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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德企首次利用二氧化碳生产塑料
据科技日报 2016 年 7 月 12 日消息，近日，全球最大的聚合物生产商之一科
思创宣布，他们首次工业化利用二氧化碳生产出了塑料，并拥有其专利。科思创
表示，借助这一技术，他们向节约化石能源和关闭碳循环的目标又迈进一步。
在德国科隆附近的多马根，新型的泡沫原料厂生产出一种特殊的“聚醚多元
醇”，其中有五分之一来自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先是变成多元醇，然后化合成为
聚氨酯泡沫，进而制造各种塑料。有了这项技术，就可以减少化石原料的用量。
二氧化碳制造出的聚氨酯材料，最终被装在床垫和家具上。未来，它还会用于轿
车、跑鞋、冷链和临时住房。
有趣的是，科思创此次透露，二氧化碳制成的超轻聚氨酯泡沫保温材料，已
被用在环球航行的“阳光动力号”飞机上，为驾驶员座舱提供所需强度，并隔绝
外界的极端温度。
（来源：科技日报）

首款石墨烯基锂离子电池研发成功
2016 年 7 月 8 日，世界首款石墨烯基锂离子电池产品在京发布。专家认为，
该产品的研发成功，彻底打开了石墨烯在消费电子锂电池、动力锂电池以及储能
领域锂电池的应用空间。
首款石墨烯基锂离子电池产品由上市公司东旭光电的子公司上海碳源汇谷
推出，并命名为“烯王”。该产品性能优良，可在-30℃—80℃环境下工作，电池
循环寿命高达 3500 次左右，充电效率是普通充电产品的 24 倍。
实际上，锂离子电池充放电速度是由锂离子在电极中的传输和脱嵌速度来决
定，石墨烯具有优异的电子和离子传导性能及特殊的二维单原子层结构，可在电
极材料颗粒间构成三维电子和离子传输网络结构，石墨烯材料如果能成功的应用
在锂离子电池中，可大幅度提升锂离子电池充放电速度，实现电池技术的巨大突
破，并将推动新能源产业实现跃进式发展。
据东旭集团董事长李兆廷介绍，上海碳源汇谷是一家专注于石墨烯规模化制
备、应用技术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可实现低成本、高品
质、单层石墨烯规模化制备（年产量达吨级）的企业。其中试生产线制备的石墨
烯单层率超 99%、纯度高达 99.9%。
上海碳源汇谷首席科学家郭守武教授表示，此次发布的石墨烯基锂离子电池
技术不仅解决了锂离子电池的快充问题，还突破了国际上对“碳包覆磷酸铁锂
技术”的技术封锁。
2

新能源动态

2016 年第 13 期

发布会上，东旭光电与泰州市新能源产业园区管委会签署了“烯王”生产线
落地协议，与美国凯途能源公司等下游应用端厂商签署了研发及产业化合作战略
协议。
（来源：科技日报）

汉能发布 Solar 系列全太阳能动力汽车
2016 年 7 月 2 日全球领先的薄膜太阳能发电企业汉能在京正式发布 Solar
（太阳光）系列全太阳能动力汽车。这一号称“重新定义新能源汽车”的产品，
车身分别集成约 3.5—7.5 平方米的柔性砷化镓薄膜电池，在光照 5 到 6 个小时
条件下，日均发电量 8 至 10 千瓦时，可驱动汽车行驶 80 公里左右，每年行驶 2
万公里以上，满足城市常规交通代步需要。
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河君在发布会上亲驾一款汉能全太阳能动力汽
车驶出亮相。他表示，这是汉能移动能源战略的最新成果。汉能全太阳能动力汽
车颠覆了传统电动汽车“续航里程”的概念，并摆脱了对充电桩的依赖，使中短
途“不插电无限行驶”成为可能。这突破了以往太阳能汽车无法实用化的瓶颈，
成为全球第一台可商业化的薄膜发电全太阳能动力汽车。
汉能控股集团副总裁、太阳能汽车事业部 CEO 高卫民博士介绍，该款汽车在
日常工作生活模式下，行驶过程中实现太阳能清洁电力“边开边充”，使汽车中
短途“不插电无限行驶”成为可能；在无光照或长途出行需求下，其配备的常规
锂电储能电池同样可以用充电桩充电，最大续航能力达 350 公里。他透露，该款
汽车由汉能自主研发，目前已获得超过 120 项专利技术授权；制造方面，则由汉
能主导，供应商及合作伙伴协同完成。他表示，高达 31.6％的光电转化率、轻
型环保材料的运用、减重增效的双重保证，以及舒适的驾乘体验，使全太阳能汽
车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成为可能。未来，其性能仍将进一步提升。
发布会上，汉能还与福田汽车签属了框架协议，汉能将为后者提供独有的“薄
膜芯”解决方案，联合开发清洁能源巴士。
（来源：科技日报）

