢能源转化效率及CCUS技术额外能耗是影响煤制氢碳足迹的关键因素。未来应加强煤制氢CCUS
技术改造的研发和推广，以降低CCUS能耗并进一步提高煤制氢的能源效率。研究结论为中国低碳化氢能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对碳

中和目标下的能源转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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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2009—2019年）中，尽管社会各界应

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和行动有所增强，但全球温室气体排

放量的年均增速仍高达 1. 5%。为以最低成本实现全球

1. 5 ℃温控目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2020—2030年
间每年应至少降低 7. 6%［1］。中国实现 2060年碳中和目

标需要加快建设绿色多元能源供应体系，其中，氢气作为

一种清洁、高效的燃料或能源载体，成为助力交通、工业、

建筑等部门深度脱碳的重要选择，因而被认为是解决能

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方案［2-4］，在全球范围

内受到广泛关注。氢能的来源具有多样性，其中可再生

能源电解水制氢被认为是较为理想的制氢方式，从长期

来看其将是氢能的主要来源［5-6］。但受技术成熟度、制氢

成本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化石能源制氢仍是全球主

流的制氢方式，约占全球氢能来源的 95%以上［7］。中国

是氢气生产和消费大国，同时也是煤炭生产和消费大国，

在氢能发展的初期和中期阶段仍需依赖煤制氢技术满足

氢气需求［8］。现阶段，相较于其他制氢技术，煤制氢技术

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但其缺点在于会产生大量 CO2排
放［9］。已有研究［10-16］表明，煤制氢技术的碳足迹远高于天

然气制氢、生物质制氢、光伏/风力发电制氢（电解水）及核

能/热化学制氢等其他主要制氢技术。为兼顾氢能供应和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中国需发展低碳煤制氢技术，目前碳

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是实现低碳煤制氢的重要

手段［17］。CCUS技术指将 CO2从工业排放源中分离后或

直接加以利用或封存，以实现 CO2减排的工业过程［18］。

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的主要工艺流程包括：①煤炭经过

气化生成合成气；②合成气经过耐硫水汽变换后得到富

氢和富碳气体；③进一步通过脱硫脱碳工艺得到纯度较

高的氢气和CO2；④通过捕集设备所得的高浓度CO2用于

利用或封存。目前，国内外已经有数个运行的化石能源

制氢 CCUS项目，合计捕集规模约为百万吨级。然而，

CCUS技术会引起额外能耗，并由此增加CO2排放，其净减

排效果无法根据CO2捕集率直接衡量。因此，定量化评估

CCUS技术在降低煤制氢碳足迹方面的作用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煤炭可通过焦化或气化制取氢气，前者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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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是焦炭，氢气为副产物，后者的主要目标产物是氢气。

