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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种新材料入围工信部示范目录 性能要求明显提升
 关于2017年及以前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初步审核
（补充）情况的公示
 工信部发布第一批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合规企业名单
 海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质保期不低于8年或12万公里
 严查电池隐患、6小时上报、取消补贴资质：工信部严控新能源
汽车安全
 财政部：建立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继续提高补贴门槛
 工信部瞿国春：计划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行

【市场动态】

 杉杉、超威等企业毛利下滑 车企建电池厂"肉搏"加剧
 解困基金助力智航新能源母公司 其锂电业务或峰回路转
 福建三明将打造成国内知名的锂电材料生产基地
 8月三元和磷酸铁锂电池成为新能源车动力电池主体
 雷诺计划建立先进的电池储能系统 总容量将达7万千瓦时
 专注钛酸锂动力电池研发与生产，国创成新能源完成A轮融资
 美对华2000亿关税来袭，锂盐行业是否受影响？
 “氢能IPO第一股”亿华通胜算有多大？
 法国帅福得加入欧洲四方电池联盟 2020年生产下一代锂离子
电池
 前两名装机量占比超60% 二线动力电池企业洗牌加剧
 多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合作成立合资企业 一起回收电动车电池
 广东拟打造千亿氢燃料电池车产业链
 我国燃料电池核心技术“当自强”

【技术前沿】

 鹿角资本：锂-碲电池系统技术取得重大进展 碲需求量将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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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可呼吸”钠-二氧化碳电池研制成功
 核心难点被攻克 锂硫电池要接棒三元锂电池了？
 锂-氧电池取得技术突破 实现四电子转化及库仑效率近100%
 Lithos Energy推第四代高压液冷电池组 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
更佳
 科思创合作莱丹科技 研发电池外壳激光焊接工艺
 宝马合作伙伴Solid Power融资2000万美金推全固态电池
 新材料“极温电池”-55℃正常放电 寿命超8年
 大众与斯坦福合作燃料电池新进展：可减少铂金属用量降低成
本
 “双重性格”保护膜 让锂电池不被刺穿

【会员之窗】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18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复核评价结果的通知

 新宙邦积极布局全球电解液市场 波兰工厂已确定选址
 比克电池联手Cadenza Innovation开发“超级电池” 预计明
年实现量产
 金鹰股份：设立研究院致力于新能源电池材料的研究与开发
 股价涨停！赣锋锂业与特斯拉签订供货大单
 亿纬锂能储能业务再进一步，子公司签署储能设备租赁合同
 多氟多对控股新能源汽车子公司增资1.43亿元
 复星投资捷威动力，布局新能源产业
 江苏金坛鹏辉锂离子动力电池及系统项目开工 总投资58亿元！
 天津力神与福田汽车战略合作升级 合资成立动力电池企业
 国内最新型工艺！塔菲尔2GWh电池项目背后的庞大野心
 赢合科技获LG化学电池设备订单
 中标宁德时代9亿大单 先导智能后市增长可期
 杉杉科技年产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项目进展顺利
 融资10亿多美金 孚能科技将在欧洲设电池生产中心
 当升科技：“一种氯化钴溶液的制备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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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雄韬股份与电易投资就储能电池达成合作
 天赐材料：电池级磷酸铁材料项目预计三季度试产
 天能动力：未来铅电池将走中高端路线
 国轩高科：上半年营收26亿，动力电池贡献大
 诺德股份：10000吨动力锂电铜箔项目投产 巩固行业龙头地位
 配套奇瑞商用车 超威动力电池Q4开始供货

【观察视角】

 高比能量电池安全难题待解 欧阳明高提出三大建议
 动力电池业现寡头效应 补贴退坡后或迎市场选择
 动力电池格局之变 换电PK快充上演终极对决
 推荐目录透露新能源新车趋势 车型大型化/续航提升40%
 优质企业遭『哄抢』整体产能仍过剩 动力电池行业滋生结构性
矛盾

【协会动态】

2018高比能量动力电池材料国际论坛

 “锂想”2018第三届动力电池应用国际峰会（CBIS2018）
 2018年中国国际铅酸蓄电池高峰论坛
 关于缴纳2018年会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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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14 种新材料入围工信部示范目录 性能要求明显提升
9 月 28 日，工信部发布了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2018 版）(以下简称《目
录》)，其中应用于新能源领域的新材料有 14 种，包括极薄铜箔、无纺布陶瓷隔膜、高纯石墨、
硅碳负极、复合金属材料、高电压钴酸锂、电解液、三元材料、六氟磷酸锂等，并对上述材料
的性能提出了明确要求。

此前，工信部发布了《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2017 年版)》，其中有 4 项新
材料涉足新能源领域，分别为高性能锂电池隔膜、镍钴锰酸锂三元材料、负极材料(硅碳负极)
和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2018 版的目录相交 2017 版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
例如，2017 版硅碳负极材料的性能要求是：低比容量(<600mAh/g)：压实密度>1.5，循环寿
命>300 圈(80%，1C)；高比容量(>600mAh/g)：压实密度>1.3，循环寿命>100 圈(80%，0.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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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18 版硅碳负极材料的性能要求是低比容量和压实密度不变，循环寿命从>300 圈(80%，
1C)提升至＞500 圈（80%，1C）；高比容量的循环寿命从>100 圈(80%，0.5C)提升至＞200 圈
（80%，0.5C），提升了硅碳负极材料了循环寿命要求。
而镍钴铝酸锂三元材料的性能要求从 2017 版的比容量≥180mAh/g(0.5C)提升至比容量
≥190mAh/g(0.5C)，进一步提升了三元材料的比容量。
从 2018 版新材料目录来看，工信部不仅增加了新材料的种类，同时也提升了新材料的性能
要求，表明国家为提高国产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要求电池企业要在材料性能上进行升级，这
就对中国的锂电池材料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材料企业将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
【来源：高工锂电】

关于 2017 年及以前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初步审核（补
充）情况的公示
根据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关于 2016-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关于开展
2017 年及以前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清算申报的通知》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
工业司委托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清算中心，开展 2016 年及 2017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
金补充清算审核工作。9 月 2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清算中心组织专家对上次未审核的浙江
省、陕西省、深圳市上报的新能源汽车补助资金申请材料进行了技术审查，形成了《关于 2017
及以前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补充）清算审核初审的报告》。

现将初审报告中的审核结果予以公示，请社会各界监督，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将意见
反馈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

公示时间：2018 年 9 月 26 日至 2018 年 10 月 9 日
传

真：010-66013708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长安街 13 号（邮编：100804）
电子邮件：qiche@mii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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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6 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补充）清算审核核车辆信息表.xls
附件 2：2017 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补充）清算审核核车辆信息表.xls

工信部发布第一批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合规企业名单
9 月 5 日，工信部发布消息，按照《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要求，
依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经企业申报、省级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审核、专家评审、现场核查和网上公示等程序，现将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
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第一批）予以公告。

【来源：动力之源】

海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质保期不低于 8 年或 12 万公里
日前，海南省商务厅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能源汽车销售企业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下称《通知》），要求省内各级商务主管部门、省新能源汽车行业协会、各新能源汽车销售
企业按照要求做好新能源汽车的登记备案工作。
《通知》要求，各新能源汽车销售企业在海南省销售的新能源汽车车型，需同时进入国家
新能源汽车公告目录和免税目录，销售企业必须具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及完善的销售和售后服务
体系，具体包括有固定的经营展示场所及相应的设施设备；能够履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
换、退货责任规定》的法定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具备售后服务保障能力，承诺提供 24 小时不
间断救援服务，具备消防安全、紧急救援等应急处置解决方案，在接到车辆故障或事故后，能
及时处置；对消费者提供动力电池等储能装置、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质量保证，其中乘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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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应提供不低于 8 年或 12 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的质保期，商用车生产企业（含客车、
专用车、货车等）应提供不低于 5 年或 20 万公里的质保期。同时，所销售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企
业还应建立动力蓄电池回收渠道，负责回收新能源汽车使用及报废后产生的废旧动力蓄电池。
所销售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各项承诺，须在销售、维修和服务等机构和场所向社会明示，对
消费者负责。
【来源：开源节能】

严查电池隐患、6 小时上报、取消补贴资质：工信部严控新能源汽
车安全
9 月 25 日，国家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新能源乘用车、载货汽车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工作的
通知》（下称《通知》），将重点对新能源乘用车、载货汽车产品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通知》要求，各企业在 2018 年 10 月底前完成排查，并将排查结果上报工信部装备工业
发展中心。对于弄虚作假行为，将采取暂停或取消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车辆生
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等处罚措施。
这是继今年 9 月 4 日工信部发布的《关于开展新能源客车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工作的通知》
之后，第二次要求新能源汽车企业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同样是在 2018 年 10 月底前完成。
排查重点
本次《通知》要求，将重点对新能源乘用车、载货汽车产品的 IP 防护失效、车辆泡水、车
辆碰撞、线束连接松动、频繁充放电、长期搁置以及工作行驶环境恶劣的车辆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工作。
针对运营车辆
对于出租车、网约车、物流车等高使用强度的运营类车辆，应按照行驶里程设定自查比例，
行驶 10 万公里以下的自查比例不低于 10％，行驶 10－20 万公里的自查比例不低于 20％，行驶
20－30 万公里的不低于 30％，30 万公里以上和装用使用中出现故障较多动力电池（如沃特玛
电池）的应全检。
针对私家车
对于私家车，生产企业应通知用户在何种条件下回店检查维护，并将通知内容、回店检修
项目等报工信部装备中心备案。今年前几个月已经做过排查的车辆，可不用重复再查。
时间截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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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此份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新能源汽车在发生重大事故后的汇报时间截点。
《通
知》要求新能源乘用车、新能源客车、新能源货车发生起火、燃烧等安全事故，未造成人员伤
亡的，生产企业应在 12 小时内（如造成人员死亡或重大社会影响的，应在 6 小时内）主动上报
地方政府新能源汽车工作联席会议牵头部门和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并及时展开事故调查、
上报处理结果。
弄虚作假将受严厉处罚
对于弄虚作假行为，《通知》明确强调：如发现在排查工作中有弄虚作假、瞒报、虚报行
为的，将视问题性质、严重程度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并采取公开通报、责令限期改正，暂停
或取消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等处罚措施。
不定期抽查
据悉，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将联合有关单位，不定期抽查企业新能源乘用车、新能源货车监
控平台预警体系运行情况。《通知》要求企业应按照国家标准要求进行相关监控平台建设和运
行监控工作，能够对产品异常状态进行监控和预警，并能即时上报地方和国家平台。
自 2018 年以来，国内已经发生多起电动汽车起火事故，事故范围涉及到乘用车、客车、物
流车等不同车型，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安全问题已经不容忽视。
以下为通知原文：

各有关新能源乘用车、载货汽车生产企业：
为保证新能源乘用车及载货汽车安全运行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促进新能
源汽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安全
监管工作的通知》（工信部装〔2016〕377 号）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发展改
革委《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18〕18 号）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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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请各新能源乘用车及载货汽车生产企业尽快对本公司生产的新能源乘用车及物流车产品
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工作，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要求
（一）新能源乘用车、载货汽车产品。重点对 IP 防护失效、车辆泡水、车辆碰撞、线束连
接松动、频繁充放电、长期搁置以及工作行驶环境恶劣的车辆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对于出
租车、网约车、物流车等高使用强度的运营类车辆，应按照行驶里程设定自查比例，行驶 10
万公里以下的自查比例不低于 10％，行驶 10－20 万公里的自查比例不低于 20％，行驶 20－30
万公里的不低于 30％，30 万公里以上和装用使用中出现故障较多动力电池（如沃特玛电池）的
应全检。对于私家车，生产企业应通知用户在何种条件下回店检查维护，并将通知内容、回店
检修项目等报工信部装备中心备案。今年前几个月已经做过排查，重复车辆，可不用重复再查。
建议检查至少包括动力电池的外观检查、软件诊断、气密性检测、开箱检查及换件和容量
测试等内容（检查内容参考表见附件 1），其中开箱检查及换件和容量测试等内容，应结合电
池设计方案和以往情况，由企业自行决定是否开展。自查工作可结合车辆的维修保养工作一并
进行，对发现问题的车辆，应立即组织人员依法依规采用一切措施进行处理，消除安全隐患。
（二）企业监控平台。对出现故障／报警的实车以及信息交换情况进行检查，做好相关记
录，并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和应急处理预案；检查安全监控系统功能是否符合国
家标准要求，能否及时反馈车辆安全信息，并对发现的整车及动力电池等关键系统运行状态异
常、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能够做到及时预警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出现的问题。对 2017 年前已
销售的新能源汽车产品进行积极整改，逐步纳入监管体系；建立国家监管平台和企业的应急沟
通机制，对长期不在线车辆进行排查确认车辆实际使用状态，对运行中异常离线的车辆进行重
点沟通，确保车辆运行安全。
二、排查情况上报
各新能源乘用车、载货汽车生产企业应于 2018 年 10 月底前完成新能源汽车安全隐患排查
工作，形成书面报告，如实汇报安全隐患排查的组织情况、实施情况、存在问题及问题处理情
况等内容，填写《新能源乘用车／载货汽车安全排查统计表》（见附件 2），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前送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如发现在排查工作中有弄虚作假、瞒报、虚报行
为的，将视问题性质、严重程度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采取公开通报、责令限期改正，暂停或取
消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等处罚措施。
三、启动车辆安全预警及重大安全事故调查机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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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将联合有关单位，不定期抽查企业新能源乘用车、新能源货车监控平台
预警体系运行情况，并将结果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企业应按照国家标准要求进行相关监控平
台建设和运行监控工作，能够对产品异常状态进行监控和预警，并能即时上报地方和国家平台。
新能源乘用车、新能源货车发生起火、燃烧等安全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的，生产企业应
在 12 小时内（如造成人员死亡或重大社会影响的，应在 6 小时内）主动上报地方政府新能源汽
车工作联席会议牵头部门和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并及时展开事故调查，调查结
果留存备查；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将根据事故的严重程度，联合相关单位成立事故调查组，与企
业共同开展事故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进行处理。
对发生的起火、燃烧事故，相关生产企业应于 2018 年 10 月底前将事故调查情况报送到装
备工业发展中心，作为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行业管理政策和安全技术标准的依据。
【来源：电池中国网】

财政部：建立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继续提高补贴门槛
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已于今年 7 月取消，特斯拉在上海建厂的动作已经有了实质性的
进展；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也将于 2020 年完全退坡，LG 化学、SKI 等外资动力电池企业在江
苏等地建厂的消息也已浮出水面。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在多年政策支持下，我国
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优势，但随着外资企业“狼来了”的严峻挑
战，中国将成为动力电池的主战场。对于国内企业来说，随着补贴的退坡，当前我国新能源汽
车及动力电池产业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7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50．4 万
辆和 49．6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85％和 97．1％，今年销量预计将突破 100 万辆，新能
源汽车产销有望连续四年位居全球第一。在新能源汽车产业迅速发展带动下，近年来我国动力
电池技术水平也取得了快速进步。数据显示，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从 2016 年的 90－100Wh
／kg，提升到目前的 130－150Wh／kg；成本由 2500 元／KWh 下降到 1200－1400 元／KWh。
但业内专家也指出，在看到我国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应清
醒地认识到，我国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基础还不牢靠，与全球先进水平仍然存在着
较明显的差距。国家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宋秋玲近日表示，随着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
业规模不断扩大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显现。经过深入调研总结，宋
秋玲认为，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主要存在三大风险和四个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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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风险
“结构性产能过剩”被宋秋玲列为第一个风险。她指出，总量上，整车和动力电池产能过
剩风险加大；结构上，高端产能不足和低端产能过剩并存，产业出现盲目扩张、投资过热苗头，
一些低水平企业采取低质低价竞争方式扰乱市场，影响了我国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产业发展
的整体水平。
第二个是市场竞争的风险。新能源汽车发展要面临传统燃油车和国外新能源汽车两方面的
市场竞争。宋秋玲指出，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车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同时与国际
上先进的新能源汽车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需要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企业勠力同心，在技
术和成本上下功夫。
第三个是资源环境制约的风险。随着动力电池需求量的增加，全球的镍、钴、锂金属资源
争夺日益激烈。我国金属镍、钴、锂等主要动力电池原料资源缺乏，资源的稳定供应和价格稳
定面临的挑战较大。
四个不足
第一，技术创新不足。宋秋玲表示，动力电池技术尚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新能源汽车一
些关键零部件仍受制于人。
第二，市场机制不足。宋秋玲表示，当前很多车企依然卡着新版补贴标准的底线，缺乏向
上发展的动力。由于长期执行补贴政策，使国内不少企业患上了政策依赖症，导致企业创新激
励不足，对市场重视不够，不能紧跟消费者需求，研发生产高端产品。
第三，基础设施不足。截止 2017 年年底，我国充电桩总量达 44 万个，但车桩比仍低于 4：
1。宋秋玲表示，当前充电桩仍然存在总量不足、布局不合理、接口不统一、利用率不高和安全
性低等问题，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总体态势没有根本改变。
第四，监督监管不足。随着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车辆电池的逐步老化，新能源汽车产品
安全风险增大，市场上存在一致性差、可靠性不高的产品。
建立动态补贴调整机制
目前全球汽车产业正处于动能转化的关键时期，产业业态正在重构，电动化、智能化已是
大势所趋，加快将新能源汽车产业打造成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是实现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转变
的关键。宋秋玲表示，在产业的起步期，我国政策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目前新能源汽车
产销规模已进入百万级，由起步期进入了发展期，当前的财政补贴政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产
业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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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秋玲透露，下一步中央财政将按照国务院统一的动态调整机制，联合有关部门作进一
步的研究完善：一方面，仍然坚持扶优扶强的政策导向，继续提高补贴技术门槛，集中精力、
财力支持优势产品和优势企业，促进我国优质企业和产品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
制的作用。
此外，财政部将积极落实补贴退坡方案，加快转变支持方式，同时参照美国、德国等国家
推广新能源汽车的经验，完善相关的补贴政策。
强化危机意识 政策要形成合力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全行业各个部门共同努力。对此，宋秋玲希望企业界
加强危机意识，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努力打造中国品牌。她指出，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国
内知名品牌少，这与世界第一大新能源汽车产销国不相匹配，企业应强化危机意识，投入更多
精力到产品研发创新、改善产品质量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上，打造国际知名的新能源汽车和动
力电池品牌。同时她强调，企业务必要严守质量安全底线。
在谈到有关部门政策要形成合力时，宋秋玲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产业的布局指导，规范行业准入，严防结构性过剩；
二是要进一步完善技术研发的组织方式，加快培育有创新优势，有竞争优势的国际性企业；
三是加快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健全全产业链的监管系统，强化电池一致性的抽检，倒逼企
业更加注重产品的一致性、安全性提升，提高整车的质量水平；
四是加快市场机制建设，推进新能源汽车积分政策的加快实施，积分政策也应突出扶优扶
强的导向；
五是加快充电设施的建设，鼓励各地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的杠杆作用，调动社会资
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充电设施领域的积极性，推动充电设施标准检测和认证，加快实现互联互通。
【来源：电池中国网】

工信部瞿国春：计划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行
8 月 31 日-9 月 2 日，2018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现场，工
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瞿国春进行了主题演讲。他表示， 新能源发展已经从培育期到
达成长期，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形成自主可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但是基础还不牢固，
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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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能源已经进入爬坡的关键时期，工信部将重点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深入做好双积分制度的实施工作，切实加强政策实施情况的监督管理，加快完善经济
管理的措施，明确下一阶段积分管理制度，新能源汽车积分技术指标等内容，争取及早对外公
布，为行业企业提供稳定的发展预期。
二是要完善扶持的政策体系，配合有关部门坚持财政资金扶优扶强的导向，完善财税优惠
政策，倡导地方的优惠政策，从过去的购买鼓励向鼓励使用的环节转变。加强新能源汽车金融
信贷，保险租赁，维修保养，二手车交易等服务体系建设。
三是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行，选取政府有积极性和燃料电池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开展
推广应用示范，打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完善标准与体系。
四是要加强新能源汽车的安全管理，会同相关部门要完善新能源汽车安全运行的监管体系，
推进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度制定，加大对新能源汽车产品的监督检查的力度，切实提升产品安全
性能。
他强调，安全性是新能源汽车发展必须保持的底线，希望我们全行业的所有参与者要能够
认真的对待。
瞿国春表示，智能网联汽车是抢占汽车产业未来发展新的战略制高点，是我国汽车产业转
型升级由大变强的重大突破口，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对此，将相应加
强高精度定位的自主研发；完善法规体系；组织开展标准研究；增强标准法规参与度；加快推
进道路测试；进行道路智能化改造。他还提出将在雄安新区，推进智能网联汽车的示范应用。
【来源：腾讯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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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杉杉、超威等企业毛利下滑 车企建电池厂"肉搏"加剧
国内动力电池企业正面临“增收不增利”的尴尬局面，而大众等车企陆续宣布自建电池工
厂也让相关企业感受到不小的压力。
近日，宁波杉杉股份(16.700, 0.18, 1.09%)有限公司（600884.SH，以下简称“杉杉股份”）
发布 2018 年半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 42.9 亿元，同比增长 11.3%。其中，正极材料业
务实现净利润增幅低于营业收入增幅，毛利率较去年同期较高水平降低，负极材料业务的销量
同比下滑 4%，毛利率也有所下降。
对比近期动力电池企业发布的半年报，2018 年上半年，天能动力国际有限公司（00819.HK，
以下简称“天能动力”）实现主营收入同比增长 27.7%，毛利率同比下滑 0.9%。国轩高科(13.690,
0.49, 3.71%)股份有限公司（002074.SZ, 以下简称“国轩高科”）营收同比上涨 8.76%，动力锂
电 池 业 务 的 毛 利 率 也 同 比 下 跌 5.44% 。 而 作 为 铅 酸 电 池 巨 头 的 超 威 动 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00951.HK,以下简称“超威动力”)，上半年拥有人应占期内利润为 1.02 亿元，同比减少 63.6%，
毛利率由 2017 年同期约 12.8%降至约 10.9%。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多家动力电池企业营收和净利润都保持增长态势，但其锂电池业
务却同比去年出现大幅下滑，主要与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和动力电池市场竞争加剧有关。
对此，《中国经营报》记者致电致函超威动力方面，截至发稿尚未得到回复。而杉杉股份
证券事务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生料和石墨化产能瓶颈，致使公司实际供
应能力低于市场需求，主动调整产品结构控制风险，降低低端产品销量，降低部分中小客户的
发货量。新能源汽车有降本的切实需求，补贴退坡及行业竞争加剧将使得新能源汽车行业承受
短期降成本压力。
杉杉股份等企业毛利率下滑
由服装企业到转型锂电材料供应商的杉杉股份，近年来发展迅速。根据公司资料显示，主
要从事锂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种类涵盖锂电池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和电解液。
近日，杉杉股份发布 2018 年年中报告。中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88 亿
元，同比增长 11.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6 亿元，同比增长 37.33%。 公
司方面表示，利润提升主要由于锂电池正极材料业务业绩持续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业务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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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减亏，以及出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获得洛阳钼业(4.560, -0.05, -1.08%)现金分红等导
致投资收益同比上升。
上半年，动力电池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下游电芯行业也
面临优胜劣汰局面。
在新能源业务板块，杉杉股份实现正极材料业务销售量 10057 吨，同比增长 2%；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24.34 亿元，同比增长 15.34%。同期，电解液业务实现销售量 4170 吨，同比增加 123%；
主营业务收入 1.38 亿元，同比增加 30.87%。
与杉杉股份相似，同行业的动力电池企业在今年上半年均交出亮丽的成绩单。
据天能动力半年报显示，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主营收入 145.07 亿元，同比增长 27.7%，
收入增幅超预期；实现归母净利润 5.13 亿元，同比增长 16.9%。国轩高科半年报显示，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26.07 亿元，同比增长 8.76%，归属上市股东的净利润 4.66 亿元，同比增长 4.57%，
营收和利润双双上涨。
2018 年 2 月 13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补贴方案削低补高，纯电动车续航 150~300 公里车型补贴分别下调约 20％~50％不等；低于 150
公里续航的车型将不再享有补贴；续航里程 300~400 公里及 400 公里以上车型，分别上调 2％
~14％不等。
受上述补贴政策调整的影响，动力锂电池价格普遍下降，多家企业产品的毛利率开始下滑。
记者梳理多家动力电池企业发布的半年度报告，杉杉股份负极业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307.90 万元，同比下滑 4.99%。公司表示，主要系受原材料价格和石墨化加工费的上涨，
毛利率出现下降。此外，天能动力由于综合毛利率下滑 0.9%，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
利润 5.13 亿元，增幅较低。
真锂研究首席研究员墨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动力电池企业“增收不
增利”是普遍的现象，随着多方数据下滑推动着车企降价，一环扣一环，以至于动力电池的价
格也在下滑，而企业为了技术更新，要花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今年政策补贴标准下滑加之价
格下降，动力电池企业毛利率下降是必然结果。
据超威动力的 2018 年半年报显示，公司实现毛利约 14.51 亿元，较 2017 年同期约 12.95
亿元增加约 12.0%。在此期间，毛利率由约 12.8%降至约 10.9%。同期，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约
1.41 亿元，较 2017 年同期约 1.83 亿元减少约 22.6%。公司方面表示，上述收入减少即是由于本
期间所获政府补贴减少所致，而毛利率下滑主要由于部分地区的竞争性定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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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自建电池厂加剧行业挑战
近年来，随着电动车产业快速发展，动力电池产品出现供不应求。一方面，动力电池企业
在竞争中寻求突破，另一方面，大众、戴姆勒等车企巨头则相继宣布自建电池工厂，试图减少
在电池等核心业务板块对外部电池制造商的依赖。
日前，德国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赫伯特·迪斯（Herbert Die）表示，大众集团拟在欧洲自
建电池工厂生产固态电池，并有望在 2024 年至 2025 年间开始批量生产。随后，大众中国区域
的高管确认，已在筹划中国建设大众的电池厂。
与此同时，2018 年 7 月底，国际著名汽车制造企业德国戴姆勒集团宣布，投资 5 亿欧元在
德国建设第二座电池工厂。据相关媒体报道，戴姆勒集团去年曾公布，计划在 2019 年之前在三
大洲建设 5 座电池工厂，其中，三座位于美国，一座设在泰国曼谷，还有一座则落户中国。高
工产业研究院院长罗焕塔介绍：“目前中国的自主品牌里面有 80%的企业有跟电池厂合资的想
法，或者说正在实施。”
不过，在墨柯看来，车企自建电池厂首先需要明确，是生产电池包还是电芯。车企有必要
自己生产电池包，是车企掌握纯电动汽车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事实上，目前很多车企自建电池
包厂，但电芯仍是来自于专业的电池供应商，车企尚不具备生产电芯的技术水平。因此，对大
型动力电池芯制造企业没有影响，对生产电池包的中小企业可能会影响比较大。
对此，杉杉股份方面告诉记者，锂电池材料产品属于非标准化、不断提升性能的产品，需
要持续的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公司将坚持技术与规模并重，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根据市场需
要，做好产品的研发和技术储备。
2018 年上半年，杉杉股份产生研发支出为 2646.08 万元，较 2017 年的 1988.46 万元增加
33.07%。而超威动力的研发开支约为 4.17 亿元，较 2017 年同期约 3.19 亿元增长约 30.8%。两
家公司分别表示，主要由于本期间锂电池材料业务、铅酸电池及其他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开支增
加所致。
尽管目前行业人士对于整车企业自建电池工厂，并不看作是“抢饭碗”的意思，但是动力
电池行业的利润空间正在被悄然吞噬。在今年首届中国新能源(6.340, 0.58, 10.07%)动力电池暨
储能产业大会上，当升科技(25.290, 0.24, 0.96%)总经理李建忠表示，目前在动力电池正极材料
应用成本中，镍、钴、锰已经占到正极材料成本的 90%。伊维经济研究院研究总监吴辉预测，
竞争、补贴减少甚至取消将导致价格下滑明显，2018 年动力电池企业毛利率由此前的 30%左右
下降到 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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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杉股份方面在给记者的回复函中表示，短期来看，补贴退坡及行业竞争加剧将使得新能
源汽车行业承受短期降成本压力，长期则有利于行业加速洗牌，淘汰落后产能，优化行业格局。
公司将采用自动化生产线、先进的智能制造技术提升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品质，降低生产成本，
扩大规模效应，提升产品毛利率和竞争力。
【来源：中国经营报】

