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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低成本、长寿命锌基液流电池技术 

负责人：李先锋 联络人：李先锋

电话：13889606351   Email：lixianfeng@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目前较为成熟的电化学储能技术主要包括液流电池、锂离子电池、铅酸电池

等。近年来，特斯拉等公司纷纷推出户用储能产品，瞄准的正是分布式储能这一

市场。相比其他储能技术，液流电池技术具有安全可靠、生命周期内性价比高、

环境友好等优点。目前，以全钒液流电池为代表的液流电池储能技术发展迅速，

目前已经处于产业化推广阶段。但相比其他电池技术，全钒液流电池技术存在一

次性投入较高、能量密度较低的问题，不适合用与分布式及用户侧储能领域。开

发低成本、高安全性、高能量密度的适应于分布式储能领域的新型液流电池体系

至关重要。 

面向智能电网、分布式储能、用户侧储能需求，大连化物所储能技术研究部

于 2009 年开始，逐步开展了高能量密度、低成本锌基液流电池技术的开发。相

继推出了锌溴液流电池技术、锌溴单液流电池技术、锌镍单液流电池技术、锌碘

液流电池技术、锌铁液流电池技术、锌溴蓄电池等一系列基于锌作为负极的液流

电池技术。在基础研究的同时，也积极与企业合作共同致力于锌基液流电池的产

业化开发。目前，各项技术均处于中试放大阶段。2018 年，推出了基于用户侧

的 10 KWh 锌基液流电池中试产品，千瓦时成本可控制在 2000 元人民币以内。

并随着规模生产的进行可进一步降低成本。 

 合作方式

合作形式另议

 投资规模

500 万～1000 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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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氢新便携式氢氧仪 

负责人：邓德会 联络人：邓德会

电话：0411-82463870   Email:dhdeng@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氢气不仅是一种清洁能源，也是一种独特的医疗气体，在医疗领域具有潜

在的应用价值。小氢新便携式氢氧仪是一款运用电解水原理直接产生可供人体吸

入的氢气、氧气或氢氧混合气（H2/O2: 66.3%/33.3% 

    ）的微型仪器，可帮助清除体内含氧自由基，改善呼吸系统功能，提高免疫

力，可在医疗、保健、科学研究等领域进行应用。2020 年 8 月，我所已与大连

大学附属新华医院、金铠仪器（大连）有限公司三方共建“氢分子科学与医疗研

究中心”，进行氢氧仪对疾病治疗的机理和临床研究。  

    该仪器拥有体积小、重量轻、无噪音、低能耗、呼吸模式可选、产气量可调、

操作简单等特点，并已通过符合中国 GB、欧盟 CE 、欧盟 RoHS 和美国 FDA 标准

的测试，可在亚洲、欧洲及美洲等地销售。截止 2020年 12月，此款仪器已量产

1.1万台，并有 2千多个单位和个人用户，短期内可量产 10-15万台，具有良好

的市场前景。 

【技术指标】 

 体积：18 × 9 × 14 cm 重量： < 500 g  

 噪音：< 30 dB 能耗：≤ 45 W  

 产气量可调：20-60 mL/min 安全无毒、操作简单 

【专利状态】  

此仪器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已申请国内相关专利 20 余件，其中已授权 5 件，

申请 PCT专利 1件。 

 投资与收益

【市场前景】

此款仪器的客户群体包括：医院、家庭、办公/教育机构、养老/保健机构、军队

等，市场容量预估超 2亿台，市场规模超万亿元。每台仪器售价为 6000元左右。 

 合作方式

技术不转让，但是可以通过专利许可或作价入股等方式进行合作。

 投资规模

大于 1亿

http://www.dicp.ac.cn/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 457 号  116023  Tel: 0411-84379025  http://www.dicp.ac.cn

锂/氟化碳电池 

负责人：李先锋 联络人：李先锋

电话：13889606351        Email：lixianfeng@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锂/氟化碳电池是以金属锂和氟化碳作为活性物质的化学电源。它具有理论

能量密度高、环境友好、系统简单灵活等特点，其工作不需要氧气环境，可以在

陆海空天下使用。

大连化物所研制的锂/氟化碳原电池（不能充电），器件的比能量达到 900

Wh/kg，使用时间是锂离子电池的 3～5 倍。

锂/氟化碳一次电池在移动电源（如 GF 通讯移动电源、电动车辆动力电源

等），电子产品电源（如手机、PDA、摄像机、笔记本电脑电源等），微电子机械

系统（MEMS）器件以及传感器件微电源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

 投资规模

500 万～1000 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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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相变材料膜 

负责人：史全 联络人：史全

电话：0411-84379213  Email:shiquan@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相变储能材料能够在恒定温度下吸收和释放大量潜热，可作为一种高效热

能储存与温度控制介质广泛应用于电子器件热管理领域。然而，传统相变储能材

料一般利用其固液相变行为进行储能与控温，固相材料因刚性大而不具备柔性，

液相材料在相变过程中会发生泄漏，无法应用于柔性可穿戴器件热管理。 

    为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化学聚合的方法获得了一种柔性相变储能材料膜。该

相变材料膜具备表观的固-固相变特性，相变焓和相变温度在 5-60°C 温度范围

内可调，冷热循环 1000 次后仍然表现出稳定的相变性能。更重要的是，该相变

材料膜表现出优异的本征柔韧性，可折叠或裁剪成任何形状，可制备大尺寸膜，

为大规模制备柔性相变材料膜提供了可能。  

    该相变材料膜可与开发的柔性石墨烯膜集成得到柔性热管理器件，可在不同

温度、光照及电加热情况下表现出优异的温度控制、光热转化及电热转化性能，

最高电-热转换效率可达 94%；  

    进一步将大尺寸柔性热管理器件缝制到衣服上，在人体弯曲动作中该柔性器

件仍然保持稳定的热管理性能，可在开发下一代柔性可穿戴热管理器件方面具有

重要的应用前景。  

    本成果已申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合作方式

合作形式另议

 投资规模

100万～500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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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电化学质谱进样系统 