综合考虑技术经济性和规模性，气化煤制氢技术在中国的

应用前景较好［19-21］。尽管煤制氢技术能够提供大量的低

成本氢气［22-23］，但同时也会造成显著的环境影响（如产生

工业废渣、废水、废气及温室气体）［24］。在碳中和目标的

约束下，低碳煤制氢路径的相关碳足迹研究至关重要。

现阶段关于碳足迹的研究理论主要有两种。第一种

是生命周期评估（Life Cycle Assessment，LCA）理论，该理

论以生命周期的过程分析为基础，采用“自下而上”模型，

主要用于调查和评价一种特定商品或服务所产生的或由

于其存在的必需性所引起的环境影响。基于过程分析的

生命周期评估需要根据生命周期清单分析研究对象在不

同生命阶段的碳排放来源，通过收集生命周期清单需要

的参数来计算碳足迹。第二种是投入产出（Input Output，
IO）分析理论，该理论以环境投入产出分析为基础，采用

“自上而下”模型［25-27］，主要用于计算隐含碳排放。投入

产出分析法是一种经济学分析方法，该方法通过编制投

入产出表以获取所需信息，可以用来建立全面和稳健的

碳足迹核算体系，考虑所有更高阶的影响，并将整个经济

系统设置为边界。基于过程分析的生命周期评估法与基

于部门经济信息的投入产出分析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前

者适合于微观尺度上的计算，能够获得单一产品或过程

的碳足迹［28-30］，而后者则比较适合于宏观尺度上的计算。

煤制氢CCUS技术是以生产低碳氢气产品为主要目的，其

工艺过程涉及煤炭的开采、洗选、运输、制氢及碳捕集与

封存等众多技术环节，且各技术环节联系紧密。因此，基

于过程分析的生命周期评估方法更加适合用于评估其碳

足迹。

目前已有部分国内外学者采用生命周期评估方法量

化煤制氢的碳足迹。Li等［19］利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评估

了基于煤气化制氢技术的氢气生产碳足迹，评估结果约为

21. 78 kg CO2/kg H2。Burmistrz等［31］利用生命周期评估方

法对比了不同煤气化制氢工艺的碳足迹，结果表明，当引

入CO2捕集技术后，煤制氢的碳足迹可显著降低。Li等［32］

的评估结果也验证了这一观点，采用CCUS技术后煤制氢

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降低了 81. 72%。国际能源署（IEA）
评估结果表明，煤制氢技术的碳足迹约为20 kg CO2/kg H2，

是天然气制氢技术碳足迹的 2倍左右；结合CCUS技术的

煤制氢过程碳排放显著降低，碳足迹仅为 2 kg CO2/kg H2，

约为天然气制氢碳足迹的五分之一［18］。

上述已有研究对于煤制氢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算边

界的界定及相关参数的取值有所不同，故其评估结果存在

一定差异。例如，IEA［18］评估煤制氢碳足迹时仅考虑了制

氢环节的碳足迹，未考虑煤炭开采、洗选及运输等上游技

术环节的碳足迹。此外，部分研究［26-27］虽考虑了煤制氢上

游技术环节并在制氢过程中引入了CO2捕集技术，但未考

虑后续CO2运输及封存过程的相关能耗及碳足迹，而CO2
封存是 CCUS技术实现 CO2减排不可或缺的技术环节。

CCUS技术仅能作用于煤制氢环节，而从煤制氢的全流程

工艺来看，煤炭开采、洗选加工及运输等环节均会产生CO2
排放，CCUS技术的应用也会引起额外的能耗及相应的碳

排放。因此，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的碳足迹需要从全流

程的角度进行核算，以科学、合理地评估CCUS技术在煤制

氢过程中的减排贡献。此外，中国矿区众多，不同矿区生

产的煤炭在平均低位热值、含碳量等方面存在差异，现有

研究未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对于煤制氢碳足迹的影响。

为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文章拟在生命周期评估理

论的基础上构建“自下而上”的全流程碳足迹评估模型，

并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碳排放

核算方法，系统评估在中国开展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的

全流程碳足迹，揭示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碳足迹的内部

构成，从根源上寻找降低煤制氢过程中碳足迹的途径，以

期为中国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的发展提供相关参考及

政策建议。

2 煤制氢碳足迹评估方法

2. 1 研究边界

文章所探讨的煤制氢 CCUS技术改造主要涵盖煤炭

开采及洗选、煤炭运输、煤制氢气、CO2捕集、CO2运输、CO2
封存①等技术环节。中国能源平衡表中煤炭开采及洗选

的能耗被合并统计，故文章将煤炭开采、洗选两个技术环

节合并。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过程中产生的非CO2温室气

体以及由煤炭自燃所引起的碳排放均未予考虑。综上，

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的碳足迹核算边界如图1所示。

①文章虽采用“CCUS技术”这一概念，但不考虑CO2利用环节及其产生的相关碳足迹，其原因在于CO2利用方式多样，包括地质利用、化工利用

及生物利用等，其碳足迹核算边界难以界定。

能源
投入

煤炭开采
及洗选

煤炭运输 煤制氢气

CO2封存 CO2运输 CO2捕集

CO2
排放

图1 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全流程能源相关

碳足迹评价系统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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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碳足迹核算

