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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伟氢能科技

探索氢能应用技术

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动力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近年来，随

着氢能应用技术发展逐渐成熟， 以及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压力的持续增大， 氢能

产业的发展备受关注。 氢燃料电池汽车

作为一种“零排放，无污染”载运工具，成

为未来新能源清洁动力汽车的主要发展

方向之一。日前，由强伟氢能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的甲醇水氢燃料电池动力总成系

统开始在天河智慧城园区进行组装车测

试， 未来该技术将应用于氢燃料动力汽

车、通讯机房备电等领域。

甲醇重整制氢带来新突破

据了解， 现阶段氢燃料电池能源动

力车中， 氢气的储存方式主要为多级压

缩方式， 将氢气压缩至高压储氢罐中实

施运输，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我们现

在研发的甲醇重整氢燃料电池动力总成

系统是一种由甲醇水作为燃料， 通过重

整反应制取氢气后， 输送到氢燃料电池

进行发电，从而给整车提供动力的系统。

具有运输安全、 即开即用、 低成本的特

点，可用于新型氢能源汽车，应用范围拓

展至城市公交车、货运物流车、中重型卡

车。”强伟氢能科技产品设计工程师陈粤

升介绍道。

重型卡车作为干线物流的主要运输

工具，高排放量、大油耗的特点使得重卡

朝着氢燃料电池动力转型的市场需求不

断增大。陈粤升说，针对重卡物流车的工

作特性， 强伟氢能科技开展了大量相关

的研究和技术攻关， 研发出产氢量达到

650L/min-1200L/min的甲醇水制氢机。

据介绍， 该动力总成系统区别于小

型制氢发电装置， 采用中型车载式移动

制氢机匹配水冷燃料电池， 发电量可达

到 40-120kw 或更高， 可为大型车辆持

续提供能源。“此次组装测试主要包括车

载制氢机是否能稳定运行，车载制氢机、

氢燃料电池、重卡之间的联调是否合理、

稳定，路面测试等，为接下来真正的上市

应用做准备。 ”

氢能技术应用于多个领域

据了解，强伟氢能科技于 2018 年在

香港重组成立，集研发、生产、销售、运营

维护于一体。 同年， 在广州设立分公

司———广东能创科技有限公司， 致力于

氢能技术研究。 依

托团队多年来的技

术积累和经验， 强伟

氢能科技将“甲醇重整

制氢技术”和“燃料电池发电技术”整合，

应对不同的场景需求， 研发并制造出各

种制氢设备以及氢能发电设备， 突破了

氢气的“制、储、运、充”等安全技术瓶颈。

该企业主要产品包括 MHG 系列甲

醇水制氢机， 主要市场面向各大科研院

校、氢能研究中心、燃料电池研发生产厂

家以及加氢站；MFC 系列甲醇水氢燃料

电池发电机， 其用户为中国铁塔及三大

运营商，边防哨所、企业备电及东南亚多

国的电力公司。2019年 10月 31日，与中

国移动合作， 在天河建成并投产国内首

个应用甲醇水氢燃料电池发电机作为备

电的 5G 业务汇聚机房。 其发电机在额

定功率工作状态下， 可稳定运行 8 小时

以上， 完全替代了原有的蓄电池及柴油

发电机组。

此外，强伟氢能科技的MVS系列甲

醇重整制氢动力总成， 主要服务于重卡

和大巴车的生产制造企业。去年，强伟氢

能科技与一汽解放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

议， 共同进行甲醇重整燃料电池载货车

匹配技术研究。陈粤生表示，近期公司将

在广州选址建设标准化厂房， 建立智能

一体化生产线，预计于 2021 年产线落地

应用。

金山办公

打造智能办公新体验“云”办公逆势而上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实习生 马

逸悦）

在传统线下办公受疫情影响的情

况下，位于天河科技园科韵园区的广州

金山移动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云办公

的研发及应用，提供智能化远程办公服

务，实现经济逆势增长。 今年 1~5 月，该

企业营收达 1977.93 万元， 比去年同期

增长 265.9%。

不断革新技术 满足用户需求

据了解， 金山办公起步于 1988

年，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成功实现了

互联网化转型， 该企业业务已从传统

单一的工具软件， 发展成为全球领先

的办公软件产品和服务提供商。 广州

金山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是北京金山

办公软件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是金山办公的技术研发中心

之一。 目前主要涉及办公软件产品的

研发及应用推广、云办公应用、办公增

值服务等。

“作为互联网企业，我们很重视技

术的突破。 早在 1988 年我们就在珠海

成立了技术研发总部， 形成了对兼容

性，展示效果，计算能力，多产品端、多

平台的核心技术性的突破。 ” 金山办公

助理总裁、广州金山研发中心负责人朱

云峰是广州金山公司的创业元老，他参

与并见证了金山办公在广州的发展。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金

山办公紧跟时代脉搏，在原有基础办公

服务的积累上， 研发了可兼容多系统、

跨平台的在线办公软件，满足用户在移

动端新的场景应用， 建立起远程协作，

多设备、多人共享的云上办公体系。 朱

云峰说，“金山的核心技术就是用最简

单的方式满足用户多元化办公需求，让

办公变得更加便利。 ” 2019 年 11 月，金

山办公登陆 A 股科创板，凭借连续多年

接近 40%的研发占比，成为中国高科技

企业创新发展的代表性企业之一。

开启智能办公“云”时代

2019 年至今，金山办公积极在“云”

和人工智能领域做进一步研发和探索。

今年春节以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云办公（

远程办公

）成为诸多企业在特

殊时期的主流选择，金山办公也迎来了

逆势发展的新机遇。

“用户在 WPS 注册登录后，可上传

云端存储‘云文档’，能在手机、平板上

随时随地查看编辑。 即使遇到设备突发

断电的情况，云端的实时保存也能避免

数据的丢失。 ”金山办公广州研发副总

监张越现场演示了“云办公”的智能化

应用。 张越介绍，WPS 还具备多人共享

和在线协作编辑功能，并可发起在线会

议， 尤其适合企业多人远程办公场景。

在疫情期间，这些服务满足了众多用户

在线办公的需求。

“2019 年年底， 金山文档月活只有

6700 万。 受延时复工影响，各公司远程

办公需求爆发式增加， 截至 2020 年 3

月 2 日，金山文档月度活跃用户数达到

2.39 亿（

位列办公商务类微信小程序第

一

），”朱文峰告诉记者，基于海量的用

户和文档数据，金山办公又以 5G、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做创新，推出

智能翻译、校对、智能美化排版等个性

化增值服务。

至于用户的数据和文档都上“云”，

安全性如何保障？ 朱云峰表示， 金山

WPS 的“云”办公有很高的安全性，除常

态化的安全措施外，金山办公对用户数

据进行严格管控，将数据转化为机器语

言后即使是后台人员也无法识别和读

取，加上传输体系加密，可防止第三方

窃取、篡改，最大限度地保护用户的隐

私。 伴随“云办公”时代的到来，未来金

山办公将坚持“云，AI，多屏，内容”发展

战略，引领“以云服务为基础，多屏、内

容为辅助，AI 赋能所有产品” 为代表的

办公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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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伟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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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水制氢机。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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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金 山 移动

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员供图

金山公司在珠海的研发中心。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