负责人：彭章泉 联络人：马力坡

电话：13654300195   Email:malp04@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微 分 电 化 学 质 谱 （ Differential Electrochemical Mass

Spectrometry,DEMS）是将电化学和质谱技术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现代电化

学现场分析手段。电化学质谱分析结果直观、可靠，可以在线分析挥发性反应物

/产物和非挥发性产物。这些优点使得电化学质谱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分析方法。

我们搭建的 DEMS 进样系统采用吹扫进样方式，可以将电池在充放电过程中产生

或消耗的气体被输送到质谱中，质谱可以将气体的种类、产量/消耗量、产生/消

耗的时间顺序记录，结合充放电的电化学数据可以对充放电过程进行分析，进而

对电池的反应机理、循环性能、安全性能等方面进行分析。 

     此外，这套进样系统结合不同的模型电池设计，可以同时分析正负极的气

体产生情况，为解析电池的静置、工作、失效提供更准确的数据。  

     这套系统也适用于其他涉及到气体的物理或化学反应的分析研究。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100万～500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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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锂电池 

负责人：陈剑             联络人：陈剑

电话：0411-84379687   传真：0411-84379811   Email：chenjian@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锂离子电池研制成功投入市场的近 30 年以来，体系不断优化，综合性能不

断提高，市场份额日益扩大，但是也不时爆出安全问题，而且能量密度已接近瓶

颈。开发新的电池体系以满足各个用电领域，以及对电池高安全、高比能的苛刻

要求成为新能源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固态电池体系具有安全性高、体积

能量密度大、耐高温性能良好的显著优势。因此，科研工作者视其为替代当前锂

离子电池体系的重要技术路线。 

    固态锂电池，是以金属锂或锂合金等作为负极，有机固体电解质、无机固体

电解质或有机-无机复合固体电解质等作为电解质和隔膜，锂的嵌入化合物正极

材料、硫基正极材料等作为正极活性物质的电池体系。该电池体系不含液态电解

质，安全可靠，且适合作双极板结构的电芯，实现内部串联，极大提高电池的体

积能量密度，有望制备出 1000 Wh/L 的电芯。

技术指标： 

具有固态电解质膜制备的自主知识产权，批量制备固态电解质的能力和安

时级固态电池的制备能力。Ah 级固态电池 60 ℃放电比能量大于 240 Wh/kg，室

温放电比能量大于 160 Wh/kg，能够在 0.4C 大倍率室温条件下放电。

应用领域： 

电动汽车、3C 电子产品等民用领域；各类飞行器、潜航器、应急电源等军

用领域。 

 投资与收益
固态锂电池是替代现有液态锂离子电池的主要技术路线，包括丰田、大众、

三星在内的世界各大动力电池及电动车等厂家均投入巨资布局固态电池。本项目

开发的固态电池技术，已经实现室温工作且能量密度远高于商业化锂离子电池，

具有极佳的安全性，能够在广泛的民用和军用领域取代现有锂离子电池，技术优

势明显，市场前景广阔。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或技术许可或技术入股

 投资规模

5000 万～1 亿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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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混合超级电容器 

负责人：李先锋 联络人：李先锋

电话：13889606351  Email：lixianfeng@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先进性介绍: 

大连化物所研制的锂离子混合超级电容器，恒电流充放比电功率达到 10

KW/kg，约为锂离子电池的 10 倍；比能量为 30 Wh/kg，约为传统电容器的 6

倍；循环寿命可达 1 万次以上。它具有安全性高、充放电速度快、循环寿命长、

可在极寒和极热的环境下长期使用（-40 ℃～70 ℃）的特点。

应用领域: 

锂离子混合超级电容器可用在需要大功率输出的领域（如激光、武器点火、

车辆低温点火、雷达、便携式大功率电源）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已形成实

验室产品样机。 

 合作方式

技术入股

 投资规模

500 万～1000 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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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候锂离子二次电池技术 

负责人：李先锋 联络人：李先锋

电话：13889606351   Email：lixianfeng@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针对高海拔、高纬度、极寒地区开发的锂离子二次电池。该电池的工作温度

范围宽，可在-50 ℃～55 ℃范围内充放电，而常规的锂离子电池在-40 ℃下难

以充电。该电池在室温下比能量> 150Wh/kg;在-40 ℃下充放电比能量> 120
Wh/kg，循环次数> 1000；-50 ℃下充放电比能量> 80 Wh/kg；安全性、环境适

应性等满足国军标要求。 

我们开发的全天候锂离子电池适用于普通锂离子电池适用的全部领域，特别

是满足高低温（-50 ℃～70 ℃）和大功率输入输出的应用领域，如各类军用车辆、

柴油发电机组、电源车等在低温下的启动；弹上电源、定位仪、干扰仪、夜视仪、

坦克、装甲车和侦察装备等各种军用设备在极端环境下（-40 ℃及以下）充放电

应用。 

图 1、自制全天候锂离子电池的应用领域与器件的倍率性能

 合作方式

技术入股、合作开发、技术转让、产品销售

 投资规模

100 万～500 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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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离子电池技术 

负责人：李先锋 联络人：李先锋

电话：13889606351        Email：lixianfeng@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我们研发的钠离子电池具有钠储量丰富，资源分布广；储能容量可规模放大，