2. 2. 1 煤炭开采及洗选

煤炭开采及洗选环节包括煤炭开采和煤炭洗选两个

过程。煤炭开采指将原煤从地下或露天矿山采掘或剥离

出的过程。煤炭洗选一般是指从煤炭中去除煤矸石或其

他杂质的过程。这些过程主要消耗原煤、燃油等化石能

源及电力、热力等。因此，煤炭开采及洗选环节的碳足迹

计算公式如下：

CFm&w =∑
i = 1

16
mi × NCVi × CCi × Oi × 44/12 +

mpower × EFpower + mhest × EFheat （1）
其中：CFm&w 表示煤炭开采及洗选环节的碳足迹

（kg/t）；mi表示开采、洗选单位煤炭所消耗的第 i种能源的

实物量（kg/t或m3/t）；i = 1，⋯，16分别代表原煤、其他洗

煤、焦炭、焦炉煤气、高炉煤气、其他煤气、其他焦化产品、

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其他石油制

品、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等 16种能源；NCVi表示第 i种燃

料的平均低位热值（MJ/kg或MJ/m3）；CCi表示第 i种燃料

的单位热值含碳量（kg/MJ）；Oi表示第 i种燃料的氧化率；

mpower表示开采、洗选单位煤炭所消耗的电力（kW·h/t）；

EFpower表示电力的 CO2排放系数（kg/（kW·h））；mheat表示

开采、洗选单位煤炭所消耗的热力（GJ/t）；EFheat表示热力

的CO2排放系数（kg/GJ）。

2. 2. 2 煤炭运输

目前中国煤炭的主要运输方式包括铁路运输、水路

运输和公路运输，其中铁路运输成本低、运量大，是中国

省际煤炭运输的主要方式；水路运输是中国煤炭运输的

第二大运输方式，包括海路运输和内河运输；公路运输是

煤炭运输方式中成本最高的，主要承担短途煤炭运输或

其他运输方式难以覆盖的地区的煤炭运输。不同运输方

式的碳足迹具有明显差异，除运输方式外，煤炭运输的碳

足迹还取决于其运输距离。

煤炭运输方式的选择较为灵活，其受地理条件、成本

因素的影响较大。为科学评估煤炭运输产生的碳足迹，

文章根据三种主要的煤炭运输方式的碳足迹及其平均运

输距离和运输量计算煤炭运输过程产生的碳足迹，算式

如下：

CFct = CFR
ct × T R

ct × ωR + CFH
ct × T H

ct × ωH + CFW
ct ×

T W
ct × ωW （2）

其中：CFct表示煤炭运输产生的碳足迹（kg CO2/t）；

CFR
ct、CFW

ct 和 CFH
ct 分别表示煤炭铁路运输、水路运输和公

路运输的单位碳足迹（kg/（t·km））；T R
ct、T W

ct 和 T H
ct 分别表示

煤炭铁路运输、水路运输和公路运输的平均距离（km）；

ωR、ωW和ωH分别表示铁路运输、水路运输和公路运输在

中国煤炭运输中的占比。

上述三种运输方式中，公路运输的单位能耗最高，铁

路运输次之，水路运输最低。中国煤炭铁路运输主要依

靠内燃机车及电力机车，前者主要消耗柴油，后者主要消

耗电力；煤炭公路运输使用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货车，其消

耗的主要能源为柴油；煤炭水路运输主要依靠轮船，其消

耗的主要能源也为柴油。因此，上述三种煤炭运输的单

位碳足迹核算方法如下：

CFR
ct = ECI Rct × EFdiesel × αI + ECERct × EFpower × αE（3）

CFH
ct = DCHct × NCV11 × CC11 × O11 × 44/12 （4）

CFW
ct = DCWct × NCV11 × CC11 × O11 × 44/12 （5）

其中：ECI Rct 表示铁路内燃机车运输煤炭时的单位柴

油消耗（kg/（t·km））；ECERct分别表示铁路电力机车运输煤

炭时的单位电力消耗（kW·h/（t·km））；αI和 αE分别表示

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在中国铁路机车中的占比；DCHct表

示货车运输煤炭时的单位柴油消耗（kg/（t·km））；DCWct 表

示轮船运输煤炭时的单位柴油消耗（kg/（t·km））。

2. 2. 3 煤制氢气

鉴于煤气化可能成为中国煤制氢工艺的重要途径，

故假设制氢技术路线为煤气化制氢。从技术原理来看，

煤气化制氢是煤粉、煤浆或煤焦与气化剂在高温下进行

部分氧化反应，生成氢气与一氧化碳的合成气，再经过变

换、低温甲醇洗工艺、氢气提纯等工序，得到高纯度产品

氢气的工艺过程，其工艺流程如图2所示。

煤气化制氢时，尾气中的 CO2是由煤炭中的碳元素

氧化形成。因此，当不考虑CCUS技术时，根据煤炭的平

均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碳含量以及氧化率即可计算出

