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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化带动氢能经济的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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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风能和太阳能潜力 

主要城市方圆 1,000 英里内 

全球风能潜力 
理想太阳能和风能 

理想：6.6+ 

全球风能潜力 
理想：>2,500 

理想太阳能和风能 

不适合 

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生

活在这个圈子里，风能

和太阳能的潜力有限。 

图 1：全球风能和太阳能潜力。（来源：Peter Ziehan） 

引言 

能源转型，伴随着全球对能源和化工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已经对经

济和能源价值链的所有参与者产生了影响。未来 10 年，这些地缘政治力量将

在这些行业中分出胜负。 

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地理意义上分布不均。亚洲许多地区面临

的挑战是，能够生产丰富太阳能或风能的地区交通不便（见图 1）。此外，

液体燃料在航空和海洋运输等多种应用中难以替代。 

更重要的是，交通工具电气化和其他应用将来会为金属加工创造巨大需

求，而这又产生了无法确定的碳生命周期的影响。 

       氢能的引入。氢能提供了填补很大一部分世界能源需求的机遇，而且可

以无碳生成。然而，氢能也带来了一些挑战，特别是在储存、运输、电解生

产成本、电解可再生电力的来源和可用性、碳捕获成本和效率（就蓝色氢能

而言）和安全方面。相比其他能源（比尔·盖茨在 2020 年创造的“绿色高级

能源”），减少使用氢能的成本损失竞赛正在展开。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但氢能经济的强劲势头已经反映在公布的大规模生

产和储存氢能的资本项目上。事实上，一些地区正在研究将氢能经济作为重要

的零碳替代品这一可行性。 

 
  



 

 

图 2：解决氢能价值链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 

氢能经济：关键数字解决方案 
为推进氢能经济，我们需要创新、快速扩大规模和先进的运营策略 

加速氢能产品创新 

（过程建模与经济） 
 加快从研究到建设的过程 

 改进转化过程 
 彻底评估替代品 

 改善燃料电池经济 

 消除储存和运输风险 

消除风险并优化氢能价值链 

（系统风险建模、规划和调度） 

 打造正确的价值链 

 优化与天然气网络的整合 

蓝色氢能和氨气资产优化 

（数字孪生、能源建模、APC） 

 优化能源使用 

 优化生产 

 碳捕获 

快速可重复的设计与操作 

（过程建模、协作式 FEED） 

 需要扩大规模 

 用最少的人员操作复杂工厂 

数字技术将是实现氢能经济、加速和消除创新风险、实施风险以及更快

更好地扩大和优化氢能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是克服诸多价值链障碍，

最大化商业化、设计和供应链，以及促进生产和经济的基础。 

哪些数字技术是最重要的？将氢能作为能源进行开发涉及到从生产到最

终使用的完整价值链，并包含了从创新到大规模可靠运行的整个商业化生命

周期。目前，资产优化软件的创新跨越了设计、运营、供应链和维护等多个

领域，是应对这些挑战的不二之选。

 

这些解决方案结合了对氢能和碳捕获过程的建模、跨价值链的风险和可

用性评估，并结合了随机建模和资产健康监测（见图 2）。

  

数字技术将为可持续发展革命提供动力。 

- Al Gore，世代投资管理公司，主席， 

2021 年 1 月 22 日，达沃斯 



 

 

数字技术在氢能领域的作用 
简单地说，软件技术将成为行业内谋求成功驾驭能源转型的战略资产。就氢能经济而言，数字技术将成为降

低氢能成本、评估和优化诸多价值链替代品、消除价值链安全扩张的制约因素的主要加速器。 

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下是当前的数字技术如何实现向氢能的加速转化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影响的关键功

能领域： 

 在降低成本的同时，采用先进的方法进行创新和选择。严苛的过程模拟软件可表征氢电解、氢重整

工艺、其他创新的氢合成方法、氢液化和管道运输-这些加速了商业化，改善了资本获取。1 

加速创新的几个具体数字技术机遇包括： 

 混合模型将人工智能(AI)与新工艺的第一定律模型结合，包括膜技术、合并重整、碳捕获和新

型工艺 
 基于速率的碳捕获模拟建模 

 处理电化学的强大严谨的模型 
 用于评估在选择竞争环境下的数千种备选方案的优异计算能力 
 在概念设计和试点工厂测试期间，综合经济学可以快速筛选技术经济的替代方案 