储能容量为 kWhs-MWhs；能量密度较高，>130 Wh/kg；稳定性好，可稳定循环

3000 次以上；材料成本低廉，且环境友好；可深度放电，能量效率高等特点；

其安全性、环境适应性等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适用领域包括大规模储能领域；输配电及用户侧分布式储能；电动自行车、

低速电动车用电源。 

 合作方式

技术入股、合作开发、技术转让、产品销售

 投资规模

100 万～500 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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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蓄冷防护服 

负责人：史全 联络人：史全

电话：0411-84379213   Email：shiquan@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人有自身的等热区，在此温度区域只需依靠物理调节就可以维持它的正常体

温。如果环境温度持续升高，人不能有效地维持体内热平衡时，人的生理功能尤

其是体温调节、水盐代谢、血液循环等功能都出现异常改变。如果高温超过了人

体的耐受力，轻则降低工作效率，并影响判断力，严重的就会引起中暑，更严重

的就会导致猝死。本团队利用相变储能材料研制了一款相变蓄冷降温防护服，可

适用于森林扑火、防化防爆高温环境作业、海防执勤及激烈体育运动等从业人员

作为保护体表温度的防护着装，用以保护从业人员在高温、火灾扑救现场、防化

防爆服中等恶劣环境下免受热应激伤害，减少热交换阻滞影响，提高人体舒适度。 

【产品特点】 

（1） 降温防护服可自由随身携带，不影响移动或运动。

（2） 防护服的设计完全符合人的体形，适合贴身穿着，冷量散发均匀。

（3） 恒温效果以及超长制冷时间（单次使用 4～8 小时），可通过添加冷源循环

使用。

（4） 体积小，重量轻，无负重担忧；系统装备约为 2 公斤。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或技术转让

 投资规模

100 万～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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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飞行器定位用太阳敏感器电池片 

负责人：刘生忠 联络人：王辉 段连杰

电话：0411-84617008   Email：hwang1606@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太阳敏感器电池片是一种四象限光电传感器，主要包括光阑和光探测器两

部分，可应用于地面以及外太空的定位准直，自动跟踪等领域。其结构包含衬底、

光电转化材料、正电极、负电极和光学元件。探测器为四个等面积独立的光电传

感器，光照条件下均可输出电流电压信号，四个传感器的对称中心点与光阑中心

同轴。工作时，一定角度的入射光通过光学元件经过光阑到达所述传感器，会在

等面积的传感器表面形成不同面积的光斑，进而产生不同的电流（或电压）信号，

通过测试分析即可实现定位等功能。 

本组结合非晶硅薄膜多结电池开发出卫星定位用太阳能电池敏感片，该器件

采用多结电池进行电流调节和阻抗调节，用薄膜光阑取代金属光阑，并将薄膜光

阑直接集成在光探测器上，实现光阑与光探测器一体化。通过优化非晶硅薄膜制

备工艺、背电极制备工艺、激光刻划以及封装工艺提高了薄膜传感器材料的均匀

性、减小了传感器衬底反射、缩小了传感器体积、重量和制备成本。现本组已研

发出具有高精度（>0.5 %）、高阻抗（>120 KΩ@0-0.2V）、低电流密度（<1 

mA/cm2）、低成本(<1 万元/个)、轻量化(<100 g/个)的光阑器件一体化的新型

光传感器产品，并通过上海小卫星工程中心检测，可用于定位空间飞行器。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20 万～1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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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钙钛矿电池 

负责人：刘生忠 联络人：王辉 段连杰

电话：0411-84617008   Email：hwang1606@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钙钛矿电池作为光伏领域的新型薄膜电池，在短短几年内，其效率已达到

22.7 %，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且凭借轻质、柔性、弱光敏感以及可多种

技术加工的方法实现大面积制备等优点迅速崛起，在日常生活、高新技术、国防

军工等各个领域都显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尤其是便携式、柔性及消费电子领域，

如帐篷、背包、光伏建筑一体化以及飞艇、野外装备等军民融合领域，已初步具

备了商业化的潜力。 

本组与陕西师范大学合作，共同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制备钙钛矿薄膜

的新方法（柔性真空交替沉积法、真空双无机前驱体共蒸发法等）。获得如下成

果： 

1.使平面型电池效率（美国 Newport 认证效率）大幅提升至 21.5 %，是该类型

电池的世界最高效率，而且电池在大气环境放置两年后效率仍然高达 17.85 %。

2.在室温条件下，制备的柔性钙钛矿电池，2015 年电池效率达到 15.07 %，突破

了当时的世界纪录，通过改进界面修饰，研制的平面型钙钛矿电池效率达到

19.6 %以上，柔性电池效率达到 18.4 %，再次突破当时的国际最高效率。

3.发展了升温析晶法快速制备大尺寸钙钛矿单晶及切割方法，在短时间内获得大

尺寸优质单晶体。并制备出超低缺陷态密度和高载流子寿命的超大单晶体（>120

mm）。

4.创建了高性能大尺寸钙钛矿单晶制备、单晶薄片及光电器件制备技术。创建了

厚度和形状可控的直接生长大面积超薄钙钛矿单晶片方法。 

5.通过开发新技术获得了优良稳定性的大尺寸钙钛矿单晶。首次制备了钙钛矿单

晶光电器件，光探测响应速度较微晶薄膜器件提高了 200 倍，且稳定性得到了显

著提高。 

目前本组结合产业化的需求，主要致力于在 PET 衬底上大面积（宽度 16 

cm，长度 20 m）柔性钙钛矿电池的开发研究。最新发表文章：

1.Phase Transition Control for High Performance Ruddlesden–Popper Perovskite

Solar Cells. Adv.Mater. 2018, 170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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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table High‐Performance Perovskite Solar Cells via Grain Boundary Passivation.

