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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公司新闻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取得土地证书的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冠电气”）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2018 年 1 月 5 日

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竞的土地使用权的公告》，近日，公司收到了湖州 市国土资源

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现公告如下：  

一、土地证书载明的具体内容  

1、证书编号：NOD33001550389；  

2、土地使用权人：湖州金冠鸿图隔膜科技有限公司；  

3、坐落：湖州市康山北单元 KS-01-02-04-2 号地块；  

4、不动产单元号：330502 007204 GB00005 W00000000；  

5、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6、权利类型：出让；  

7、用途：工业用地  

7、使用期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至 2068 年 01 月 13 日止；  

8、面积：166799.00 平米；  

9、颁发单位：湖州市国土资源局；  

10、颁发时间：2018 年 2 月 8 日。  

二、备查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证书编号 NOD33001550389）。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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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充电桩行业新闻 

二、2018 年将有哪些充电桩企业角逐国网招投标？

充电桩市场又将何去何从？ 

来源:北极星储能网   作者:carrie DiDi   2018/2/24 

北极星储能网获悉，国家电网公司于 2 月 11 日发布了 2017 年度充电桩供应商资

格审查结果，据了解，本次核实大概有 80 多家企业参与，最终，有 69 家顺利通过，

通过厂家数量与 2016 年度持平。而 2016 年度据称有 150 家左右参与，可见今年的通

过率明显提高。下面小编特将 2017 年度国家电网充电桩供应商进行分析总结，并与

2016 年情况进行了对比，现将结果呈现如下。 

2017 年度国家电网充电桩供应商分析 

2017 年度国家电网电动汽车充电设备供应商资格审查名单 

http://shupeidian.bjx.com.cn/zt.asp?topic=%b3%e4%b5%e7%d7%ae


  行业新闻信息期刊   

2018 年 2 月（下） 

  4 / 37 

 



  行业新闻信息期刊   

2018 年 2 月（下） 

  5 / 37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2017 年度通过国家电网电动汽车充电设备资格审查的企业共

有 69 家。这 69 家企业遍布国网各省，实力也有所不同。从注册资金来看，过亿的企

业有 37 家，占比 54%，其中注册资金最高的前三家企业分别是：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地区分布来看，入围

企业数量从高到低排列分别是：山东(14 家)、浙江(12 家)、江苏(11 家)、广东(10 家)、

北京(9 家)、福建(4 家)，其余的安徽、河北、河南分别是 2 家，黑龙江、天津、四川、

湖北分别为 1 家。 

 

在国家电网公示的供应商资格审查名单中，还列出了 2017 年度各供应商的供货数

量及买方。供货数量超过 1000 套的企业如上图所示。这些企业主要供货方分布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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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青岛华烁高科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青岛高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能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江机实业有限公司的买方主要以各企业公司为主;许继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长园深瑞继保自动化有限公司、北京华商三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国电南瑞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信瑞通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则主要以电网公司为主;杭州奥能

电源设备有限公司、浙江万马新能源有限公司、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天昱品

科技有限公司、珠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则是电

网公司、企业公司平分秋色。 

充电桩发展现状与未来空间 

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到 2020 年，集中式的充换电站要发展到 1.2 万座，分

散式充电桩要达到 450 万个，我们来看看截止到 2018 年 2 月最新的全国充电桩数据： 

 

从这个数据看充电站数量已经提前完成规划目标任务了，分散式充电桩快充和慢充

加起来才 13 万多个，和规划的 450 万个相差甚远，至少还有 30 倍以上的增长空间，

这些是需要在两年时间内完成的，18 年和 19 年对于充电桩企业会是一个风口期。 

处于风口期的充电桩将带动其上下游的联动发展，将会有哪些企业受益呢?我们不

妨先来看看充电桩(站)的成本结构。 

从成本构成来看，充电机、充电模块为充电核心设备，占充电设施总成本的

45%-55%。其中，充电模块/充电机占充电系统成本近 50%。充电站的投资成本为 250

万元，配电设施成本在 160 万元左右。 

充电桩造价：一个普通桩的成本均价在 5 千-2 万人民币，一个快充桩成本普遍在

10-1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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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内充电站的数量要翻 30 倍，按 450 万个的目标现在充电桩的建设还刚刚开始，

快充和慢充按 1:2 的比例算 400 万个已经是个千亿级的市场规模了。 

 

 

从上图可以得出，充电桩产业的发展将带动充电机/充电模块、配电设备、监控设

备等发展。汽车充电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充电桩，更具有智能电网、互联网、物联网、大

数据的基因和功能，短期内会出现千企建桩的繁荣景象，但市场竞争的最后幸存者像通

信产业一样，只能是那些有实力、有创新力、有优质产品、有好的商业模式、有运营能

力、有团队的企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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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阳明高院士：充电智能化将引发能源革命 

2018-02-24   来源：中国能源网   作者：欧阳明高   责编：王长尧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私人购车充电桩配建率明显增加，但与此同时，公共慢充桩的