 整合协作工程工作流程。跨职能团队将能够快速选择概念、扩展设计、执行项目，并使用模块化设

计来加速工业实施。这将使项目时间表缩短 50%或更多。2 

 促进先进的综合供应链计划。新软件的发展优化了氢能经济价值链与现有天然气和电力网络的整合。 

  



 

 

 实现工艺自动化以建立自优化工厂范例。氢电解、碳捕获、原油制化学品和工业规模燃料电

池等新技术将尽可能自动部署，以弥补高技能操作人员的短缺。³ 

 利用风险和可用性建模优化价值链。利用新功能来评估氢能的生产、运输、储存、最终使用

选项以及风险，以实现可靠的能源目标。 

对于氢电解和燃料电池而言，电化学模拟、动力学处理和随机变异都是至关重要的。过去 30 年来，从

电解、蒸汽重整到碳捕获和燃料电池，先进的建模和数字孪生解决方案在制氢研发领域发挥了突出作用。

AspenTech 建模技术的严密性、准确性和灵活性使其成为行业内，政府研究以及与氢能和碳捕获相关的学

术活动的首选。 

Aspen Plus®是一个屡经验证的建模解决方案，因其严格模拟复杂的化学过程并对电化学进行有效仿

真的能力而用于燃料电池和氢电解工艺等应用。快速估算经济效益的能力也使其成为技术经济分析的战略

工具。 

氢能面临的挑战：扩展、配送和可靠性 

为加速氢能的生产并同时实现可观的经济效益，我们提示您关注以下领域：（1）转化效率、过程优

化和扩大制氢的规模-包括选择最有利的生产方式，以降低生产成本；（2）开发低成本、高效的氢配送和

存储价值链，包括评估氨、低温氢和固体氢等载体替代品；（3）实施低风险、高可靠性且具有成本竞争力

的氢能最终用户技术。 

  



 

 

绿色和蓝色氢能生产的核心挑战包括识别和快速评估最高效的电解和/或膜转化方法、评估催化剂和吸

收剂选项的经济效益，及基于最高成本的瓶颈改善经济效益。 

下文图 3 总结了基本选项的简化状态（当然，实际情况更加复杂，因为碳捕获必须与蓝色氢能合成相

结合）。在概述的框架内，若干关键的备选方案包括： 

 

 

 

氢能生产：实现清洁氢能商业化的方法 

 过程 优点 缺点 成熟度 效率（%） 相对于 SMR
的成本 

Aspen+，

HYSYS 模型 

蓝
氢

和
灰

氢
 

蒸汽甲烷转化（SMR） 最佳氢碳比 二氧化碳排放 成熟 70-85 11 两种方法皆是 

部分氧化 无催化剂 二氧化碳排放 成熟 60-75 1.8 1 两种方法皆是 

自热重整  二氧化碳排放 研发 60-75 1 两种方法皆是 

石脑油重整  氢是副产品 成熟  1 两种方法皆是 

C
U

 碳捕获 

（蓝氢的必要环节） 
了解技术 高能耗惩罚 早期商业化 不适用 不适用 两种方法皆是 

棕

氢
 

煤的气化 规模大，成本低 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成熟 60 1.4-2.6 1 Aspen+ 

绿
氢

 生物质气化 碳中性 低效率 研发 35-50 2.0-2.4 Aspen+ 

电解水 二氧化碳，可扩展 价格昂贵 成熟 10-50 3-10 两者和 ACM 

风能/太阳能辅助电解水 无二氧化碳 系统需要优化 研发   两者和 ACM 

光生物、光电子化学、薄膜太阳能 无二氧化碳 技术未被证实 研发 可能>50  Aspen+、ACM 

1 不包括二氧化碳捕获成本 

图 3：主要的制氢技术选项、经济优势/劣势，以及最后一栏中用于设计和优化这些选项的主要建模系
统。  



 

 

能源转型至氢能经济 

实现净零碳的途径 

影响成本的能力 

 

 

