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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信息-- 

973 项目第五届项目交流会于 2012 年 3 月 24-26 日在海口召开 

   

“新型高容量储氢材料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研究”973 项目第五届项目交流会

于 2012年 3月 24日-26日在海口市观澜湖酒店召开，会议由第二课题承担单位华

南理工大学承办。浙江大学张泽院士、首席科学家朱敏教授及项目学术骨干约 30

人参加了本次项目交流会。 

本次会议由首席科学家朱敏教授主持，各课题负责人汇报了近期的研究进展及

后三年的研究内容，各课题学术骨干介绍了近期研究工作的亮点，参会人员对各课

题研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张泽院士针对各课题的研究重点提出

了具体的建议：课题一侧重于理论研究，应摆脱指标的束缚，以天马行空的思维争

取更多创新；课题二可结合实验方法方面创新性较强的优势，进一步尝试多场引入

对材料性能的影响，真正发挥外场辅助方法对材料制备的作用；课题三可以深入研

究催化机理并筛选出性能好的催化剂，并为各课题提供催化剂以课题协作方式共同

改善储氢材料的性能；课题四既要研究材料科学的基础问题，也要深入研究新材料

与新工艺，调制出物美价廉的储氢新材料；课题五可以结合各课题研究的储氢材料，

同时另辟蹊径，为集成创新提供机遇。张泽院士还对该项目提出了期望，希望各课

题根据自身的优势，进行分工与合作，共同深入研究储放氢机理，在保证一定数量

和质量的文章的基础上，更多关注项目工作对国家的贡献。 

首席科学家朱敏教授总结了各个课题组前两年的工作，对各课题的研究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希望各课题能抓住研究重点深入研究，多为整个项目做贡献，

并鼓励有能力的骨干争取重大成果奖励。通过本次会议，与会成员进一步认识到加

强课题组项目内部乃至整个国际领域学术交流的重要性，明确了后三年的研究重

点，达成了专著出版意向并启动了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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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瑞士国家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Andreas Züttel 教授访问华南理工大

学和大连化物所 

    

瑞士著名学者、瑞士国家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氢与能源”部门主管、弗里

堡大学的 Andreas Züttel 教授分别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和 29 日访问华南理工大学

和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Andreas Züttel 教授于华南理工大学做了题目

为 The role of hydrogen in energy storage 的报告，于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做了题目为

Hydrides and hydrocarbons 的报告。报告中，Andreas Züttel 教授对当前能源问题和

储氢材料的研究现状、吸放氢机理做了详细的介绍，并提出了采用合成燃料替代矿

物燃料可解决能量密度损失的问题。报告会后，Andreas Züttel 教授分别与课题二

朱敏教授团队和课题四陈萍研究员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研究进展 1-- 

Mg-Ti-Pd 三层薄膜可实现室温下的可逆吸放氢 

MgH2 由于具有高的储氢量而倍受关注，然而其存在热力学稳定、放氢温度高、

动力学慢的问题，因此，大量的研究工作致力于改善其吸放氢性能。课题一通过制

备 Mg-Ti-Pd 三层薄膜可实现其在室温下进行可逆吸放氢。课题一采用磁控溅射的

方法，制备了一系列的不同厚度的以 Ti 为中间层的 Mg-Ti-Pd 三层薄膜。通过研究

发现，Ti 中间层的加入可以大大地改善 Mg-Pd 薄膜的储氢性能，其中当 Ti 层为 1nm

时，其氢化性能最好。究其原因可以认为是：1）Ti 层的加入抑制了 Mg-Pd 的合金

化；2）Ti 层的加入催化解离 H2 分子并提供了异质形核位。这项工作为 Mg/TM/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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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 为过渡金属）的储氢性能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由于其表现出很好的吸

放氢性能，镁基材料被视为是可应用在燃料电池汽车上的候选储氢材料。该研究工

作发表在 Dalton Trans (DOI: 10.1039/c2dt30253e). 