充电利用率却不到 10%，也就是说，公共慢充交流桩基本没人用。可见，电动轿车的

充电趋势将是“私人交流充电桩日常慢充”与“公共快充补电”两种方式相结合。然而，

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到底应采取什么样的快充技术？ 

从全球来看，欧洲和美国的车辆电池容量计划是在 2020 年达到 100 千瓦时，续驶

里程达到 500 公里，设定充电时间 15 分钟，并且对充电功率提出了 350 千瓦的要求。

目前北美、欧洲都在推行大功率快充技术，日本则稍慢一些，计划在 2022 年之后开始

应用 350 千瓦的大功率充电计划。 

文丨欧阳明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执行副理事长 

在我国，乘用车直流快充功率一般约为 50 千瓦。若想实现 350 千瓦的大功率充电，

电动汽车电压要提高到 1000 伏，充电电流达到 400-500 安时，超过现有产品和零部

件的性能边界，将对现有纯电动汽车整体技术体系带来严重冲击和安全技术挑战。 

因此，充电基础设施一定要从长计议。着眼未来十年，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将成为发

电主体能源，充电智能化将引发能源革命。 

面向未来的汽车将是“新能源智能化电动汽车”，这意味着电动汽车、驾驶智能化

和充电智能化一定会紧密结合在一起。驾驶智能化即将变为红海，而充电智能化仍是蓝

海一片，且比驾驶智能化更容易推广，所以我国迫切需要开辟另外一个能源智能化的大

空间。 

我认为，电动车充电技术的发展愿景将会以电池储能、V2G(Vehicle-to-Grid)、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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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为主，也就是车电互动，以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与电动汽车微电网协同平抑快充负荷。

因为快充技术的大幅提升，将会导致快充功率的峰值差过大。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也

呈间歇性峰值，如何让两大峰值协调互动，形成平衡稳定的电网是需要尽快研究和落实

的课题。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两三年内，电动车充电模式将会以夜间慢充为主，日间快充为

辅，快充场景集中在城市公共快充站、高速路快充站和出租车专营场站；未来三到五年，

长途出行则会以高速公路集中快充为主；未来五到十年，充电模式将会实现停车即充，

电能交互交易以及长途超级快充等。 

在个人交流充电桩力争 1:1 配套成为充电主体的情景下，电动乘用车公共快充补电

站发展将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20 年之前，快充功率将会从目前小于 60 千瓦提升至小于 150 千瓦，

推广方式以自用桩为主，同时研究以大功率快充为代表的各类充电技术； 

第二阶段，从 2020 年到 2025 年，这一阶段将会产生新一代充电技术的示范项目，

V2G 也会得到大规模示范应用，同时研究充电与新能源智能化关键技术； 

第三阶段，到 2025 年之后，充电功率将会提升至小于 350 千瓦，新一代充电技术

得到推广，基础设施将会被大规模改造。届时将实现“新能源智能化充电”，满足乘用

车的快速补电需求，同时带来整个能源交通系统的革命。 

（本文根据欧阳明高日前在“2018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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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充电联盟：截至 2018 年 1 月，已建成充电桩总

量 58 万个 

2018-02-11   来源: 友途车服 

2 月 9 日，中国充电联盟官方发布，截至 2018 年 1 月，联盟内成员单位总计上报

公共类充电桩 225071 个，其中交流充电桩 93065 个、直流充电桩 65947 个、交直流

一体充电桩 66059 个，2018 年 1 月较 2017 年 12 月新增公共类充电桩 11168 个。从

2017 年 2 月到 2018 年 1 月，月均新增公共类充电桩约 6403 个，2018 年 1 月同比增

长 51.8%。实际每月新增公共类充电设施及环比数据如下图所示： 

 

省级行政区域内所拥有的公共类充电桩数量前十的分别为：北京 30805 个、上海

30149 个、广东 30083 个、江苏 23184 个、山东 18210 个、浙江 10288 个、安徽 10228

个、天津 10146 个、河北 10082 个、湖北 6444 个。 

国内车企逐渐开始重视车辆充电服务，上汽投资成立的上汽安悦充电运营服务公司

的充电设施保有量突破 1 万个，目前全国充电设施保有量超过 1 万个的运营商 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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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充电电量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区域，其中北京主要以私人

乘用车为主；广东、陕西、山东、江苏、河南、湖北、上海、福建的电量流向主要以公

交车等专用车辆为主；山西的电量流向主要以出租车为主。 

 

截至 2018 年 1 月，通过联盟内成员整车企业采样车桩相随信息数据 355038 条，

其中建设安装私人类充电桩 234036 个，整体未配建率约 34%，其中约 19.8%是由于

集团用户采购纯电动轿车作为出租车、分时租赁用车等运营专用车辆而不需要车企随车

配建充电设施所致。另一方面，因私购车的充电桩配建约为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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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8 版新能源补贴政策发布  地方保护或由公

开转入“地下 

2018-02-26   来源：中国汽车报   作者：万仁美   责编：王长尧 

近日，《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为“2018

版补贴”)发布了，仔细品读之余，笔者发现“2018 版补贴”非常强调破除地方保护，

措辞之严厉、方法之具体，较之前更显坚决。 

地方保护措施有哪些?地方目录或备案、限制补贴资金发放、对新能源汽车进行重

复检验、要求生产企业在本地设厂、要求整车企业采购本地零部件等，“2018 版补贴”

明确要求各地不得采取任何形式的地方保护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列举的形式。 

为了破除地方保护，“2018 版补贴”要求各地对列入《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应一视同仁，执行免限行、免限购、发放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等支持