解困基金助力智航新能源母公司 其锂电业务或峰回路转
日前，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尤夫股份）发布公告称，尤夫股份此前拟
与西藏鼎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西藏鼎鑫”）、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简称“中融信
托”）等多家机构共同发起设立基金事宜取得相关进展：9 月 21 日，泰州市金太阳能源有限公
司、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上海翼客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西藏鼎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上
海泓甄帝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上海垚阔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共同
发起设立上海垚阔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该基金为第三方管理的解困基金，主要用于解
决上市公司或有债务。
上述公告显示，该解困资金规模约为 9．1 亿元人民币。上海泓甄帝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
为普通合伙人出资 10 万元，泰州市金太阳能源有限公司出资 2 亿元，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出
资 2 亿元，上海翼客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资 2 亿元，西藏鼎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3．1
亿元。
同日，尤夫股份发布《关于向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称将向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贷款金额预计为人民币 2 亿元，贷款期限 1 年，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到期借款，且由于中融国际信托间接持有尤夫股份股票 2783 万股（占
总股本的 6．99％），上述申请信托贷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此前，因为受多方因素影响，导致尤夫股份旗下锂电业务开工率始终不足。中报显示，智
航新能源净利润约为－0．96 亿元，处于亏损状态，本次解困基金的成立，或将助力智航新能
源缓解资金压力，走出困境。
资料显示，智航新能源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新能源汽车三元动力锂电池的设计、
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拥有三元正极材料、电芯和 PACK 系统的完整生产线的新能源企业。
目前拥有 1 万吨正极材料产能、日产 100 万支 18650 锂电池电芯产能（约 3．5GWh）以及与之
配套的 PACK 系统完整生产线。在此前由动力电池应用分会统计的 2017 年纯电动物流车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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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排行中，
江苏智航新能源以 728Mwh 排名第四。在国家工信部最近公布的 2018 年第 9 批《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电池配套企业中，仍可见智航新能源的身影。
【来源：

电池中国网】

福建三明将打造成国内知名的锂电材料生产基地
近日，福建三明市人民政府印发了《百亿龙头企业培育实施方案》的通知，拟将福建三钢
（集团）三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等 9 家企业打造成百亿龙头企业。其中涉及锂电材料企业两家，
分别为三明厦钨新能源材料公司和福建翔丰华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据悉，三明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将加大在三明锂电子正极材料项目的投入，将三明打
造成国内知名的锂电材料生产基地；福建翔丰华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着力形成以碳为基础元素，
集研发与生产为一体的产业体系，努力打造成国际一流、产值超百亿元的大型碳素材料企业集
团。
【来源：

电缆网】

8 月三元和磷酸铁锂电池成为新能源车动力电池主体
近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秘书处发布了 2018 年 8 月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月
度数据。
8 月，我国动力电池产量共计 6．69GWh，从使用的材料类型来看，三元电池和磷酸铁锂
电池产量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其中三元电池产量 3．78GWh，占产量总比 56．51％；磷酸铁锂
电池产量 2．83GWh，占产量总比 42．35％；锰酸锂电池产量 73．95MWh，占比 1．11％；钛
酸锂电池产量 2．94MWh，占比 0．04％。1～8 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产量达 38．52GWh，其
中三元电池累计生产 20．12GWh，占总产量比 52．23％；磷酸铁锂电池累计生产 17．78GWh，
占总产量总比 46．17％；锰酸锂电池累计生产 568．07MWh，占总产量比 1．47％；钛酸锂电
池累计生产 51．04MWh，占总产量比 0．13％。
从动力电池企业生产集中度水平来看，产业产量排名前 3 名企业共计生产 4．42GWh，占
比 66．08％，前五名企业共计生产 5．10GWh，占比 76．23％，前十名企业共计生产 6．07GWh，
占比 90．68％。1～8 月份，产业产量排名前三名企业共计生产 24．71GWh，占比 64．13％；
前五名企业装车量 29．42GWh，占比 76．37％；前十名企业装车量 34．41GWh，占比 89．31％。
【来源：
18

中国质量新闻网】

www.ciaps.org.cn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雷诺计划建立先进的电池储能系统 总容量将达 7 万千瓦时
近日，据外媒报道，雷诺计划建立先进的电池储能系统，旨在到 2020 年成为欧洲最大的第
二储能中心。该储能系统的总容量将会逐步增加到 6 万千瓦时或 7 万千瓦时，它们在法国和德
国分散分布。

据了解，该项目由雷诺、三井集团等合作完成。此储能系统的目的是为在一定时间内调节
电力消耗和生产之间的差异，增加能源结构中的再生能源比例，维持电网的供需平衡，为以后
新能源汽车等提供充足的电能。
【来源：

电缆网】

专注钛酸锂动力电池研发与生产，国创成新能源完成 A 轮融资
投资界 9 月 26 日消息，据相关媒体报道，四川国创成新能源有限公司已于今年初完成 A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麦星投资独家注资。截止目前，国创成已获得近亿元投资。
国创成于 2016 年 11 月在四川省眉山市甘眉工业园成立，专注于钛酸锂动力电池研发与生
产。该产品具有寿命长、温域宽、快充快放和安全性高等特点，普遍适合用于国防军工、重型
车辆、工程机械、储能、轨道交通、船舶、港口等多个领域。
国创成已拥有多项专利授权，涵盖成品电池到系统集成方案，着眼全产业链布局，已具备
成熟的产业化条件。同时，公司已建立起完整的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运营体系，从原材料
管控、生产流程、产品集成到销售服务均严格执行国际管理标准。
目前，国创成技术团队与东风重工合作，完成世界首款满载 100 吨新能源矿车 DF45E，在
复杂的矿区工作，较燃油车节油 50－70％，减排 90％以上。以 1000 万方重载下坡矿山为例，
采用新能源矿车 10 年节省燃油费成本约 1．5－2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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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在 2017 年初，公司在眉山成立的四川省电池与材料创新中心，同年积极响应国
家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成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建立了电池材料联合研发
中心，大力推进四川军民融合产业发展。2018 年 8 月，公司首条 2000 万安时的钛酸锂电池产
线正式投产，预计年度产值近 2 亿元。生产线以行业先进设备为基础，实现全自动化生产、智
能化管理。
国创成董事长胡蕴成表示：国创成专注于钛酸锂电池的研发与生产，基于钛酸锂电池的优
异性能提供纯电快充、增程式纯电驱动、电力回收、储能四种新能源解决方案，能广泛适用于
众多应用场景，切实解决客户痛点，为客户带来实际的经济价值和市场效益。所以国创成走的
是一条不依靠补贴的市场化、科学化的健康发展路线。
麦星投资董事总经理李鑫表示：钛酸锂技术路线有着鲜明的特点，在需要大功率快速充放
电及对安全性和工作温宽要求高的领域有明显的优势，且具有极高的技术及工艺壁垒。在兼顾
发展和生态的时代大背景下，看好其在众多适用领域的应用前景。国创成以胡总为首的团队，
拥有多年扎实的技术积累和丰富的产业化经验，相信公司在广阔的新能源市场中能够持续创造
独特的价值。
【来源：

投资界】

美对华 2000 亿关税来袭，锂盐行业是否受影响？
近日，美国宣布自 9 月 24 日起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的关税，进而还要采
取其他关税升级措施。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讲话中称：“为了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全球自
由贸易秩序，中方将不得不同步进行反制。”
SMM 整理发现，清单当中存在的锂系列产品有： 28369100 碳酸锂、28252000 锂的氧化物
和氢氧化物、28269020 六氟磷酸锂、28273910 氯化锂、28429040 磷酸铁锂、28429030 锂镍钴
锰氧化物、29043300 全氟化辛烷磺酸锂、85076000 锂离子蓄电池和 85065000 锂的原电池及原
电池组。
业内人士认为此次关税调整，对中国碳酸锂和氢氧化锂市场的冲击较弱。对我国而言，碳
酸锂主要是进口，出口量很少。2017 年，我国碳酸锂出口总量为 1422．967 吨，其中出口到美
国的极少，占大约 0．1％左右，中国碳酸锂绝大部分是出口到亚洲国家。而碳酸锂进口总量为
30655．249 吨，同比增长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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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碳酸锂相反，我国是氢氧化锂出口大国。2017 年中国氢氧化锂出口总量为 19383．475
吨，其中出口至美国的比例同样很少，占比大约 0．88％。与碳酸锂类似，中国的氢氧化锂出
口绝大部分是至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
我国出口的碳酸锂和氢氧化锂，多为电池级和高纯级。其中电池级锂盐的应用为二次锂电
池。全球锂电池十大企业中，外企均为日韩企业，如日本的松下和索尼，韩国的 LG 和三星，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部分锂盐出口至日韩国家。
据 SMM 和业内专业人士沟通了解，我国电池级氢氧化锂的制作工艺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国际上应用的电池级氢氧化锂几乎全部来自于中国出口，这种不可替代性也使得关税增加对我
国氢氧化锂的出口影响更加微弱。
SMM 看来，较少的出口量与较弱的可替代性，是我国的碳酸锂和氢氧化锂出口免受美增加
对华关税显著影响的关键原因。
【来源：

上海有色网】

“氢能 lPO 第一股”亿华通胜算有多大？
尽管目前 IPO 监管趋严，却仍然阻挡不了新三板公司“前仆后继”冲向 A 股市场的强烈热
情。日前，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华通）发布关于上市辅导备案的公告，
此举表明，亿华通强势出击，进入 IPO 冲刺期。
公告显示，亿华通于 2018 年 9 月 4 日向北京证监局报送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
案的材料，目前公司正在接受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辅导。亿华通表示，未来公司若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有权审核机构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材料并获受理，
公司将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股票暂停转让。
资料显示，亿华通自 2004 年以来，始终专注于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研发与产业化，致力于打
造国际最具实力的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制造企业。2016 年，亿华通在新三板正式挂牌，成为“中
国氢燃料电池第一股”，实现中国氢燃料电池公司在资本市场上零的突破。目前公司产品已经
广泛应用于客车、物流车、乘用车、叉车、有轨电车、固定电源等诸多领域，并与宇通客车、
福田汽车、中通客车、厦门金旅等国内主流车企展开广泛合作。
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至今，国内已有近 20 家锂电企业冲刺 IPO，新三板企业转战 IPO
的现象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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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氢燃料电池领域，当前国家政策越来越重视燃料电池发展，正在集中攻关技术瓶颈。根
据相关规划，到 2020 年，我国氢能规模将达 720 亿 m3，加氢站数量将达到 100 座，燃料电池
汽车将达 1 万辆，氢能轨道交通车辆将达 50 列，行业总产值将达 3000 亿元。氢燃料电池行业
整体发展备受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对亿华通 IPO 闯关提供助力。与此同时，亿华通若能成功 IPO，
也将会对国内氢燃料电池产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来源：

电池中国网】

法国帅福得加入欧洲四方电池联盟 2020 年生产下一代锂离子电池
据外媒报道，能源公司道达尔（Total）旗下子公司法国帅福得（Saft）公司预计将于 2020
年初开始大规模生产下一代锂离子电池。帅福得是包括德国西门子公司（Siemens AG）、德国
Manz 公司和比利时化学公司索尔维（Solvay）在内的欧洲四方电池联盟的一员。上述四家公司
于今年 2 月份开始合作，一起研发高密度液体电解质锂离子电池和固态电池，以与亚洲电池制
造商们竞争。
帅福得运营总监 Jean－Baptiste Pernot 表示：“我们的目标是，研发电池的性能水平远远超
过现有水平，正考虑在电池能量密度方面提升 50％。”
Pernot 表示，该联盟的目标是在 2020 年上半年开始量产的第三代液体电解质锂离子电池。
到 2020 年，目标是在 2024 年推出固态锂离子电池之前，推出第 3B 代液体电解质锂离子电池。
Pernot 驳斥了行业分析师对此联盟的疑虑，并表示该四家公司协议正按计划进行，并且确
认帅福得计划投资 2 亿至 3 亿欧元（约合 2．32 亿至 3．47 亿美元）用于研发。Pernot 表示，
第四代电池将在安全性和设计上带来好处，会对成本造成影响，特别是对电动车成本而言。目
前，大多数电动车使用的是液体电解质锂离子电池。
目前，电池市场由包括中国的比亚迪、宁德时代（CATL）以及韩国的三星 SDI 和 LG 化学
等亚洲电池制造商主导，而此类亚洲公司也希望在欧洲生产电池。特斯拉前高管领导的瑞典
Northvolt 公司计划在欧洲建立最大的锂离子电池厂，在 2023 年前实现工厂年产能达 32 千兆瓦
时（GWh）。
Pernot 表示：
“到 2025 年，欧洲电池市场将达到 150 千兆瓦时至 200 千兆瓦时，可能到 2030
年将增加一倍，而目前全球最大的电池厂的产能为 20 千兆瓦时，意味着还有很大的空间。”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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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名装机量占比超 60% 二线动力电池企业洗牌加剧
2018 年，前 8 个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到 60．1 万辆，同比增长 87．8％。新能源
汽车销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出现明显分化，有效产能高度集中，结构性产能
过剩明显。
根据 OFweek 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 年 8 月份中国动力电池装机量达 4．17Gwh，同
比增长 44％，环比增长 25％，2018 年 1－8 月累计装机量 23．01Gwh。 其中排名前二的宁德
时代与比亚迪的装机量占比接近 63％；排名三到五位的分别为力神电池、孚能科技与国轩高科，
行业前五名装机量占比接近 80％。
根据 OFweek 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 年 8 月份中国动力电池装机量达 4．17Gwh，同
比增长 44％，环比增长 25％，2018 年 1－8 月累计装机量 23．01Gwh，市场集中度不断提升。
图表 1 动力电池装机量变化趋势（单位：kwh）

数据来源：OFweek 产业研究院
图表 2 动力电池企业装机量排名（单位：kwh）

数据来源：OFweek 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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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力电池行业加快两极分化的同时，多数动力电池企业正面临着收入增长、利润下降的
窘境。
工信部 8 月 2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6 月，全国规模以上电池制造企业累计主营业务收
入 2995 亿元，同比增长 21．9％；实现利润总额 111．1 亿元，同比减少 17．9％。
近期陆续出炉的锂电池上市公司半年报，也反映了这种增收不增利的情况。
成飞集成前不久发布的公告显示，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8．5 亿元，同比增长 60．34％，
同期却亏损 5342．42 万元，同比下滑 1553．63％。
成飞集成表示，锂电池业务及汽车模具业务收入同比增长，是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受
到新能源车型目录公告周期影响，锂电池业务产能未能释放，且由于锂电池产品市场价格持续
下降，锂电池业务盈利能力同比下降，预计三季度仍将维持下滑态势。
刚刚上市不久的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300750．SZ），也出现了利润下滑的状况。根据
其此前发布的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为 8．84 亿－9．38 亿元，同比下降 51．2％－48．19％。
宁德时代表示，业绩下滑主要是上年同期转让北京普莱德公司股权取得处置收益影响。2017
年，宁德时代动力电池系统在销量同比增长超过七成的同时，毛利率却由 2016 年的 43．70％
下降到 36．29％。

今年 6 月，新的电动汽车补贴政策正式开始实施，不仅将续航里程与补贴挂钩，还对电池
能量密度提出了新要求。补贴减少、利润下滑成为动力电池企业必须面对的困难。
动力电池行业结构性产能过程的问题也并未解决。2017 年，中国动力电池产能超过
200Gwh，总体利用率仅为 40％。
编辑点评：在新能源汽车销量持续增长的形势下，中国动力电池行业在竞争中“寡头垄断”
的格局正在形成，中国锂电产业链将开始新一轮洗牌。未来随着中国动力电池能量密度要求的
进一步提高，新能源汽车补贴的进一步下滑乃至取消，那些不注重配套产能建设、不注重技术
研发、盲目扩张的企业将被淘汰。
【来源：

OFweek 锂电网】

多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合作成立合资企业 一起回收电动车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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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 9 月 5 日，多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宣布将于 10 月份启动一个项目，收
集和回收旧电动车电池。项目早期阶段将在日本七个县设立相应的工厂：北海道、秋田、茨城、
爱知、冈山、广岛和山口，稍后将会建立更多电池回收设施。
预计电动汽车会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汽车制造商们此举的目的是合作降低电池收集的成本，
并为废旧电池创建有效的回收系统。该项目对进口汽车销售商和电动汽车初创公司开放，供他
们参与。
该项举措主要由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和日本经济产业省（the ministries for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进行组织，目的是建立一个高效和可持续电池回收系统，成本由各方承担。一家
名为日本汽车循环利用协作（Japan Auto Recycling Partnership）的组织将负责运营该由多家汽
车制造商资助的合资企业。
日本汽车制造商表示愿意在固态电池和资源采购，特别是钴材料等许多领域进行合作。此
次多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决定准备合作，可能与中国过去几年中突然出现电池回收竞争者密切相
关。
【来源：

盖世汽车网】

广东拟打造千亿氢燃料电池车产业链
8 月 29 日，佛山市 8 座加氢站项目联合动工，并计划于年底投产运营。加上已建成的两座，
届时，佛山将成为国内拥有加氢站数量最多的城市。逐渐铺开加氢站建设的背后，是一场世界
范围内的能源革命，以及国内汽车产业动能的转型升级。
加氢 3 分钟，续航 600 公里，作为新能源汽车主要技术路径之一，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等重要战略纲要中，均被确认要大力
发展。
今年 6 月，广东省发布《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加快
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等）产业创新发展的意
见。这表明，广东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完整地呈现出氢燃料电池、混合动力、纯电动三驾“马车”
共同驱动的态势。
据不完全统计，广东各家车企已规划的氢燃料电池车整车达 7 万辆，一个新兴的千亿级产
业链将在广东开跑。
不断吸引整车企业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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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锦能源 9 月 6 日晚间发布公告，公司拟与广东鸿运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1.5
亿元，在广州开发区设立广州鸿锦投资有限公司，再度发力氢能应用，进一步向粤港澳大湾区
延伸新能源业务。
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这行。去年 10 月，广州开发区与德国合作成立“中德能源创新研究
院”，旨在推进氢能源产业化应用技术研发；今年 2 月，总投资约 8 亿元的氢燃料电池膜电极
产业化项目也落户广州，填补了中国高能量密度膜电极制造的空白。
不止是广州，目前在省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抢滩氢能源这片“蓝海”：东莞 2016 年就提
出筹建国际氢能产业城，启动 100 亿氢产业发展基金；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2017 年发起设立
总规模 30 亿元的氢能基金；佛山、云浮通过创新性的产业对口帮扶模式，各自打造了相对完整
的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正不断吸引整车企业落户。
今年 5 月，由广东晓兰客车有限公司生产的第一辆氢能源客车亮相，这辆车从研发、生产
到下线，全部在中山完成。
广东氢燃料电池技术还“走出去”。今年 5 月，比亚迪与美国混合动力公司
（USHybridCorporation）合作研发氢燃料电池客车，该款客车将服务于当地机场。
今年以来，先后包括东风特商氢燃料电池商用车华南生产基地和广东长江汽车整车生产及
氢动力研发中心项目分别落户云浮、佛山，前者总体规划建设以氢燃料电池汽车为主、年产能
为 5000 辆的新能源商用车生产线，后者争取于 2019 年建成投产，年产新能源汽车 6 万辆，建
成达产后总产值将达 200 亿元，此前，飞驰新能源汽车已在云浮设立了年产最高可达 5000 辆的
生产线，生产的氢燃料电池公交车也已在云浮、佛山等地进行常态化运行。
按照较为保守的 100 万元/辆计算，7 万辆氢燃料电池车整车产能以及由此带动的上下游产
业链，广东将浮现一个新兴的千亿产业链。
关键技术国产化降成本
前景尽管相对乐观，但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还相对较弱。从当下产业探索路
径来看，一方面是从商用车切入，弥补技术差距；另一方面是关键核心零部件，实现国产化，
从而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
2016 年底，归国创业的张锐明博士团队，在长江氢动力的支持下组建成立广东泰罗斯汽车
动力系统公司，经过 2 年的研发，成果已经开始显现。国外生产主流的氢电池使用寿命约 1 万
小时，我国科技部的标准也是到 2020 年达到 1 万小时，经过一年多反复试验，泰罗斯将国产氢
燃料电池寿命提高到 7000-8000 小时。“我们可能会走在国家标准之前。”张锐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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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科技学院特聘青年研究员、云浮（佛山）氢能标准化创新研发中心赵吉诗介绍，尽管
我国电池电堆寿命正在追赶国外水平，还包括增湿器、空压机、氢气循环泵等核心零部件的匹
配性，是决定动力系统整体性能的重要因素，其国产化率依然较低。
广东的企业意识到了这点，并将集中精力攻克。今年 3 月，广东重塑能源科技公司在云浮
挂牌，该公司董事长林琦介绍，该公司在最关键的五大零部件领域，大功率的 DC/DC、空压机
均实现了自主研发，接下来将继续通过自主研发或与供应商联合研发，到 2020 年最关键的五大
零部件实现自主研发，而到 2025 年关键零部件第二代产品将推出。
截至目前，广顺、爱德曼、广东国鸿、广东重塑、泰罗斯、长江、飞驰、福田、高明中车
四方等正在形成从压气机、燃料电池再到整车（含乘用车、客车、有轨电车）的完整产业链，
围绕各自领域推动零部件国产化。
进军乘用车需加氢站配套
在刚刚闭幕的成都车展上，丰田氢燃料电池车 Mirai 备受关注，此前，丰田方面表示 Mirai
将正式大规模量产。相比日本氢燃料电池车集中在乘用车领域，广东主要是在商用车市场发力。
“广东氢燃料电池汽车从商用车切入到乘用车，至少还需要 4-6 年。”华南理工大学机械
与汽车工程学院研究生导师、广东省汽车产业路线图（规划）工作小组组长姜立标说，大客车
体积大、空间易优化，而乘用车设计非常紧凑，电堆轻量化、小型化中实际操作非常难，目前
技术已在逐步解决，另一大关键还在于加氢站的推进。
正如燃油汽车上路需要建加油站一样，氢燃料电池汽车要真正走入乘用车市场，就必须有
加氢站配套。然而，氢燃料电池汽车与加氢站就好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除了建设成本和
土地成本过高外，审批流程的繁杂和不明晰也让加氢站建设难以推进。
“现在的燃料电池车市场就像是 2009 年时的纯电动车，后者经过 10 年的培育终于迎来爆
发式增长期，燃料电池车也同样需要政府‘扶上马、送一程’。”广东国鸿氢能副总经理张哲
军说，影响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最大的因素还是加氢站的建设，尤其是一线城市应加快加氢站
布局，才能引导市场向私家车领域渗透。
张锐明则为公司能否熬到量产而焦虑，他期待广东的新能源车企加快入局氢燃料电池乘用
车，以推动和培育市场，“我们的燃料电池动力系统还处于投入期，虽然开始小批量生产，但
距离 1 万台（套）的量产目标还需要三五年时间，广东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上关键零部件企
业普遍都面临量产难题”。
提速加氢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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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率先布局的广东，也率先突破难题。8 月 29 日上午，2018 年佛山市
加氢站联合动工仪式上，8 座加氢站项目顺利动工，并计划于年底投产运营。加上已建成的 2
座，届时，佛山将成为国内拥有加氢站数量最多的城市。
此次联合动工的 8 座加氢站，有三大方面的创新与突破，一是在理顺和明确政府行政审批
上，我省先行先试并确定由住建部门牵头负责，填补了此前加氢站审批建设没有主管部门的空
白；二是在运营模式上，除一个是新建站点外，其余均由加油站、加气站改建而成，未来所有
加氢站都将实现加油、加氢、充电“三合一”模式；三是投资主体多元化，央企、当地国有资
本和民营资本纷纷入局，为项目提供了资金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在加油站改建加氢站的过程
中，还得到了中石化总部的批准同意，这在全国层面有了更大的示范意义。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加氢站不足 20 座，虽然全国各地多个城市也都在规划建设加氢站，但
是整体还未形成规模。这给了广东氢燃料电池汽车弯道超车的机遇。
今年以来，佛山政府明确提出 2018-2019 年将投入氢燃料电池公交车 1000 辆、建成加氢站
28 座的目标任务。从全省来看，云浮市也已建成 1 座加氢站，今年动工的有 3 座，中山市也建
有一个撬装式加氢站。就数量而言，我省加氢站建设已走在了全国前列。
更多城市的加氢站建设也将提上议事日程。在广东省发布的《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创
新发展的意见》中提及，各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市要加快加氢站的规划和建设，编制加氢站试
点建设方案，满足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需求。
【来源：南方网】