Aspen 资本成本估算程序

Aspen 基础工程设计
OptiPlant3D 

 投入的总成本 

可行性、概念和基本

设计 采购 

设计和构建 

允许 

改善文件制定、授权和资格 

调试 

创新扩大挑战 

启动 

现金流 

Aspen Plus 碱性电解厂过程流程图 

控制体积 

PEM 电解 

设计 

操作 

维护 

挑战 
 加快上市 
 优化过程和成本效率 

 有效地操作创新工艺 

优势 
 加快技术-经济效益分析 
 在设计和运营中提高工艺和能源效率 

 最大限度提高正常运行时间和安全性，并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液态氢卡车 

或 或 或 

或 设计 

操作 

维护 

氢管道 压缩氢长管拖车 

转化 
氨/甲醇/LCHC 

或直接使用 

合成 CH4 
+二氧化碳/一氧化碳 

（甲烷化） 

氢 
氢 

LH2 LH2 

燃料 

空气 排气 

RECU 加热器 2 

AFTERBUR 加热器 1 

  阴极 

阳极 分裂 

预制 混合制冷 

图 4：用一套数字解决方案解决氢价值链。 

核心 1 核心 2 核心 3 

NIX-100 

TIC-JT2 

LKG-VLV 

TIC-JT2 

TIC-JT1 

生产 

-阴极 

配送与存储 使用量 

+阳极 

阴极 阳极 

膜 

阳极： H2O2H++½ O2 +2e- 
阴极： 2H++2e-H2 
总电池： 2H2OH2+½ O2 

风扇 

PUMPCOCL 

PUMP-R2 

STACK 

TRAP-H2 

PUMP-R1 混合 

PUMPH2O 

O2-OUT 

PURG-2 

O2 PROD 
TRAP-02 

W-STACK 

Q-LOSS 

O2 STACK 

H2O-IN 

H2O-FEED 

R-O2-KOH 

R-INLET R-H2-KOH 

PURG-1 

H2-OUT 
H2-PROD 

H2-STACK 

W-FAN 

WP-H2O 

Q-LOSS-F 

WP-COOL 
WP-R2 WP-R1 

IC-R1 IC-R2 COOL-OUT 

COOL-IN 

Q-02 
Q-LOSS 

1. 分布式制氢模块与大型集中式制氢模块的对比。 

2. 一种分阶段的方法，首先利用蓝色和绿色氢能，久而久之，经

济效益的改善和技术风险的减少，迁移到更高效率的绿色氢能。 

3. 研发降低燃料电池的最终使用成本、电解生产，并降低运输和

存储风险。 

4. 短期内关注更大规模的集中式终端应用，如发电和电网存储。 

解决方案：在整个价值链中进行数字化 

随着行业向氢能转型，企业寻找跨越整个价值链的资产优化软件至关重

要，以便解决生产、配送、存储和使用等关键领域的问题。（见图 4。） 

以下是对当前的数字解决方案协助客户探索氢能经济的所有途径的近距

离观察。 

  



 

 

能源/碳处理 氢生产 氢转化/运输 氢用户 

总成本 

核电 

核电 

其他碳氢

化合物燃

料 

所付碳排

放税 

所付碳排

放税 

所付碳排

放税 

所付碳排

放税 

其他可再生

能源 

太阳能 

风能 

火电 

能源储存 装

置... 

原料 原料 原料 原料 

装置

装置

装置
3... 