措施。对于存在地方保护的行为，“2018 版补贴”也明确指出将进行处罚，中央财政将

视情节相应扣减充电基础设施奖补资金。 

在所有的地方保护措施之中，地方目录尤为凸显，设置了地方小目录并且公布了详

细目录的地方有北京、上海、天津、海南，这几个地方都是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大户，而

地补目录车型也多以本地企业为主，因此外来车企想要进入本地市场拿补贴相对较难。

地方保护还不限于地方目录，深圳市就规定，在本地销售的新能源汽车必须达到较高的

续驶里程以及设立本地企业要求等。 

有专家告诉笔者，各地的保护措施不尽相同，但是地方保护特色都很明显，迫于新

政策压力下，各地或将整改，公开的地方保护将去除，但是地方保护将以其他面目呈现

出来。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江湖，在“2018 版补贴”政策的压力之下，这些公开的地方

保护措施将被取缔，或许转入“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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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也是如此，2 月 22 日，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新能源汽车推

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 2018 年度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相关操作流

程的通知》，该通知并未提及“备案”或者“目录”字样，而是以“新能源汽车生产厂

商及车型申请”代替。但 2016 年和 2017 年版本的《关于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

源汽车相关操作流程等事宜的通知》均明确提及“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及车型备案”。

上海这项政策的发布日期比“2018 版补贴”政策晚，玩了文字游戏。 

有专家还告诉笔者，地方保护的根本点是补贴，用地方目录把补贴资金偏向本地企

业。新政策出台后，各地的地方目录迟早取消，但是，地方可以用其他办法代替，比如

把地方补贴改为专项研发补助，把地方补贴改为奖励等。 

“2018 版补贴”发布不久，总体上对于破除地方保护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世界上

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在今后的操作中出现新的地方保护，必定会有新的措施予以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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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锂电行业新闻 

六、旭化成 4.4 亿元扩产锂电隔膜产能 觊觎中国战场？ 

作者：王小月   来源：高工锂电   发布时间：2018-2-26 

中国储能网讯：国际隔膜企业在动力电池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下也开始加码扩产。 

春节前夕，旭化成发布公告称，将在隔膜设备方面投资约 75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4.4 亿元），同时扩大干/湿法隔膜产能。预计 2020 年项目全部达产后，旭化成的隔膜

总产能将达到 11 亿㎡/年，其中，干法隔膜产能 4 亿㎡/年，湿法隔膜产能 7 亿㎡/年。 

 

▲扩增锂电隔膜项目概况 

作为日本化工业最前端的企业，旭化成在锂电隔膜领域长期占据着全球湿法隔膜龙

头的地位，自 2015 收购美国 Celgard 公司后，旭化成正式晋升为同时拥有全球最大干

法、湿法隔膜核心技术和产能的公司，是松下、SDI、LG、索尼、Maxell、LEC、BEC

等企业的重要隔膜供应商。 

高工锂电获悉，就在此次宣布扩产之前，旭化成已经进行了一轮更大规模的扩产。 

去年 3 月，旭化成增资 150 亿日元，对日本滋贺县用于锂离子二次电池(LIB)的隔

膜工厂进行扩产，达产后旭化成湿法隔膜将增加 2 亿㎡/年的产能。旭化成当时表示，

项目预计 2019 年投产，达产后可实现 6.1 亿㎡湿法隔膜产能。 

持续大规模扩产背后，是来自动力电池市场的持续增长。 

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统计数据显示， 2017 年仅中国动力电池产量就高达

44.5GWh，接近 2016 年全球水平。此外，美国、日本等市场电动车销量增幅显著，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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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动力电池产销量也随之得到了大幅提升。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全球地区，汽车电动化的浪潮之下，包括松下、三星 SDI、

LG 化学等国际一线动力电池企业都开始大举进行产能扩张，而这正是驱动作为隔膜供

应商的旭化成大规模扩产的直接因素。 

过去的 2017 年，扩产最为激进的仍当属松下。2017 年 10 月底，松下公开宣布将

投资 1000 亿日元，在拥有纯电动车用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的日本、中国、美国同时增

产。同时，在中国市场，松下还将在无锡原数码圆柱基地大量生产电动摩托和低速电动

汽车等使用的车载电池，并考虑在华生产特斯拉电池，以及与特斯拉共建电池厂的可能

性。 

三星 SDI 除了在韩国蔚山、中国西安的动力电池工厂外，其匈牙利格德的电池工厂

也将于 2018 年第二季度投产，预计年产能可满足 5 万台电动车的需求。 

此外，根据 LG 化学的动力电池产能规划，公司在中国南京、韩国吴仓、美国霍兰

德、波兰弗罗茨瓦夫分别布局了 4 个动力电池基地，到 2020 年预计公司产能可满足

20 万辆电动汽车需求。 

配合主要客户的扩产，旭化成也先后在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巴西、印度等

地筹建了多家隔膜事业相关公司并形成了多类型产品体系，全球网络布局脉络初步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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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化成全球隔膜事业相关公司 

尽管此次旭化成并未扩张在中国的项目，但有业内人士担忧，随着包括松下、三星

SDI、LG 等巨头在中国市场的投入加大，旭化成未来也将加大在中国市场的布局及市场

开拓力度，是否意味着国内隔膜企业将遭受来自国际巨头的冲击？ 

“对于旭化成而言，在中国市场的拓展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是配套在华设厂的国

际客户，另一条就是国内第一梯队的动力电池企业。” 

一位国内隔膜从业者向高工锂电表示，国际客户的配套上，旭化成的大规模扩产可

能会对国内拥有出口业务的隔膜企业造成一定压力。而在国内一线动力企业的开拓上，

旭化成其实并不占优势。 

就国内而言，一方面，国内一线电池企业已经形成了稳定的隔膜供应商配套，并在

合作上已经通过资本、技术合作等进行深化. 