我国燃料电池核心技术“当自强”
近日，加拿大清洁能源企业巴拉德动力系统公司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的消息备受关注。据悉，潍柴动力将投资 1.63 亿美元认购前者 19.9%的股份，成为前者
的最大单一投资者。
同时，两家公司将在山东成立合资企业，潍柴动力持股 51%，巴拉德持股 49%，研发生产
“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产品”供中国市场使用。同时，合资公司将拥有巴拉德下一代电堆及模
组技术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独家权利。
潍柴动力重金押注燃料电池技术，在业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有业内人士认为，巴
拉德已在燃料电池领域深耕近 30 年，技术水平全球领先，潍柴动力与其合作，如果能完成前沿
技术转移、整合全球资源，将对国内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市场、新能源汽车行业产生较大推动。
28

www.ciaps.org.cn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然而，另一种担忧之声也引起了业界反思：燃料电池的核心技术能否真正买得来？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回顾巴拉德自 2013 年起与中国公司的多次合作，无论是模块组装这种
劳动密集型技术转移，还是双极板和电堆生产的高科技技术转移，巴拉德始终把核心的“膜电
极技术”握在手中，并不对外开放。
“燃料电池电堆里面有两个最关键的核心部件技术：双极板和膜电极。”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相关负责人说，就双极板来看，广东国鸿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此前已花费 2000 万美元将其购买，
目前万台级生产线已建成且达产，产品质量已达到巴拉德的品控要求。
就“膜电极”来看，它相当于燃料电池的芯片，目前国鸿氢能、潍柴动力却均采取了向巴
拉德采购的模式，但并未获得巴拉德最核心的膜电极技术授权。由此一来，受制于人的问题仍
然存在。因而，想要突破燃料电池的发展瓶颈，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值得注意的是，巴拉德的技术转移战略是‘一女多嫁’，即同一产品多家授权。”中投
顾问分析师说，例如 HD-85 这款 85kW 模块产品先后授权给 4 家中国公司，分别为国鸿氢能、
大洋电机、南通泽合、碧空氢能；30/60kW 模块产品共授权给 2 家中国公司，即国鸿氢能、大
洋电机。“这容易导致上述公司陷入价格内战，巴拉德则可通过销售组件和抽取专利费的方式
旱涝保收。”
根据巴拉德的官方数据，该公司从 2013 年起已多次与中国公司合作，并获得至少 4.4 亿美
元的收入，收入来源包括技术转让授权、股权投资、模块销售和膜电极销售。其中，技术转让
授权的收入为 1.68 亿美元，产品涉及电堆独家授权、基站备用电源、85kW 燃料电池模块、
30/60kW 燃料电池模块。
据专家介绍，潍柴动力此次购买的是巴拉德“下一代 LCS 电堆”的独家生产和基于 LCS
燃料电池模块组装的授权。不过，“下一代 LCS 电堆”技术目前尚未成型，预计于 2019 年年
底正式发布，但与现有的 9SSL 电堆相比，该技术从性能、寿命和成本等方面均有较大提高。
“此前，国鸿氢能的合资公司已投巨资购买了巴拉德上一代 9SSL 电堆生产技术，因此新
技术的推出将对已购买老技术的厂商带来冲击，国鸿氢能的 9SSL 产品将较难面对国内的同业
竞争。”某新能源汽车企业负责人说，国鸿氢能的合资公司和巴拉德签有 5 年合计至少 1.5 亿
美元独家膜电极的供应协议，未来 5 年都有膜电极最低采购量的义务。“国鸿氢能今天面临的
尴尬，是否将成为潍柴巴拉德合资公司明天要面临的问题，值得深思。”
因此，在核心技术问题上，国内公司需要在处理与先进技术合作伙伴关系的前提下，保持
研发投入，加速关键技术的国产化能力，逐渐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窘境。只有在我国燃料
电池核心技术自主、自立、自强的前提下，国内燃料电池行业才可能冲破桎梏，取得更大的发
展。
【来源：经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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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锂遭受质疑，磷酸铁锂悄悄收回失地
8 月 7 日，立秋，新能源汽车行业也进入了多事之秋。
这个月至少有 8 起新能源汽车起火事件发生，而《电动汽车观察家》统计今年已有 39 起较
为确定的新能源汽车起火事件，对行业技术路线的质疑开始不绝于耳。质疑的焦点之一是动力
电池能量密度的提升目标，尤其剑指三元锂电池，动力电池行业似也遭遇了台风。
市场方面，虽延续惯性向前，但结构性的变化正在悄悄发生——8 月，磷酸铁锂电池实现
装机量 1．48GWh，占比从上个月的 27．87％增加到 35．09％。

磷酸铁锂模组
1．“翻着跟头增长”的非理性市场难以再现
8 月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装机量实现 4．22GWh，较 7 月增长 14．18％，增幅有所下
降；同比增长 43．29％，较前两个月有所回升。
前 8 个月累计，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 23．5GWh，同比增长 92．47％。
从月度市场走势看，今年前五个月的倍数级同比增幅已不再现，补贴的退坡，终于让这个
焦躁的市场稍稍恢复了一些理性。

动力电池市场表现与整车市场息息相关：今年新能源客车市场持续不景气，专用车行业步
30

www.ciaps.org.cn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履维艰，乘用车尚算一枝独秀，尚且是动力电池行业坚实的“堡垒”。
然而，依靠运营市场、牌照红利驱动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渐触及天花板，消费端的真实需
求尚未形成规模。长期来看，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直至退出，行业将由补贴主导转向市场竞争，
产品性能所限，真实消费市场一时恐难达预期，必将促使动力电池行业趋于理性发展。
从车型角度看，8 月份新能源乘用车的装机量比上月增长了 15．38％，约 3GWh 的装机量
依然是最大的板块市场。纯电动专用车电池装机量 365．4MWh，较上月减少 14．81％，拖累 8
月电池装机向下。新能源客车电池装机在 5 月急速冲高、6 月骤然下跌、7 月继续低迷之后，8
月终于掉头向上，取得 28．28％的正增长，装机量 847．4MWh。
但是 8 月新能源客车的装机同比去年依然是下降的，其中纯电动客车装机量同比下降了
22．14％，插混客车装机量下降了 54．48％。新能源客车行业是受补贴新政影响极大的板块，
是尤其典型的“政策市”，市场的持续低迷导致全产业链的景气度下降。
累计年内各车型的装机量看，前 8 个月纯电动乘用车累计装机 12．75GWh，占比 54．24％，
同比增长 106．15％；纯电动客车累计装机 6．95GWh，同比增长 113．5％；插混乘用车累计
装机 1．87GWh，占比 7．97％，同比增长 122．91％；纯电动专用车累计装机 1．74GWh，占
比 7．39％，同比微增 2．88％；插混客车装机量只有 0．197GWh，是唯一一个同比下降的板
块，降幅 19．37％。

2．磷酸铁锂电池市场份额继续上攻
从电池类型的分化看，磷酸铁锂电池市场继续上攻。
8 月份，磷酸铁锂电池实现装机量 1．48GWh，较 7 月增长 43．79％，在总体出货量中的
比重也从上个月的 27．87％增加到 35．09％；而三元锂电池装机量 2．667GWh，比重从上个
月的 70．37％下降到 63．2％，增幅也只有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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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磷酸铁锂电池装机量持续增长的主要是纯电动乘用车。
8 月份，
纯电动乘用车磷酸铁锂电池装机量虽只有 520．
1MWh，但比上个月大幅增长 96．2％，
而三元锂电池在纯电动乘用车中的装机增幅只有 4．38％，装机量 2．14GWh，依然是主体。
除了纯电动乘用车，8 月份磷酸铁锂电池在其他各车型板块的装机也都呈上升之势：纯电
动客车实现装机 805．59MWh，增幅 29．92％，纯电动专用车装机 149．39MWh，增幅 6．64％，
插混客车装机 6．34MWh，上个月为 0。
相比较而言，三元锂电池在纯电动专用车中减少 28．71％，装机量只有 179．57MWh；在
纯电动客车中装机量则为 0。三元锂电池在插混乘用车中的装机也在增长，主要受插混乘用车
板块的持续增长推动，8 月该板块装机量增长了 19．15％，达到 348．25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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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 8 个月累计，
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机 8．
8GWh，
三元锂电池累计实现装机 14．11GWh，
在累计总装机量中的比重分别为 37．46％和 60．03％，三元锂电池因受纯电车乘用车市场增长
的拉动，依然是最大装机类型。

3．磷酸铁锂一统客车装机天下，在乘用车专用车领域也正在攻城略地
磷酸铁锂电池正在逆转且后市依然被看好，有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是近来电动汽车起火事件频发，被指与三元锂电池盲目提升能量密度相关，甚至三元
材料电池技术路线也备受争议。
按照国家规划，2020 年，锂离子动力电池单体能量密度要达到 300wh／kg，争取达到 350Wh
／kg。这一目标指向的就是高镍体系的三元材料电池。高镍三元材料中，镍的含量越高，电池
单体的能量密度越大，比如风口上的 811 电池。但是，能量密度过高对电池模组的抗振、抗冲
击、抗膨胀、绝缘隔热等性能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目前的技术业内还有些疑问。
第二是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已提升至补贴范围之内。
目前磷酸铁锂成组能量密度已经达到三元 NCM523 的水平（主流的 NCM523 电池能量密度
为 160～200Wh／kg），国轩高科和比亚迪的磷酸铁锂电池都在这一水平，且价格优势和系统
稳定性更优。其实，目前市场上配套的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均能达到补贴的技术门槛要求。
第三是补贴退出后，市场的价格机制将促使车企倾向于选择磷酸铁锂电池。补贴退坡预期
下，磷酸铁锂电池的价格优势和原材料供应低风险性，更有助于缓解整车厂的成本压力，必然
会成为车企的优先选择。
从今年前八个月的电池装机结构看，补贴新政实施后，在新能源乘用车和纯电动专用车两
个板块，磷酸铁锂电池的搭载比重都在逐步上升，专用车中尤其明显：在补贴还没有退坡的 3
月份，三元锂电池的搭载量占比高达 95％，到了 8 月份这一比重只有 49％了，而磷酸铁锂电池
的比重达到了 41％。

33

www.ciaps.org.cn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再看新能源客车板块。虽然 2017 年三元锂电池在客车应用解禁，但是市场并没有应声而动，
2017 年新能源客车电池装机量中 90％的是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占比仅为 0．21％，今年
也只是在 7 月份有区区 7．81MWh 的装机量。原因是三元锂电池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让必须关
注群体乘客安全的客车企业有所忌惮。

2018 年以来，高能量密度政策导向下，三元锂电池的市场份额节节攀升，但是工信部发布
的前 8 批推荐目录中，均不见三元锂电池客车的身影。第 8 批推荐目录客车车型中，磷酸铁锂
电池的系统能量密度在 120Wh／kg 以上的占比达 98％，受补贴推动，高于 140Wh／kg 的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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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占比 70％成为新品主流。
截止发稿，公示的第 9 批推荐目录中，上榜新能源客车 118 款，搭载三元电池的客车也只
有 1 款，而搭载磷酸铁锂电池的有 101 款。
4．上下游双向压力增长将蒸发掉多数小弱企业
根据真锂研究披露的数据，8 月共有 54 家电芯厂实现有效装机供应，比上月多了 6 家。其
中有 7 家电池企业的供货在在 100MWh 以上，10－100MWh 的有 17 家，另外 30 家的供应量低
于 10MWh。
宁德时代出货量最高，1．4GWh，但是比上个月减少了 1．29％，排在第二位比亚迪出货
量却大幅增长了 34．29％，出货 1．18GWh，真正意义上进入了千兆瓦时梯队。相应地，宁德
时代的市场份额从上月的 40．81％减少到 35．28％，比亚迪的市场份额则增长了 4 个百分点。
宁德时代前 8 个月的累计出货量，占到同期总出货量的半壁江山——40．1％，比亚迪则占到
23．1％，“双雄”联手，拿下六成多的市场。
企业的产品类型方面，TOP10 供货企业中，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 8 月出货 520．4MWh，
三元锂电池出货 968．39MWh，三元居多；比亚迪磷酸铁锂电池出货量略高于宁德时代，为
539．01MWh，三元锂电池出货量为 636．62MWh，两者接近。
天津力神以三元锂电池供货为主，8 月出货量 254．98MWh；孚能科技和深圳比克、天津
捷威、哈尔滨光宇这四家企业向车企供应的全部是三元锂电池；而国轩高科、河南鹏辉、北京
国能则都以磷酸铁锂为主打，8 月供货量分别为 192．04MWh、113．94MWh 和 56．07MWh。

2018 年以来，比亚迪扩充动力电池产能的步伐加快，青海厂（24GWh）、重庆璧山厂
（10GWh）、与长安汽车的合资厂（20GWh）以及 9 月签约的西安高新区项目（30GWh），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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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新增 84GWh 电池产能，比亚迪动力电池规划总产能达到 100GWh，是去年国内动力电池的出
货量（36．24GWh）的近 3 倍，重回江湖老大地位的雄心可鉴。
然而，老大的日子似乎也不好过——8 月 23 日，宁德时代发布中报显示：公司上半年虽营
收同比增长了 48．69％，但各项业务的毛利率都在下滑，其中第二季度的净利润 4．28 亿元，
较 2017 第二季度（6．86 亿元）同比下滑了 37．61％，而且上半年应收账款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比例高达 87．7％。
补贴退坡和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是造成动力电池企业利润不断下降的两个原因，受伤的不
止宁德时代一家，整个动力电池行业都处于这种“双向承压、腹背受敌”的境地。业内预测，
2018 年动力电池企业毛利率由此前的 30％左右下降到 20％左右，再加上外资电池行业的进入，
行业洗牌将进一步加剧。
今年前 8 个月共有 82 家企业实现有效供货，其中前 10 家的市场份额合计 86．54％，剩下
不到 14％的市场由 72 家企业“分享”，龙头老大宁德时代的生存处境尚如此艰难，这些小弱
企业真不知道何时就默默从动力电池市场上消失了……

有这样两个点不可否认：一是汽车电动化的技术已是大势所趋，中国的政策约束发展路径
已然明确，二是目前汽车电动化技术路线尚不明朗，全球范围内也尚未出现可大规模普及的标
志性车型。这两点意味着，车载动力电池市场将且行且完善，表现为市场规模理性增长＋技术
路线持续优化＋优胜劣汰不断升级。
【来源：电动汽车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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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前沿】
鹿角资本：锂-碲电池系统技术取得重大进展 碲需求量将走高
据外媒报道，鹿角资本公司（Deer Horn Capital Inc．）表示，目前许多研究者致力于研发
能效更高的电动车电池，有研究人员表示，其在锂－碲电池系统（lithium－tellurium （Li－Te）
battery systems）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研究人员在报告中写道：“该款电池在充放电 1000 次后，其比容量数值极高，能效为
100％。”
截止至目前，电动车的标配电池依然为锂离子电池。然而，许多新电池公司在提升当前的
锂电池技术或利用新材料打造性能更佳的车载电池。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在最近的报道中宣称，各风投公司向车载电池研发项目投
入的资金总额已逾 10 亿美元，旨在研发性能更佳的锂离子结构、新材料及固态电池等先进技术。
高效能锂－碲电池系统的出现就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发现。
鹿角资本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Tyrone Docherty 表示：“我们关注了许多针对碲应用的研究，
这类研究的前景都不错，旨在解决重大技术难题及社会性问题。锂－碲电池的最近研究进展表
明，相较于两年前的研究成果，该技术已取得了较大进展。”
据《研究与市场（Research and Markets）》发布的最新报告《2018－2022 全球碲市场》预
计，该 2018－2022 年间，碲消耗量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3％。
Docherty 表示：“公司不仅要考虑当前的技术发展进度，还要考虑潜在的供货问题。当未
来铜精练技术提升后，碲的供货量也将大幅提升，未来市场对碲的需求量会很高，这就是我公
司持续关注北美高品级碲项目的一大原因。”
【来源：

盖世汽车网】

新型“可呼吸”钠-二氧化碳电池研制成功
记者 16 日获悉，南开大学化学学院陈军院士课题组利用廉价碳酸钠和碳纳米管制备出无钠
预填装“可呼吸”钠－二氧化碳电池。相关成果成为《研究》创刊号首篇发表文章。
据介绍，“可呼吸”电池初级版本是锂－氧电池，放电时从空气中获取氧气，充电时再放
出氧气，因此被称为“可呼吸”电池。由此衍生出的可充钠－二氧化碳电池一般以金属钠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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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碳等材料为正极，放电时从外界获取二氧化碳，充电时再放出二氧化碳。与锂－氧电池比，
这类电池原料丰富、制备方便，还资源化利用二氧化碳气体，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目前钠－二氧化碳电池开发存在一大难点：过量的金属钠负极容易形成枝晶，导致电池短
路带来安全隐患，且金属钠制备主要是通过电解熔融氯化钠或氢氧化钠，能耗污染大。陈军课
题组克服了碳酸钠导电性差等难点，以溶解析出法在多壁碳纳米管表面上制备出碳酸钠廉价复
合材料，并以此作正极，导电碳作负极，首次构建出无钠预填装“可呼吸”钠－二氧化碳电池。
该电池通过对充电容量控制可成功抑制枝晶形成，安全性大大增强，经测试在截容量为 0．3mAh
／cm2 的条件下，循环 100 圈后仍能保证充电电压低于 4V，课题组已组装出容量为 350mAh、
能量密度为 183Wh／kg（基于整个电池质量）的单体电池。
碳酸钠在工业上制备容易，碳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陈军课题组研究成果避免了负极金属
钠的预填装，能有效降低电池的安全隐患，为安全电池设计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此外，火星大
气中含有 95％的二氧化碳，这一无钠预填装“可呼吸”钠－二氧化碳电池有望为火星探测提供
一种潜在电化学能源系统。
【来源：

中国科技网】

核心难点被攻克 锂硫电池要接棒三元锂电池了？
继今年 6 月中南大学赖延清教授团队在锂硫电池高安全、高比能与长寿命难以协同问题上
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锂硫电池技术研发又接连传来捷报。近日，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
究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分别在黏土矿物超亲电解液锂电池隔膜研究、影响锂硫电池化学动力
性能主要因素研究上均获得重大进展，对推动锂硫电池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应用又迈进了关键一
步。
“里程焦虑”这一短板已成为新能源汽车进一步推广普及的主要障碍，而现有的锂电池材
料体系很快就要触碰到能量密度的“天花板”。尽管国内外车企和动力电池企业均看好全固态
电池，但业界对其最为乐观的预计也要到 2025 年之后才能商业化应用，而要技术完全成熟则可
能要等到 2030 年以后。全固态电池的路还有点远，对于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企业来说，寻找
其他能更快商业化的锂电新材料体系也非常必要。集高能量密度、高理论比容量、低成本及环
境友好于一身的锂硫电池便是备选项之一。但锂硫电池颇受诟病的“穿梭效应”一直让其没有
走出实验室，应用到新能源汽车领域。
资料显示，锂硫电池是以硫元素作为电池正极，金属锂作为负极的一种锂电池，其理论比
能量高达 2600Wh／kg，远高于目前商业化的锂离子电池。近年来，锂硫电池因具有高能量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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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髙理论容量、单质硫资源丰富、价格低廉以及单质硫无污染等特点，成为高能新型电池的
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但锂硫电池在实际应用中，易溶于电解液的多硫化物（中间产物）形成“穿
梭效应”，会直接导致电池循环寿命变差。因此，如何抑制多硫化物的穿梭在锂硫电池正极研
究中至关重要。
电池中国网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钱逸泰院士团队和王功名教授课题组通过实验
和理论结合的方式，研究了金属钴基化合物在锂硫化学中的动力学行为，发现钴基化合物中阴
离子的价电子的 p 能带中心相对费米能级的位置，是影响锂硫电池界面电子转移反应动力学性
质的主要因素。该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顶级能源材料期刊《焦耳》杂志上。
科研人员通过对转化动力学性能的研究，发现制备的金属钴基化合物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电
化学动力学行为。DFT 模拟结果以及同时电荷差分密度分析表明，通过尝试关联不同钴基化合
物的阴离子价带的 p 能带中心位置与多硫化合物电化学转化的动力学性能，发现改变阴离子价
电子的 p 能带中心相对费米能级的位置，能够有效调控界面电子转移反应动力学，从而成为影
响 Li－S 化学动力学性能的主要因素。这一成果将为 Li－S 电池应用研发起到指导作用。
无独有偶，近日电池中国网从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研究员张俊平团
队首次设计了一种黏土矿物（锂皂石）超亲电解液锂电池隔膜。锂皂石含有丰富的 O 活性位点
和 Li＋，还具有独特的片层结构和较大比表面。锂皂石首次被应用到锂硫电池中，用于抑制聚
硫化物穿梭，并提高隔膜的 Li＋电导率。研究表明，该黏土矿物超亲电解液隔膜对聚硫化物穿
梭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同时具有较高的 Li＋电导率、快速的 Li＋转移、超亲电解液性和较高
的热稳定性。将其应用于锂硫电池时，在循环稳定性、倍率性能和抑制自放电等方面均表现优
异。此外，该隔膜具有较好的普适性，可通过简单的涂覆法制备，在 LiFePO4 和锂硫电池中均
表现出了优异的性能。
据电池中国网了解，日前，中南大学赖延清教授团队的“高比能锂硫电池技术”成果已经
以高达 1．4 亿元总经费转让给中南新能源投资（深圳）有限公司，由该公司负责相关技术的产
业化实施。据悉，赖延清教授作为该项目负责人，还申报获批了 2018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预计项目实施 3 年内，将在国际上率先实现高比能（当前电池的 2 倍以上）锂硫电池的工
程化制造与装车应用示范。
如此高昂的成果转让费用在国内高校中极为少见，但这也恰恰反映了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
及动力电池产业界对破解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瓶颈”，尽快实现新材料和新技术商业化应用
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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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科研院所在锂硫电池技术研发上已经投入了很多精力，目前国内像猛狮科技、桑顿新
能源和国轩高科等部分动力电池企业也在锂硫电池技术研发上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储备。电池中
国网认为，随着锂硫电池重要技术相继获得突破，以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推动，锂硫电池
商业化进程有望加速，率先布局相关技术的公司有望抢占市场先机。
【来源：