法国将修建全球里程最长的太阳能道路
2016 年 1 月，法国政府对外宣布，正式开启太阳能道路项目，未来 5 年，
法国将修建全球里程最长的太阳能道路，总里程达 966 公里，分布于法国各地，
能为法国 500 万人提供太阳能电力。目前，该项目招标工作已经完成，并正式
进入技术测试阶段。
该项目合作方为法国著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军企业 Colas 集团。与使用
钢化玻璃的解决方案不同，Colas 发明了一种叫 Wattway 的薄膜，其厚度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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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然而在这样的厚度之下，Wattway 不仅能防水，还能承受汽车碾压，Colas
曾测试车辆碾压 100 万次，铺设有该薄膜的路面也没有损坏。
并且，薄膜上附有颗粒结构，可模拟传统路面，附着力表现相当，确保车辆
不会出现打滑等不良状况。Colas 公司宣称其寿命达到 10 年，在人流、车流不
大的停车场或街区，该薄膜的使用寿命能达到惊人的 20 年。
另外，经过测算，这种太阳能公路 4 米就能提供一户家庭除供暖外的其他
所有用电需求，1 公里这样的路段，则能满足 5000 人。当然，法国环境和能源
管理局考虑得更为全面、长远，希望该项目不仅能作为家庭用电，还可以为交通、
电动汽车等提供电能。
Wattway 的优势在于其相对低廉的成本，虽然官方并未透露其具体价格，但
因为 Wattway 这种方案只需将薄膜铺设到道路上，并不需大规模基建作业，可
以节省不少人工和建筑施工成本，这也为法国打造全球最长里程太阳能道路奠定
了基础。
（来源：新能源网）

工业化智能建造新技术“空中造楼机”面世
历经八年研发，投入八千万元，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一套机械操
作、智能控制、大型组合式机械装
备——“空中造楼机”及建造技术
研制成功，标志着建筑产业工业化将
采用机器代替人，探索出一条创新的
建造施工途径。
“空中造楼机”能将全部建造工
艺安排在金属架构内完成，也就是将
建造工厂从地面、从预制工厂搬到现场的空中去完成，从而简化了现场工地，使
建筑工地更加安全文明。这是个全现浇，整体模板整层现场吊装拆模工艺，泵送
混凝土自流式灌注，具有强度高，表面光滑平整，经过简单的处理装修即可进入，
整层施工工期（含内装）只要七天的工艺，体验了工业化施工工艺的突出优点。
据介绍，该项技术具有较大的成本优势。研究测算与示范建造表明，建造工法用
工量约为传统现浇工法的十分之一；空中造楼机循环使用三次以上，建造成本可
以实现与传统工法基本持平。该技术适宜建造 80—180 米的高层住宅，与 PC 技
术的适用高度互补，将在大中型城市棚户区改造中发挥更大优势。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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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前沿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研发获进展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炜近日透露，其团队开始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中试研
发，已获得风险投资意向，将加快推动具有实用价值的新型光伏器件的诞生。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一种新型薄膜光伏技术，2009 年首次被报道，在 2013
年被 science 评为十大科技进展之一。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仅仅花了 6 年时间其光
电效率便达到了 22.1%，与商业化多年的硅基电池、多晶硅电池、CIGS、CdTe
等化合物薄膜电池相当。但是，钙钛矿电池普遍存在稳定性问题，很多电池在测
试的过程中就发生了衰变，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也普遍存在迟滞现象，这些问题减
慢了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走向商业化的进程。
陈炜及其合作者通过测试数万条Ⅳ曲线，在比较了几种最常见的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结构以后，发现 P-i-N 反式平面结构电池更容易消除迟滞效应。同时，通
过实施界面工程，以稳定、高导电、能带调控的重掺杂型无机界面材料在电极附
近分别抽取电子和空穴，并在大面积范围内控制消除界面缺陷，最终获得了大面
积的高效率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钙钛矿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已经成功获得日本 AIST 的认证，这使得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的性能指标首次能够与其他类型太阳能电池在同一个标准下进行比
较。
（来源：科技日报）