而另一方面，大量隔膜公司在过去 2 年内都上马了规模惊人的湿法隔膜产线，预计

在 2018 年、2019 年产能陆续释放。同时，为了扩大市场份额，不少国内一线隔膜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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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已经通过价格战的方式来围猎客户，如果旭化成贸然大举进军中国市场，实际也会面

临较大的风险。 

而反过来从国内隔膜企业的视角看，在专利缺失、资本大量涌入、价格混战的国内

隔膜领域，应该在生产工艺/技术的提升、生产管控的优化、产品品质、技术专利的储

备上向旭化成这样的国际企业借鉴学习，在这个意义上讲，其在中国市场的拓展有助于

国内隔膜行业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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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资本围剿/利价双跌 锂电隔膜领域大浪淘沙加速 

来源：高工锂电  发布时间：2018-2-19 

中国储能网讯：“冰火两重天”是 2017 年隔膜行业最突出的特点。 

一方面，贴有“高技术壁垒、高毛利”标签的隔膜行业涌入大量资本，隔膜领域资

本买卖热情空前高涨，优质隔膜标的被各方势力争相“抢购”，隔膜行业在资本市场呈

现出一片繁荣；另一方面，众多获得资本助力的隔膜公司持续集中扩大生产规模，新建

产能，在动力电池被要求“降本提质”的大背景下，隔膜行业整体价格、毛利出现断崖

式跳水，非高端隔膜产能深陷“价格战”泥淖。 

由资本这一变量引发，2017 年隔膜领域在盈利、产能、市场、产品等各方面呈现

出全新趋势，为此，高工锂电总结出锂电隔膜领域的 4 大趋势，用于回顾该细分领域整

年概况。 

资本疯狂涌入 

继 2016 年，胜利精密收购苏州捷力、双杰电气控股东皋膜后，2017 年资本对隔

膜领域的攻势更加疯狂。一方面，国内市场大型收购案例增多，且涉及金额巨大（均超

10 亿元），收购动作更加迅速（主要收购案都集中在上半年），私下积极接触意向隔膜

标的的企业无计。 

 

▲2017 年隔膜领域主要收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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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已上市的隔膜公司几乎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募资，用于强化隔膜业务，

募资金额以亿元规模为主。 

 

▲2017 年部分隔膜上市公司募资案例 

毫无疑问，资本被吸引的原因是隔膜此前著称的高毛利，而资本蜂拥的目的在于短

期内获得巨大的收益，但由于动力隔膜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要求入局者进行较长时间

的布局和准备，这种冲突加剧了隔膜领域的低端产能过剩、毛利暴跌和行业整体风险。 

令人欣慰的是，2017 年出现的多起隔膜公司业绩对赌失败、投产不达预期的情况

令资本势力有所冷静。2017 年 6 月，德尔未来筹谋一年有余收购义腾新能源的事项最

终宣布中止，同时，2017 下半年隔膜行业的整体收购节奏也所有放缓。 

产能明显过剩 

由于隔膜行业聚拢了大量资本，2017 年国内隔膜产能大幅度增加。据不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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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7 年 10 月底，国内已公开的投资新线超过 120 条，预计新增产能超过 60 亿

㎡，到 2018 年底，全国锂电池隔膜总产能或将突破 80 亿㎡。 

而此前的高工锂电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前三季度国内动力电池产量为

31.64Gwh，按照 1Gwh 动力电池，耗费动力隔膜 2000 万㎡的标准计算，前三季度动

力隔膜隔膜需求量仅为 6.328 亿㎡，远低于国内隔膜供给能力。 

实际上，由于 2017 年，国内动力电池产能存在明显过剩，动力电池厂商第四季度

大规模提产的可能性有限，这意味着第四季度大量隔膜企业也将为现有库存发愁。 

当然，隔膜企业烦恼并不止于此，2017 年底业内传言称，2018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

将提前退坡 20%，动力电池价格在进一步下滑的同时，能量密度与补贴额度门槛将被

再次提高。虽然传言尚未被验证，但车企和电池厂已经在为此提前准备。那么各家隔膜

企业的现阶段规划的产能是否能够满足新的性能要求？无法满足需求的隔膜产能又将

何去何从呢？ 

毛利持续下降 

高工锂电年初统计多家上市企业 2016 年度报告数据显示，虽行业毛利稳中有降，

但相对于其它三大电池关键材料而言，隔膜整体毛利仍处于高位。其中，最高毛利率达

63.61%，最低毛利保持在 34.02%。 

但到 2017 年年中，多家上市企业公布的半年度报显示，隔膜行业毛利率出现普降，

其中，毛利率下滑幅度最大达到 18.82%。实际上，高工锂电检测数据显示，隔膜毛利

率下滑的情况延续到了年底，截止目前隔膜毛利率整体下滑 20%—30%。 

动力电池降本要求、结构性产能过剩、恶性价格竞争……造成隔膜毛利率持续下滑

的原因复杂，但毫无疑问的是，在现有产品工艺不断成熟，现有产能不断扩张的情况下，

隔膜行业的整体毛利率还将进一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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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内价格战争主要集中爆发在中低端隔膜环节，为保障毛利，脱身“价格战”，