煤制氢过程产生的CO2排放量，计算方法如公式（6）：

CFcth = Qcoal × NCV1 × CC1 × O1 × 44/12 （6）
其中：CFcth表示制氢过程的碳足迹（kg）；Qcoal表示用

于制氢的煤炭量（kg）。

2. 2. 4 CO2捕集、运输及封存

一般来说，CO2浓度越高其捕集能耗越低。普通燃煤

电厂烟气中CO2浓度约为 8%～15%，而煤制氢尾气中CO2
浓度则高达 80%～90%［34］，故煤制氢CO2捕集能耗远低于

燃煤电厂烟气CO2捕集能耗。此外，煤制氢CO2捕集所需

的能耗可由煤制氢厂自身提供，因此可不考虑CO2捕集能

耗所产生的碳足迹，以避免重复计算。CO2运输及封存过

程消耗的能源以电力为主［35］，因此其产生的碳足迹可根据

公式（7）计算。

{CF ccs
ct = Eccsct × dccs × EFpower

CF ccs
cs = Eccscs × EFpower （7）

其中：CF ccs
ct 和 CF ccs

cs 分别表示 CO2运输及封存环节的

碳足迹（kg/t）；对于专门生产氢气的煤制氢厂而言，其碳

排放规模较大，故文章假定CO2运输方式为管道运输，Eccsc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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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将单位 CO2压缩并运输单位距离所消耗的电力

（（kW·h）/（t·km））；dccs表示CO2运输距离（km）；Eccscs 表示向

CO2封存场地中注入单位CO2所消耗的电力（kW·h/t）。
2. 2. 5 基于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的氢气生产碳足迹

煤制氢 CCUS技术改造后其碳足迹主要由四部分构

成，即：煤炭开采及洗选环节的碳足迹、煤炭运输环节的

碳足迹、经CCUS技术捕集后剩余的煤制氢过程碳足迹及

CCUS技术引起的额外碳足迹。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全

流程碳足迹与氢气产量的比值即为生产单位氢气的碳足

迹，计算方法如公式（8）：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ï

CFH2 =
F 1 + F 2 + F3

Qcoal × NCV1 × ηcth /NCVH2
F1 = Qcoal × (CFm&w + CFct )
F2 = CFcth × (1 - ηc )
F3 = CFcth × ηc × (CF ccs

ct + CF ccs
cs )

（8）

其中：CFH2表示基于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的氢气生

产碳足迹（kg CO2/kg H2）；F1表示煤炭开采及洗选、煤炭运

输过程中的碳足迹（t）；F2表示CO2捕集后剩余的碳排放

（t）；F3表示CO2运输及封存环节的碳足迹（t）；NCVH2表示

氢气的平均低位热值（MJ/kg）；ηc表示 CO2捕集率；ηcth表

示煤制氢的能源转化效率。

3 数据来源与处理

煤制氢 CCUS技术改造的碳足迹评估涉及主要技术

环节的数据处理过程如下，主要相关参数见表1及表2。
3. 1 煤炭开采及洗选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的煤炭生产

量 249 516万 t标准煤［36］，折标煤系数取 0. 714 3［37］，故煤

炭开采的实物量约为349 315万 t，相应的煤炭开采及洗选

所消耗的各类能源见表 1。表 1中各类能源的消耗量数

据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7》［37］，原煤的平均低位热

值、单位热值碳含量及氧化率来自文献［38］，煤油的平均

低位热值参考《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

南》［39］，中国电力碳排放系数取自文献［40］，2017年中国

热力碳排放系数为作者核算得出，热力CO2排放系数=热
力生产年CO2排放量/热力年生产量。2017年中国热力生

产年CO2排放量是根据 2017年中国热力生产消耗的各类

能源实物量［37］并按照 IPCC提出的CO2排放核算方法［34］计

算得出，2017年中国热力生产量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7》［37］。表1中其余参数来自文献［41］。