Adv.Mater 2018,30,1706576

3.Chelate-Pb Intermediate Engineering for High-Efficiency Perovskite Solar Cells.

ACS Appl. Mater 2018

 合作方式

技术入股

 投资规模

1000 万元～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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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比能氟化碳材料可控制备技术 

负责人：陈剑         联络人：陈剑

电话：0411-84379687   传真：0411-84379811   Email：chenjian@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一次电池具有无需充电、自放电率低、储存周期长、安全可靠性高的优势，

广泛应用于电子设备、医疗器械以及军事等领域。目前，Li/MnO2、Li/SO2、

Li/SOCl2 等锂一次电池已经实现了商品化和广泛使用，但是以上电池的比能量、

比功率和环境适应性尚不能完全满足用电设备的发展需求。因此，大力发展具有

高比能、高比功率、高安全性、良好环境适应性的新型一次电池是锂原电池的研

究开发热点。 

Li/CFx 电池是以氟化碳材料为正极，金属锂为负极的新型锂一次电池，是

理论比能量最高的锂一次电池体系（电池体系理论比能量 2180 Wh/kg）。国外锂

氟化碳电池比能量已达 780 Wh/kg。当前，综合性能优异的氟化碳材料严重依赖

进口，亟需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氟化碳材料制备技术，降低材料成本（进口

氟化碳价格高达 400～600 万元/吨），提升氟化碳材料的比能量（比容量和放电

电压），从而获得高比能量的氟化碳电池。 

技术指标： 

具有高比能量氟化碳材料可控制备工艺的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已经完成公

斤级的小试生产技术开发，正在开展中试研发。项目开发的高能氟化碳材料，比

容量大于 900 mAh/g，放电电压大于 2.6 V，比能量大于 2400 Wh/kg；倍率性

能优异，0.3C/0.1C 容量保持率大于 90 %；量产后成本可降至目前进口氟化碳

材料的一半。利用研发的高比能氟化碳材料，已可制备比能量 900 Wh/kg 的锂

氟化碳电池，进一步地优化材料和电池的制备工艺，有望获得 1000 Wh/kg 的超

高比能量一次电池。 

应用领域： 

高比能氟化碳材料是制备高比能锂氟化碳电池的必备正极材料，可广泛应

用于军用、航空航天、民用等高比能一次电池。 

 投资与收益

本项目开发的高性能氟化碳正极材料可替代进口氟化碳材料，实现国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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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量产后成本可降至目前进口氟化碳材料的一半。使用该材料的高比能锂氟

化碳电池能够广泛应用于军用、航空航天、民用等高比能一次电池领域，技术优

势明显，市场前景广阔。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或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1000 万～5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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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硅胶生产废料制备复合相变储热材料技术 

负责人：史全 联络人：史全

电话：84379213   Email：shiquan@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相变储热材料能够利用材料发生相变时吸热及放热并保持温度基本恒定的

特性，实现热能空间及时间上的存储及释放，在电力削峰填谷、工业余热回收、

太阳能利用、节能建筑、电子元件散热、智能调温服装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前

景。硅胶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富含硅氧的废料，这些废料可作为支持载体制

备复合相变储热材料。本技术利用化学合成方法提取硅胶废料中的硅氧化合物，

并将其作为支撑载体与有机类相变材料进行复合，制备具有优异储热性能的复合

定型相变储热材料。本技术可有效保持相变功能材料的储热密度，并保持材料相

变过程不泄露，将材料的导热系数提高 30 %，可为硅胶废料的二次利用赋予更

高的经济价值。本技术已经申请中国发明专利。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

 投资规模

100 万～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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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比能锂离子电池关键技术研发 

负责人：吴忠帅 联络人：吴忠帅

电话：0411-82463036      Email:wuzs@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锂离子电池具有高比能量、低自放电率、无记忆效应、循环寿命长等特点，

成为轻便式电脑设备、长续航电动汽车、空间储能等军民两用动力设备的主力军。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对于电池的比容量、比能量、寿命安全性等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本项目中，针对锂离子电池发展领域的技术难点，通过一定的手段，实现

对其关键电极材料控制制备，并通过不同电解液种类的开发，发展出具有高比能

的锂离子电池、锂硫电池以及固态电池等。 

 技术指标： 

    开发大于 230 mAh/g高容量正极材料，负极材料比容量大于 500mAh/g，研制

高比能锂离子、固态电池，且具备长寿命和高安全性能。  

 应用领域：  

    轻便式电脑设备、长续航电动汽车、空间储能。 

 投资与收益

利用自主研发的关键电极材料制备工艺，获得高容量正负极材料、高电压

电解液、固态电解质等，优化器件组装工艺，获得高比能电池单体，主要应用于

新能源动力汽车、便携式电子器件。本项目中试线的建设及中试实验总计至少需

要 1000万元，中试完成后形成的技术成果价值 5000万元以上。欢迎相关企业与

我们课题组合作共同开发该项目，可以通过技术入股、技术转让等方式将该项新

技术推向产业化。合作企业将拥有该项成果的优先使用权。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100万～500万

http://www.dicp.ac.cn/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 457 号  116023  Tel: 0411-84379025  http://www.dicp.ac.cn

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关键电极材料产业化技术研发 

负责人：吴忠帅 联络人：吴忠帅

电话：0411-82463036        Email:wuzs@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超级电容器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电化学储能器件，具有充放电时间短、使