 

图 1 左图：不同样品在不同温度下的放氢速率；右图：不同样品的放氢活化能曲线 

 

研究进展 2-- 

纳米尺寸效应修饰氨硼烷改善其储氢性能 

氨硼烷（NH3BH3）因其具有高的理论储氢量（19.6 wt.%）和较温和的分解温

度成为化学储氢领域的热点，但是其存在 100
o
C 以下热动力学性能差和有毒副产物

产生的问题制约了其实际应用。课题二采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了以 MgCl2 作为催化

剂的可控尺寸的 PVP 载体氨硼烷纳米线，可实现 100
o
C 以下 45min 之内大于 10.0 

wt.%的放氢量，明显地改善了脱氢动力学和抑制副产物的产生（J. Mater. Chem. 

2011, 21, 14616）；采用氧化石墨烯（GO）与氨硼烷形成异质纳米结构并且利用 GO

兼具纳米尺寸、酸催化效应可实现氨硼烷低于 100
o
C 释放 15.2 wt.%的氢气，且整

个过程只产生 PB 一种产物，最后通过 PB 与肼在液氨中的反应促进了 AB 的化学

再生（J. Am. Chem. Soc. 2012, 134, 5464）。 

 

 

 

 

 

 

图 2左图：PVP 载体静电纺 MgCl2 掺杂的 AB 纳米线；右图：氧化石墨烯与氨硼烷形成异质纳

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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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究动态 1-- 

美国能源部投入 7 百万美元用于燃料电动汽车的氢存储技术的研究 

2011 年 12 月 12 日，美国能源部宣布投入超过 7 百万美元用于燃料电池电动

汽车的先进储氢技术的四个项目的研发，这四个项目分别由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

室、HRL 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和俄勒冈大学承担。这些项目旨在开

发新材料和能满足高效、安全运输的新式储氢罐从而降低储氢系统的成本并提高其

性能。这笔用于燃料电池的投资是为了促进国内的汽车制造商将更多的燃料电池设

备用于主流市场。 

国际研究动态 2-- 

美研究出氨硼烷的简单高效的循环再生方法 

氨硼烷(AB)是一种轻质高密度的储氢材料，可应用于燃料电池中。然而，目前

缺乏简单高效的由聚合乏燃料再生氨硼烷的方法，这将限制其成为可行的氢气储存

材料。Andrew D. Sutton 研究证明了氨硼烷的制取和再生可实现循环的过程。其指

出从肼中释放的氮气可以再生生成液氨，然后液氨又可转化回肼，这为肼的生产提

供了新的路线。与氨硼烷的再生过程联系起来，polyborazylen (PB)可在 40 ° C 的密

封压力容器中与液氨中的肼反应 24 小时转换回 AB，同时副产物只有氮气。另外，

AB 释放氢气又可以转化为 PB。这为氨硼烷的再生提供了新的路线。该工作发表在

Science , 2011, 18, 1426. 

 

图 3 左图：PB 的结构示意图；右图：氨硼烷的反应和再生循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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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究动态 3-- 

美研制出硼—氮基液态储氢材料 

美国俄勒冈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的 Shih-Yuan Liu科研团队研制出了一种硼—

氮基液态储氢材料，该材料是一种圆环形的硼氮—甲基环戊烷硼氢化合物。其在室

温下为液体，在空气和水中能保持稳定且可循环使用；放氢过程中使用常见的氯化

亚铁作为催化剂，环保、快速且可控、不发生相变，放氢使用的能量也能加以回收

利用。重要的是，新储氢材料为液态而非固态。液体氢化物储氢技术具有储氢量大、

便于利用现有储油和运输设备、可多次循环使用等优点，这将减少全球从化石燃料

过渡到氢能经济的成本。而氨硼烷是一种固体材料，因此，他们通过将环的数量从

6环减少到 5环等结构修改，成功地制造出了这种液态的储氢材料，其蒸汽压比较

低，而且，释放氢气并不会改变其液体属性。新材料也适合用于由燃料电池提供能

量的便携式设备中。这项技术进步为科学家们攻克现今制约氢经济发展的氢存储和

运输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相关研究发表在 J. Am. Chem. Soc., 2011, 133, 19326. 

 

图 4 液态储氢材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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