2017 年国内隔膜企业海外扩张的节奏明显加快，星源材质、上海恩捷、纽米科技、苏

州捷力等隔膜企业也相应强化了各自国际电池供应商的地位。 

湿法隔膜释放周期临近 

根据各家公司此前公布的产能规划，今年以来，包括星源材质、中材科技、沧州明

珠、纽米科技、金力股份、美联新材等隔膜企业，先后发布湿法隔膜扩产讯息，扩产规

模均超千万平方米，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统计预测，2017 年全年将有超过 20 条

湿法产线投入使用。 

根据湿法隔膜产能建设释放周期在 12-18 个月计算，预计未来两年湿法隔膜将迎

来规模化集中释放周期，届时湿法隔膜成本与干法隔膜成本差距将大幅缩小。 

虽然当前湿法隔膜投资成本远高于干法隔膜，但由于今年三元动力电池的产能需求

扩大，终端市场对高端湿法隔膜的需求同步增长，同时国内成熟掌握高端湿法隔膜工艺

的企业有限，受产能供应限制，使得国内以沧州明珠、纽米科技为代表的隔膜企业湿法

隔膜毛利率显著上涨，这无疑将进一步增强国内隔膜企业对湿法隔膜的信心。此前高工

锂电也曾就今年湿法隔膜毛利率上扬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详情可戳） 

结合 2018 年动力电池能量密度与补贴额度门槛将被再次提高的传闻，预计多家隔

膜企业将持续加注湿法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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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 月新能源汽车装机量为 1.27Gwh 同比增幅 1055% 

2018-02-11   来源：电池中国 

新年新气象，新年新开始，2018 年 1 月新能源汽车发展如何呢？来看本期的装机

量分析。 

2018 年新能源汽车国内装机量达 1．27Gwh 同比增幅 1055％！ 

2018 年 1 月国内装机量为 1．27Gwh，较 2017 年 12 月环比减少 10．5Gwh，

环比降幅为 89％，但较 2017 年 1 月同比增长 1．16Gwh，同比增幅达 1055％！ 

图 1：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新能源汽车国内装机量对比（Gwh） 

 

数据来源：动力电池应用分会研究部整理制作 

从车型来看，新能源乘用车装机量为 0．69Gwh，占比 54．17％；新能源客车装

机量为 0．45Gwh，占比 35．44％；新能源专用车装机量为 0．12Gwh，占比 10．39％。 

图 2：2018 年 1 月新能源汽车各类车型装机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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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动力电池应用分会研究部整理制作 

从动力电池类型来看，三元材料电池装机量为 0．66Gwh，占比 51．68％；磷酸

铁锂电池客车装机量为 0．47Gwh，占比 36．77％，总体来看仍是以三元电池和磷酸

铁锂电池为主，各材料电池均有分布。 

图 3：2018 年 1 月新能源汽车各材料动力电池类型装机量占比 

 

数据来源：动力电池应用分会研究部整理制作 

从电池企业来看，宁德时代装机量为 0．628GWh 排名第一，占比 49％，目前优

势明显；比亚迪装机量为 0．12Gwh 排名第二，占比 9％；国轩高科装机量为 0．102Gwh

排名第三，占比 8％；前 10 家动力电池企业占装机量总量的 88％。 

图 4：2018 年 1 月动力电池装机量排名前 10 的动力电池企业 

http://libattery.ofweek.com/CAT-36001-lidianchi.html
http://libattery.ofwe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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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动力电池应用分会研究部整理制作 

经过 2017 年年底的一波“抢装”，2018 年 1 月装机量下降是必然之势，但对比去

年同期来看，装机量同比增长如此多的原因何在呢？ 

一方面，2018 年补贴方案虽然消息频出，但正式方案尚未落地，各车企正常生产。

没有像 2017 年年初因为补贴新政，导致很多企业在 1、2 月重新调整产线，重新上公

告，从而引发企业减产乃至停产情况。 

另一方面，2017 年年末的“抢装”仍有一部分产能剩余，在 2018 年 1 月份逐渐

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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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全球锂电产业格局分析：中国发展迅猛 

2018-02-26 09:48   来源：北极星储能网 

谈及当今全球锂电产业的基本格局，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中日韩三足鼎立的战略局面。

至于这个基本战略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全球锂电基础研究最强的美国缘何锂电产业

始终没有发展起来，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读者就不甚清楚了。而国际锂电产业格局的发

展趋势，则是很多锂电同仁们关心的问题。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整理了中日韩三国的锂电

发展现状。 

中国锂电池行业发展迅猛 迎来全球性竞争机会 

2015 年之前我国锂电池市场主要以消费型锂电池为主，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2015 年开始，我国锂电池产业结构出现显著变化，动力型锂电池需求迅猛增长，2016

年动力型锂电池市场占比达到 52%，首次突破 50%并超过消费型锂电池，而 2015 年

仅为 47%;消费型锂离子电池市场占比持续下滑，2016 年约为 42%，2014 年和 2015

年这一占比还分别为 83%和 48%;储能型锂电池在光伏分布式应用和移动通信基站储能

电池领域的应用不断扩大，2016 年占比达到 6%。 

在动力锂电池的带动下，2016 年我国锂电池产量再次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根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锂电池累计产量达到 78.4 亿只，同比增长 40%，增