3. 2 煤炭运输

铁路运输方面，电力机车的能耗约为 115 kW·h /（万

t·km）［42］；内燃机车的柴油消耗约为8. 82 kg /（万 t·km）［43］。

公路运输方面，汽车运输的柴油消耗为0. 22 L /（t·km）［44］，

柴 油 密 度 取 0. 84 kg/L，故 汽 车 运 输 的 柴 油 消 耗 为

1 848 kg /（万 t·km）。水路运输方面，轮船运输的柴油消耗

为 21. 5 kg /（万 t·km）［45］。从运输距离看，中国煤炭铁路、

公路和水路运输的平均距离分别是 640 km、179 km和 1
255 km［46-48］。从运输占比看，铁路运输占比最大，为80%；

水路运输次之，占13%；公路运输占7%［49］。

3. 3 煤制氢

Liu等［38］实地采样原煤 602组，采样矿点产量约占中

国产煤量的 96. 7%，602组煤样的平均低位热值为 20. 95
MJ/kg，平均单位热值含碳量为 26. 6 kg/GJ，故假定用于制

取氢气的原煤的平均低位热值与单位热值含碳量取上述

均值。氢气的低位热值取 143 MJ/kg［8］，煤制氢的能源转

化效率为44%～75%［9，32］。

3. 4 CO2捕集、运输与封存

已有研究表明 CCUS技术能够捕集煤制氢环节 90%
的碳排放［50］，故假定煤制氢环节的 CO2捕集率为 90%。

CO2管道运输的电力消耗约为 1. 3 kW·h /（t·km），CO2封
存的电力消耗约为10 kW·h /t［35］。CO2的经济运输半径一

般不超过250 km［51］。

原煤
备煤单元 气化单元 交换单元

制冷单元

丙
烯

丙
烯
液

酸性气体
脱除单元 变压吸附 氢气

空气
备煤单元

粉煤

氧气

灰
水

净
化
水

组合成气 交换气

灰水处
理单元

CO2
CO2捕集 CO2运输 CO2封存

图2 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工艺流程示意图

注：煤制氢技术工艺路线参考文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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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煤炭开采及洗选过程各类能源消耗情况及相关燃料参数

能源品种

原煤

其他洗煤

焦炭

焦炉煤气

高炉煤气

其他煤气

其他焦化品

原油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液化石油气

其他石油制品

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

热力

电力

消耗量

2 441. 33
1 433. 59
74. 91
2. 89
12. 23
0. 09
2. 58
0. 06
7. 21
0. 81

155. 51
0. 28
0. 04
0. 54
11. 58
1. 106

551. 99
881. 57

单位

万 t
万 t
万 t
亿m3
亿m3
亿m3
万 t
万 t
万 t
万 t
万 t
万 t
万 t
万 t
亿m3
万 t

千亿kJ
亿kW·h

单位热值含碳量/（kg C/GJ）
26. 6
25. 4
29. 5
13. 6
70. 8
12. 2
29. 5
20. 1
18. 9
19. 5
20. 2
21. 1
17. 2
20. 0
15. 3
15. 3
—

—

氧化率/%
92
93
93
99
99
99
93
98
98
98
98
98
98
98
99
99
—

—

平均低位热值/（MJ/kg或MJ/m3）
20 951
10 454
28 435
17 354
3 763
20 222
38 099
41 816
43 070
43 800
42 652
41 816
50 179
35 168
38 931
51 434

—

—

注：各类能源消耗量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9》。其他数据参考文献［38-41］获得。

表2 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的碳足迹评估主要参数

参数

EFpower

EFheat

ECERct

ECI Rct

αE

αI

DCHct

DCWct

T Rct

T Hct

T Wct

ωR

ωH

ωW

ηc

Eccsct

dccs

Eccscs

ηcth
NCVH2

参数说明

电力CO2排放系数

热力CO2排放系数

铁路电力机车能耗

铁路内燃机车能耗（柴油）

电力机车占比

内燃机车占比

煤炭公路运输能耗（柴油）

煤炭水路运输能耗（柴油）

铁路运输的平均运输距离

公路运输的平均运输距离

水路运输的平均运输距离

煤炭铁路运输占比

煤炭公路运输占比

煤炭水路运输占比

CO2捕集率

CO2吨千米运输能耗

CO2运输距离

CO2封存能耗

煤制氢效率

氢气平均低位热值

数值

0. 55
1 250. 70
0. 011 5
8. 82×10-4
60%
40%
0. 184 8
2. 15×10-3
640
179
1 255
80%
7%
13%
90%
1. 3
≤250
10

44%～75%
143

单位

kg/（kW·h）
t/1010 kJ

（kW·h）/（t ·km）
kg/（t ·km）

—

—

kg /（t·km）
kg /（t·km）

km
km
km
—

—

—

—

（kW·h）/（t·km）
km

（kW·h）/t
—

MJ/kg

数据来源

文献［40］
作者计算

文献［42］
文献［43］
文献［52］
文献［52］
文献［44］
文献［45］

文献［46-48］
文献［46-48］
文献［46-48］
文献［49］
文献［49］
文献［49］
文献［50］
文献［35］
文献［51］
文献［35］

文献［9，32］
文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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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分析与讨论

4. 1 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的全流程碳足迹

由于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各环节的部分参数具有不

确定性，故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的碳足迹也具有不确定

性。如图3所示，从全流程来看，若不考虑CCUS技术，煤制

氢技术的碳足迹为17. 47～29. 78 kg CO2/kg H2。若在煤制

氢过程基础上结合CCUS技术，其全流程的碳足迹约为2. 17～
8. 91 kg CO2/kg H2，具有较大的波动范围。煤制氢能源转换

效率对于煤制氢碳足迹的影响较大，当应用CCUS技术时，

CO2运输距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体的碳足迹。

为便于分析煤制氢 CCUS技术改造各环节的碳足迹

构成，对部分不确定性参数进行了处理。煤制氢能源转

化效率取均值，即 59. 5%，这与当前主流煤制氢工艺（冷

煤气制氢）的产氢效率（不到 60%）是基本吻合的［33］。参

考中国已建成投产的CCUS示范项目，CO2运输距离基本

未超过 100 km［53］，故此处假定 CO2运输距离为 100 km。
基于上述假设，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的碳足迹构成如图