专家视点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现“五年之忧”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
生产 13.2 万辆，销售 12.6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31.4％和 134.1％，均
已突破 10 万大关。国内新能源汽车的大发展最直接带动了与之相关的动力电池
业的快速成长。
在新能源汽车电池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短板”却进
展相对缓慢，甚至有些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的隐忧。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吴锋就曾公开表示，1 块 20 克重的手机电池可使 1 平方
公里土地污染 50 年左右，可以想见，如果是几吨重的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废弃在
自然环境中，将会对环境造成更大的污染。
随着近几年新能源汽车市场销售的火热，大约在 5 年以后就将出现大量换电
需求，尤其是使用频率较高的电池组，如出租车、公交车，需求产生可能将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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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预测，到 2020 年，我国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累计报废量
将达到 12 万到 17 万吨。
在废旧电池处置上，再利用是一条重要渠道。业内普遍认为，动力电池报废
后除了化学活性下降外，电池内部的化学成分并没有改变，只是充放电性能已不
能满足车辆的动力需求，但完全可以用于比汽车的电能要求低的地方。
德国戴姆勒公司就联合多家相关背景的企业成立了合资公司，着手建立全世
界最大的退役电池储能电站，用于平衡整个德国的电网压力。预期打造的储能电
站容量为 13 兆瓦时，储能装置全部来自退役的 smart 电动版的动力电池。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行业讨论比较多的是新能源汽车废旧电池的梯次利用。
这些电池在被淘汰后还可利用在储能或者相关的供电基站以及路灯、低速电动车
身上，最后进入回收体系，目前看这是一条比较现实的处置方式。
此前，通用汽车就曾提出，将电动车电池用于电网，实现二次利用。上海交
大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殷承良对此认为，动力电池的梯次利用一方面可以实现
节能，另一方面，如果梯次利用得到普及，无疑将极大地降低新能源汽车的成本。
不过有反对的声音认为，这些废旧电池大规模利用的前提是型号一致，且有
足够多的数量，但其还面临着商业模式是否能够盈利的考量。相对而言，在小规
模的家庭单位储能更容易实现。
我国作为新能源汽车推广大国，今后面临废旧电池处置问题将更为突出。随
着淘汰高峰期即将来临，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有一定紧迫性。
不过，当前各生产厂商更专注于扩充产能，增加销量，对于电池回收的积极
性并不高。而且，产业发展仍在初期，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尚未完全形成闭环，
回收之后的处理技术其实也不完善。尤其是还没有国内企业探索出回收利用后经
济效益显著的商业案例，对其他企业尚不能形成示范效应。
此外，环保对电池回收再利用的约束性也越来越强。如果技术不成熟，被动
回收企业可能会付出更高的后续成本，这也影响了其参与的积极性。
由这些电池的生产商或新能源汽车销售商回收，某种程度上更为现实。为了
鼓励生产企业回收动力电池，不少地方政府也开始积极探索。例如，上海曾出台
政策表示，车企回收动力电池政府将补助每套 1000 元；深圳则建立动力电池利
用和回收体系，每卖一辆车厂商拿出 600 元、政府拿出 300 元，用于回收动力电
池，初步建立电池回收的机制。
专家表示，我国当前关键是突破废旧动力电池处置的技术瓶颈，找到一条既
环保又经济的可行路径。通过开发可行的商业模式，为今后大规模处置提供解决
方案。
当前，要促成动力电池的回收再利用，可先行探索统一电池的技术标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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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今后大规模串联组合奠定基础。在此方面，相关部门可以牵头制定参考性标
准，引导企业生产标准化动力电池。同时还可以鼓励企业主动而为，通过配套
的财税政策进行引导，鼓励企业进行投入和尝试。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一些废旧动力电池处置技术越来越成熟，有的技术或设
计思路本身值得借鉴。本田和日本重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就共同开发了镍氢电池回
收量产工艺，从失效产品里面提取混合稀土氧化物，进一步熔盐电解为可直接
用于制备镍氢电池负极材料的混合稀土金属。这一方式相比从矿山开采的稀土
更具有成本和组分优势。此外，通过熔盐电解获得混合稀土进行直接应用，也
避免了进行复杂的稀土分离提纯，缩短了传统回收工艺流程。这种循环再利用
的处理模式可能会成为今后处理电子电器废弃物的主要回收方式。
（来源：经济参考报）