速创下 2010 年以来的新高。2016 年我国锂电池产业规模达到 1280 亿元，首次突破

1000 亿元，同比增长 30%，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2016 年我国占全球锂电池产

业的比例达到 40%，较 2015 年提升了 5%。 

在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带动下，从 2015 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锂离子动力电池产能就

进入“大跃进”，大量社会资本相继涌入。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我国相关企业建成的

锂离子动力电池产能达到 100-130GWh/a，到 2017 年我国动力电池产能接近

http://www.stats.gov.cn/
http://www.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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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GWh/年，动力电池产能的快速增长，将大幅拉动上游锂电材料产业规模，各大关

键材料需求量将大幅提升。 

目前我国的锂电材料企业正在不断涌入国际一线，部分材料企业已成为全球龙头之

一。从长期来看，新能源汽车将成为我国未来几年的重要产业，我国材料企业有望凭借

国内巨大的市场空间，加快发展速度，迎来全球性竞争机会。 

日本锂电产业的没落之路 

Nissan 出售 AESC 股份的举措，则标志着日本动力电池产业已经彻底丧失了性价

比。日本的高端锂电战略已经跟当前全球锂电产业发展阶段格格不入。 

全球第一块锂离子电池是日本 SONY 公司于 1991 年首先量产的，这也奠定了日本

在全球锂电产业界的霸主地位。照理说，美国是全球锂电基础研究的先锋，几乎所有电

极材料都是美国人首先报道或者发明的，但为什么美国没能首先量产锂离子电池，并且

至今美国锂电产业乏善可陈呢? 

其实，类似美国“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例子不仅仅在锂电产业，在其它领域也有很

多类似的案例。笔者想说的是，美国人有创新精神，有率先产业化的冲劲和成功，但缺

乏精雕细凿将产业完美化的耐心。而锂电产业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锂电产业自从 1991 年在日本诞生起，一直到 2005 年在这 15 年的时间里都可以

称得上是一个高科技行业(广义意义上的高科技而非狭义)，日本企业也因为对技术和市

场的垄断而获取了高额利润。2000 年以后随着锂电技术向中韩扩散，低端市场逐渐被

中韩蚕食，但是这个时期对锂电产业日本影响并不大。 

而到了 2005 年以后，中端市场也逐渐被韩国侵占，日本锂电产业的整体利润快速

下滑，导致很多企业相继出现了经营困难。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一方面日本材料和电池

企业纷纷到中国投资设厂向中国转移低端产能，希望能够降低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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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日本锂电界则进行了数次企业并购和重组，电池企业数量减小到了五六家

左右。但总体而言成效甚微，日本锂电产业近几年颓势越发明显，而且呈现不可逆转之

趋势。在笔者个人认为，这主要因为下面几个原因： 

1)日本企业经营风格普遍保守。为了降低企业制造成本，日本锂电企业在华设厂普

遍比韩国要早，而且在材料和电芯两方面都有涉及。如三菱化学(MCC)、旭硝子清美化

学(AGC Seimi Chemical)、宇部兴产(UBE)、三井化学(Mitsui Chem.)、JFE 化学、日

立化成(Hitachi Chem.)，SONY 和 松下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日本锂电企业的案例就会发现它们的经营方式普遍保

守，比如负极企业只把后端工序放在中国，说白了仅仅为了获取中国廉价石墨资源而提

防技术流入中国。正极企业也仅仅只是转移一些低端技术和产能而不涉及高端产品和工

艺，电芯厂普遍只生产中低端大路货。 

日本锂电界认为只有这样才不会造成技术外泄，极端的例子就是日本电池制造设备

企业方面从未在华设厂。与此同时，在中国布局的日本企业本土化不够，与国内企业及

产业链缺乏深度交流，导致他们的产品定位和价格一般都比较高，只能满足部分高端需

求，而在中低端市场并不受青睐。 

在笔者个人看来，这些相对保守的措施并不能有效降低日本企业的运营成本。以日

本人普遍保守的心态加上日益恶化且不可逆转的中日关系，笔者对日本锂电产业在中国

的发展前景并不看好，就连 ATL 也急于成立 CATL 与日资背景划清界限。 

2)日本是个很封闭的岛国社会，有些经营模式、营销理念和和思维方式外人很难理

解。比如，日本电池厂绝对优先采购本国企业生产的原材料，即使性价比远不如其它国

家的同类产品，这就跟 Samsung SDI 和 LG 的全球化原材料采购策略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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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使得外国原材料企业在日本很难生存，同时日本电池企业自己也无法有效降低

成本。另外，由于日本商业流通环节普遍比欧美和中韩多，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运

营成本。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日本的传统文化，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虽然在外人看来不

可思议。 

3)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锂电界一向将欧美市场奉为神明，而对庞大的中国市场并

不太上心。近几年中国国内电动汽车市场日益火爆，与韩国锂电企业在中国市场积极进

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家日本主流动力电池企业至今并未在中国进行战略性布局，仅

仅只有松下在 2016 年投资 500 亿日元(27 亿人民币)在大连开建动力电池厂(预计 2017

年建成)，而韩国 Samsung SDI 和 LG 早在 2015 就已经投产，足可见日本企业对华心

态之奇怪。 

在日本锂电产业苟延残喘的当下，恐怕只有庞大的中国市场才有可能延缓日本锂电

产业的衰亡周期。令笔者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日本锂电界对中国市场一直采取漠视的态