电池中国网】

锂-氧电池取得技术突破 实现四电子转化及库仑效率近 100%

据外媒报道，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Linda Nazar 教授宣布，其研究团队首次实现四电子转换
（four-electron conversion），该技术将实现锂-氧电池（lithium-oxygen，Li-O2）的电子存储容
量翻番。
Nazar 团队将有机电解质（organic electrolyte）转化为硝酸锂/硝酸钾（lithium nitrate/potassium
nitrate）的无机熔盐（inorganic molten salt），旨在提升其化学稳定性和导电率。此外，该团队
了利用双功能金属氧化物催化剂替代了多孔碳阴极（porous carbon cathode），提升了电池容量
的同时降低了过电势。
相较于 Li2O2，在 150 摄氏度下，电池在使用期间将生成更为稳定的 Li2O，其热力学性能
表现更为出色。该款电池电芯采用多种材料，旨在提升其热动力性能及反应动力学（kinetics）。
研究人员研发的该款电池充电性能表现更佳，从理论上讲，其储能表现提升了 50%。
在电池研究领域，锂-氧电池颇具吸引力，这主要得益于其理论能量密度。能量密度是材料
的储能容量，当电芯发生电化学反应后，其能量将储存在电池电芯中。
早前，锂-氧电池的技术挑战难点集中在电池的阴极、有机电解质、超氧化物及过氧化锂。
然而，该研究已解决了所有内在局限性（intrinsic limitations）难题并证明了该类电池内部四电
子传输的可能性、反应的可逆性，其理论库仑效率（theoretical coulombic efficiency）已接近 100%。
（本文图片选自 uwaterlo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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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盖世汽车网】

Lithos Energy 推第四代高压液冷电池组 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佳
据外媒报道，Lithos Energy 公司宣布推出第四代高压液冷电池组，该电池组可提供更高的
能量密度、更高的安全性并可快速实现大批量生产。Lithos 第四代电池技术现在已应用于 Lithos
最新推出的高压电池组中。该技术较之前技术有显著的改进，与前几代电池相比，能量增加了
23％。
此外，该新技术也提高了电池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其先进设计具被动传播功能，可防止热
失控，并且具有一个重新设计的液体冷却系统，可提高整个电池组的热稳定性，延长其寿命。
使用铜将电池各部件连接在一起，同时改进了电池热管理功能，峰值电流脉冲可维持更长
时间，同时电压骤降情况更少，从而提高车辆性能。此外，该公司专有的电池封装技术使其电
池组可以提供领先的功率密度（高达 2000 W／kg）或能量密度（高达 215 Wh／kg）。
该项新技术目前已用于 Lithos 高压电池产品系列，并提供了四种标准形状因数，具不同的
高能量和高功率数值。所有 Lithos Energy 电池组均在该公司位于加州的电池厂中设计和组装。
【来源：

盖世汽车网】

科思创合作莱丹科技 研发电池外壳激光焊接工艺

据外媒报道，科思创有限责任公司（Covestro LLC）正与莱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Leister
Technologies LLC）合作，一起研发激光焊接液体冷却电池模块的制造工艺和材料解决方案。此
类电池模块用于新型乘用车、电动公交车、卡车和其他多功能车等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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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电动汽车的电池必须主动冷却才可正常工作，并保证使用寿命。液体冷却的过程需要
密封装置将液体封存在电池内部并且避免其外溢。虽然可以使用几种接合方法来焊接塑料电池
包装组件，但是无需外部焊接的接合法更简单且更具成本效益。
在上述技术中，电池制造商通常采用激光焊接法，因其可焊接更大部件，不需预处理，并
且焊接精度高、可重复焊接、更易控制。
传统上来说，激光焊接仅用于半透明或光学透明塑料。然而，现在，科思创和莱丹科技已
将此接合技术的使用范围扩大至科思创的不透明阻燃 Bayblend®

PC+ABS 混合塑料，同时实现

了相同水平的焊接强度。阻燃塑料通常是电池外壳的优选材料，因此此类塑料可帮助防止或延
迟电池起火之后蔓延。
【来源：盖世汽车】

宝马合作伙伴 Solid Power 融资 2000 万美金推全固态电池
据外媒报道，全固态电池（ASSB）开发商 Solid Power 公司宣布完成 A 轮融资，融得 2000
万美金。该轮融资将让该公司扩大生产规模至年产能达几兆瓦小时电池，生产设施将于 2018
年底全面建成，并于 2019 年全面投入运营。Solid Power 公司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得分校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的衍生公司。
其产能将初步验证该公司的固态电池适用于汽车、航空航天和国防等多个市场。该公司的
最终目标是取代锂离子电池，让其电池成为高性能移动出行电动应用的首选电池。
其 A 轮融资中，投资者财团包括现代摇篮（Hyundai CRADLE）、三星风投公司（Samsung
Venture Investment Corp．）、萨诺实业公司（Sanoh Industrial Co．）、索尔维风投公司（Solvay
Ventures）以及美国电池制造商 A123 系统公司（A123 Systems）。
每次充满电后，全固态电池能够提供更长的汽车运行时间，具出色的可靠性以及安全性，
因此，移动出行电动应用对其产生了浓厚兴趣。汽车行业追求汽车电气化，因而对全固态电池
可提高汽车续航里程的功能特别感兴趣，同时与现有的最先进锂离子电池相比，全固态电池使
用了整体更安全、更简单的储能系统。
Solid Power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Doug Campbell 表示：“我们凭借全固态电池技术站
在了‘一切电气化’的中心，全固态电池技术明显成为‘后锂离子’技术的替代者。固态电池
将改变电动汽车、电子、国防和医疗设备市场，Solid Power 的技术有望通过特别注重安全性、
性能和成本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改变整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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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Solid Power 宣布与宝马集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一起开发用于电动汽车的
Solid Power 固态电池，并针对高性能电动汽车的要求量身定制 Solid Power 的固态电池技术。
Solid Power 的固态电池提供比传统锂离子电池更高的能量，同时通过减少对许多昂贵设计解决
方案的依赖，特别是用于锂离子系统的昂贵设计解决方案，降低系统成本，确保电池组安全运
行。
Solid Power 的技术涉及电池阴极、金属锂阳极和安全无机固体电解质层。Solid Power 的固
态电池优势包括：
1. 能量比现有锂离子电池高 2 至 3 倍；
2. 因消除了锂离子电池具挥发性、易燃和腐蚀性的液体电解质，其安全性显著提高；
3. 通过最小化安全功能从而降低了电池组设计成本；淘汰电池组冷却液；通过免去封存冷
却液的需要大大简化电池芯、电池模块和电池组设计；
4. 因兼容自动化、工业标准、卷装进出式生产方法，因此，产能很高。
【来源：

盖世汽车网】

新材料“极温电池”-55℃正常放电 寿命超 8 年
据哈尔滨日报报道，在昨天的第五届中国国际新材料博览会上，哈市清洁能源企业中科众
瑞研发的极温镍氢动力电池，打破了国内电池的耐极温极限，达到－55℃至－70℃，在－40℃
时放电量还能达到 80％以上，该技术已达国内领先水平。
据介绍，该极温镍氢动力电池应用了“储氢合金粉”新材料，技术国内领先、国际一流，
有效解决了普通锂电池高温、高寒环境无法正常充放电、易爆炸的困扰。目前，世界上只有中
科众瑞的产品能实现在极温区使用，并具备长寿命、高功率、充电快、可回收特点。这种电池
应用非常广泛，既可用于儿童玩具、照相机等民用产品，也可用于高铁、汽车及军用 GPS 定位
系统等。
近日，中科众瑞与国内车企签下极温镍氢动力电池 6000 万元大单。这种电池可启动 1 万次，
电池使用寿命超过 8 年，与汽车同寿，减少了汽车电池的更换成本。
【来源：动力源】

大众与斯坦福合作燃料电池新进展：可减少铂金属用量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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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被认为是经典电动汽车中电池的重要替代品。然而，普及燃料电池最大的问题就
是该技术成本相对较高。据大众官网报道，由于采用了新研发的工艺，大众与美国著名的斯坦
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在研发燃料电池上取得了新进展。
燃料电池成本最高的材料之一就是金属铂，因为铂主要用来作为燃料电池的催化剂，该材
料呈颗粒状，分布在碳粉上。然而，实际上催化过程仅发生在铂颗粒的表面，如此一来，浪费
了大量成本高昂的铂材料。
在大众和斯坦福最新研发的工艺中，铂原子被放置在碳表面上，以产生极薄的颗粒，可以
将当前燃料电池中所需的铂金属总量减少一大部分。与现有技术相比，新工艺将新研发的燃料
电池催化剂的效率提高了三倍，同时还提高了耐久性。
斯坦福大学的 Prinz 教授表示：“该技术使贵重金属的使用量得以最小化，为降低成本带来
了巨大的可能性，同时燃料电池的使用寿命和催化剂性能也得以提升。除了燃料电池，原子层
沉积技术还可实现下一代锂离子电池等一系列需要高性能材料的应用。”
不仅燃料电池，传统电池也可从研究人员的新发现中受益。大众汽车集团研究院的 Thomas
Schladt 博士表示：“该技术对于汽车电池等应用也有益处，新研发改良的 ALD（原子层沉积技
术）将把汽车整体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燃料电池在实现零排放的移动出行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与目前电动车的电池相比，优势也
是显著的。在效率、续航里程和加油次数方面，配备燃料电池的汽车可与传统内燃机汽车相媲
美。而且，燃料电池车辆只排放水和热量。然而，由于生产成本较高，燃料电池目前仍只是小
众产品。但是，在新催化剂技术的帮助下，燃料电池的的经济效率将大大提高，使燃料电池能
成为传统电池以及内燃机的真正替代品。目前，研究人员的任务是将实验室成果投入大规模生
产。
【来源：盖世汽车】

“双重性格”保护膜 让锂电池不被刺穿
《自然·通讯》近日发表了军事科学院、武汉理工大学等单位联合团队的研究成果，他们
合成了一种多层碳纳米管薄膜，能够自组装在金属锂负极表面，截停锂枝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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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碳纳米管锂电池电极保护膜结构示意图
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张浩介绍，金属锂具有最高的理论比能量，被公认是最具前景的下一
代高能量电池负极材料，之所以难以应用，是因为金属锂在循环充放电下产生锂枝晶刺穿电池。
论文第一作者张慧敏介绍，团队巧妙设计出拥有亲锂憎锂“双重性格”的梯度金属锂保护
膜，底部是具有亲锂性能的纳米氧化锌／碳纳米管复合层，顶部是憎锂强度高达 8GPa 的碳纳
米管层。该保护膜可以长期有效抑制锂枝晶生长，确保电池获得极高安全性，以及接近 100％
的充放电效率。
【来源：

中国科技网】

【会员之窗】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18 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复
核评价结果的通知
工信厅科函〔2018〕250 号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中央
企业：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工信部联科
〔2010〕540 号）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 2018 年开展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复核评价
工作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18〕105 号）要求，我部对 2015 年认定及通过复核的 150 家国
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组织开展了复核评价。其中，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等 146 家企业通
过复核评价；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安徽九华金润铜业有限公司、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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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等 4 家企业未通过复核评价。

希望通过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复核评价的企业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完善制度建设，
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附件：通过 2018 年复核评价的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名单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18 年 7 月 26 日
附件

通过 2018 年复核评价的国家技术创新项目中的会员单位
序号

企业名称

12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9

超威电源有限公司

64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82

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127

卧龙电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

136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新宙邦积极布局全球电解液市场 波兰工厂已确定选址
9 月 20 日，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宙邦”）发布公告称，
公司子公司 Capchem Poland Sp． z o．o．与波兰瓦乌布日赫经济特区 Invest－Park 签署土地
购买合同并完成公证，并于近日收到瓦乌布日赫经济特区 Invest－Park 颁发的《土地规划文
件》，Capchem Poland Sp． z o．o．取得坐落于下西里西亚省奥瓦瓦市的工业用地 80，188 平
方米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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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显示，此次波兰项目建设基地的所在地下西里西亚省奥瓦瓦市，位于波兰公司注册地
弗罗茨瓦夫市南面 40 公里处。奥瓦瓦市土地资源丰富，地价相对便宜，交通便利，相关的工业
配套完善，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大。
新宙邦表示， 本次购买的地块临近公司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客户在欧洲的生产基地布局，具
有明显区位优势。本次取得土地有利于提升公司对客户的配套供应能力，有利于进一步实现欧
洲客户本地化服务，有利于提升欧洲市场份额、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公司
全球化战略布局，对公司长远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据了解，锂离子电池化学材料作为目前新宙邦主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未来重点
发展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基于新能源汽车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公司在波兰进行该领域的布局，
可以实现对客户的就近供应，有利于抢占市场先机，为公司锂离子电池材料业务持续快速增长
提供源动力，进而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新宙邦为全球领先的电子化学品和功能材料企业，成立于 2002 年，源于 1996 年创立的深
圳市宙邦化工有限公司，2008 年整体变更为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1 月 8 日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新宙邦产品主要有锂电池化学品、电容器化学品、有机氟化学品、
半导体化学品以及 LED 封装材料等系列。
近年来，新宙邦的电解液不仅出口日韩市场，还在电解液的添加剂领域积极从事技术研发。
2017 年 6 月，新宙邦收购巴斯夫电解液业务和苏州生产基地巴斯夫电池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100％股权，其中包括电解液品牌“诺莱特”（Novolyte），以及 20 多项核心专利，取得了张
家港的六氟磷酸锂生产基地。据不完全统计，新宙邦已陆续增资入股永晶科技 25％股权、投资
2 亿建设海斯福高端氟精细化学品项目、受让江苏天奈 6％股权、投资 3．6 亿在波兰建厂、投
资 4．8 亿扩建惠州三期项目等。
同日，新宙邦还发布公告称，公司同意以控股子公司福建海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为项目实
施主体，投资建设年产 15，000 吨高性能氟材料项目，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10 亿元人民币，分两
期投资：一期投资约 5 亿元人民币，预计 2020 年四季度逐步投产；二期投资约 5 亿元，预计在
一期投产两年后开始建设。
公告显示，福建海德福为新宙邦与邵武泓伟投资中心、邵武志伟投资中心、邵武红达投资
中心共同出资人民币 36，000 万元设立，用于实施投资建设年产 15，000 吨高性能氟材料项目。
经营范围包括：有机氟化学品、有机氟功能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爆炸物品）的研究、生产、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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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电池联盟】

比克电池联手 Cadenza Innovation 开发“超级电池”
预计明年实现量产
2018 年 9 月 16 日，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比克电池”）与获得世界
经济论坛(WEF)技术先锋奖的美国新能源创新企业 Cadenza Innovation 在北京举行战略合作签约
仪 式 ， 比 克 电 池 董 事 长 李 向 前 与 Cadenza Innovation

创 始 人 兼 首 席 执 行 官 Christina

Lampe-Onnerud 博士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合作生产更高安全、更低成本、更高能量
密度的“超级锂电池”及模组，并推动新产品全球产业化落地，持续提升锂电技术和品质，推
动行业持续创新发展。

李向前与 Christina Lampe-Onnerud 博士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
此前双方已在建立合作意愿的基础上进行了项目落地可行性评估以及安全测试、第三方测
试，并获得极具颠覆意义的测试结果后签订了框架协议。此次合作将基于比克电池多年深耕锂
电池技术研发的积累，通过智能制造及成熟的产品制成经验，结合 Cadenza Innovation 的新型锂
电封装技术陆续开展，推动该产品的进一步市场化应用，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安全、一致性更卓
越的电能驱动产品。双方将优化 Cadenza

Innovation 的新型锂电封装技术，并由各自在美国和

中国建立的项目团队于全球范围内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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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产业、消费类智能终端产品等领域迅猛发展，锂电企业面临前所未有
的机遇与挑战，市场需求等因素也对电池性能和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
更高能量密度、更低成本的电池备受市场期待。
李向前表示：“作为全球领先的锂电企业，比克电池多年来始终秉承品质至上的原则，在
保证电芯安全的前提下不断通过自主研发进行技术产品创新，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了不断吸收国
内外创新技术的重要性。Cadenza Innovation 的新型电池模块架构可有效提高锂电池的安全性，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更高能量密度和更低成本。通过本次合作，这一创新技术将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实现商用化，共同推动“超级电池”全球产业化落地。相信通过本次合作，这种新型电池技
术将对锂电储能和电动汽车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签约仪式上， Christina Lampe-Onnerud 博士针对本次合作表示：“作为深耕锂电行业十余
年的国际知名锂电企业，比克拥有十余年锂电池生产经验和千余项技术专利，各方面始终位于
国内锂电行业领先地位，具备充分的创新技术产业化落地能力，相信双方合作进一步展开后将
为锂电行业带来全新的技术和产品突破。”
作为比克电池创新发展和全球化战略的重要一环，此次战略合作的达成也将进一步推动比
克构建全球合作伙伴生态系统、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
比克电池用于“超级电池”和模块的生产线已在郑州比克工业园开工建设，预计明年实现
量产。
【来源：EV 世纪】

金鹰股份：设立研究院致力于新能源电池材料的研究与开发
9 月 20 日晚，金鹰股份发布公告称，为整合公司研发资源，加强研发及技术创新体系研究，
提升公司竞争实力，公司决定成立研究院公司，致力于新能源电池材料技术及其他新能源领域
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由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吴清国博士担任负责人。
据了解，研究院公司名称为“浙江金鹰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500 万元。公
司主要致力于新型新能源材料的研究与开发，主要包括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制备及改性研究，
高能量密度的硅碳负极材料的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固体电解质及聚合物电解质的制备工艺探索
等具有产业化前景的新能源电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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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股份表示，设立研究院公司，符合国家技术创新战略及企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符合公
司长期发展规划，可发挥公司、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综合科技优势，整合企业内部资源，促进公
司产业结构升级。
金鹰股份由浙江省定海纺织机械厂、舟山制衣公司、舟山市定海绢纺炼绸厂和舟山市定海
区小沙经济开发实业总公司共同发起，于 1994 年 9 月 23 日成立，2000 年 6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以制造麻、毛、丝、绢纺成套机械装备和注塑机械系列设备为基础产业，并
建立了绢纺、亚麻纺、制丝，以及与之配套的织造、染整、制衣生产基地。
近年来，金鹰股份顺应锂离子电池行业发展趋势，积极推进公司战略转型，以提升整体市
场竞争力。金鹰股份 2016 年 12 月 6 日的公告显示，公司拟定新建年产 5000 吨锂离子电池磷酸
铁锂正极材料项目；2017 年 12 月，金鹰股份与湖南瑞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浙江金
鹰瑞翔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金鹰瑞翔”），金鹰瑞翔主要经营范围为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
料研发、制造、销售等，注册资金 1．5 亿元。
【来源：

中国电池联盟】

股价涨停！赣锋锂业与特斯拉签订供货大单
9 月 21 日午间，赣锋锂业发布公告，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赣锋国际与特斯拉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约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可延期三年），特斯拉指定其电池
供货商向公司及赣锋国际采购电池级氢氧化锂产品，年采购数量约为公司该产品当年总产能的
20％，金额以最终实际结算为准。
赣锋锂业表示，此合同将在 2018 年－2020 年（可延期三年）履行并确认收入，对公司上
述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消息一出，午后赣锋锂业股价直线飙升，仅一分钟，涨幅就
飙升至 7．94％，下午 1 时 38 分，股价涨停。
近期，赣锋锂业动作频频，就在昨日，赣锋锂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 LG 化学签订《供货
合同之补充合同》，约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赣锋国际增加向
LG 化学销售氢氧化锂和碳酸锂产品共计 45000 吨，价格依据市场价格变化调整。补充合同签订
后，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赣锋国际向 LG 化学销售的氢氧化锂
和碳酸锂产品总量共计 926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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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M 发布的《SMM 研报：7 年供锂货 9 万吨！赣锋锂业与 LG 签订新合同保销路》一文
中，对赣锋锂业旗下的锂资源、各种锂产品的投产情况进行了统计。
截止 2017 年年报所示，赣锋锂业拥有七个主要的生产基地，分别生产锂化合物、金属锂、
锂电池、锂电池回收，其中旗下生产基地大部分地处江西。
随着锂产品的市场需求快速增长，赣锋锂业在新建生产线的同时进一步扩充产能，其中
2017 年，公司氢氧化锂的设计产能达到 8000 吨／年，据国金证券统计，赣锋锂业目前氢氧化
锂产能 1．2 万吨／年。
赣锋锂业锂产品产能情况：

【来源：

上海有色网】

亿纬锂能储能业务再进一步，子公司签署储能设备租赁合同
9 月 18 日晚间，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子公司与银珠集团、国网江苏能源签
订《储能电站设备租赁使用合同》的公告。公告称，亿纬锂能的子公司武汉亿星能源有限公司(下
称“亿星能源”)与江苏银珠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国网江苏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储能电
站设备租赁使用合同》，共同开展江苏银珠化工集团分布式储能电站项目，项目有效期为 10
年。
合同签订日期为 2018 年 9 月，自三方授权代表签订之日起生效。根据公告披露，亿星能源
将投资建设储能电站项目，功率为 2.0Mw，容量为 7.2Mwh，包括储能电站系统的设备、设施、
仪器等。
企业对设备租赁能否实施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就是承租方和租赁方的履约能力。
作为承租方的江苏银珠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销售网络健全，产品销往国内外近千家化工企业，
并出口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良好的信
用和履约能力。其经营范围主要有：工业盐生产与销售；氢气、二氧化碳[液化的]、氨[液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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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氨大于 50%]、甲醇等化工产品。据了解，江苏银珠化工集团储能系统采用“削峰填谷为主，
需量调控为辅”的控制方法将晚上存储的电力用于白天生产照明，作为公司生产可靠用电的补
充方式。该储能系统的有效利用，将大大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为江苏银珠化工集团节省用电
开支。
而作为租赁方的国网江苏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是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规模庞大、 品种多元，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其经营范围主要有：新能源、分布式能源建
设与运营；合同能源管理；供、售电服务； 用能规划与设计；电力、建筑机电工程设计、施工、
电气设备运维；充换电装置建设 及运营等方面。
三方的合作模式是，作为承租方的江苏银珠化工使用储能电站设备并享受储能节能服务；
作为租赁方的国网江苏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储能电站获得许可、同意、 批准或备案项目
立项，项目备案，负责储能电站建设、投运阶段对建设方项目进度监管，确认节能量，出租储
能电站设备使用权；作为建设方的武汉亿星能源出资，并负责提供储能电站设备、 设计、安装
调试、运维及技术服务支持。
合作期内，江苏银珠化工集团扣除可享受的效益费用后，由电站产生的效益作为设备租赁
费用全归亿星能源和国网江苏所有，以每个自然月作为一个租金结算周期。
这种为企业单独建设储能电站的工商业储能项目也在悄然升温，南都电源、力信能源、中
天储能等锂电池企业也有布局，预计这一市场将与电网侧储能成为国内储能的新爆发点。
今年 8 月份以来，亿纬锂能就先后两个储能方面的订单，此前，收到了河南电网 100 兆瓦
电池储能示范工程第二批设备类采购项目中息县储能电站集装箱成套储能设备的《中标通知
书》，确定亿纬锂能为该项目的中标单位，中标价格 999 万元。这次储能虽为租赁模式，但也
符合其向这两大储能市场发力的发展战略。
【来源：

OFweek 锂电网】

多氟多对控股新能源汽车子公司增资 1.43 亿元
9 月 18 日，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氟多”）发布公告称，为推进其控股
子公司山东凌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凌峰”）新能源汽产业发展，经与另一合
资方烟台业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业达”）沟通，双方拟按照原出资比例共同
增加出资 2．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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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多氟多以货币增加投资 1．43 亿元，烟台业达以货币增加投资 1．17 亿元。增资完
成后股权比例为：多氟多占注册资本的 55％，烟台业达占注册资本的 45％ 。增资前后双方股
东的出资比例保持不变，山东凌峰仍为多氟多控股子公司。增资完成后，山东凌峰注册资本由
4000 万元变更为 3 亿元。
多氟多表示，本次对山东凌峰的增资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业务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的整
体发展战略。尽管公司前期就本次增资事项进行了充分的调研与论证，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
不能排除行业相关政策、竞争加剧、项目开发等方面的风险，公司亦将通过加强运营管理等措
施，控制投资风险。
【来源：锂电资讯】

