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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绿色的氢炙手可热,作为元素周期表上的第一种元素,燃烧干净,只留下水蒸气,碳排放量
为零,因此长期以来被吹捧为一种几乎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这使得氢成为未来脱碳经济很有前途的一
种燃料来源,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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