中心动态
加氢站投资运营合作协议及氢能工程中心共建协议签约仪
式在上海举行

2016 年 6 月 28 日，上海舜华新能源系统有限公司、上海驿动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林德集团以及上海鉴鑫投资有限公司在安亭汽车创新港签订加氢站投资运
营合作协议，同时舜华与同济大学、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上海氢能
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建协议，上海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科委、上海新能
源科技成果转化与促进中心等有关领导及企业嘉宾出席并见证了签约仪式。
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即将拉开商业化序幕，但对于加氢站及氢能燃料电池汽车
的发展，业内一直存在着‘鸡与蛋’的争论，互相认为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对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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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随着对产业的认识加深、上下游合作共识达成，国外开始形成了若干产
业联盟，如美国 H2USA、德国 H2Mobility 等，开始逐步投资建设加氢站网络，
共同培育市场。
近一年来，在各地政府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身燃料电池汽车行业，加
速推动国内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的发展。上海是最早开展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技术
研发的城市之一，具有领先的燃料电池汽车核心技术、富裕的氢气资源、相对完
善的产业基础以及丰富的示范运营经验，具有继续引领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的良好
条件。基于此，在燃料电池产业即将商业化起步的阶段，舜华新能源、林德、驿
动汽车及鉴鑫投资计划主动、顺势而为，破除‘鸡与蛋’的困境，筹划成立专业
的加氢站投资运营公司，整合氢气、上下游技术、设备、资金资源，在上海建成
加氢站网络，联合有关新能源汽车运营单位，吸引全国燃料电池汽车在上海进行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行。通过持续的加氢站运营及车辆运行，尽早发现并解决产
业化过程中的问题，逐步建立起良好的车-站联运商业模式，实质性推动产业的
发展。合资公司计划至 2020 年在上海建成五座加氢站，为 400 辆燃料电池客车
提供加氢服务，相关加氢站选点及准备工作已在进行中。
上海氢能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依托于上海舜华新能
源系统有限公司建立的，经上海市科委批准的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舜华、
同济大学及国际汽车城此次签订了上海氢能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建协议，将
按照上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建设要求，共同将工程中心建设成上海氢能技术
研发与合作的重要公共服务平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推动者、产业政策及标准的
重要制定者、产业联盟的重要载体、氢能教育与培训的重要基地。
签约仪式上，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荣文伟先生致辞，向各位
嘉宾到来表示感谢，也代表国际汽车城对加氢站合作表示大力支持。同济大学校
长助理、汽车学院院长余卓平介绍了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趋势，认为燃料电池汽车
商业化已经拉开了序幕。上海市新能源科技成果转化及促进中心刘文波主任指
出，上海正在大力支持燃料电池汽车发展，促进中心非常乐意倾听企业的需求，
向政府建言献策，也将大力支持加氢站公司的发展，期待公司计划早日实现。上
海市发改委能源处朱明林处长对协议签约表示祝贺，发改委也在持续关注氢能燃
料电池汽车的发展，后续将大力支持加氢站公司的发展，同时提出了确保安全性
的要求。（来源：上海新能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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