用寿命长、温度特性好、维修成本低和绿色环保等优点，在智能电网、储能装置、

动力电源系统以及诸多电子设备上有着广泛的应用市场。超级电容器的发展核心

在于获得高性能电极材料。本项目中，我们发展了化学剥离法、模板法、活化等

方法宏量制备出性能优异的石墨烯、石墨烯基碳材料、层次孔炭等材料；同时，

提出高倍率性能电极材料（如磷酸铁锂、磷酸铁锂/石墨烯正极材料、磷酸铁锂/

石墨烯/石墨正极材料、钛酸锂、钛酸锂/石墨烯和石墨烯@层次孔炭等负极材料）

的新制备工艺，为百公斤级批量化生产和产业化提供技术储备。 

  技术指标：单个器件的能量密度能达到 20～60 Wh/kg，功率密度达到 15 

kW/kg，且具备良好的循环稳定性和倍率性能。 

    应用领域：电动汽车辅助或主动力源、智能电网等。 

 投资与收益

利用自主研发的制备工艺，获得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应用于智能电网、动

力汽车的动力源。本项目中试线的建设及中试实验需要 1000 万。欢迎相关企业

合作开发该项目，可以通过技术入股、技术转让等方式将该项新技术推向产业化。

同时，合作企业将拥有该项成果的优先使用权。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500万～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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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石墨烯材料的宏量可控制备 

负责人：吴忠帅 联络人：吴忠帅

电话：0411-82463036   Email：wuzs@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本项目石墨烯材料包括石墨烯、掺杂石墨烯、石墨烯宏观体及石墨烯复合

材料。石墨烯是一种新型二维结构的碳质材料，其具超薄的单原子层厚度、高的

理论比表面积、优异的导电性和化学稳定性等，被修饰过的石墨烯衍生物，除了

具有石墨烯的相关性质外，还具有许多独特的性质。本项目中，我们采用（电）

化学剥离法、化学自组装、共沉淀等技术手段，已开发出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不

同品质石墨烯（层数、含氧量、比表面、尺寸、掺杂元素）、不同维度石墨烯宏

观体（零维球、一维纤维、二维薄膜、三维网络结构）及其复合材料的有序组装

与结构调控，比如石墨烯包覆的三元镍钴锰、富锂锰基正极材料以及高比容量石

墨烯/硅、石墨烯/钛酸锂、石墨烯/金属锂等负极材料。 

技术指标： 

高质量石墨烯（层数＜3 层、含氧量 5～40 %、尺寸 2～100 µm、比表面积

500～2000 m2/g）、杂原子掺杂石墨烯及石墨烯宏观体材料的宏量可控制备技术，

高比容量石墨烯基复合正/负极材料的开发。 

应用领域： 

    高比能电池；高比能电容器；柔性化、微型化新型储能器件；润滑油；导电

油墨；发热板等。 

 投资与收益

利用自主研发的材料制备技术获得高质量石墨烯，发展出不同品质石墨烯、

不同维度石墨烯（球、纤维、薄膜、三维网络）以及石墨烯基复合材料，并实现

其低成本、规模化生产。本项目中试线的建设及中试实验至少需要约 800 万，中

试完成后形成的技术成果价值约 2000 万元。欢迎相关企业合作开发该项目，合

作企业将拥有该项成果的优先使用权。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100 万～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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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子交换膜水电解制氢 

负责人：俞红梅 联络人：俞红梅

电话：84379051       Email：hmyu@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氢能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质子交换膜水电解制氢技术利用直流电（可用电网电、可再生能源发电）

将纯水电解，得到高纯氢气与氧气。仅需的原料：水，生产过程无污染，占地面

积小，即用即产。可用于燃料电池加氢站，工业绿色制氢单位产氢能耗 4.5 

kWh/m3，产氢压力> 3 MPa。

图 1 产氢 1 Nm3/h 的制氢机 图 2 产氢 5 Nm3/h(3MPa)制氢机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入股、技术服务等

 投资规模

视产品定位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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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光响应光阳极基底-电极和电极-溶液界面修饰及电荷传

输机理 

负责人：丁春梅 联络人：丁春梅

电话：0411-84379698   Email: cmding@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本项目(2160322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旨在通过对光阳极的基底-电

极、电极-溶液界面进行功能层的组装，合理构筑复合光阳极体系，提高电极活

性和稳定性，并探讨光电催化分解水中界面功能层的作用和电荷传输机理。  

前期研究了助催化剂(Phys. Chem. Chem. Phys., 2013, 15, 4589)、电解液

离子(J. Phys. Chem. B, 2015, 119, 3560)、基底电子传导层(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15, 7, 3791)等因素对电极溶液界面、电极-基底界面及光

电性能的影响，并发表光电催化分解水研究的Perspective文章(ACS Catal. 2017,

7: 675)，系统总结和讨论了助催化剂、电解液和界面功能层修饰的重要作用。

2018 年模拟自然光合系统 PSII 中的 P680、Tryz 酪氨酸、CaMn4O5水氧化中心的

关键功能，将 BiVO4光阳极和 Co 分子催化剂结合，并引入层状氢氧化物和氧化

石墨烯作为空穴传输中间体，复合光阳极显示出高效、稳定的光电氧化水活性，

太阳能至氢能转化效率高达 2%。研究发现 Co 分子可显著促进表面水氧化反应

动力学，降低过电位，LDH 界面层具有空穴储存层的作用，抑制 BiVO4 电极光

腐蚀，氧化石墨烯可显著促进 LDH/BiVO4和分子催化剂之间的电荷传输。该工

作表明利用仿生策略和表界面修饰策略构建人工光合系统的可行性，为高效光阳

极系统的构建指明新方向(J. Am. Chem. Soc., 2018, 140(9), 3250-3256)。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与投资方共同合作，通过先进的薄膜材料制备和界面修饰技术，