度，实际上是日本人自己把自己排挤出了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锂电市场，这其实是 no 

zuo no die 最经典的诠释。 

实事求是而言，日本锂电企业的优势在于技术领先，这是中韩在短期内难以赶超的。

所以对日本企业而言，要想维持生存和发展，就只能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走在韩国

企业的前面，在每一项具体技术扩散(被山寨)之前就赚取到足够的利润，然后才有资本

与韩国企业打价格战。 

但是，现实情况则相当的残酷，正如笔者在前面两个章节里分析过的，中韩要赶超

锂电老大日本，根本就不需要在技术创新上超越日本。只要中韩通过山寨 + 低水平重

复建设，让日本或者欧美公司创新出的技术或者产品收不回创新的成本就足够了。这样

日本企业就没有继续创新下去的动力了，创新速度越来越慢而最后被中韩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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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笔者分析过的，目前锂电技术正处在一个技术发展缓慢甚至相对停滞的时期。

正是因为处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时期，面对中韩锂电产业的高速发展，日本锂电产业在

2010 年以后形势更加艰难，最终导致了 2016 年 SONY 被迫出售自己的锂电业务。 

虽然过去几年由于国际电动汽车市场缓慢启动，尤其是 Tesla 的强劲需求，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日本锂电企业的经营困境，但笔者对日本锂电产业的长期发展前景仍然持

悲观态度。因为当今的锂电产业已经步入成熟期，到了成本为王依靠性价比取胜的时代，

日本的高端路线在中韩的挤压下必定更加艰难。关于成本问题对锂电产业的影响，笔者

在第三章已经进行了详细论述。 

2015 年，松下宣布关闭北京锂电池工厂而退数码电池市场，这意味着日本锂电产

业在中低端应用领域的全面瓦解。另外一件是在高端电动汽车应用领域，作为全球销量

最大的纯电动车型日产 leaf 宣布新一代车型上将使用韩国 LG 化学的锂离子动力电池，

而不是 Nissan 和 NEC 合资成立的 AESC。这两个事件在笔者看来都是对日本锂电产业

衰退最严重的警示。 

而真正标志着日本锂电界彻底衰退，则是在 2016 年下半年 SONY 以区区 11 亿人

民币将其锂电事业部贱卖给日本春田制作所，以及 2017 年 6 月日产 Nissan 将其所持

有的 AESC 的 51%股份以 10 亿美元出售给中国金沙江资本。SONY 的衰败固然与其过

度专注在 3C 领域而忽视了动力电池的发展战略失误有直接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放在国

际锂电产业的大背景之下，SONY 的败局实际上是日本整个锂电产业衰退的缩影。 

在笔者看来，Nissan 出售 AESC 股份的举措，则标志着日本动力电池产业已经彻

底丧失了性价比。正如之前笔者在前三章中分析过的，日本的高端锂电战略已经跟当前

全球锂电产业发展阶段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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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 2005 年开始日本锂电的国际市场份额就在不断下降，2016

年日本锂电的全球市场份额已经下降到了 15%左右，其衰退速度之快令人震惊。如果

我们站在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日本锂电产业当前困境实际上标志着引领一个时代浪潮和

发展方向的日本制造企业竞争力正在快速衰退，而中国经济的飞速崛起则无疑加速了这

一过程。 

韩国锂电产业的崛起之路 

韩国锂电产业起步比日本差不多晚了近 10 年，上世纪末韩国几乎是跟中国同时期

开始发展锂电产业的，到了 2005 年左右，日本、韩国和中国锂电产业三足鼎立之势基

本形成。但是韩国锂电产业后来居上，在全球动力电池市场攻城略地，触角已经遍及世

界每一个角落，与全球排名靠前的汽车厂商都有广泛的合作。 

目前，韩国不仅完全占据中端市场，而且在高端领域也大幅蚕食日本固有市场，韩

国锂电过去数年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在笔者看来，韩国锂电产业快速发展主要是由于这

几个原因： 

1)与中国数十年前紧跟美国大力发展磷酸铁锂动力电池技术路线不同的是，韩国在

经营与技术路线方面紧跟日本。当然这与韩国政治/文化以及 Samsung SDI、LG 以及

SK 的很多核心技术和管理人员都有日企工作经历有很大关系。 

这使得的韩国锂电产业这些年在不管是在技术路线还是经营管理上都没有走多少

弯路，从而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而反观我国由于紧跟美国大力发展磷酸铁锂动

力电池技术路线，造成了人力、财力和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个重大战略性失误直接导致

目前我国锂电整体技术水平至少落后韩国三年。 

2)韩国政府多年以来一直在政策和资金方面大力扶持 Samsung SDI 和 LG(后来 SK

加入)三家龙头企业抢占锂离子电池全球第一的宝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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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的扶持和协调下，韩国锂电池产业的行业集中度非常之高完全由三星 SDI、

LG 化学和 SK 三家巨头垄断，形成了一种较为良性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共同推动了产业