ASU 

蒸汽甲烷

改造炉 

电解槽 

重工业用电 

氢燃料电

氢燃料电

池汽车 

氢燃料电

池汽车 

氢燃料电

池汽车 

氢燃料电

池汽车 

LFCV 

住宅用电 

商业用电 
氨生产 氨运输 氢分离/压缩 

发电量
MW 

发电量
MW 

发电量
MW 

总氢 

图 5：Aspen Fidelis 的端到端氢经济价值链建模有利于建立最佳投资战略，最小化风险，最大化经济效

益和能源可用性。 

氢经济 

选择绿色或蓝色技术-系统解决方案 

氢能经济提供了许多替代品和产品组合。对技术最适当的选择将高度依

赖于地区性能源产品选项、行业参与者和政府政策。目前，从欧洲、中东、

亚太到拉丁美洲的行业参与者都在通过不同途径来实现相同的最终目标。 

为有效理解替代方案、经济效益和风险，全面了解系统风险至关重要，

特别是在评估对拟议价值链的影响时。这正是像 Aspen FidelisTM 这样的系统

风险分析工具的理想之处，因为它包含了内置、专业的氢能经济模型，以便

分析（见图 5）。 

创新和概念设计 

绿氢电解。当今定制装置建模技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以独特方式处理

电化学，包括电解液特性和电源到模型的电解，端到端等。天然气和化工制

品供应商，如空气产品公司和法国液化空气集团，目前正在利用解决方案，

推动与电解反应堆相关的建模前沿技术发展，实现氢能生产。 

蓝氢-重整。在从天然气或煤生产氢能的过程中，一流的工程软件对于工

艺路径和能源使用进行建模与优化。空气产品公司是蓝氢和绿氢领域的领导

者，目前能够有效进行碳捕获。该公司近期展示了一项关于氢能建模的案例

研究，以优化已建成的氢工厂来部署蓝氢。 

碳捕获。碳捕获在业内正

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注意力。由

于碳氢化合物和金属在全球能源

和资源组合中继续迎来需求，二

氧化碳仍旧是转化的副产品。利

用多种技术替代品的碳捕获技术

正迎来更广泛的商业可行性。 

  



 

 

主要面临的挑战包括在二氧化碳捕获期间使用尽可能少的能源，在复杂

的化学中优化二氧化碳捕获工艺，有效将催化剂和吸附剂材料的回收再利用

最大化，以避免产生二次废物处理。 

在解决这些技术挑战，提高经济效益，以及在确保操作完整性、能源优

化和改进时，先进生产过程建模至关重要。客户需要寻求高度差异化的、基

于速率的建模-这是对基于溶剂的碳捕获过程进行建模的最严格、准确和有效

的方法。此外，定制装置建模和基于人工智能的混合模型可用于对目前正在

测试的用于碳捕获的先进膜技术进行建模。 

使用数字工具的碳捕获领域的领先

者实现了创新跨越式发展，包括深耕于

该领域的多数大学、数个政府科研实验

室和研发中心，如美国国家能源技术实

验室、麻省理工大学能源中心、美国北

达科塔大学的能源与环境研究中心和加

拿大矿山与能源中心。也有几家关键商

业公司也参与了碳捕获，如康世富科技

公司（壳牌技术集团旗下的碳捕获化工

公司）、陶氏化学、福陆公司（拥有碳

捕获技术）、碳捕获公司., 碳工程公司、

挪威蒙斯塔德碳捕集技术测试中心等。

一些炼油厂和化工制品生产商也在使用

化学和能源模拟软件来对端到端的碳捕

获进行建模（在碳捕获过程中创造价值

的数字解决方案见图 6）。 

氢液化和存储。强大的建模环境可预测氢液化设计的性能和安全性。例

如，Norwegian NTNU（挪威科技大学），已展示如何利用 Aspen HYSYS®

等工具实现严格的液化建模。 

燃料电池技术。与电解一样，当今的数字应用程序在建模和改进燃料电

池技术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动力和灵活性。在这种情况下，吸附建模和动态建

模等领域也是在这些工具中的关键元素。燃料电池领域有几十家公司正在利

用这些技术，其中包括，生产分布式工业燃料电池装置的燃料电池能源有限

公司，以及韩国的斗山集团（见图 7 燃料电池系统模型案例）。 

  

数字孪生 
（线上过程模拟） 

使用 AspenTech 解决方案实现先进碳捕获有效性和经济性 
碳捕获需要在溶剂化学与精馏塔设计等方面进行创新以实现效率与能源的双重优化 

 监测操作中的分离效率 

 可行的改进措施 

 测量趋势并报告二氧化碳

捕获，以便进行报告和问

责 

控制/优化 
（生产优化） 

 对所有能耗装置采用先进控制 

 设置控制策略以优化碳捕获期间

的能源使用 

工艺创新 
（过程和混合建模） 
 对已优化工艺进行设计以实施有效碳

捕获 

 根据试点工厂的数据扩展工艺 

 优化生产过程作业条件 

 选择充分的溶剂和蒸馏塔段 

 蒸馏塔和交换器设计 

 经济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究 

经济效益和风险 
（过程建模、协作式 FEED） 

 经济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

究 

 对扩展产生的经济效益和

图 6：削减碳捕获成本的关键数字解决方案。 



 