开发高效的可见光响应光电极，用于太阳能光电催化分解水制备氢气。 

 投资规模

20 万～1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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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相变降温服 

负责人：史全 联络人：史全

电话：0411-84379213   Email:shiquan@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服装名称：柔性相变降温服

服装用途：为在高温炎热环境中的工作人员提供长效舒适的降温解决方案，

提高工作效率、保障身心健康 

    应用范围： 

    消防员、防疫人员、交通警察、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炼钢工人等需要降温

的工作人员  

    服装特点： 

    相比于传统降温服，所用材料在相变前后均具有柔性，可提高穿着人员的工

作灵活性和可操作性；蓄冷密度大，降温时间可调节，具备长效舒适的降温性能；

可根据不同人群的体感差异，调节体感温度；多种设计款式可选择；  

    降温时间：1至 4小时，可定制，可根据客户要求，调整相变材料用量从而

调整降温时长；  

    相变材料：常温下为柔软胶体，蓄冷后为柔软固体，无毒无害，对皮肤无刺

激，环境友好产品，焓值高达 250 J/g；  

    体感温度：15-20 oC，根据贴身衣服厚度及相变降温服隔热层可调节； 

    使用方法：将相变材料袋或相变降温服放入冰箱或冷冻室 2至 4小时，即可

恢复降温功能；  

    服装颜色及大小：可定制 

 投资规模

100万～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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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纯氢气纯化和生产（>8N）—吸附剂技术

负责人：李慧 联络人：李慧

电话：13009409536   Email：hui.li@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电子信息、半导体、LED(Light Emitting Diode)照明和光伏发电产业的迅猛

发展，促进了对超纯氢气（纯度> 99.9999%）的强烈需求。但现有的超纯氢气主

要通过昂贵的电解水技术进行生产，水电解设备和氢气生产成本都很高，而且氢

气来源单一。为此，我们团队自主研发了超纯氢气纯化吸附剂新技术。超纯氢气

纯化吸附剂技术采用催化氧化加吸附的工艺路线，能用于脱除氢气中的

CxHy(x=1-30),CO, N2, O2, CO2 和 H2O 等 ppm 级杂质，将这些杂质浓度均降到

1 ppb 以下，满足半导体及 LED 生产等电子行业对超纯氢（> 8-9N）的需求。该

工艺操作简单，吸附材料可反复再生，使用寿命长，另外可以使用工业副产氢、

天然气或氯碱气等廉价氢源，跟电解水相比显著降低成本，适合用于规模化工业

生产。这项技术将来还能拓展到超纯氮及超纯氩等的生产中。该技术已经申请国

家专利。 

 投资与收益

鉴于吸附纯化技术的应用前景及题目组在该方向的自主知识产权，我们相

信在合作方开发投资资金充足的前提下，预期未来 3 年内资产总额将翻一番。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100 万～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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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化、微型化储能器件及其集成系统研发 

负责人：吴忠帅 联络人：吴忠帅

电话：0411-82463036    Email:wuzs@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可穿戴和便携式电子产品的快速发展，极大的促进了现代社会对高能量密

度、轻量便携化、柔性化储能器件的需求。本项目中利用自主研发的 MXene基高

性能、多功能油墨，通过丝网印刷技术构筑微型超级电容器、锂离子微型电池及

压力传感器，并与柔性太阳电池进行功能集成，成功实现了柔性光电-储-用一体

化微系统的构建。同时，开发的双功能二维介孔材料成功用于微能源存储及氨气

监测，实现了自驱动、集成化气体传感微系统的构筑。从柔性微电极制备、高离

子电导率电解质开发、器件组装等几个方面成功开发出柔性化、平面型钠离子微

型电池，研制出可高温稳定工作的微型电池。目前，这些技术正在申请多项中国

发明专利。  

技术指标：  

    可弯曲且对比容量基本无影响；器件形状、大小可调控；可在宽温区

（-40-100oC）条件下稳定工作；可实现多个器件的模块化集成以及功能性微系

统的构筑，无需外加电源可自驱动传感器；可适于规模化生产。从材料的制备及

器件的工艺组装均具有原始创新性，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成果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  

应用领域：  

    在轻量便携化、可穿戴式、可植入式电子产品等方面均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投资与收益

利用自主研发的高性能油墨，采用印刷、喷涂打印等规模化电极制备工艺，

获得多种柔性化、微型化、集成化、平面化等特征的储能器件，包括超级电容器、

锂/钠/锌离子电池，并与柔性硅薄膜太阳电池进行光电-储一体化微系统构筑。

本项目中试线的建设及中试实验至少需要 2000 万。欢迎相关企业与我们课题组

合作共同开发该项目，可以通过技术入股、技术转让等方式将该项新技术推向产

业化。合作企业将拥有该项成果的优先使用权。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500万～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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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富锰高电压正极材料 

负责人：陈剑       联络人：陈剑

电话：0411-84379687   传真：0411-84379811   Email：chenjian@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大力发展电动车是国家应对能源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举措，同时也

是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汽车工业技术差距的有效途径。动力电池是电动车的核心

部件，同时也是制约电动车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目前动力电池的比能量、成本

及高倍率充放电性能不能完全满足未来电动车大规模应用的需要，因此亟需研究

和开发新一代的高性能动力锂电池用正极材料。 

富锰高电压正极材料工作电压可达 4.7 V，正极材料高电压化在提高电池比

能量的同时，可以降低电动车用电池的串联数，从而降低电池管理系统复杂度。

富锰高电压正极材料还具有优异的倍率充放电性能，非常适合大功率电池。此外，

富锰高电压正极材料不含金属钴元素，材料成本相比较于三元正极材料显著降低。

以该正极材料为正极的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可达 200 Wh/kg 以上，性能可以