复星投资捷威动力，布局新能源产业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复星国际（00656，HK）方面获悉，公司通过旗下复星高
科及基金，投资新能源动力电池企业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威动力）。不
过，复星国际方面未透露具体投资额。
资料显示，捷威动力成立于 2009 年，目前以设计、研发与制造三元软包动力电池的为主营
业务，客户包括长安、奇瑞、东风等国内知名的新能源乘用车企业。
据悉，按照规划，捷威动力将建设多个生产基地，迅速提升产能规模，并持续开拓国内外
市场，全面提升行业竞争力。
对此，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表示：“复星非常看好新能源行业长期发展机会，看好捷威
动力在三元电池很好的产品性能，特别是很好的产品可靠性与一致性。”
捷威动力董事长郭春泰表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是国家战略，未来希望凭借复星雄厚
的海内外资源与产业实力，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加快产能提升，在深耕中国市场的同时进一
步拓展海外市场。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江苏金坛鹏辉锂离子动力电池及系统项目开工 总投资 58 亿元！
近日，总投资 58 亿元的鹏辉锂离子动力电池及系统项目在江苏金坛区金城科技产业园开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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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由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建，计划总投资 58 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 33．1
万平方米，主要包括电极工程、组立工程、充放电工程及 PACK 工程，新增立体仓储系统和物
流系统全自动生产线装备千余台（套）。
据了解，鹏辉能源成立于 2001 年，是国内领先的锂电池、一次性电池和镍氢电池制造商，
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轻型交通工具、蓝牙音箱、平板电脑、通信储能和电动工具等领
域。
目前国内锂电池产业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产能过剩。金坛项目作为鹏辉第四代工厂，将致
力于定制高端产能。项目分 3 期建设，其中一期明年 6 月投产。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可形成
10Gwh 锂离子动力电池和 5Gwh 锂电池 PACK 的年生产能力，预计新增年销售收入 100 亿元，
年创利税 20 亿元。
【来源：科技年轮】

天津力神与福田汽车战略合作升级 合资成立动力电池企业
日前，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人民政府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在商丘市举行。三方就在商丘市开展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及改装车市场拓展方面
的合作达成共识。
根据协议内容，天津力神将与福田汽车在商丘市范围内设立合资电池生产企业，满足福田
汽车及商丘周边新能源市场的需求。福田汽车将利用自身新能源汽车技术优势，投资建设新能
源汽车生产基地与厢式货车改装厂，建厂后将形成年产新能源轻中卡产品 4 万辆的生产能力。
相关方人员表示，此次三方协议的签署，既是贯彻落实中国电科与北汽集团战略合作协议、
北汽福田与天津力神战略合作协议的精神要求，也是贯彻落实天津力神公司进行全国产业布局，
通过资本合作绑定整车企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要求。
三方将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目标，“建立政府＋产业链
联盟＋产业基地”的战略合作模式，打通“政策、资金、制造、销售、服务、动力电池”等各
环节，推动当地新能源商用汽车规模化制造与销售，实现共赢。
根据动力电池应用分会数据，2018 年 1－7 月，天津力神在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排名中名
列第 5。目前，天津力神具备年产 10GWh 锂离子蓄电池的能力，计划到 2020 年，形成动力电
池 30GWh 年产能，2025 年形成动力电池 60GWh 年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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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力神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具备 21700 电池生产能力的企业。今年 6 月，配套力神电池
4．5Ah 21700 电池的江淮 iEV6E 运动型纯电动汽车量产上市，是国内首款搭载 21700 三元电池
的乘用车。根据国家工信部发布的 310 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力神电池又
分别为北汽常州和广东圣宝配套了 21700 电池。
早在 9 月初，天津力神与福田汽车就在天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在新能源汽
车研发、制造、销售、服务、动力电池梯次利用、新能源汽车全价值链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为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健康有序发展贡献力量。
在国家号召“打赢蓝天保卫战”的背景下，轻中卡等新能源商用车市场潜力巨大，此次三
方签订协议，将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及绿色物流事业发展提供新动力；标志着天津力神与福田汽
车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也将进一步提升双方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影响力。
【来源：

电池中国网】

国内最新型工艺！塔菲尔 2GWh 电池项目背后的庞大野心
近日，江苏塔菲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塔菲尔”）宣布，其动力与储能锂离
子电芯项目（一期）在山东省德州开工。该项目是塔菲尔在北方的主要生产基地，产线建成后
将形成年产不低于 2GWh 的动力与储能锂离子电芯产能。该项目计划于 2019 年年中建设完成，
二、三期将继续增建锂电池生产线。
据悉，该项目将采用“国内最新的锂电池生产工艺”，主要产品为以三元材料和磷酸铁锂
为原材料的新能源锂电池，适配性强。三元量产电池系统能量密度最高已超 160Wh／kg，续航
里程达到 570km；其中磷酸铁锂电池充放电循环次数达 1 万次以上，产品可广泛用于各类新能
源汽车、工业以及家庭储能，具有十分良好的市场前景。
据电池中国网了解，目前塔菲尔主要生产方形铝壳锂离子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涵盖磷酸
铁锂和三元两种材料体系，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及储能项目。受益于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发
展和市场需求的提升，塔菲尔销售业绩不断攀升，产线生产饱和，急需扩充产能，以满足不断
增加的订单。
而就在前不久，塔菲尔位于江苏南京的“新型能量存储设备研发生产项目” 刚刚完成竣工
投产，其规划总投资为 80 亿元，共分三期完成，其中项目一期竣工年产能 1．5GWh，二期和
三期项目计划于 2019 年底完工，届时塔菲尔南京动力锂离子方形铝壳电池研发生产基地将实现
年产能 6GWh，可实现年销售额 60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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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塔菲尔常德电芯项目奠基仪式，在湖南常德市西洞庭绿色动力小镇举行，标志
着塔菲尔在新能源领域多元化战略布局的全面启动。据悉，塔菲尔在常德的项目一期规划实现
年产能 1．5GWh，年产值 15 亿元，计划 2019 年投产。
塔菲尔董事长龙绘锦表示， 塔菲尔以做更专业的“中国芯”为己任，立足于技术创新，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技术含量高、品质过硬、安全性能好的锂离子动力和储能电池产品。
塔菲尔通过不断改进先进的电池技术，为全球锂离子动力和储能电池领域提供高效的解决
方案，高能量密度、长寿命、快速充放电、优异低温性能和高安全性是塔菲尔电芯的核心优势。
塔菲尔拥有自主研发和生产电芯的实力，构建了从技术研究到生产指导的电池研发生产体系，
在电芯标准化生产和制造技术上，塔菲尔也拥有丰富的生产经验。
为适应市场需求，近年来塔菲尔积极加强与汽车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涉及技术研发、新
品开发，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多个方面。目前塔菲尔已经与吉利、一汽、长安、东风等多家新
能源车企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截止 2018 年 9 月，已有 24 款新能源汽车公告车型使用塔菲尔电池。其中，知豆电动汽车
的续航里程超过了 300km（工况法），系统能量密度达到 158Wh／kg，核心部件采用了塔菲尔
NCM 120Ah 电芯。在国家工信部第 311 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塔菲尔配
套南京金龙的一款纯电动多用途乘用车系统能量密度达到 161．6Wh／kg，单体即为塔菲尔 NCM
135Ah 电芯。
目前，塔菲尔已经在南京、深圳、东莞、北京、台湾等地设有分（子）公司。未来，塔菲
尔以南京总部为基地，立足长三角、珠三角辐射周边地域，面向全国进行上下游供应链战略合
作。塔菲尔与产业链企业形成不同形式的产业联盟，长期合作和联合攻关，积极开拓国内外市
场。
据悉，塔菲尔在江苏、山东、湖北、贵州、广东等地广泛布局，预计 2021 年总的年产能可
达 20GWh，预计可实现年销售额 200 亿元。
【来源：

电池中国网】

赢合科技获 LG 化学电池设备订单
9 月 12 日，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合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与 LG 化学（LG Chem，Ltd．）签订了《采购协议》。根据协议，LG 化学将
从赢合科技采购 19 台卷绕机（含 J／R 下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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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本次 LG 化学从赢合科技采购的卷绕机分别为 11 台 CLB LINE9 号线卷绕机（J／
R 下料）和 8 台 CLB LINE10 号线卷绕机（J／R 下料）。本次采购主体为 LG 化学南京工厂采
购，将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前交货。
今年 5 月份，赢合科技新推出的 MAX 卷绕系列，采用六伺服直驱，实现了超精密控制、
高速、超薄胶纸无泡贴胶、前置入片纠偏等功能，奠定了行业的新基准，这也为其赢得了大量
的高端客户。
LG 化学是世界领先的动力电池制造商，其以优秀的技术力为背景，向全球化顶尖汽车企
业提供汽车用电池。本次采购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公司已获得国际一流动力电池厂商的充分认可，
表明公司卷绕机性能指标行业领先，对公司开拓国际锂电设备市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同时，
鉴于 LG 化学在动力电池行业的领先地位以及品牌带动效应，预计对公司未来的业务拓展产生
积极影响。
【来源：开源节能】

中标宁德时代 9 亿大单 先导智能后市增长可期
9 月 12 日晚间，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先导智能”）发布公告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珠海泰坦新动力电子有限公司（下称“泰坦新动力”），近期陆续收到主要客户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宁德时代”）中标通知，中标金额累计 9．15 亿元。

按照产品需求划分，先导本部收到 5．56 亿元（卷绕机），全资子公司泰坦新动力收到 3．49
亿元（化成机和容量机），这也先导智能在宁德时代此次募投项目中所中标的首批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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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宁德时代此次募投项目一共 24GWh（24 条产线），合计设备投资 60 亿。而先
导的卷绕机在宁德时代的市占率约 的市占率约 在 90％ 以上，化成分容设备市占率 70％ 以
上。

公告显示，宁德时代为 2017 年度第一大客户，2017 年度公司对其销售总额为其销售总额
为 6．16 亿，占公司 2017 年度收入的 28．3％ ，这个占比相对较高，但较高峰期的 40％以上
比重已经大幅降低。
除了紧贴国内动力电池独角兽宁德时代，先导智能的卷绕机等高端锂电设备已经进入到世
界主流的动力电池供应链。根据公告显示，先导智能已进入比亚迪、LG 化学以及松下等海内
外龙头锂电企业供应链。今年上半年，公司新增客户 35 家，其高端锂电设备受到多数锂电企业
认可。

随着双积分制的推行，海外电池龙头 LG 、三星松下特 、三星、松下特斯拉在国内建厂，
行业当前处于大拐点！根据相关投产计划预测，2018－2020 年设备投资超 700 亿。 宁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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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招标量空前。而 LG 、三星松下接力扩产，先导作为少数进入全球龙头电池厂供应体系
的设备公司，未来订单高增长可期。
【来源：

OFweek 锂电网】

杉杉科技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项目进展顺利
据悉，内蒙古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项目进展顺利。
该项目总投资 38 亿元，计划在包头打造从原材料到成品的一体化基地，包含焦炭原料加工、
天然石墨原料加工、低温改性、碳化、石墨化、成品加工、检测、包装、仓储等全工序负极材
料生产线。
其中，在九原工业园区实施的年产 5 万吨石墨化工序基地，总投资 12 亿元，占地 350 亩，
项目选址北起纬二路，南至纬三路，西起经九路，东至经十路。预计 2019 年建成投产，投产后，
预计年可实现利税 9000 万元。
【来源：未来能源】

融资 10 亿多美金 孚能科技将在欧洲设电池生产中心
据外媒报道，孚能科技（赣州市与法拉塞斯新能源（美国法拉塞斯新能源有限公司（Farasis
Energy）合资企业）宣布，其 C 轮融资已完成，并筹得了 10 亿多美元的资金。筹得的资金将用
于加速扩张其全球汽车电池生产基础设施。孚能科技有限公司是锂离子电池、电池模块以及大
型电池系统开发和制造的全球领导者。
今年 7 月，孚能科技在中国镇江建立了新的生产基地，年产能计划为 20GWh 电池。与此
同时，该公司正式启动了欧洲生产中心项目（European Manufacturing Center Project），并在德
国斯图加特（Stuttgart， Germany）开设办事处，配备了业务开发、工程和企业人员。欧洲生
产中心的可行性研究和选址评估均已完成，该工厂计划在 2021 年为欧洲主要汽车工厂提供支
持。随着其客户需求快速增长，股东的大力支持，孚能科技有限公司预计 2018 年至 2019 年间
将宣布其他全球扩张项目。
孚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瑀表示：“我们很高兴能正式建立一个欧洲总部，目前，
我们正在为位于欧盟的大型锂离子电池、电池模块以及系统制造工厂选择最终厂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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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能科技首席技术官 Keith Kepler 表示：“欧洲制造商一直是电动车和电池供电技术研发
领导者，我们已经在中国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在欧洲扩张，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好服务是我
们的下一步。”
【来源：

盖世汽车网】

当升科技：“一种氯化钴溶液的制备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
9 月 10 日中午，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当升科技”）发布公告称，公
司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申请的“一种氯化钴溶液的制备方法”发明专利，已于近期获得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
具体情况如下：

据了解，该项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氯化钴溶液的制备方法，通过选用电子捕获剂的方法，
大大提高了金属钴在酸中的溶解速度，从而实现了金属钴快速制备氯化钴溶液的目的。通过该
方法制得的产品杂质含量低，减轻了正极材料后续生产过程中的除杂负荷，并且过程环保、成
本低廉，易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当升科技表示，该项发明专利的授权，有利于公司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持续创新
机制，进一步巩固公司在锂电材料领域的技术领先优势，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资料显示，当升科技成立于 2001 年，是一家以新能源材料研发和生产为主的集团化公司。
公司自进入锂电正极材料行业以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率先成为国内出口锂电正极
材料的供应商，与全球前六大锂电巨头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是国内锂电正极材料的龙头企
业之一。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于 2010 年 4 月成功登陆创业板。
【来源：

中国电池联盟】

雄韬股份与电易投资就储能电池达成合作
9 月 11 日午间，雄韬股份公告称，9 月 5 日公司与深圳电易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储能
电池销售或出租的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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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承诺确保电池使用寿命周期的前提下，电易投资承诺优先采用公司的电池；电易投
资确定公司为其电池采购或租赁业务的指定供应商，除其客户指定使用其他品牌产品外，在同
档次的电池采购或租赁产品或服务中，电易投资优先考虑公司产品。
电易投资依据其需求情况，按时向公司提供后续阶段的需求计划。自协议签署并生效之日
起三年期间，电易投资及其关联公司（浙江储能控股有限公司）向公司购买或租赁电池包或电
池组或相关产品的需求量计划的总价值不低于 4．3 亿元（含税），并承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
买或租赁公司产品。
据了解，雄韬股份于 2015 年正式成立储能事业部，致力于拓展储能、微网市场的业务，公
司的铅碳、锂电池产品在储能、微网市场得到了广泛应用，燃料电池产品在通信储能领域得到
了海外实际应用。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后，公司与电易投资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挥各
自在电池、储能变流器领域的技术研究、设备研发与制造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开拓储能、微
网领域的市场，有利于提升公司新能源储能、微网市场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
远规划。
【来源：科技记事】

天赐材料：电池级磷酸铁材料项目预计三季度试产
近日，天赐材料接受投资机构调研时对外表示，近期原材料溶剂受环保、自然灾害、供应
商装置检修等原因的影响，供给趋于紧张，导致公司电解液材料成本上升。
公司目前在建工程项目中，重点项目 30000t／a 电池级磷酸铁材料项目已经建成，预计三
季度进入试产阶段；200 万吨／年锂辉石选矿工程项目预计三季度完成建设，并计划在四季度
进行试产；同时，参股子公司江西云锂 50，000t／a 的碳酸锂产能预计明年将全部释放，公司
资源－碳酸锂－锂电池材料的产业链在明年将正式打通。
具体内容如下：
1、近期公司电解液产品价格是否有所回升？
答：近期原材料溶剂受环保、自然灾害、供应商装置检修等原因的影响，供给趋于紧张，
导致公司电解液材料成本上升。目前，公司正在有序地执行价格上调政策，此轮调整幅度预计
在 10－15％之间，后续价格会根据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进行联动调整。
2、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的下滑，公司有什么应对策略？未来利润增长
点包括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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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公司将继续专注锂电池材料和日化材料及特种化学品两个细分领域，通过兼并、新创
和平台延伸的方式，拓展公司在化学品领域的覆盖面，持续完善产业链纵向的稳定供应和横向
业务协同的两大优势。未来，公司利润增长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公司正在积极调整日化材料的产品结构，积极加大高毛利率品种的销售推进力度，持
续推行聚焦高端客户和创新营销模式的销售策略，以恢复日化材料的毛利率的正常水平，并实
现稳定的规模增长；
（2）电解液产品方面，继续保持在国内一线动力客户市场的领先地位，并全力加大在具有
较大影响力的国际客户中批量供货的力度，以实现销售量持续快速增长的目标；
（3）200 万吨／年的选矿项目预计今年建设完毕并完成初步调试运行投产，预计明年开始
对公司业绩产生贡献。同时，参股子公司江西云锂 50，000t／a 的碳酸锂产能预计明年将全部
释放，公司资源－碳酸锂－锂电池材料的产业链在明年将正式打通；
（4）正极材料方面，30，000t／年的磷酸铁材料将于今年完成投产，磷酸铁锂工艺调整将
于年内完成测试并稳定；
（5）公司近期收购的中天鸿锂，主要专注于废旧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用动力电池的回收拆
解、梯次利用与运营。目前公司电池组租赁业务正积极的进行市场铺开。
3、近期社保征管变革，会对公司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吗？
答：人力资源费用占公司费用比重有限，社保征管改革后，如有基数的调整，对公司的影
响在可控范围之内。
4、公司的硫酸项目现阶段进展如何？
答：公司年产 30 万吨硫磺制酸项目尚处于项目建设前期，该项目可以为公司生产提供动能
需求，还可以满足公司六氟磷酸锂、磷酸铁和三元基础材料等项目的硫酸需求，为支撑公司循
环体系和物料提供的基础项目。
5、公司电解液海外客户情况如何？
答：目前公司电解液产品已经实现稳定的海外优质客户供应，一些洽谈中的海外客户也有
实际的业务进展，包括送样、中试等，中试阶段预计在四季度完成。公司会继续积极推进与国
际客户的合作进程。
6、公司的新型锂盐项目产品包括哪些？主要用于哪些方面？
答：公司电解液添加剂新型锂盐实现小批量量产的产品主要有 LIFSI、二氟磷酸锂和 DTD
等，这些新型添加剂具备兼顾高低温性能的特点，适用范围更广。现阶段新型锂盐主要用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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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动力电池及高镍动力电池电解液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公司将根据锂电池发展趋势，依
托自身产业链优势，通过不断的技术积累和持续研发，把关键的适合高镍的添加剂和电解液产
业化，保持我们在电解液领域持续优势。
【来源：动力之源】

天能动力：未来铅电池将走中高端路线
近日，天能动力表示，未来发展战略方面，尽管行业发展压力很大，天能仍保持销售高速
发展，鉴于铅电池具备多项优点，且 100%可回收再利用，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消费者有需求，
因此未来铅电池市场还会持续扩大，尤其是高能环保电池会有更大的市场。如伴随快递行业的
快速发展，如目前三轮车市场保有量超过 6000 万辆，年产量 1500 万辆，公司市场占有率还将
进一步提升。
在锂电池方面，天能近两年已做好生产与技术的准备，在行业需求爆发的时候，公司会大
力布局锂电池行业。
目前仍坚持将强项铅电池做得更好，增加产品附加值，使产品走向中高端，走向世界，事
实证明，中高端产品还是有市场需求，未来集团坚持以智能制造引领铅电池发展。
关于目前公司现金流充裕方面，天能表示，2018 年以后，国际及国内金融环境存在不确定，
为了加强现金流管理，公司采取稳健的现金管理；此外，未来不排除会做兼并及收购的计划。
【来源：科技爱好者】

国轩高科：上半年营收 26 亿，动力电池贡献大
近日，国轩高科发布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0,671.77 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8.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555.1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57%。其中，动力锂电池营业收入 220,484.77 万元，同比增长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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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上半年公司开发出磷酸铁锂单体能量密度超 180Wh/kg 的电芯，并成功产业化应
用于江淮汽车、北汽新能源等下游客户产品中。公司自主开发的三元电芯产品已完成设计验证，
单体能量密度超过 210Wh/kg，并交付下游客户。随着青岛国轩、合肥国轩各一条年产 1GWh
三元电池生产线升级改造完成，合肥国轩电池年产 4GWh 三元电池生产线在 2018 年下半年投
产，以及下游客户新车型陆续上市，三元电池在公司产品结构中的占比有望逐步提升。
【来源：科技爱好者】

诺德股份：10000 吨动力锂电铜箔项目投产 巩固行业龙头地位
8 月 30 日，诺德股份全资子公司青海诺德（一期）10000 吨动力锂电铜箔工程项目投产，
标志着公司新一代动力电池用环保型 6 微米高抗拉无铬电解铜箔具备大规模生产的能力。
据悉，该动力电池用锂电铜箔项目规划产能 40000 吨／年，以生产 5 至 9 微米高端动力电
池用电解铜箔为主。项目预定按四期建设，此次一期（年产 10000 吨）建成投入试生产，备有
48 台生箔机，预计今年底将达到生产 10000 吨／年锂电铜箔的能力；二期、三期、四期项目建
设已列入规划中。
此外，诺德股份将对子公司青海电子进行升级改造，进行产品结构优化，打造“青海诺德
锂电材料产业园”。该园区占地面积 20 多万平方米，设计规划锂电铜箔年产 6．5 万吨，总投
入约 30 亿元，全部投产后年产值约 70 亿元，将巩固诺德在锂电铜箔领域的龙头地位。
【来源：动力常在】

配套奇瑞商用车 超威动力电池 Q4 开始供货
继携手新兴造车势力电咖之后，铅酸电池巨头超威又与另一家主机厂达成了战略合作。
9 月 16 日，超威集团与奇瑞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度整合与
发展。
根据协议，未来双方将携手在产品配套、投融资、废旧产品回收、技术研发等领域展开全
方位。
具体而言，从 2018 年第四季度开始，超威集团旗下子公司将进入奇瑞商用车公司的供应链，
为开瑞新能源提供动力电池及辅助电源等配套支持；旗下新能源汽车智慧服务平台——启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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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将与开瑞新能源签订 5000 台开瑞优优 ev 订单。同时，双方还将在新项目的投资、新能源
整车及电池回收以及汽车整车、动力电池研发等领域进行合作。
据了解，今年 1-7 月，奇瑞汽车(含新能源)实现销量 30.79 万辆，其中奇瑞新能源销量 3.96
万辆。而与奇瑞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有助于超威集团锂电池业务的发展，为其动力电池配套奇瑞
旗下各系列新能源车型和市场开拓提供有力保障。
事实上，这不是超威第一次与主机厂达成类似的战略合作。在今年 3 月，超威集团就与新
兴造车势力北京电咖汽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的研发、金
融、销售、服务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合作。
根据协议，超威创元将纳入电咖汽车的供应链体系，为电咖提供安全可靠、续航里程更长
的锂动力电池。而电咖汽车也将依托超威集团遍布全国的售后服务及回收体系，开展动力电池
维护保养、梯次利用以及回收再生等全生命周期管理，全力打造动力电池产业闭环。
与此同时，双方签署合作后，与浙江超威相关联的融资租赁公司将成为购买 1 万台电咖汽
车的“大客户”，随后该公司可能会再以“以租代售”等方式进行消化。
事实上，随着补贴退坡和动力电池市场竞争加剧，主机厂与动力电池企业的深度绑定和战
略合作正在进一步升级。而超威作为铅酸转型锂电的代表之一，经过产品升级之后，其锂电池
业务有望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超威集团 2018 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 133.7 亿元人，同比增长 32.2%，实现净
利润 1.02 亿元。其中，锂离子电池实现营收 1.78 亿元，较去年同期营收的 9458 万元，同比增
长 88%，占集团总营收的 1.3%。
据了解，超威动力子公司超威创元材料体系以多元复合材料和三元材料体系为主，主打软
包产品。在能量密度方面，超威创元目前量产的三元软包电池单体比能量达 200-210Wh/kg，
230Wh/kg 的产品正处于中试阶段。同时正在积极布局高镍、高电压正极材料和硅系负极材料的
研发应用。
当前，超威创元的动力电池市场主要聚焦在 A00 级的微型电动车和新能源专用车领域，面
临着较为激烈的竞争，其中提升电池能量密度和降低生产成本是其参与未来市场竞争的关键。
【来源：高工锂电网】