4所示。

若不考虑在煤制氢技术流程中CCUS技术改造，煤制

氢的碳足迹为 22. 02 kg CO2/kg H2（图 4（a）），即通过煤气

化技术制取 1 t氢气需排放二氧化碳 22. 02 t。IEA评估

结果表明［18］，煤制氢的碳足迹约为 20 kg CO2/kg H2（仅考

虑煤制氢环节），而依据该研究结果，从全流程的角度来

看，煤制氢的碳足迹要高出 IEA评估结果约 10. 1%，其原

因主要在于 IEA评估煤制氢碳足迹时未考虑煤炭开采、

图3 煤制氢及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全流程碳足迹

图4 煤制氢及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全流程碳足迹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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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选及运输等上游相关技术环节的碳足迹且部分参数的

取值可能与该研究存在差异。

从全流程来看，煤制氢与CCUS技术结合后整体碳足

迹可由 22. 02 kg CO2/kg H2降低至 4. 27 kg CO2/kg H2（图 4
（b）），减排幅度约为 80. 6%，低于制氢环节 90%的CO2捕
集率。这主要是由于CCUS技术仅能够从煤制氢环节捕

集CO2，降低煤制氢环节的碳足迹，但无法降低其他环节

的碳足迹，且使用CCUS技术需消耗额外的能源并造成额

外的碳足迹。

从各技术环节的碳足迹贡献来看，当不考虑CCUS技
术时，煤制氢技术全流程碳足迹的最大来源是制氢环节，

约为 21. 57 kg CO2/kg H2，占比接近 98%；煤炭开采及洗

选、煤炭运输及氢气运输环节的碳足迹占比相对较小（图

5（a））。需要说明的是，此处并未考虑煤炭开采过程中的

CH4排放。实际上，煤炭开采过程中会导致一定的CH4排

放，且CH4排放量与煤炭开采方式、开采深度等因素有关。

一般地下煤矿开采的CH4排放远高于露天煤矿开采，前者

约为 10～25 m3/t，后者约为 0. 3～2 m3/t［54］，在 20℃、1个标

准大气压条件下，CH4的密度为 0. 67 kg/m3。从煤炭开采

方式占比来看，中国地下煤矿开采约占 95%，露天煤矿开

采约占 5%［49］。在百年时间尺度内，CH4的温室效应约为

CO2的 25倍［55］。按照上述参数折算，煤炭开采环节CH4排

放造成的碳足迹约为 282 kg/t（折合 3. 24 kg CO2/kg H2），

远高于煤炭开采环节能源消耗引起的相关碳足迹。因

此，未来需对煤制氢上游环节的非CO2温室气体排放给予

重视。

在煤制氢结合CCUS技术全流程过程中，煤制氢环节

对全流程碳足迹的贡献率最大，为 50. 5%；其次为 CCUS
环节，其碳足迹贡献率约为 38. 9%，但从碳足迹的绝对值

来看，CCUS环节增加的碳足迹仅为 1. 66 kg CO2/kg H2；煤

炭开采及洗选、运输环节碳足迹的绝对值保持不变，但由

于整体碳足迹降低使其占比增大（图 5（b））。上述结果表

明，当集成应用煤制氢与CCUS技术时能够有效降低煤制

氢环节的碳足迹，但CCUS过程将会产生部分的额外碳足

迹，未来应采取相关措施降低这部分碳足迹，如减少各环

节能耗，进而降低“蓝氢”的实际碳足迹。

4. 2 敏感性分析

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过程涉及众多技术环节，其全

流程碳足迹亦会受到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根据上述

计算结果，文章选取煤炭品质（主要考虑煤炭的平均低位

热值和含碳量）、煤制氢能源转化效率及CO2运输距离等

变量进行敏感性分析，以评估其取值变化对煤制氢碳足

迹的影响。其中，煤炭品质的影响在其他两种因素的敏

感性分析中交叉考虑。需要说明的是，平均低位热值较

低的煤炭一般不宜用于制氢。参考已有研究［26-27］，此处

仅考虑平均低位热值不低于 20 MJ/kg的煤样。按此标

准，上述602组煤样中共有353组煤样符合要求。

4. 2. 1 煤制氢能源转化效率

煤制氢能源转化效率是影响单位煤炭氢气产量的关

键因素，能源转化效率的提高能够在原料投入保持不变