 

备选方案和商品化 

如今的数字解决方案提供集成的工作流程，在研发、概念设计、技术经

济可选性和商业化过程中提供强大的创新能力。事实证明，这些先进工具对

于降低氢燃料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规模化生产至关重要。关键差异如下： 

备选方案工作流程：快速找到从成本、可持续发展和可靠性的角度出发

的最佳技术与以实施： 

 高性能计算和集成解决方案可以快速筛选数千种过程替代方案，并确定

领先的候选方案，这在最优工艺设计尚在发展的领域，如绿色氢和碳捕

获中至关重要。 

 企业还可以利用综合经济和成本建模、能源效率优化和风险建

模工作流程来探索不同替代方案的成本和能源敏感性。欧洲炼油技术年

会、挪威威蒙斯塔德碳捕集技术测试中心、美国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等

机构正在使用这些工具在概念开发期间进行技术经济效益评估。 

概念布局工作流程： 

 概念性 3D 布局软件与生产过程模拟的结合，可优化现有或新工

厂在约束条件下的过程设计。在分布式实施的情况下，可以将燃料电池

装置或氢能生产装置安装到现有场地，如发电厂或加油站。这种方法已

被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采用，在概念设计过程中重用资产 3D 模型。 

模块设计工作流程： 

 一系列模块化设计工具可快速开发可重复使用和可重组的设计，

用于分布式氢能生产、工业燃料电池或碳捕获，并达到公司战略需要的

范围和规模。 

  

氢能的终端应用 
数字技术解决燃料电池带来的挑战并创造价值 

图 7：燃料电池的设计和优化建模案例，证明了安全性、效率和经济效益。 

挑战 
 设计燃料电池并使之商业化 
 有效运行电力系统 

 终端使用安全和废热管理 

效益 

 为氢能的安全使用设计出具有成本

效益的燃料电池 
 优化集成化电力系统的运行 
 高效的热电联产和热电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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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能源和化工企业的关键可持续发展杠杆。 

可持续发展价值链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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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工智能驱动的工作流程： 

 当您可以基于实验室和实验数据（混合模型）建立模型，并利

用人工智能来确定实施和消除氢能配送供应链瓶颈的战略时，就可以更

快地发现机遇。 

先进控制和优化 

一流的自适应过程控制和动态优化技术对以氢能生产和碳捕获为代表的

新型复杂技术的控制和可靠性至关重要。许多炼油厂对其现有氢厂使用了自

适应过程控制，并实施动态优化，这大大降低了能源消耗、氢损失和燃烧，

如西班牙石油公司 RLR 炼油厂的氢网络。 

集成化供应链 

氢能经济需要一个渐进的方式，将现有的能源配送供应链转变为能够处

理灰色、蓝色和绿色氢能的供应链。如今先进的规划、调度和供应链工具为

Bold Reliance 这样的能源公司提供了统一平台，以独特方式处理跨企业的端

到端供应链。此外，企业风险建模系统将成为理解供应链实施的关键成功因

素。 

氢能之外：短期和长期可持续发展 

如今的能源行业正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实现净零碳排放的需求、宏观经

济对碳氢化合物的全球需求的影响、能源转型势头强劲，对可再生电力和零

碳运动解决方案的需求不断增加。  

在 2021 年 1 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上，比尔·盖茨谈到了建

立可信赖的全球碳市场的必要性，这将刺激大量资本投资转移到低碳领域这

一需求。他特别谈到了氢能经济、碳捕获和能源存储，以及绿色高级能源和

通过扩大规模和投资推动新技术经济。 

  

https://www.weforum.org/events/the-davos-agenda-2021


 

 

图 9：AspenTech 解决方案以战略方式为可持续发展用例创造价值。 

技术解决方案集赋能可持续发展用例 

排放（所有

GHG 来源） 
能源和水效

率 
生物燃料 碳捕集和利

用 
绿色和蓝色

氢 
原油到化学

品 
太阳能/风能/

可再生能源/

塑料和材料回

收 
二氧化碳到

化学品 
创新工艺/

产品 
生物基原料 

资源效率 能源转型 循环经济 

全
体

 
性

能
工

程
 

产
品

优
化

 
价

值
链

 
A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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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与执行 