65

www.ciaps.org.cn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观察视角】
高比能量电池安全难题待解 欧阳明高提出三大建议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2018 第二届全球未来出行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动汽车
百人会执行副理事长欧阳明高发表了对动力电池安全性方面的看法。他对引起电池安全的热失
控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政策方面的建议。以下内容为摘选的演讲
实录（内容较长有少许删减）。
根据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比能量发展的趋势，我们很快就会向 300 瓦时／公斤的高比
能量电池迈进，很快这些产品就会进入市场，就是所谓的高镍三元 811 电池很快就会进入市场，
这些高比能量的电池会比原先的这些相对低的比能量的电池所面临的安全技术的要求会更高。
在这方面，我们清华大学专门建了电池安全实验室开展相关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在这里给
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研发结果，供大家参考。

目前清华大学电池安全实验室跟国内外企业和研究机构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包括宝马、奔
驰、日产等大公司。
热失控成为是动力电池安全最关键的环节
研究重点是在热失控的三个方面，一是热失控的诱因，包括热、电、机械的原因。二是热
失控发生的机理究竟是什么，从而在材料设计层面加以防护。三是热蔓延，一旦单体电池防止
不了热失控，就得有二次防护手段，就是在系统层面要切断热失控的蔓延，只要切断蔓延就可
以防止事故。我们对高比能量电池的热失控控制，不仅靠材料本身，还要从系统层面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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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关于热失控的发生机理与抑制。我们从两个实验手段上开展，一个是从事材料热稳
定性研究的差示扫描量热仪，一个是电池单体热失控测量的加速量热仪。
高比能量电池热失控的几个特征温度。一般来说，当电池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电池就会
自产热，我们把这个温度叫 T1，产热发生到一定程度无法抑制，热失控触发，叫 T2，最后温
度上升到最高点我们叫 T3。热失控机理不清楚的主要是发生在 T2 到 T3 阶段。一般认为是内短
路造成的，对常规电池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对高比能量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发
现没有内短路，照样有热失控。这是因为高比能量电池的耐高温新型隔膜到 200 度以上没有变
化，电解液基本完全蒸发了，但在 230－250 度时，正极材料相变放出的氧与负极反应产生了放
热高峰。
另外我们看一下各种不同镍含量的三元锂离子电池的差异。811 电池跟现在常用的 622 或
者 532 相比， 811 的放热峰明显的都比其它高很多，表明 811 的热稳定性较差。经过分析我们
得到的初步结论是，高镍正极对全电池安全有较大的影响，硅炭负极对安全在初期影响不大，
但是在循环衰减后影响比较大。
应对这种热稳定差也有一系列的改进途径，比如说材料的包覆等，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新的
方法，就是用单晶颗粒来替代多晶的正极材料，电池的热稳定性有非常好的改善，相应的安全
性也有很好的改善。
热蔓延是电池起火的帮凶
第二就是热蔓延，真正的事故是热蔓延导致的，就是一个电池单体热失控之后，所有电池
包全部蔓延起来，着火事故就发生了。
根据我们对热失控蔓延过程的测试和仿真的传热分析，设计了一种隔热的方法，就是在主
导传热的路径上加隔热材料，实验发现确实达到了隔断热失控蔓延的效果。这种防火墙技术已
经在中国倡导的国际电动汽车热失控蔓延的法规中得到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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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失控是如何产生的？
第三个方面，是热失控的诱因和电池管理。第一个诱因就是内短路，对在用电池和事故电
池的分析发现，电池制造时均匀的极片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会产生折叠区域的破裂，容易发生
局部的析锂，从而导致热失控。另外就是制造过程中的杂质也会引起内部的短路，我们把这个
叫电池的癌症，因为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诱发热失控，有时候往往会经历很长时间之后产生内短
路。为此我们发明了电池内短路的一个替代实验方法，通过在一个特定电池里面植入记忆合金
实现预期的内短路。

我们研究之后把内短路分成了四类，其中铝集流体和负极相连是最危险的内短路。也是必
须要提前预警的，为此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并获得了内短路的三阶段演变过程。第一阶段，
只有电压的下调，没有温度的上升；第二阶段才有温度的上升，第三阶段才发生急剧的温度上
升现象，也就是热失控。根据这个演变过程，我们争取在前两个阶段把内短路判别出来，就可
以提前 15 分钟将可能引发热失控的内短路预警出来，这一技术已经与宁德时代进行了合作。
第二个方面就是充电，我们通过测试分析搞清了过充热失控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热电
耦合模型来预测电池过充热失控的表现。过充事故一般是微过充，比如电池的不一致性导致的，
因为不一致，充电过程中有的地方已经充满了，有的地方还没有充满，就会导致有一些充满的
电池微过充，接着就会在负极材料上析锂，产生锂枝晶，就是所谓的析锂，导致安全性变差，
导致短路。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开发了基于参比电极的无析锂快充技术，把负极的电位控制在零
以上（零以下会析锂），这需要增加一个电极，即三电极。在三电极基础上，可以基于模型进
行反馈和观察，这就是我们的无析锂快充技术，这种技术应用之后就没有析锂发生，而且充电
速度加快。
第三个原因是老化。电池老化后的不一致性会扩大，这就是电池循环次数的增加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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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变得越来越大的原因，而随着容量一致性变差，电池管理的精确性也就很差。另外，低温环
境下的老化会严重影响电池的热稳定性，发生热失控的自生热温度会降低，这就更容易导致热
失控。
全固态电池有望解决电池安全难题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我们发现保障电池系统安全性的核心是研发先进的电池管理系统。
目前，在电池管理系统方面，国内的产品的功能不足、精度不够，尤其是安全功能不全，因此
需要加大电池管理系统的研发力度。清华在电池管理系统的积淀比较丰富，已经获得 65 项专利
授权，这些专利在国内外著名公司合作中得到了应用，其中部分专利也授权给了奔驰汽车公司。

那么我们如何彻底解决电池安全性问题？近期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来保障安全性，但是长远
看，要保障电池的绝对安全就需要前瞻性的科学研究。锂离子动力电池高比能是全世界范围的
发展方向和趋势，我们不能因为有安全问题就不发展高比能量电池，关键是把握高比能量与安
全性之间的平衡点。比如高镍三元锂离子动力电池的本征安全问题，其机理是正极会释放氧，
我们可以通过界面的修饰来延缓正极释氧，提高稳定性；再一个就是开发下一代的固态电解质，
从根本上解决电解液燃烧的问题。
基于各国动力电池技术路线的比较，短期是液态电解液的锂离子电池，下一步将会向固态
电池方向发展。综合考虑电池成本和动力电池的发展方向，我们建议我国也应该走类似的路径，
即短期是液态电解质，发展高镍三元正极和硅炭负极，通过电池管理系统和热蔓延的抑制来防
止安全事故发生，这类电池能够满足电动汽车 500 公里续驶里程的要求。中长期，从液态电解
质逐步过渡到全固态电池，估计在 2030 年全固态电池将会得到产业化应用。
总之，我们要力争解决动力电池本征安全问题，保障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对我的
报告的总结，可以归纳为：我们要正确看待近期新能源汽车起火的事件，其主要原因是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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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问题，没有遵守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技术验证周期偏短等等。
政策方面的建议
第一，原有的产业化目标（2020 年单体达到 350 瓦时／公斤，系统 260 瓦时／公斤，循环
寿命 2000 次）是偏高的，从安全角度考虑，我认为不宜强行推行。

第二，补贴政策要符合技术发展的规律，对能量密度的提升不宜过快、不宜更改过频，这
是我对财政部的建议。
第三，尽快推出电动汽车安全年检规范。同时，为了更好处理和分析电动汽车事故，最好
有电动汽车黑匣子，同时电池包要留有消防安全的接口，目前的电池包封的很死，导致消防灭
火的时候困难重重，这些是对公安部的建议。
最后，我觉得电池安全是电池技术革命性突破的第一重点，也是纯电动汽车性能提升的第
一关键，电池产业发展越后期电池安全就越变成一个瓶颈技术，比如十分钟充 300 公里以上的
电的快充技术，会对电池安全带来挑战，电压从 300V 提高到 600V 甚至 800V，这些都与安全
相关，也是今后纯电动汽车竞争的主战场。可以说安全是电动汽车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动力
电池国家科技研发要以安全为核心，全面提升现有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安全技术，全力突破新
型固态电池技术。
【来源：

OFweek 锂电网】

动力电池业现寡头效应 补贴退坡后或迎市场选择
“经过长期洗牌后，大概到 2020 年，动力电池将是个比较成熟的市场，到时候没有政策补
贴，只是市场选择。”猛狮科技研究院院长邓中一在日前闭幕的“粤港澳新能源应用及材料创
新产业交流大会”上发表了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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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效应凸显 中小企业难以为继
中汽协数据显示，2018 年 1－8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60．7 万辆和 60．1 万
辆，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75．4％和 88％，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仍处于快速发展期。政策
带动下，作为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的动力电池业仍然是备受关注的朝阳产业。
尽管如此，邓中一也表示，由于上级主管部门对于新能源汽车补贴清算逐步趋于严格，导
致处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游的动力电池业账期进一步延长。而主要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令
动力电池企业雪上加霜。动力电池本就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企业， 此时，“对于技术路线的选
择，商业模式的运用显得极其重要，盲目扩张，必然遭遇淘汰。”邓中一表示。

“资金实力不够雄厚的小型动力电池企业无法生存，众多中小型锂电池企业被淘汰出局，
动力电池市场迅速向大型电池企业集中，行业寡头效应开始凸显。”据动力电池应用分会统计，
国内前 5 家单体动力电池企业装机量市占率已经从 2016 年的 59．6％提高至 2018 年 8 月的
78．79％，这一数据对比也印证了邓中一的观点。
2020 年后动力电池业或迎市场选择 介入储能正当时
尽管大型动力电池企业的市场集中度仍在不断提高，但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
动力电池配套市场仍将会给有所准备的中小企业提供机会，但邓中一认为，动力电池市场竞争
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动力电池市场会迎来大规模洗牌。
但他同时表示，随着市场的不断洗牌，以及国家补贴政策的逐步退坡，动力电池业将迎来
一个比较理性和成熟的市场，动力电池企业将处于市场选择阶段，国内动力电池业也将迎来健
康发展。
面对拼杀激烈的动力电池市场，邓中一提示，储能市场发展潜力非常巨大，眼下正是进入
的最佳时机。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发电都需要配套储能系统，电网的削峰填谷也同样有赖于
储能系统的支持。“对锂电产业而言，储能市场是比动力电池市场更加广阔、容量更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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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处于非常有利的介入时期。”
发展好动力电池业 要耐得住寂寞
在产业化方面，我国动力电池业完善程度在国际上首屈一指，但在相关技术研发领域仍显
滞后。即使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和市场方面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但如果没有掌握真正的核
心技术，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就会只大不强，“为了避免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受制
于人，我国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的发展已经迫在眉睫。”邓中一坦言。
然而技术的革新和产业的发展也非一朝一夕的事，同样需要产业各界的执着与坚守。邓中
一以美国为例指出，尽管美国业界以拥有众多新能源及动力电池核心技术著称，但有的美国企
业耗资几亿美元，研发十几年，仍然没有推出成熟的产品，“这说明做这个产业不容易”。
这也正如猛狮科技董事长陈乐伍此前所言：“中国的投资者和技术人员缺乏十年磨一剑的
精神，要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华。我国动力电池业的发展，仍需战略耐心。”
【来源：

电池中国网】

继“21700”、“811 三元”后 为何软包成电池企业新晋“网红”？
2018 年 8 月，宁德时代为日产轩逸纯电动汽车装机 137 台，系统能量密度为 123．78wh／
kg，全部都为三元软包电池，而此前，宁德时代出货仅有方形电池。
业内人士指出，以方形为主的宁德时代开始供应软包电池，其实是拉开了软包动力电池抢
占市场的序幕。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关于软包电池的热点颇为频繁。9 月 14 日，主打三元软包叠片电池的
捷威动力获得复星投资，计划五年内成为国内前三的动力电池企业； 9 月初，专注三元软包电
池的孚能科技完成 10 亿多美元的 C 轮融资，将在欧洲建立电池生产中心；8 月初，亿纬锂能与
戴姆勒签订《供货协议》，将为戴姆勒供应三元软包动力电池……
显然，话题不断的软包电池正在成为继“21700”、“811 三元”后，国内动力电池行业的
新晋“网红”。数据显示，在 2018 年 1－7 月国内动力电池装机电量 TOP20 中，纯软包电池产
品的电池企业有 7 家，加上正在开发的企业，软包电池企业的数量上升至 12 家，占比达 60％，
表明软包技术路线得到越来越多电池企业的重视。
其实，软包电池会火一点都不意外，毕竟软包由于其特定的包装材料和结构，相较方形和
圆柱还是有一定的性能优势的，主要体现在安全性、比能量、循环寿命和灵活设计上。正是由
于软包技术路线的性能优势，LG 化学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客户最为广泛的电池企业；而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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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能、捷威动力、卡耐、北京国能等等企业都是软包技术路线的代表企业。
但同时，高性能往往也意味着高门槛。软包电池虽然性能突出，但其一致性较差，成本较
高，容易发生漏液和胀气，且在成组过程中需要额外的壳体，PACK 工艺复杂程度高，这也意
味着软包需要更高的技术和资本。
为什么软包电池会成新晋“网红”
有专家指出，软包电池此时在国内走红，一方面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和资本的涌入，软包电
池性能优势凸显，尤其是在能量密度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去年三元软包电池企业批量供货电芯单体比能量在 180－210wh／kg，系统能量密度 130－
150wh／kg；今年批量供货的三元软包电芯单体比能量最低 210wh／kg 左右，个别企业单体比
能量 260wh／kg 的电芯产品已经达到量产水平，系统能量密度轻松过 140wh／kg，甚至达到 160
－180wh／kg。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乘用车市场的兴起，尤其是国外车企对软包三元动力电池的“青睐”，
大大刺激了国内软包电池市场。
这导致了以方形为主的动力电池企业开始加速软包电池布局。除宁德时代外，国轩高科、
力神电池、亿纬锂能等国内排名靠前的方形动力电池企业都在加速研发甚至已经量产了三元软
包电池。这些产品主要面对中高端乘用车市场，进一步促进软包电池市场应用占比提升。
同时，此前专注物流车的软包电池企业也开始将目光转向乘用车，包括国能电池、天劲股
份、盟固利动力、微宏动力等软包动力电池企业都将乘用车作为今年的重点开拓市场，从商用
车领域向乘用车领域延伸。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乘用车主机厂偏爱软包电池以外，资本市场对软包电池的 “关注”也
能从侧面反映软包电池的火爆程度。
7 月，复星国际宣布通过旗下复星高科及基金，向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投资，为
其产能规模扩充和开拓海外市场补充“弹药”；9 月 14 日，捷威动力正式与复星国际签订战略
投资协议。
8 月，远景集团宣布将控股日产汽车旗下电动电池业务和生产基地 AESC，同时收购日本电
气旗下的电池电极生产业务公司 NEC 能源元器的全部股权；
9 月，孚能科技宣布完成了 C 轮融资，累计融资超 10 亿美元，筹得的资金将用于加速扩张
其全球汽车电池生产基础设施，并正式启动了欧洲生产中心项目减少。
频繁的资金涌入，预示着软包电池将进一步扩大动力市场渗透率，其中在产品质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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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和资金等方面有竞争实力的电池企业也将获得更多的机会甚至在软包电池领域造就第二个
宁德时代也不一定。
国内软包电池企业生存近况
盖世汽车了解到，国内有不少电池企业从创立之初就专注于软包电池的研发制造，而从目
前来看，这些企业整体都还过的不错，其中排名靠前的有捷威、卡耐、孚能、国能、天劲、万
向 A123 等。
捷威动力
捷威动力成立于 2009 年，主打三元软包叠片电池，产品主要定位于中高端新能源乘用车领
域，是国内率先开发并量产三元体系锂离子动力电池的企业之一，公司具备了单体电池、模组、
电池管理系统及电池系统的完整开发能力。
目前捷威自主研发的软包电芯能量密度已达到 245Wh／kg。预计在 2020 年，单体能量密
度将达到 300Wh／kg、系统能量密度达到 220Wh／kg。公司主要客户有长安、奇瑞、东风、上
汽、吉利、长城、广汽、江淮等。
产能方面，捷威目前已建成 1．5GWh，预计 2018 年底将达到 2．5GWh，同时捷威将根据
行业发展情况及市场占有率目标来制定未来产能规划，预计到 2023 年新增 38GWh 产能，累计
产能达到 39．5GWh。
值得一提的是，捷威动力刚刚获得了复兴的战略投资，计划五年内成为国内前三的动力电
池企业。
孚能科技
孚能科技是国内最先实现 220wh／kg 电芯量产的企业，一直坚持三元软包路线，并通过一
体化电池模组设计，系统能量密度可以达到 170wh／kg，在技术储备和产业化上领跑国内同行。
孚能今年将主推 240Wh／kg 能量密度电池的市场化应用。
也正是基于在技术和产品上竞争力，孚能科技已经给北汽新能源、江铃、长安、长城、瑞
丽、昌河等车企实现批量供货，今年 3 月，其还通过了德国戴姆勒集团 VDA6．3 过程质量审
核成功进入戴姆勒供应商体系。
在产能上，孚能未来三年要投入大概 120 亿，用于国内的产能扩产，布局华南、华东、华
北三大地区，产能要达到 35GWh，向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供应商之一的 2020
年愿景迈进。
国能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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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的三元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都采用软包的技术路线，产品广泛应用于乘用车、商用车、
客车领域。
针对渐渐兴起的乘用车市场，国能电池开发的软包三元材料电芯能量密度已经达到 230wh
／kg，电池系统能量密度超过了 150wWh／kg。与此同时，2018 年上半年，国能电池正在重点
开发软包三元材料电芯，高能量密度达到 260wh／kg，系统能量密度可超过 170Wh／kg，可以
满足未来 2－3 年补贴调整的标准要求。预计该系列产品将在 2018 年底上市。
在产能规划上，国能电池在在 2017 年加速了在全国范围的战略布点，先后在北京、郑州、
襄阳、重庆、海宁、南昌、新余、龙岩等地设立基地，总产能达到 11．2GWh。同时还在滁州、
新乡规划新的动力电池项目。
天劲股份
天劲股份创立于 2006 年，是一家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智能制造提供商。公司采用软包叠片
工艺，材料体系包括三元和磷酸铁锂，是国内领先的软包动力电池企业。
数据统计，2017 年我国新能源专用车电池装机总电量约 8．42GWH，同比增长 165％。其
中，天劲股份三元软包装机总量全国排名第二，并拿下了物流车三元软包电池装机量冠军宝座。
截止目前，天劲股份的三元软包动力电池／组完成年销售量超过 21350 套，实现销售额超 10
亿元。
在新能源物流车领域取得良好成绩之后，天劲股份开始向市场更大的新能源乘用车市场进
军，通过产品升级应对补贴退坡和提升市场竞争力。目前已经开始为国金汽车、奇瑞汽车、知
豆汽车、合众汽车、北汽银翔等车企的新能源乘用车车型提供电池配套。
卡耐新能源
卡耐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与日本英耐株式会社等共同出资成立，一方面拥有汽车行业
的背景，一方面拥有日本的技术基因，是国内最实现批量提供三元软包电池的企业之一。
但由于国内软包市场一直不温不火，卡耐经历了几年的蛰伏后才渐渐开始崭露头角，尤其
是从今年 6、7 月开始，卡耐一跃成为国内排名前十的动力电池企业。
目前，卡耐已量产的三元软包电芯能量密度为 220Wh／kg，今年计划量产产品能量密度达
到 250Wh／kg。预计今年年底产能释放后，总产能为 6GWh。未来两年产能计划扩至 10GWh，
并于 2020 年实现单体能量密度为 300Wh／kg。
万向 A123
万向 A123 堪称国内锂电界的一匹黑马，在今年 1－7 月的动力电池装机量排名中，万向
75

www.ciaps.org.cn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A123 跃入了第 9。要知道，2017 年度，万向 A123 的排名还是第 21。
据悉万向 A123 的前身是美国 A123 系统公司，2012 年 7 月申请破产后，美国 A123 被万向
收购， 经过几年的技术积累后，万向 A123 终于厚积薄发，于 2017 年 12 月获上汽通用 260 万
套 48 伏超级磷酸铁锂电池订单，订单金额超 10 亿美元，一跃成为国内极具竞争力的动力电池
供应商，发展潜力不可小觑。
近年以来万向 A123 投入大量的精力加速高比能电池的研究工作，按照规划，到 2019 年将
实现能量密度 280Wh／kg 的产品量产，到 2020 年能量密度达到 300Wh／kg，到 2022 年达到
350Wh／kg，到 2025 年达到 400Wh／kg。
【来源：

盖世汽车网】

动力电池格局之变 换电 PK 快充上演终极对决
常言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在如今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效率社会，“快”就是王
道。一直以来，充电速度慢、时间长一直是制约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掣肘。为解决这个问题，新
能源汽车在电能补给方案创新出了快充和换电两种快速补电的模式。
正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围绕快充和换电两种模式究竟哪个更有发展前景这个话题，
业界见仁见智，快充和换电两大阵营也在时刻较着劲儿。
初次交锋，换电模式遭遇滑铁卢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补电方式，充电和换电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而快充是充电模式
的一种。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快和慢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快充和慢充也是相对概念，一
般快充为大功率直流充电，半小时内可以充满电池 80％容量，慢充指交流充电，充电过程需 6
－8 小时。目前，国内的微宏动力、珠海银隆、妙盛动力是快充技术路线的主要代表，可以实
现十几分钟快充。
新能源汽车到底是采用充电模式还是换电模式，在整个业内争论已久。只不过，在早前的
数次正面交锋中，快充所属的充电模式占据了上风，换电模式则遭遇了滑铁卢。
最早推出换电模式的是以色列的 Better Place 公司，最终由于投资成本过高、发展过于缓慢
而宣布破产。此外，特斯拉也大力推行过换电模式，不过最终以昂贵的价格和糟糕的服务体验
而收场。而中国国家电网曾推行的换电模式也全面败北。
目前，充电模式不仅是国内大多数新能源汽车企业所采取的主流方式，也是绝大多数新能
源汽车车主对充电方式的认知。新能源车企坚持“充电模式”的理由很明确：可以自主掌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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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等核心技术，进而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上掌握主动权，同时也掌控电池技术带来的利润。从
消费者使用的角度，充电模式可以避免电池反复拆装，而且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在家充电，方
便省事。
再次交手，胜负难定
虽然充电模式占据目前新能源汽车补电方式的主流，但是换电模式依然有着大量的拥泵。
早前的换电先驱虽然遭遇滑铁卢，但是如今北汽新能源、力帆、车和家、蔚来汽车等一批车企，
又毅然走上了换电道路，换电模式大有东山再起之势。
其实，换电模式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换电模式能够实现车电价值分离，可以在消费层
面化解纯电动汽车用户在购买、使用和退出等全生命周期中的一系列痛点。而且换电模式的效
率非常高，车辆进入换电站之后，3 分钟左右即可完成换电，速度丝毫不亚于给燃油车加油。
同时，集中式、专业化的充放电管控，有利于延长电池使用寿命，车主无需再为电池的寿
命和质量担忧；还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个人充电带来的事故隐患，安全性大大上升。另外，换电
模式还可以大规模集中使用后半夜的低谷电错峰充电，节约能源资源，降低充电成本。
国家 863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监理咨询专家组组长王秉刚曾表示：“换电模式在一
些特定的使用环境，比如电动出租车领域，拥有比较高效的运行性价比优势。与时下主流的充
电模式相比，换电模式具有占地面积更小、效率提高、成本大幅降低等优点。”
但是，换电模式的劣势也仍然相当明显。其发展阻碍主要来自产品标准化，来自于商业模
式，来自整车厂、换电运营商各方利益不统一。“换电模式可持续运营的条件之一是电池要标
准化，如果不同汽车的电池标准不一样，车企的成本太大，如果各家车企各自建换电站，经济
账很难算过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彦龙表示。
换电模式另一阻力来自高昂的前期成本投入，换电站跟加油站的建设比较类似，设备、土
地、运营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这仅凭少数企业的实力是杯水车薪的。尤其是在如今寸土寸
金的一二线城市，投入后的产出显得尤为重要。
总之，快充的充电模式和换电模式都有各自的优劣势，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和商业化环境来
看，未来这两种模式究竟哪种能够胜出还很难定断，换电模式能否东山再起，快充模式是否会
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是拼个“你死我活”还是“和平共处”？这些都有待考验。
【来源：