满足电动车用动力电池的需求。 

技术指标： 

具有富锰高电压正极材料及其制备工艺的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已完成公斤级

的小试生产技术开发，正在开展中试。项目开发的正极材料比容量大于 130 
mAh/g；高倍率充放电性能优异，20C 和 40C 下的放电比容量分别为 125 
mAh/g 和 120 mAh/g；40C 倍率循环 500 次的容量保持率大于 83 %；55 oC，1C
充放电 500 次的容量保持率大于 84 %。

应用领域： 

富锰高电压正极材料可应用于高性能电动车电池、大规模储能、电动工具、

无人机等动力电池，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投资与收益
目前商业化的锂离子电池（模块）能量密度一般为 100～150 Wh/kg, 基于

富锰高电压正极材料的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可达 200 Wh/kg, 电池具有优异的功

率性能，非常适合电动车用动力电池，同时，也是大规模储能、电动工具等用电

源的首选。此外，材料不含钴元素，进一步降低了电池的成本。该技术具有广阔

的市场前景。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或技术入股

 投资规模
1000～5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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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脂加氢制烷烃类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技术 

负责人：田志坚        联络人：田志坚

电话：84379151   传真：84379151   Email：tianz@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在能源需求惯性下，汽油、柴油和煤油等液体燃料仍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占据世界主要能源市场。动植物油脂等含有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酯和脂肪酸的

原料直接经过加氢、脱氧转化为性质类似于石化柴油、航空煤油的产品。该类产

品具有十六烷值高、热值高、稳定性好等优点，目前已有 Neste、UOP、Axens

等公司开发出相关技术并实现工业化生产。但已有技术均为两步加氢工艺，第一

步为油脂脱氧生成直链烷烃，第二步为直链烷烃异构化生成异构烷烃（柴油、航

空煤油），存在氢耗高、工艺复杂、投资大等问题。大连化物所开发的油脂一步

加氢制烷烃类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技术，可实现油脂经一步加氢反应直接转化为

异构烷烃（柴油、航空煤油），解决目前已有两步法工艺中存在的问题。在 300～

400 ℃，2～8 MPa，氢油比 1000～3000 nL/nL 等反应条件下，油脂转化率

100 %，烷烃收率达 80 %（为理论收率的 95%以上），烷烃异构化选择性大于

85 %。制得的航煤产品冰点低于-47 ℃，达到 RP-3、RP-4、RP-5 和 Jet A-1 航

煤标准；制得的生物柴油产品十六烷值大于 75，凝点低于-20 ℃，可作为调和组

分极大地改善我国现有石化柴油性能。该技术具有显著的应用前景，目前正处于

中试放大和工艺包编制阶段。 

 投资与收益

该技术市场容量大，投资回报率高。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和技术入股均可

 投资规模

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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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蓄电池 

负责人：李先锋 联系人：李先锋

电话：13889606351   Email: lixianfeng@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

本研究部开发的水系蓄电池，是按可充电二次电池设计。充电时利用外部

的电能使内部活性物质再生，把电能储存为化学能；需要放电时再次把化学能转

换为电能输出。其电解液采用安全性极高的水系电解液。独立研发，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是在团队现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之上开发的新一代升级产品。 

应用背景：适用于深度放电，周期性充放电，静态固定分布式储能，户用

型智慧储能终端等应用场景。 

技术优势：安全性高、发热量小、成本低<1元/瓦时、功率密度高（是铅酸

电池的 2.5 倍）、循环寿命长、不含重金属、环保、可修复、可重复利用、经济

性好、可连续进行 100%深度放电循环等。 

系统功能：室电/太阳能充电、系统运行自动控制、一键电池修复、可视化

参数面板、轻便可移动、使用方便等功能。电池系统设计灵活，可提供个性化服

务。 

取得的主要进展： 

1、实现了单片电芯的工程化试制； 

2、实现了由单节向多节电堆的工程放大实验； 

3、完成了水系蓄电池组轻量化模型的试制； 

4、实现了主要关键部件的自主设计与大批量生产； 

5、拥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7项，授权 1项； 

6、在中科院化物所园区进行了实用化示范运行。电池运行稳定，搁置过程

中无明显电压降，电池累积放电电量超过 10000 Wh, 累积运行时间超过 3000 h。 

目前技术指标： 

1、多节电堆，恒流充放，可循环 2000次以上，平均能量效率为 80%。 

2、体积功率密度为 90 Wh/L（基于电解液体积）。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技术授权

 投资规模

1000-1500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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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燃料电池/液流电池及其它二次电池用膜材料 

负责人：李先锋 联系人：李先锋

电话：0411-84379669/13889606351        Email: lixianfeng@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

本研究部针对不同体系开发出不同类型离子传导膜材料，在酸性条件下膜材

料表现出高质子传导率，离子选择性、可用于酸性体系液流电池、质子膜燃料电

池。该膜材料特别适用于中高温燃料电池，在 140-180度范围内保持较高的质子

传导率。同时具有耐温等级高（长期使用温度>350度）、阻燃性能好、稳定性好

与锂离子电池电解质溶液浸润性高，可有效提高锂离子电池安全性、倍率性能。

同时，研究团队针对碱性体系液流电池、水电解等开发出高导电性、高稳定性膜

材料，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技术优势：中高温条件下质子传导率高、可用于燃料电池；耐温等级高、具

有阻燃性能可以用于锂离子电池，提高安全性。酸性、碱性介质中离子传导率高，

可以用于酸/碱液流电池体系。和传统聚苯并咪唑树脂比，具有更好的加工性能。 

取得的主要进展： 

可实现膜材料树脂公斤级放大，年产吨级。 

    膜材料已实现放大，可连续生产，幅宽可达 60cm，长度可调，厚度可调。 

 合作方式

技术授权、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1000-2000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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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低成本、高功率密度全钒液流电池电堆 