供应/价值链优化 

废物核算 

预防性维护和资本健康 

主要影响 支持性作用 

 在氢能经济、生物燃料和其他能源转型战略

的创新、规模化和实现竞争优势方面，目前已有

独特和差异化的技术。 

图 8 总结了预期将生产工艺行业用于主动推

动脱碳和能源转型的价值创造杠杆。此外，氢能

还为循环经济项目提供了能源，以减少生产过程

中的排放和浪费。 

利用目前的数字解决方案，快速采纳、扩大

规模和获得竞争优势可以加快氢能经济、碳捕获

和生物燃料的价值兑现，这对于您而言是一个意

义重大的机遇。 

快速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技术

解决方案 

能源转化的复杂性需要平

衡企业资产的许多目标，并采

用基于数据和定量的方法。数

字化和工业人工智能将是实现

这一平衡的关键工具。Al Gore

在 2021 年 1 月的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上表示： “可持续

发展革命将由数字技术推动。” 
图 9 显示了数字技术如何与行

业正在考虑的能源转化的基本

要素紧密相关。 

  



 

 

图 10：由 AspenTech 技术解决方案创造的可持续发展价值案例。 

AspenTech 在实现可持续性方面成绩卓著 

减少 10-50%的易散性排放 

减少 9%的能耗和

二氧化碳排放 

第二代生物燃料 

从二氧化碳到化工制品 

优化蓝氢和绿氢 

用于捕获二氧化碳

的新溶剂 

监测整个炼油厂的排

放情况 

棕榈油转化为聚合物 

风力涡轮机的可靠性

和正常运行时间 

加速碳捕获的创新 

监测气田的二氧化碳排

放并减少 5%的用水量 

TECHNOLOGY 
CENTRE 
MONGSTAD PureCell 燃料电池 

在整个厂区减少 17.5% 
的二氧化碳排放 

减少价值链中的二氧化碳

排放和塑料废料 

在世界级的乙烯厂中节省 
15% 的能耗 

减少炼铝过程中的能耗 

图 10 总结了公开披露的由数字技术创造的可持续发展价值的案例研究。 

 

  



 

 

结语 

为什么现在与 AspenTech 合作？ 

当前的宏观经济重心转向可持续发展和能源

转化，其背后的动力使得更进一步的紧密协作对

于当今行业和技术参与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吸引

力。双方的创新思路可实现前所未有的突破。 

利用工业规模的氢能生产和碳捕获技术实现

能源转化的领导地位需要无与伦比的创新力、创

造力、敏捷性和执行力。AspenTech 这样的软件

技术创新者可以从无论个人还是整体层面为客户

补缺增值，这是显而易见的。。 

使用技术创造股东价值的领域包括： 

● 上市时间：将创新、备选方案、概

念选择和资本投资决策加速 50%（或 6-12 个

月）。 

● 生产成本：通过可视化估算降低资

产成本，通过优化设计节约能源和水，并将

新技术有效应用到现有设施中，从而降低运

营成本。 

 

● 正常运行时间、安全和风险：利用

人工智能和分析工具来降低风险，同时提高

正常运行时间、安全性和可靠性。 

● 客户满意度：最大化供应链的灵活

性和弹性。 

当您在谋求自身的转型方向且考虑最符合您

需求的技术时，我们邀请您通过 AspenTech 了解

更多可行的、屡经验证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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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Aspen Tech 

Aspen Technology（AspenTech）是一家资产绩效优化领域的领先软件供应商。我

们的产品能够在复杂的工业环境中蓬勃发展，得益于在优化资产设计、操作和维护生命周

期等方面的卓越表现。AspenTech 独创性地实现了将数十年的生产过程建模专业知识与

机器学习的结合。我们专门设计的软件平台通过在整个资产生命周期中提供高回报，从而

将知识工作自动化并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因此，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公司可以最大限度

延长正常运行时间，实现性能最大化，以更安全、环保、长久、快速的方式运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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