电池中国网】

推荐目录透露新能源新车趋势 车型大型化/续航提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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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2018 年工信部已经发布了 9 批推荐目录。其中符合 2018 年补贴新政要求的推
荐目录有 5 批，分别是第 5-9 批推荐目录，共含有 203 款新能源乘用车。
总体来看，根据高工电动车网统计，今年上榜推荐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呈现了以下几大趋
势：一是，车型大型化。与 2017 年的小微型电动车占重要份额不同的是，2018 年各批推荐目
录中 SUV 车型占比最多，其次是轿车和 MPV 车型。同时，2017 年少有中大型电动车出现，但
今年包括比亚迪、上汽荣威、长城、前途、蔚来等十多家车企均有推出中大型电动车，发力中
高端新能源车市场。
二是，续航里程提升近 40%。受 2018 年补贴新政调整影响，今年进入推荐目录的纯电动乘
用车平均工况续航里程由 2017 年的 250km 左右提升至 300km 以上，最高提升至 344km，大约
提升了 40%左右。
三是，进入推荐目录的外资电池及电机品牌增多。相比 2017 年，今年有更多造车新势力的
首款新车进入推荐目录，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合资品牌推出新能源车。
这两类企业相比自主品牌更青睐选用外资电池或外资电机品牌，导致有包括 FMC、LG 化
学在内的越来越多外资电池品牌，以及博格华纳等越来越多外资电机品牌进入推荐目录。
四是，能量密度大幅提升，越来越多车企发力 1.2 倍补贴。根据高工电动车网统计，2017
年目录的纯电动乘用车平均能量密度大约在 110Wh/kg 左右，但今年均在 140Wh/kg 以上。同时
160Wh/kg 以上的车型越来越多，且在近几批目录的占比维持在 10%以上，可拿 1.2 倍补贴。
续航里程分析
总体来看，在 2017 年推荐目录中，由于小微型电动车占比居多，且大多工况续航在
150-250km 之间。而受 2018 年补贴政策倾向于高续航里程车型影响，今年 300 公里以下、特别
是 200 公里以下的车型正在减少，而 400 公里以上的车型呈现了快速增长态势。

其中，在每批推荐目录中占比最多的是续航里程在 300-400km 范围内的车型，其占比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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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批的 35.03%提升至第 9 批的 68.18%，其次是 400 公里以上的车型；而 200 公里以下的车型由
13.27%下降至 0。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今年推出的新能源乘用车中，工况续航里程在 450km 以上的车型共
有 10 款，来自北汽、腾势、威马、野马四家车企；而工况续航里程最高达到了 476km，来自北
汽旗下的 EX3 车型，搭载了宁德时代提供的能量密度为 151.37Wh/kg 的动力电池。

工况续航在 450km 以上的车型
除此之外，尽管今年微型电动车的数量在每批目录中有所减少，但以知豆 D3、奇瑞 eQ1、
众泰 E200 等为代表的大部分热销 A00 级别微型电动车均已将工况续航提升至 250 公里以上。
其中一大部分微型电动车的工况续航在 300 公里以上，最高达到了 351km，来自长城汽车旗下
的欧拉 R1。
配套电池分析
高工电动车网统计第 5-9 批目录了解到，宁德时代、力神等电池企业在每批目录中配套车
型数量均位居前列，且配套的车企覆盖较为广泛。例如，宁德时代不仅为北汽等自主品牌以及
威马等新造车企业提供配套，还为华晨宝马、北京现代、东风日产等诸多合资品牌提供配套。

每批目录中配套车型数量较多的电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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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为新能源乘用车配套较多的电池企业还有国轩高科、孚能科技、桑顿新能源、比克、
卡耐新能源等。
而随着合资品牌的越来越多新车上市，每批目录中出现的外资电池企业也越来越多，目前
已经出现 FMC、LG 化学、上汽大众等诸多外资电池品牌。例如，长安福特选用的是 FMC 的动
力电池，而上汽大众显示搭载的是上汽大众的动力电池组。
配套电机分析
从第 5-9 批推荐目录来看，为每批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配套的电机企业众多，车企自配电
机占比越来越多。除了车企自配外，精进电动、上海电驱动、深圳大地和等企业新能源乘用车
领域较具优势。
同时，博格华纳、HYUNDAI MOBIS、电装等外国品牌也越来越频繁出现在推荐目录当中。
其中，威马汽车、长城汽车等均选用了博格华纳的驱动电机。
此外，除了越来越多自主品牌自配电机产品之外，一汽丰田、上汽大众等不少合资品牌车
型搭载的是旗下的电机产品。

每批目录中配套车型数量较多的电机企业
总的来说，参与新能源乘用车配套的电池和电机企业数量较多，每批推荐目录均分别有 20
多家企业参与配套，大部分企业均配套了 1-2 款车型。同时，从目录的配套情况来看，新能源
乘用车企业自主掌握电池 PACK 技术及电机技术已经成为重要趋势。
能量密度分析
由于 2018 年补贴新政对能量密度的要求进一步提升，140(含)-160Wh/kg 的车型按 1.1 倍补
贴，160Wh/kg 以上的按照 1.2 倍补贴。为此，2018 年推荐目录中能量密度在 140wh/kg 以上的
车型占比直线上升，其占比由 2017 的不足 5%最高提升至 8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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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近几批推荐目录中，众车企继续发力高额补贴，能量密度 160Wh/kg 以上的车型逐渐
增多，由第五批推荐目录的 0.68%，提升至了 15.56%。在第 7 批到第 9 批目录中，能量密度在
160Wh/kg 以上的车型占比均维持在 10%以上，这些车型均可以拿到 1.2 倍补贴。
【来源：高工电动车网】

优质企业遭『哄抢』整体产能仍过剩
动力电池行业滋生结构性矛盾
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兴起，吸引“嗅觉”灵敏资本大量涌入，助推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
能源汽车产销市场，但随之而来的还有结构性矛盾。近日，2018 中国（青海）新能源企业家峰
会暨中国新能源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在青海西宁举行。多位演讲嘉宾在感谢新能源汽车推广
为企业创造新机遇的同时，也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矛盾表示担忧。
■整合将成为主旋律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传统汽车企业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主力军，北汽、比亚迪、众泰
等企业的电动汽车位列产销榜前端。相比而言，几大国有汽车企业的动作比较慢，其后，“鲶
鱼”被放了进来，一大批新造车企业应运而生。
在我国新能源汽车大潮兴起后，合资与外资企业的动作同样缓慢，在“双积分”政策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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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他们加快了引入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步伐。中国新能源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李振强说：“从
现在的趋势看，我国电动汽车行业未来将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自主品牌车企、外资与合资车
企以及造车新势力将成为市场的主要引领者，他们都瞄向了未来市场竞争的制高点。三股力量
对于未来市场的理解有所不同，不同理念主导下的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政策因素加上市场需求是新能源汽车市场新格局的主要成因，从政策的角度来看，不同类
型的车辆受到的影响也不相同。李振强说：“今年补贴下降幅度远超预期，尤其是对客车、物
流车的影响非常大，很多企业没有预判到这种变化。行业洗牌在加速，助推未来竞争格局的形
成。”
我国发展电动汽车的决心非常大，走电动化道路的趋势不可逆转。电动汽车以自身特有的
优势将在未来替代传统汽车，但从目前的替代率看，我国的保有量才 100 万辆，替代率不到 3％，
全球的替代率不到 2％，因此，电动汽车未来的空间非常大，留给三股力量的机会也非常多。
在新的市场格局形成过程中，汽车企业出现了新动向、新变化，纷纷与动力电池企业结成
联盟或组建合资企业。李振强认为：“从传统汽车的发展来看，零部件企业一直处于配套商的
地位，而在新能源汽车时代，这种关系将有所改变。”
在新能源汽车时代，动力电池的重要性愈发突出，汽车企业纷纷与优质的供应商“抱团”。
比如，宁德时代与宝马、宁德时代与上汽都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孚能科技与北汽新能源、
国轩高科与北汽新能源的合作也都属于典型案例。
李振强说：“从产业链角度观察，车企与动力电池企业的上下游的联动非常明显，很多车
企与电池供应商合资合作，还有电池企业与上游材料、设备企业的整合。未来两到三年，行业
发展的主题是整合，没有技术优势、资金优势和战略优势的企业一定会被淘汰。”
■结构性矛盾突出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必然催生动力电池的旺盛需求。锂电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显
示，其平均增速超过 30％，但毛利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从企业的产品结构来看，数码锂电池
将继续下滑，动力电池表现强劲，储能市场仍维持一定幅度的上涨，市场需求主要来自海外，
其中欧洲市场的增长较快。
我国动力电池市场集中度再度提升，今年上半年排名前 10 的企业集中度达到 89％，比去
年同期提升了 29 个百分点。高集中度的趋势会否加剧？在李振强看来，未来 2～3 年，市场将
由集中走向分散，然后再走向集中。“我们预测，未来两到三年，市场在前一年左右会走向分
散，后一到两年又是再度集中的趋势。主要原因是下游终端车企客户市场正呈现多元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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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电池产品推出可能带来更多变量，因此，市场集中度不是简单的趋势走向，会随着市
场变化出现分散，最终再次集中。”他强调。
从集中向分散转化的原因在于，排名前列的企业，市场格局并不稳定，每个月的份额波动
都比较大。而不少二线动力电池企业加大了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力度，向一线品牌行列发起冲
击。三星 SDI、LG 化学、松下等电池企业已扩大在华布局，他们也将分食市场蛋糕，从而成为
未来一段时间动力电池集中度下降的原因之一。
我国有上百家动力电池企业，市场集中度再次提高反映出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优质的
电池供应商被行业“哄抢”，而不少企业则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宁德时代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黄世霖说：“动力电池产业规模不断增大，头部效应也越来越明显，但与此同时，投
资过热导致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
据了解，2016 年，我国动力电池领域的投资超过 1000 亿元，导致产能大幅扩容，而市场
需求并未同步增长。2013 年，我国动力电池装机量仅为 0.8GWh，2017 年为 37.6GWh，而当年
产能规划达到 228GWh。这种过热的势头导致龙头企业的优质产品受到追捧，中小企业的产能
得不到消化，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黄世霖说：“预计行业整体产能过剩的现象将持续到 2023
年。”
动力电池的产品结构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方型电芯的出货量较大，但从装机量同比增速
来看，2017 年 1～6 月圆柱与软包电池表现突出，分别增长 57％和 26％。李振强说：“预计 2018
年，软包电池市场的增长最快，装机量同比增速或超过 35％。”据预测，2018 年，圆柱电池需
求量为 31GWh，软包电池为 35GWh，方型电池为 42GWh。
黄世霖认为，我国动力电池存在结构性矛盾，更要突出优化扶持政策，坚持扶优扶强，从
而建立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的比较优势。
■需理顺全产业链
动力电池市场的投资额不断增长，促使在其上游的锂电生产设备行业也迎来春天。2016 年，
我国锂电设备产值为 147 亿元，2017 年为 165 亿元，今年有望达到 186 亿元。在整体设备中，
2017 年前端需求为 65 亿元，中端和后端分别为 57 亿元、43 亿元。受市场需求影响，今年前、
中、后端的产值分别将为 70 亿元、66 亿元、50 亿元。
设备投资毕竟是固定资产投资，不是经常性行为，原材料才是企业每天生产必须使用的资
源。据介绍，正极材料行业的新进入者产能逐渐释放，并且形成规模，加剧了市场竞争；二线
材料企业的产能扩张也已完成，特别是三元材料类企业。动力电池转向三元材料为主，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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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锰酸锂成本下降较多，有较大的价格优势。电池企业会采用三元掺杂锰，
因此锰酸锂材料企业将实现较大的增长。
我国电解液市场的集中度非常高，今年上半年前十位的企业占据 94％的市场份额，提高了
4 个百分点。电解液行业格局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价格下跌降幅较大，导致企业盈利下降。
在隔膜方面，四大组产品竞争最激烈，过去两到三年新增隔膜企业已达五、六十家，竞争
加剧导致产品利润率和价格大幅下降。其中，干法隔膜已降到约 1.2 元/平米，湿法为约 2 元/
平米，湿法隔膜市场竞争最为激烈。
我国已确定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发展技术路线，300Wh/kg 成为动力电池企业近期的主攻
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大家纷纷瞄向高镍三元电池。然而，能够生产高镍三元材料的企业
并不多，这也是结构性矛盾的体现。
“新能源汽车的结构性矛盾不仅仅存在于动力电池，强制年检、保险、报废等政策还没完
善，理顺全产业链才能消除结构性矛盾。”黄世霖说。
【来源：中国汽车报】

【协会动态】
2018 高比能量动力电池材料国际论坛
2018 International Forum on Battery Materials for Automotive Applications
(2018 BMAA)
2018 年 10 月 16-17 日（15 日报到）
Date: October 16-17 (Registration on Oct.15)
中国.江苏.溧阳天目湖豪生大酒店
Place: Howard Johnson Tian Mu Lake Plaza Liyang，Jiangsu.China
www.ciaps.org.cn\www.aesit.com.cn

主办单位：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
承办单位
北京中涂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
协办单位
溧阳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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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关村科技园区
中国科学院战略先导 A 类项目“长续航动力锂电池”项目组
科技部新能源汽车试点专项：长续航动力锂电池新材料与新体系项目组
第三轮通知（议程）Program
*Important Note:
Speaking time listed in following table shall include 5 minutes at least for discussion
*重要注意事项：
下表中列出的演讲时间应包含至少 5 分钟用于现场

提问与讨论

Oct.16,2018 /2018 年 10 月 16 日
8:40-9:00
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8:40-8:50 开幕式致辞：李泓，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8:50-9:00 开幕式致辞：溧阳市人民政府
9:00-10:15
Session 1
高比能量动力电池负极材料研究与应用进展
Chairman: 李国华
9:00-9:25

新型负极材料的发展现状及 LIB 体系影响
岳敏，总经理，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Ming Yue,General Manager,Shenzhen BTR New Energy Technology Co.,Ltd

9:25-9:50

锂离子电池硅基负极材料研发进展
刘柏男博士/研发经理，溧阳天目先导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R&D of silicon based anode for lithium ion batteries
Bonan Liu,Senior Manager(R&D Depte)/Ph.D,Tianmu Energy Anode Material
Ltd.Company

9:50-10:15

高比能电池中的金属锂负极
张强博士/教授 清华大学
Safe Li metal anode in high-energy-density batteries
Qiang Zhang,PhD,Professor,Tsinghua University

10:15-10:40

Tea Break/茶歇
10:40-15:50
Session 2
高比能量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研究与应用进展

10:40-11:05

Chairman: Bin Li、Byoungwoo Kang
Improvements to Disordered Rock-Salt Li-Excess Cathode Materials

11:05-11:30

高电压尖晶石材料的表面结构研究

Bin Li,Ph.D,Principal Scientist，Wildcat Discovery Technologies,USA
黄学杰博士/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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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Structure of Spinel Oxide Cathode Materials
Xuejie Huang, PhD,Senior Researcher,Beijing Physical Institute, CAS
11:30-11:55

表面包覆磷酸铁锂纳米晶体的三元正极材料的安全性研究
汤卫平博士/总工程师，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空间电源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Safety Investigation of Ni-rich Cathode Materials Coated with LiFePO4
Nanocrystals
Weiping Tang,PhD,CTO,Shanghai Institute of Space Power-Sources

11:55-12:20

High Energy Density Materials by Using Anion Redox Reactions
Byoungwoo Kang,Ph.D,Professor,POSTECH,KOREA

12:20-13:20

Lunch/午餐
13:20-15:50
Session 2
高比能量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研究与应用进展（2）
Chairman: 刘兆平、曹安民

13:20-13:45

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研发与产业化进展
刘兆平博士/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R&D Progresses on Li-rich Layered Oxide Cathode
Zhaoping Liu,PhD,Professor,Ningbo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CAS

13:45-14:10

固态金属锂电池关键材料与原位固化技术研究进展
郭玉国博士/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重点实
验室
Solid-state Li metal batteries: key materials and in situ curing technology
Yuguo Guo ,PhD,Professor,Institute of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AS

14:10-14:35

高比能锂离子电池高镍正极材料的应用研究
马洪运博士，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Investigation of nickel-rich layered material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
Hongyun Ma,PhD,Tianjin Lishen Battery Joint-Stock Co.,LTD

14:35-15:00

第 3 代动力电池用三元 Ni-ri 正极材料研发趋势
李琮熙博士（韩籍）/研究院副院长，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ecent Technological Trend in Ni rich Cathode Materials for 3rd Generation Electric
Vehicles
LEE JONGHEE,PhD,Ningbo Ronbay New Energy Technology Co.,LTO

15:00-15:25

核壳纳米结构的精确调控及电化学性能研究
曹安民博士/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重点实
验室
Precisely-Controlled Core-shell Nanostructures of Electrode Materials for Improved
Cycling Performance
Anming Cao ,PhD,Professor,Institute of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AS

15:25-15:50

高比能量正极材料产业化差距与解决方案
伏萍萍博士，研发部经理，天津巴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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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ustrial disadvantage and solution of the high energy density cathode material
Pingping Fu,PhD,Tianjin B&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int-stock Co., Ltd
15:50-16:15

Tea Break/茶歇
16:15-17:30
Session 3
高比能量动力电池电解质材料研究与应用进展
Chairman: 甘朝伦、夏永高

16:15-16:40

高比能动力锂离子电池电解液的研究
甘朝伦博士/技术总监，张家港市国泰华荣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Study on the electrolyte for high energy lithium ion battery for vehicle
Chaolun Gan,PhD,Technical Director,Zhangjiagang Guotai-Huarong New Chemical
Materials Co.,Ltd

16:40-17:05

宽电位窗口的电解质材料
崔光磊博士/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High performance electrolyte with wide electrochemical window
Guanglei Cui,,PhD,Professor,Qingdao Institute of Bioenergy and Bioprocess
Technology,CAS

17:05-17:30

高安全高电压电解液的研发进展
夏永高博士/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Progress on high voltage and safety electrolytes in lithium ion batteries
Yonggao Xia,PhD,Professor,Ningbo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CAS

17:30-18:30

300Wh/kg 关键材料及电芯设计专题讨论
special discussion on 300Wh/kg key materials and core design
主持人：李泓
岳敏、黄学杰、伏萍萍、杨续来、伊炳希、肖亚洲、李国华、张正铭

18:30-20:30

Banquet/晚宴
Oct.17,2018 / 2018 年 10 月 17 日
8:30-10:05
Session 3
高比能量动力电池电解质材料研究与应用进展
Chairman: 陈仕谋、陈人杰

8:30-8:55

高电压高安全功能电解液研究
陈仕谋博士/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high-voltage and high-safety electrolytes for lithium
ion batteries
Shimou Chen,,PhD,Professor,Institute of Process Engineer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AS

8:55-9:20

离子液体基新型复合功能电解质材料
陈人杰博士/教授，北京理工大学
Novel composite functional electrolytes based on ionic liquids
Renjie Chen,PhD,Professor,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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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9:20-9:45

Fundamental Aspects in Search of Fast, Environmentally Benign and Affordable
Electrodes and Electrolytes for All-Solid-State Lithium Batteries
W.Weppner,PhD,Professor,Christian-Albrecht-Universitaet zu Kiel,CAU
W.Weppner教授，德国基尔大学

9:45-10:10

快离子导体的产业化应用研究
凌仕刚，材料研发总监，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Fast lonic Conductors
Shigang Ling,R&D Vice Director,Tianjin Guoan Mengguli New Materials
Science&Technology Co.,LTD

10:10-10:30

Tea Break/茶歇
10:30-12:10
Session 4
高比能量动力电池隔膜及其它相关材料
Chairman: 吴大勇、郭玉国

10:30-10:55

复合隔膜的设计和制造
吴大勇博士/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The Design and Fabrication of Composite Separators
Dayong Wu ,PhD,Professor,Technical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CAS

10:55-11:20

多孔铜集流体的微纳结构设计和锂枝晶抑制
杨全红博士/教授，天津大学
Micro-nano structure design of Cu collector for suppressing Lithium dendrite
Quanhong Yang,PhD,Professor,Tianjin University

11:20-11:45

应用透射电镜和 X 光显微成像结合 X 光吸收谱研究高镍正极锂电池材料
Study on high nickel content cathode materials for Li ion batteries, by adopting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X ray microimaging combined with X ray
absorption spectrum

11:45-12:10

动力电池关键材料的分析解析技术——用于动力电池的开发、劣化分析和回收
利用
韩广帅博士，同济大学，上海蓄熙新能源材料检测有限公司
Automobile LIB Material Analytical Technology for LIB development，degradation
analysis and recycling
Guangshuai Han,PhD,Tongji University

12:10-13:30

Lunch/午餐

13:30-13:55

trend of high density EV battery and new challenges to LiBS
李继东/总经理，江苏北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trend of high density EV battery and new challenges to LiBS
Jidong Li,General Manager,Jiangsu Beixing new materials technology Co., Ltd.

13:55-14:20

精准纳膜包覆与掺杂技术(PNCD)在高比能量锂电池中的应用
解明博士/CEO 宁波柔创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The application of precise nanocoating and doping in high-energy-density lithium io
n batt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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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Xie PhD,CEO,BattFlex Technologies,Inc.(BFT)
14:20-14:40

Tea Break/茶歇
14:40-16:35
Session 5
高比能量动力电池研究与进展
Chairman: 石先兴、杨续来

14:40-15:05

万向一二三高比能动力电池产品开发与布局
石先兴博士，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Progree in technology of high energy density battery for EV
Xianxing Shi,Ph.D,Wanxiang A123 System Asia Co., Ltd

15:05-15:30

微宏高能量密度快充电芯开发进展
殷月辉博士，电芯研究院院长，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
Current Situation of Cell with High Energy Density and Fast Charge Performance In
Micorvast
Yuehui Yin,Ph.D,Head of Material&Cell Development,Microvast,lnc

15:30-15:55

300 Wh/kg 高比能量动力电池研究进展
杨续来博士，研究院副院长，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R&D progress of higher specific energy xEV batteries with 300Wh/kg
Xulai Yang,PhD,Heifei Guoxuan High-Tech Power Energy Co.,LTD

15:55-16:20

先进材料在高能量密度锂离子电池的研究与应用
程君博士，研究院院长，力信（江苏）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Materials for High Energy Density Li-ion
Batteries.
Jun Cheng,PhD,eTrust Power(ETP) Group Ltd.