的情况下提高氢气产量，进而降低氢气的碳足迹。文章

模拟了煤制氢能源转化效率由 44%增加至 75%时氢气碳

足迹的评估结果，如图 6所示。除煤制氢能源转化效率

外，其余参数设置与图4一致。

当煤制氢能源转化效率由44%增加至75%时，353组
煤样的平均制氢碳足迹将由 29. 37 kg CO2/kg H2降低至

17. 23 kg CO2/kg H2（不考虑CCUS技术），降幅约为 41. 3%
（图 6（a））。若考虑CCUS技术，当煤制氢能源转化效率由

44%增加至 75%时，353组煤样的平均制氢碳足迹将由

5. 65 kg CO2/kg H2降低至 3. 31 kg CO2/kg H2，降幅约为

41. 4%（图6（b））。上述结果表明，能源转化效率的提升对

于煤制氢碳足迹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正向效益。然而，随着

能源转化效率的提高，单位能源转化效率提升所带来的碳

足迹降低收益呈现下降趋势。当煤制氢能源转化效率达

到60%时，能源转化效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平均碳足迹可

下降约 1. 3%～1. 5%（图 6）。此外，由图（6）还可以看出，

煤炭品质对煤制氢碳足迹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所选 353

图5 煤制氢各技术环节碳足迹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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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煤样的制氢碳足迹的分布相对集中。当煤制氢能源转

化效率为 60%时，若不考虑CCUS技术，超过 72%的煤样

其制氢碳足迹为 21～23 kg CO2/kg H2；若考虑CCUS技术，

超过 85%的煤样其制氢碳足迹为 4～5 kg CO2/kg H2，这也

验证了评估结果的稳健性。

4. 2. 2 CO2运输距离

CCUS环节产生的碳足迹主要来自CCUS技术各环节

的额外能耗，未来随着CCUS技术的进步，各环节的能耗

将会有所降低，进而碳足迹也会随之下降。在该研究中，

CO2运输是影响CCUS环节碳足迹的主要不确定性因素，

而运输能耗主要与运输距离有关。为分析CO2运输距离

对于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碳足迹的影响，本文共选取了

6种运输距离情景：0 km、50 km、100 km、150 km、200 km
及250 km，结果如图7所示。

随着CO2运输距离的增加，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的

碳足迹将呈现上升趋势。不考虑CO2运输时（运输距离为

0 km），煤制氢 CCUS技术改造的平均碳足迹为 2. 65 kg
CO2/kg H2；CO2运输距离每增加 1 km，煤制氢 CCUS技术

改造的平均碳足迹将增加约 0. 015 kg CO2/kg H2。当CO2
运输距离超过 250 km时，需要建设额外的CO2加压站，届

时CO2运输环节的能耗和碳足迹将显著增加。因此，为有

效降低煤制氢 CCUS技术改造的碳足迹，需选择适宜的

CO2封存场地，合理控制CO2运输距离。

4. 3 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的碳足迹对比

为验证上述评估结果的可靠性，该研究选取部分典

型文献的评估结果进行对比，见表 4。IEA［18］在评估煤制

氢CCUS技术改造的碳足迹时仅考虑了制氢环节，故评估

结果相较该研究偏低。Burmistrz等［31］的评估结果处于该

图6 煤制氢能源转化效率对煤制氢碳足迹的影响

图7 CO2运输距离对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后碳足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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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评估结果的范围内，间接验证了该研究评估结果的