的发展。反观我国在过去十年里，两三百家锂电企业在全国大地遍地开花，这种低水平

重复建设显然对我国锂电产业整体产业水平的提升并无裨益。 

在笔者个人看来，韩国锂电产业迅猛发展除了紧跟日本少走弯路以外，另外一个根

本原因就是韩国电池企业很好地把握了成品质量和成本之间的平衡。与中国企业半人工

半机械生产方式降低制造成本不同，韩国企业首先是依靠生产自动化来降低制造成本。

得益于地利和紧密的经贸关系，韩国企业往往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仿制出

日本电池生产设备。 

当日本企业被迫跟进，努力降低设备成本以降低锂离子电池售价的时候，韩国企业

则开始通过大量采购中国的正负极材料来进一步降低锂离子电池制造成本。这个策略大

致从 2008 年开始采购当升科技的正极材料开始，后来扩大到国内前几位的几家主流正

极厂家。 

由于出口退税的原因，韩国电池企业甚至可以拿到低于中国国内的售价，这对

Samsung SDI 和 LG 过去几年迅速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个策略

则是日本企业所料不及的。 

而日本企业更多的是思考通过依靠技术革新比如材料的改进或者替代来降低成本，

比如用 NMC 三元材料替代钴酸锂材料(LCO)，现在看来显然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市

场的反应并没有完全认同日本人的思路。 

韩国锂电企业充分利用其“客大欺店”的优势在技术和成本上掌控中国原材料供应

商。加上 SDI、LG 化学和 SK 在国内大规模地投资建厂，这些举措无疑较大幅度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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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同时又占据了稳定的市场，韩国锂电界在提升产品性价比方面比日本企业更

加高明。 

可以这么说，韩国锂电企业不仅跟对了老师，集中了资源配置，而且在成本控制方

面做得是比较成功，这也正是为什么韩国锂电产业近几年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韩国锂

电产业近些年快速发展的经验，值得中国锂电界深思和借鉴。 

本文整理自高工锂电技术与应用、中国产业信息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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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厦门大学高性能锂硫电池隔膜取得新进展 

作者：中国储能网新闻中心   来源：中国储能网   发布时间：2018-2-11 

中国储能网讯：近日，由厦门大学、iChEM 研究人员郑南峰教授与厦门大学萨本

栋微纳米研究院方晓亮副教授指导的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功能化电池隔膜成功构建高性

能锂硫（Li-S）电池。相关结果以“A Two-Dimensional Porous Carbon-Modified 

Separator for High-Energy-Density Li-S Batteries”为题发表在 Cell 出版集团的能

源类新期刊 Joule 上(Joule 2018, 2, doi:10.1016/j.joule.2017.12.003)。 

 

近年来，Li-S 电池因其高理论能量密度、低成本和环境友好等优点受到研究者们的

高度关注，是当前电化学储能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利用客体材料对硫进行负载进

而构建 Li-S 正极是目前提升 Li-S 电池容量和循环寿命的主要途径。然而，现有的载硫

客体材料结构设计复杂且成本较高，相关研究结果尚难以应用于实际的硫正极开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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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构建兼具低成本、高循环稳定性的高能量密度 Li-S 电池是当前该研究领域的难点问

题。 

近来研究表明，通过在正极和隔膜之间插入一层多硫化物的阻挡层，可以有效地抑

制 Li-S 电池充放电过程中的多硫化物中间体的“穿梭效应”，延长电池循环寿命。这一

策略为开发由商业碳材料作为载硫材料的高性能锂硫电池提供了新思路。然而，大多数

的阻挡层重量较大（通常高于 0.3 mg cm-2），致使阻挡层的引入会降低电池的能量密

度，不利于 Li-S 电池的实际应用。基于此，该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由氮掺杂的二维多

孔碳纳米片（G@PC）和商业聚丙烯隔膜（PP）复合而成的功能化隔膜（G@PC/PP）。

通过简便的抽滤或涂覆工艺，G@PC 可以在 PP 隔膜上形成一层重量和厚度分别仅为

0.075 mg cm-2 和 0.9 μm 的多硫阻挡层。所制备的 G@PC/PP 功能化隔膜配合使

用商业碳材料（炭黑或碳纳米管）作为载硫材料即可构建高性能 Li-S 电池。使用

G@PC/PP 功能化隔膜后，采用浆料涂布法制备的炭黑/硫复合物为正极（电极硫百分

含量 64 wt％，硫负载量 3.5 mg cm-2）的 Li-S 电池在 5 C（1 C=1675 mA g-1）

高倍率下充放电的可逆容量高达 688 mAh g-1，在 1 C 倍率下循环 500 次后能保持

754 mAh g-1 的高比容量，容量保持率高达 88.6％；采用具有自支撑结构的碳纳米管

/硫复合物为正极（电极硫百分含量 70 wt％，硫负载量 12.0 mg cm-2）的 Li-S 电池

在 0.2 C 循环 100 圈后仍保持 12.1 mAh cm-2 的高面积容量。这些由商业碳材料构

建的 Li-S 电池在倍率、循环稳定性和能量密度方面均大幅优于现有 Li-S 电池的报道。

该工作所提出的“设计轻质量、高性能的功能化隔膜来提升由商业碳材料制备的 Li-S

电池性能”这一策略为推动 Li-S 电池的实际应用提供了新思路。 

该工作得到了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能源材料化学协同创新中心和福建省纳米制备技术工程中心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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