16:20-16:45

JEVE高比能电池开发和安全应对
伊炳希博士，总工程师,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
Development and Safety Solution of JEVE High Energy Power Battery
Bingxi Yi ,PhD,Chief Engineer,Tianjin EV Energies Co ., Ltd

16:45-17:10

高安全高比能锂离子电池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肖亚洲博士，总工程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
Technology development & industrialization of Li ion batteries with high specific
energy & high safety
Yazhou Xiao,PhD,Chief Engineer,China Aviation Lithium Battery Co.,Ltd., 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
17:10-17:20
闭幕式
Closing ceremony

（一）论坛技术委员会：
共同主席：
艾新平 武汉大学/教授
刘兴江 中国电科集团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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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学杰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夏定国 北京大学/教授
杨晓青 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资深研究员
刘

俊 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资深研究员

张正铭 旭化成隔膜资深技术执行官
李国华 中化国际新能源研究院院长
梁成都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总监
李

泓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二）论坛时间、地点、住宿及参会费用：
1、时间：2018 年 10 月 16 日-17 日（15 日报到）
2、地点:江苏.溧阳天目湖豪生大酒店 (溧阳天目湖镇工业园区溪缘路 1-8 号 1 幢，近 241 省道,
宁杭高速溧阳南出口)。
3、酒店住宿：会议主会场酒店：溧阳天目湖豪生大酒店（五星），高级大床（含早餐）含早￥340
元/天。高级双床（含早餐）￥320 元/天。
4、参会费用：
2018 年 9 月 25 日前报名并交费：2600 元/人，学生交费：1600 元/人
2018 年 9 月 25 日后报名及现场交费：3200 元/人，学生交费：2200 元/人
5、付款方式：
单位名称：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税号：51100000500000488Y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华科七路 6 号
电话：022-23959375
开户行：中国银行天津西青中北支行
账号：277870507087
银行行号：104110047001
汇款请注明：10 月溧阳高比能电池会议费或服务费
（三）报名参会须知
1、关于发票：
组委会提供国家增值税专用发票，国家增值税普通发票，（6%税率），发票开票内容仅为会议
费或者服务费、展商可以开具展位费、开票内容请于汇款时注明。
开票注意事项：如果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请提供单位名称、税号、地址、电话、开户行、账
号；如果需要普通发票，请提供单位名称、税号，可在汇款单附言中注明税号。2018 年 9 月 20
日后及现场交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将于现场领取或会后统一快递寄出。
2、会议安排：
以大会演讲方式进行，会议安排两天。
3、会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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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注册代表享有：1)会议提供的资料及参会胸卡；2)会议期间提供的茶歇；3)会议提供的中
餐与晚餐；4)参加会议与讨论以及会议组织的活动；5）15 日报到当天 13:00-21:00，每隔 1
小时，大巴车高铁站-溧阳豪生酒店循环接站。
4、会议用餐及晚宴：
会议期间，10 月 15 日下午晚餐（报到）16、17 日中午皆为酒店自助餐形式、10 月 16 日晚宴
为中式围餐。
6、会议论坛代表证：
为保证会场的秩序及嘉宾权益，会务组统一打印嘉宾证、代表证、展商证，代表到达酒店，
签到后领取代表证（每一个代表证有参会公司名、参会本人姓名、会场出进的专用条形码）和
会议资料，会议及活动期间凭代表证入场。

（四）会议展览：
每个参展单位收费 15000 元。提供一个 2*2*2.5 米展位（桌椅*1 套、射灯*2 盏、电源插座一个）,
每个参展单位免 2 人会议费。*目前尚有个别展位可以预定，如有意向请联系会务组。
（五）会刊广告：
封面 12000 元、封底 10000 元、扉页 8000 元、封二 8000 元，封三 8000 元，彩色内页 5000
元。
（六）大会赞助：
欢迎各企业、科研院所赞助本次会议，大会提供背景板企业 LOGO 展示，论文集彩色插页
广告，晚宴独家赞助，资料袋及代表证赞助等。有关赞助事宜，请联系会务组。
（七）组委会联系方式：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路慧 13622009937
E-mail:luhui@ciaps.org.cn,
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
史梦欢 18115066088
E-mail:shimenghuan@aesit.com.cn
北京中涂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邵杰 13810805119
E-mail:shaojie@sinobattery.com.cn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2018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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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想”2018 第三届动力电池应用国际峰会（CBIS2018）
"Lithium Idea" 2018 Third International Summit on Power Battery Applications
(CBIS2018)
2018 年 11 月 7 日-9 日
November 7-9, 2018
北京兴基铂尔曼饭店
Pullman Beijing South

主办单位
Host Units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China Industrial Association of Power Sources
电池中国网
China Battery Enterprise Alliance
承办单位
Organizers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动力电池应用分会
Power Battery Applications Branch of China Industrial Association of Power Sources
壹能（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Yineng (Beijing)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支持单位
Support Units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China Automotive Technology & Research Center Co., Ltd.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School of Automotive Studies, Tongji University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化学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lectrochemical Engineering,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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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
Eighteenth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Electronic Technology Group Corporation

会议主题
Conference Theme
新时代•破而立：前行中的产业转折之路
A new age, Break and stand: The road of industrial transition moves forward
大会主席
Conference Chairmen
吴锋、魏学哲、刘彦龙、方建华
Wu Feng, Wei Xuezhe, Liu Yanlong, Fang Jianhua
大会秘书长
Conference Secretary-General
张雨、王成
Zhang Yu, Wang Cheng

第二轮通知

2018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在诸多方面有着新的突破。
国家政策对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行业的规范进一步加强，从补贴政策调整到投资管理规
范，从回收政策到可追溯系统，可以说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相关政策已经趋于完善。
但目前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里程焦虑与安全隐患，外资威胁
与产业链不完善，都是目前困扰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企业的难题。
毫不夸张地说，2018 年对动力电池企业来说是艰难的“蜕变年”。据悉，许多企业面临着
营收不盈利的囧况，毛利率下降成为行业常态，回款周期长导致资金流不畅，结构性产能过剩
凸显。优质动力电池企业订单排队现象凸显高端产能严重不足，而低端产能企业产能利用率却
不足 10%，行业洗牌正在加速进行中。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只有理智研判行业趋势，抓紧时代机遇勇于突破的企业，才能立于不
败之地。“锂想”2018 第三届动力电池应用国际峰会（CBIS2018）将邀请行业知名学者、企业
技术大咖，集中从动力电池材料、设备、技术、应用场景出发，深入讲解技术突破与应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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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行业企业主管、资深意见领袖，就未来新能源汽车的战略布局、行业发展、应用模式等方
面话题开展多维度的思想交锋

一、大会议程
I. Conference Agenda
11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15:40-17:40
Nov 7 (Wednesday) 15:40pm-17:40pm
动力电池应用分会会员大会
General Meeting of the Power Battery Applications Branch

11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 09:00-10:00
Nov 8 (Thursday) 09:00am-10:00am
峰会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Summit
主持人：张 雨
Host: Zhang Yu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动力电池应用分会秘书长
Secretary-General of Power Battery Applications Branch of China Industrial
Association of Power Sources (CIAPS)

拟邀致辞嘉宾
Guests to make the speech
刘彦龙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秘书长

Liu Yanlong
吴

锋

Secretary-General of CIAPS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动力电池应用分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Wu Feng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rofessor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irman of the Expert Committee of Power Battery Applications Branch
格伦·佩尼亚兰达(GLENN G. PENARANDA) 菲律宾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GLENN G. PENARANDA
吴

卫

Wu Wei

Commercial Counselor of Philippines Embassy in China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协调司处长
Director of the Industry Coordination Division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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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 10:00-11:10
Nov 8 (Thursday) 10:00am-11:10am
主题论坛①：动力电池新型材料的研发与应用
Theme forum ①: R&D and application of new materials for power batteries
主持人：肖成伟

国家“863”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
总体专家组动力电池首席专家

Host: Xiao Chengwei

National "863" program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new energy vehicles

major projects,Chief expert on power batteries in the general expert group

拟邀演讲嘉宾：
Guests to make the speech:
郑绵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

ZhengMianping
蒋卫平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Jiang Weiping
覃九三

辉

Chairman of Sichuan Tianqi Lithium Corporation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Qin Jiusan
谢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Chairman of Shenzhen Capchem Technology Co., Ltd.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特级研究员

XieHui Special researcher of Crown Advanced Material Co., Ltd.
李晓华

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Li Xiaohua
茶

Vice Chairman of Shanghai Energy New Materials Technology Co., Ltd.

歇 上午 11:10-11:20

Tea break

11:10am-11:20 am

11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 11:20-12:30
Nov 8 (Thursday) 11:20am-12:30am
主题论坛②：下一代动力电池技术路线
Theme forum ②: Next generation power battery technology roadmap
主持人：肖成伟

国家“863”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
总体专家组动力电池首席专家

Host: Xiao Chengwei

National "863" program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new energy vehicles

major projects,Chief expert on power batteries in the general expert group
拟邀演讲嘉宾：
Guests to make the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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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裕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Yang Yusheng
李良彬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Li Liangbin
龙绘锦

Chairman and president of Jiangxi Ganfeng Lithium Co., Ltd.

塔菲尔新能源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Long Huijin
苏金然

Chairman and president of TAFEL New Energy Technology Group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Su Jinran

午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Deputy chief engineer of Tianjin Lishen Battery Joint-stock Co., Ltd.

餐中午 12:30-13:30

Lunch

12:30-13:30 at noon

11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13:30-14:50
Nov 8 (Thursday) 13:30pm-14:50pm
主题论坛③：燃料电池价值链构建
Theme forum ③: Construction of fuel cell value chain
主持人：魏学哲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副院长
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
Host: Wei Xuezhe

Vice Chairman of School of Automotive Studies, Tongji University,

Director of New Energy Automotive Engineering Center
拟邀演讲嘉宾：
Guests to make the speech:
朱

成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工作部新能源汽车技术服务中心主任

Zhu Cheng

China Automotive Technology & Research Center Co. Ltd., Director of new

energy vehicle technology service center, Beijing work division
谭旭光

山东重工潍柴集团董事长

Tan Xuguang
李飞强

Chairman of Shandong Heavy Industry Group-Weichai Group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技术总监
国家电动客车电控与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Li Feiqiang

Technical director of new energy vehicle of Zhengzhou Yutong Bus Co., Lt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electric bus electric control and safety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96

www.ciaps.org.cn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朴忠振

现代汽车燃料电池性能开发部部长

PiaoZhongzhen

Minister of modern automotive fuel cell performance development

ministry

11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14:50-16:30
Nov 8 (Thursday) 14:50pm-16:30pm
主题论坛④：建设动力电池数字工厂
Theme forum④: Construction of power battery digital factory
主持人：阳如坤

深圳吉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Host: Yang Rukun

Chairman of Shenzhen Jiya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拟邀演讲嘉宾：
Guests to make the speech:
张寿波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电池事业群 PMC 经理

Zhang Shoubo PMC manager of the battery business group of BYD Company Ltd
王燕清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Wang Yanqing
高岩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Gao Yan
骆兆军

Senior vice president, SIEMENS (China) Ltd.
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Luo Zhaojun

茶歇

Chairman of Wuxi Lead Intelligent Equipment Co., Ltd.

Chief engineer of Shenzhen BAK Power Battery Co., Ltd.

下午 16:30-16:40

Tea break

16:30pm-16:40pm

11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16:40-17:40
Nov 8 (Thursday) 16:40pm-17:40pm
大家有话说圆桌论坛①：“好”电动汽车应该是啥样的?
We have something to say Roundtable forum①: What should a "good" electric car look like?
主持人：魏学哲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副院长
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

Host: Wei Xuezhe

Vice

Chairman

of

School

of

Automotive

University ,Director of New Energy Automotive Engineer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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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邀演讲嘉宾：
Guests to make the speech:
孙逢春

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Sun Fengchun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Director of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Electric Vehicles
周一平

威马汽车研究院院长

Zhou Yiping Dean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WM Motor
赵雷

车和家战略副总裁

Zhao Lei
李宗华

Vice president of the strategy of CHJ Automotive
长安新能源汽车事业部副总工程师

Li Zonghua
彭庆丰

Deputy chief engineer of Changan New Energy Automotive Division

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Peng Qingfeng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Zhejiang Hozon New Energy Automotive Co., Ltd.
徐宇虹

福特汽车动力电池主管

Xu Yuhong

Director of power battery of Ford

11 月 9 日（星期五）上午 09:00-10:40
Nov 9 (Friday) 09:00am-10:40am
主题论坛⑤：动力电池适应性极限及应用场景
Theme forum ⑤: Adaptability limit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power batteries
主持人：王芳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动力电池首席专家

Host: Wang Fang

Chief expert on power batteries of China Automotive Technology &

Research Center Co., Ltd.

拟邀演讲嘉宾：
Guests to make the speech:
陈立泉

中国工程院院士

Chen Liquan
李博
Li Bo
赵兵

陕西通家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
Dean of Research Institute of Shaanxi Tongjia Automotive Co., Ltd.
宁波杉杉电池产品首席科学家

Zhao Bing
杨晓伟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Chief scientist of Ningbo Shanshan battery products

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Yang Xiaowei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Sound New Energy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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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动力电池首席专家

Wang Fang

Chief expert on power batteries of China Automotive Technology & Research

Center Co., Ltd.

茶歇

上午 10:40-10:50

Tea break

10:40am-10:50am

11 月 9 日（星期五）上午 10:50-12:30
Nov 9 (Friday) 10:50am-12:30am
大家有话说圆桌论坛②：换电 PK 快充谁领风骚？
We have something to say Roundtable forum②: Power switching PK fast charge, who will take
the lead?
主持人：王芳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动力电池首席专家

Host: Wang Fang

Chief expert on power batteries of China Automotive Technology &

Research Center Co., Ltd.

拟邀演讲嘉宾：
Guests to make the speech:
郑显聪

蔚来汽车执行副总裁

Zheng Xiancong
张建平

上海电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Zhang Jianping
刘文娟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NIO

Chairman of Shanghai Dianba New Energy Technology Co., Ltd.

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裁

Liu Wenjuan

Vice presiden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icrovast Power Systems Co.,

Ltd. (Huzhou)
徐安
Xu An

午餐
Lunch

时空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Vice president of Zhejiang Skio Matrix Co., Ltd.

中午 12:30-13:30
12:30-13:30 at noon

11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13:30-14:50
Nov 9 (Friday) 13:30pm-14:50pm
主题论坛⑥：资本的动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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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 forum⑥: The movement and stillness of capital
主持人：方建华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新能源汽车创业投资子基金合伙人兼总裁

Host: Fang Jianhua

National fund for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Partner and Presid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 venture capital sub fund

拟邀演讲嘉宾：
Guests to make the speech:
曹栋强

上海格派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Cao Dongqiang
邵瑞泽

Chairman of Shanghai Greatpower Technology Co., Ltd.

航天科工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Shao Ruize

General manager of Space Kegong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 (Beijing) Co.,

Ltd.
曾洪华

广东天劲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Zeng Honghua
夏信德

Chairman of Guangdong Teamgiant New Energy Tech. Inc.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Xia Xinde

Chairman and President of Guangzhou Great Power Energy & Technology Co.,

Ltd.

11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14:50-15:50
Nov 9 (Friday) 14:50pm-15:50pm
大家有话说圆桌论坛③：回收之路“痛并快乐着”
We have something to say Roundtable forum③: The road of recycle "painful and happy"
主持人：方建华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新能源汽车创业投资子基金合伙人兼总裁

Host: Fang Jianhua

National fund for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 Partner and Presid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 venture capital sub fund

拟邀演讲嘉宾：
Guests to make the speech:
张宇平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Zhang Yuping
区汉成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GEM Co., Ltd.

赣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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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 Hancheng General manager of Ganzhou Highpower Technology Co., Ltd.
王保森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

Wang Baosen
罗爱平

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Luo Aiping

茶歇

Engineer of Guangdong Brunp Recycling Technology Co., Ltd.

Chairman of Guangdong Fangyu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imited Company

下午 15:50-16:00

Tea break

15:50pm-16:00pm

11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16:00-17:40
Nov 9 (Friday) 16:00pm-17:40pm
大家有话说圆桌论坛④：退坡后的“狼犬战略”
We have something to say Roundtable forum④: "Wolf dog strategy" after stepping down
主持人：方建华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新能源汽车创业投资子基金合伙人兼总裁

Host: Fang Jianhua

National fund for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Partner and Presid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 venture capital sub fund

拟邀演讲嘉宾：
Guests to make the speech:
王成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工作部副主任

Wang Cheng

Deputy director of Beijing Work Department of China Automotive Technology

& Research Center Co., Ltd.
刘宝生

中国动力总经理

Liu Baosheng General manager of China Power
秦兴才

中电力神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Qin Xingcai

Vice chairman of Lishen Co., Ltd. , Party secretary and chairman of Tianjin

Lishen Battery Joint-stock Co., Ltd.

原诚寅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Yuan Chengyin
倪绍勇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Beijing New Energy Automobile Co., Ltd.

奇瑞新能源副总经理兼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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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Shaoyong
刘明辉

Vice president and research director of Chery New Energy

小鹏汽车副总裁

Liu Minghui

Vice president of Xmotors

二、会议参会费用
1.注册费用
①10 月 20 日前付款单位
参会费（不含住宿）：
会员单位：2700 元/人；
非会员单位：3000 元/人。
参会费（含 11 月 7 日、8 日两晚住宿）：
会员单位：3700 元/人；
非会员单位：4000 元/人。
②10 月 20 日后或者现场付款单位
参会费（不含住宿）：
会员单位：3000 元/人；
非会员单位：3500 元/人。
参会费（含 11 月 7 日、8 日两晚住宿）：
会员单位：4000 元/人；
非会员单位：4500 元/人。

2.正式注册参会代表享有
①会议提供的资料及参会胸卡；
②会议茶歇提供的饮料及点心；
③会议提供 8 日、9 日自助午餐与 8 日晚宴；
④参加会议与讨论以及会议组织的活动；
⑤会后可能提供的报告或总结等资料。

三、报名参会须知
报到时请携带本人名片，签到后领取参会证和会议相关资料，会议及活动期间凭参会证进
场，请务必随身携带。

四、大会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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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共同办好本届峰会，欢迎各企业、科研院所，特别是大型电池/材料企业、设备/仪器
及周边服务的企业参与本届峰会赞助。
有关赞助、会刊广告、展板广告及现场展位事宜，请联系大会组委会。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电池中国网
2018 年 9 月 20 日

附件提交报名：
附件 1：
“锂想”2018 第三届动力电池应用国际峰会（CBIS2018）
参会回执表
（回执 E-mail:wangfuluan@ciaps.org.cn）
公司名称：（发票抬头）
代表姓名：

职务/职称：

Email：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移动电话：

代表姓名：

职务/职称：

Email：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移动电话：

参会费缴纳

是否入住会议酒店：
11 月

□7 日_____间

□提前汇款（有优惠）

□现场缴纳（无优惠）

□缴纳含住宿参会费

□缴纳不含住宿参会费

□增值税普票

□增值税专票

□是

□否

□8 日_____间

□9 日 _____间

参加会议场次
□主论坛（2018 年 11 月 8 日-9 日）
□动力电池应用分会会员大会（2018 年 11 月 7 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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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银行账号：
单位名称：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税号：51100000500000488Y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华科七路 6 号
开户行：中国银行天津西青支行

电话：022-23959375

账号：277870507087

银行行号：

104110047001
开票注意事项：
请在“汇款用途”栏内注明“CBIS2018 会议费”
2018 年 11 月 1 日前缴费的，会议现场领取发票；
2018 年 11 月 1 日后缴费的，发票将于会后统一快递寄出。
请在此注明开票信息及快递收件人信息
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
税

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账号：
邮寄地址及联系人：

组委会联系方式
1.会议报名
联系人：王福鸾 13752078530
E-mail:wangfuluan@ciaps.org.cn
电话：022-23959269

2018 年中国国际铅酸蓄电池高峰论坛
2018 Sino Lead-acid Battery Summit
2018 年 11 月 22-23 日 地点：重庆
第一轮通知
铅酸蓄电池具有安全可靠、材料基本可 100%回收等优势，100 多年来在全球经济生活发
展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汽车与摩托车起动、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低速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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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新能源储能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2017 年全国铅酸蓄电池产量
增长 3%，达到 25150 万 KVAh，销售收入达到 1580 亿元。目前，铅酸蓄电池骨干企业，正在
积极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加快推进电池回收产业发展，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不断致力于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 AGM、EFB 电池和铅碳电池、双极性电池等为代表的先进铅酸蓄电
池技术开发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市场应用进一步扩大。
但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被列入《中国制造2025》
十大重点发展领域。国内新能源汽车整车产销量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动力电池产业迅猛发展，
这对铅酸蓄电池产业带来一定的冲击。《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与《乘用车燃料消
耗量限值》的发布，以及《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的实
施，加速了微混车辆向轻混车辆的快速发展，车用48V电源系统将更快地转向锂离子电池。2017
年以来，随着全国环保巡查工作的全面实施，铅酸蓄电池行业面临更加严厉的环保压力；《电
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新国标将于2019年4月15日正式实施。《四轮低速电动车技术条件》
即将发布，铅酸蓄电池在电动自行车和低速电动车领域面临出局的风险。
如何在环保压力和政策多变的环境下继续保持铅酸蓄电池的竞争力？如何在起动、储能、
通信、动力和启停（混合动力）车辆市场与锂离子电池去竞争？铅酸蓄电池能被锂离子电池替
代吗？铅酸蓄电池未来如何发展？这些问题值得铅酸蓄电池行业机构、骨干企业领导和技术专
家深思。我们认为：积极推进铅酸蓄电池行业的技术开发、加快实施铅酸蓄电池行业的自动化
改造和智能制造步伐、落实铅酸蓄电池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做好废旧铅酸蓄电池的回收再生
利用等，将是铅酸蓄电池行业迎接挑战的重要举措。
“2018 年中国国际铅酸蓄电池高峰论坛“将
邀请众多国内外专家与您共同分享他们在上述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应对之策。
主办单位：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酸性蓄电池分会
风帆有限责任公司
协办单位：艾诺斯(重庆)华达电源系统有限公司
首席赞助：风帆有限责任公司
支持媒体：电池中国网、洲际传媒
报到时间：2018 年 11 月 21 日
论坛时间：2018 年 11 月 22-23 日
地

点：重庆

会议规模：200 人
报告主要议题：1）国内外铅酸蓄电池市场分析；2）启停电池、铅炭电池、高温电池等新
材料、新技术开发及应用市场开拓；3）铅酸蓄电池在储能领域的应用；4）铅酸蓄电池行业自
动化和智能化解决方案；5)废旧铅酸蓄电池回收模式、拆解与处理技术；6)再生铅制造与利用
技术；7）落实生产责任制延伸制度举措；8）铅酸蓄电池回收试点经验分享等。
注：有意在论坛演讲的代表，请于 10 月 25 日前将演讲题目、演讲主要内容及演讲人简要
介绍发给本会。
参会费用：1500 元/人（2018 年 10 月 30 日前交费）
2000 元/人（2018 年 10 月 30 日后及现场交费）
产品展示：论坛期间，在会场专设科研成果和产品展区，每参展单位收费 10000 元。提供
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宣传材料自行准备，免两位代表参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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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银行帐号：
单位名称：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税号：51100000500000488Y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华科七路 6 号
电话：022-23959375
开户行：中国银行天津西青中北支行
账号：277870507087
银行行号：104110047001
汇款请注明：铅酸蓄电池会议费
开票注意事项：如果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请提供单位名称、税号、地址、电话、开户行、
账号；如果需要普通发票，请提供单位名称、税号，可在汇款单附言中注明税号。
参会详情请咨询：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王福鸾 13752078530
电话：022-23959269
E-mail: wangfuluan@ciaps.org.cn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酸性蓄电池分会
联系人：朱红英
电话：0312－3208210、3208592
手机：13932205423
F-mail: 542193365@qq.com
附件：2018 年中国国际铅酸蓄电池高峰论坛代表登记表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2018 年 9 月 12 日

2018 年中国国际铅酸蓄电池高峰论坛
代表登记表
单

位

地

址

代表姓名

邮编
职务/职称

电话/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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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题目：
演讲人姓名：

职务/职称：

是否愿意成为本次论坛的首席赞助？否

是
是

是否愿意成为本次论坛的独家晚宴赞助？否

是否愿意成为本次论坛的代表证及挂绳赞助？否
是

是否愿意成为本次论坛的特色演讲赞助？否
是否愿意参展？否

是

是

开票信息：
注：请认真填写代表登记表，并发邮件给协会:
联系人：王福鸾

电话：022-23959269，13752078530

E-mail：wangfuluan@ciaps.org.cn

关于缴纳 2018 年会费的通知
各位会员单位，
感谢您 2017 年对协会工作的支持和配合。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2018 年会费的缴
纳工作开始了。希望您单位能够积极主动的缴纳会费，尽到会员单位应尽的义务。原会员证书
已经到期，您公司缴纳完 2018 年会费以后，新的会员证书将随会费收据一起快递给您单位。本
会会费收取标准如下：

理事长单位

10000 元

副理事长单位

6000 元

常务理事单位

4000 元

总会理事单位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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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理事单位

2500 元

普通会员单位

2000 元

按民政部相关规定，会费一律由总会统一收取，分会不再另行收缴，避免重复收费。
会员单位在每年第一季度内按标准向本会交纳会费，协会开具财政部印（监）制的“社会
团体会费收据”给会员单位。
根据本会章程第十二条规定，“会员如果 1 年不交纳会费或不参加本会活动的，视为自动
退会”。
本会银行账号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税号：51100000500000488Y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华科七路 6 号
电话：022-23959375
开户行：中国银行天津西青中北支行
账号：277870507087
备注：2018 年会费

联系人：王福鸾
电话：022-23959269
邮箱：wangfuluan@ciaps.org.cn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华苑产业园区（环外）海泰华科七路 6 号（30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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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China Industrial Association of Power Sources
中 国 化 学 与 物 理 电 源 行 业 协 会 (China Industrial Association of Power
Sources—CIAPS) 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国家一级行业协会，主管部
门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协会成立于 1989 年 12 月，现有 530 多家会员单位,下设碱性蓄
电池与新型化学电源分会、酸性蓄电池分会、锂电池分会、太阳能光伏分会、干电池
工作委员会、电源配件分会、移动电源分会、储能应用分会、动力电池应用分会等九
个分会。本会专业范围包括：铅酸蓄电池、镉镍蓄电池、氢镍蓄电池、锌锰碱锰电池、
锂一次电池、锂离子和锂聚合物电池、太阳电池、燃料电池、锌银电池、热电池、超
级电容器、温差发电器及其他各种新型电池，以及各类电池用原材料、零配件、生产
设备、测试仪器和电池管理系统等。本会与电池领域国际上知名的学术团体、工业协
会及跨国集团公司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继续与国外各相关机构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使中国由电池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向电
池强国转变，努力推动中国电池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主办单位：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
网址：http://www.ciaps.org.cn
http://www.cibf.org.cn
编辑部联系人：王福鸾
电话：022－23959269
传真：022－23380938
邮箱：wangfuluan@ciaps.org.cn
通信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华苑产业园区（环外）海泰华科七路 6 号（30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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