可靠性。Li等［32］的评估结果处于该研究评估结果的范围

内，但略高于该研究对不确定性因素进行处理后的评估

结果，原因在于该研究考虑了CH4、N2O等非CO2温室气体

的排放。综上所述，文章针对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的碳

足迹评估结果是较为可靠的。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 1 结论

鉴于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煤制氢在

我国氢能发展的初期及中期阶段将扮演重要角色。但发

展氢能的初衷在于实现能源结构的低碳化转型，因此降

低碳足迹将是碳中和目标下煤制氢前景的关键因素。从

全流程碳足迹评估结果来看，煤制氢技术的碳足迹偏高，

约为 17. 47～29. 78 kg CO2/kg H2。采用CCUS技术捕集制

氢环节 90%的CO2排放后，煤制氢CCUS技术改造的全流

程碳足迹可降至 2. 17～8. 91 kg CO2/kg H2。影响煤制氢

碳足迹的主要因素包括煤制氢能源转化效率以及采用

CCUS技术时引起的额外能耗。

煤制氢碳足迹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对各技术环节

涉及的相关不确定性参数进行处理后可以发现，中国煤

制氢平均碳足迹约为 22. 02 kg CO2/kg H2（不考虑CCUS技
术），高出 IEA评估结果约 10. 1%。CCUS技术能够捕集

制氢环节约 90%的碳排放，但CCUS技术自身也会增加能

耗及相应的碳足迹，CCUS技术引起的额外碳足迹约为

1. 66 kg CO2/kg H2。因此，从全流程看，CCUS技术对于煤

制氢碳足迹的减排幅度约为 80. 6%。从各技术环节的碳

足迹贡献来看，制氢环节是最主要的碳排放来源。此外，

煤炭开采环节产生的CH4排放也会导致煤制氢碳足迹的

显著增加，增量约为3. 24 kg CO2/kg H2。

5. 2 政策启示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驱动下，中国氢能产业进入快

速发展阶段，未来应长期致力于氢能技术创新，构建清洁

化、低碳化的氢能供应体系，统筹协调发展工业副产氢、

可再生能源制氢、煤制氢 CCUS技术改造等多种制氢途

径。对于煤制氢技术的研发，大幅提高煤炭转化效率，降

低制氢环节碳足迹至关重要；同时通过CCUS技术改造以

降低煤制氢碳足迹，不能忽视CCUS技术自身产生的额外

能耗相关碳足迹。未来应统筹考虑煤炭供应、煤制氢与

CO2捕集、CO2运输与封存等多重技术环节的高效衔接，合

理规划煤制氢上下游产业协同与空间布局。

从产业基础看，中国新疆、陕西、山西及内蒙古等省

份既拥有丰富的煤炭与油气资源，又具备较大的CO2封存

潜力，可作为未来发展煤制氢与CCUS技术集成应用的优

先示范基地。距离油田相对较近的制氢企业还可结合其

区位特点，如，通过油田封存CO2并提高原油采收率，将更

有利于降低技术应用成本。

此外，从全流程角度来看，煤制氢过程还会伴随着非

CO2温室气体排放，如煤炭开采环节会造成一定的CH4排

放，进而导致煤制氢碳足迹的大幅增加。未来政府及相

关企业需重点关注并严格管理煤制氢过程的非CO2温室

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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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footprint assessment of coal⁃to⁃hydrogen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CCUS in China

ZHANG Xian1，XU Mao2，XU Dong3，ZHONG Ping1，PENG Xueting1，FAN Jingl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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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3. China Energy New Energy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2209, China)

Abstract As a new type of energy with carbon⁃free, clean, high calorific value and various sources, hydrogen has been widely regard⁃
ed as an important energy carrier for the low⁃carbon transition of the global energy system. Hydrogen from coal will be the main hydro⁃
gen source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stages of China’s hydrogen development because other hydrog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re still re⁃
stricted in terms of technology maturity and cost, while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 technology is the key option to re⁃
alize coal⁃to⁃hydrogen with low carbon emissions. Due to the additional energy consumption caused by CCUS and the incompleteness of
carbon capture, coal⁃to⁃hydrogen with CCUS technology is still accompanied by carbon emissions from the full⁃chain perspective. How⁃
ever, relevant assessments are still insufficient. Given this situation,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coal⁃to⁃hydrogen with CCUS in China was
evaluated from a full⁃chain perspective in this study,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The full⁃chain carbon footprint of coal⁃to⁃hydrogen
in China was 17.47～29.78 kg CO2 / kg H2, which could be reduced to 2.17～8.91 kg CO2/kg H2 with CCUS technology; ② CCUS tech⁃
nology could reduce the carbon emissions from coal⁃to⁃hydrogen by 80.6% from the full⁃chain perspective; ③ Energy efficiency of coal⁃
to⁃hydrogen and additional energy consumption caused by CCUS wer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coal⁃to⁃hydrogen. In
the futu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relevant enterprises should put efforts to the research and deployment of coal⁃to⁃hydrogen with
CCUS to reduce the energy penalty of CCUS and increase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coal⁃to⁃hydroge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work could
provide a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low⁃carbon hydroge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also have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ener⁃
gy transition under the goal of carbon neutrality.
Key words coal⁃to⁃hydrogen; carbon footprint;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full⁃chain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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