负责人：李先锋 联系人：李先锋 

电话：0411-84379669/13889606351        Email: lixianfeng@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

本研究部面向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系统开发新一代低成本、高功率全钒液流电

池电堆。该电堆采用研究团队自主研发的可焊接多孔离子传导膜，在电堆组装工

艺中，打破了传统的组装方式，首次将激光焊接技术应用于电堆组装工艺中，实

现电堆自动化装配，降低密封等成本，电堆成本降低 40%。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系

统主要可应用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配套用大规模储能；集中储能

电站；无电地区战略保障电源；用户侧节能和应急电源；区域智能微电网核心电

源等。  

技术优势 

新一代低成本、高功率全钒液流电池电堆单堆功率可达 30kW 以上；激光焊

接技术的引入不仅提高了电堆的可靠性、同时提升了电堆装配的自动化程度，并

减少密封材料的使用，大幅度降低了电堆的密封成本。相对于传统的电池组装技

术，膜材料实际使用面积减少 30%，减少了密封材料的使用，新一代电堆工作温

度提高，可降低系统换热管理成本；相比第一代全钒液流电池电堆，新一代电堆

成本降低 40%，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 

取得的主要进展： 

可实现膜材料树脂公斤级放大，年产吨级。 

    膜材料已实现放大，可连续生产，幅宽可达 60cm，长度可调，厚度可调。 

 合作方式

技术授权、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2000-5000万 

http://www.dicp.ac.cn/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路 457 号  116023  Tel: 0411-84379025  http://www.dicp.ac.cn

农林废弃物制秸秆糖 

负责人：张宗超 联络人：张宗超

电话：0411-84379462   Email:zczhang@yahoo.com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目前已成功开发了秸秆干法预处理-化学水解耦合工艺：建立以秸秆粉碎、

加热老化相结合的两阶段干法（无溶剂）预处理，将纤维素组分晶型由惰性 I型

转换为高活性 II型的核心技术；预处理秸秆在高固液比（>10%）条件下快速 

（全工艺流程<2小时）水解为可发酵秸秆糖(收率>75%)，全流程水耗低于 10吨

/吨秸秆，化学试剂使用量 < 50kg/吨秸秆，同时联产木质素（收率>80%）。无高

成本纤维素酶的添加，预处理无废水排放，突破了秸秆纤维素水解制糖高废水、

低效率的关键技术瓶颈，实现了由生物质到可发酵糖的清洁、高效转化。 

 合作方式

合作形式另议

 投资规模

1000万～5000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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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乙醇 

负责人：张宗超 联络人：张宗超

电话：041184379462      Email：zczhang@yahoo.com.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实验室开发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目前已成功开发了生物质（秸秆、玉米芯、稻壳）“非酶法”水解糖化发酵

制纤维素乙醇工艺，所得糖化液发酵 24 小时可获得 58 g/L 纤维素乙醇（工业生

产标准 50 g/L），发酵效率可达 2.41 g 乙醇/L-1h-1，达到了玉米乙醇的发酵水平，

而且糠醛渣水解糖化后可分离出高质量的木质素、可进一步用于催化制高值化学

品或新型材料。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2000～5000 万

“非酶法”产葡萄糖和纤维素乙醇

发酵固液分离

浓缩除水

水

葡萄糖 50g/L
收率 >75%

联产木质素

废水回用

纤维素乙醇
>52g/L

“非酶法”糖化

糠醛渣（低酸性、低毒）

1. 水解效率远高于酶解；
2. 酶解葡萄糖收率30%、7g/L。

创新技术成果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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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率电容型锂电池及模块 

负责人：李先锋        联络人：李先锋  

   电话：13889606351      Email：lixianfeng@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针对常规锂离子电池无法在超高功率情况下持续放电的问题，开发出先

进的电容器型锂离子电池。该电池的特点是可以在 8 kW/kg 的功率下连续放

电，能量密度大于 110 Wh/kg，使用温度范围是-20 ℃～70 ℃，80s 即可快

速充电到额定容量的 60 %。综合性能大幅优于目前的锂离子电池。而目前常

规的锂离子电池在该功率下只能做脉冲放电。 

    适用于无人机，可以提供无人机起飞、降落、平飞的动力；适用于便携

式激光器，可以提供所需要的能量；满足常规锂离子动力电池的应用场合，

可以在陆上、水下、空天等各种场合使用。 

 合作方式 

技术入股 

 投资规模 

500 万～1000 万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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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硅薄膜太阳电池 

负责人：刘生忠        联络人：王辉 段连杰  

电话：0411-84617008         Email：hwang1606@dicp.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柔性硅薄膜太阳电池是指在柔性衬底上沉积制备的一种薄膜电池。结合不

同的柔性衬底（不锈钢、高分子聚合物等），其具有低成本、低耗材（电池厚度

仅为晶体硅的百分之一）、高工艺兼容性、可弯曲、高功率质量比等巨大的优势。

这使制备的柔性硅基薄膜组件具有可卷曲、折叠收纳，便携性强、耐损伤等诸多

特点。因此，柔性硅薄膜电池组件在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临近空间飞行器，

可移动电子设备等诸多特殊领域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组结合柔性硅薄膜的特性，开发出高沉积速率、高稳定性、低成本、高

功率质量比的柔性硅薄膜太阳电池组件。选用 30 µm 厚的不锈钢为衬底，结合优

异性能的单结电池和良好的遂穿结技术，制备出面积为 200 cm2效率高达 11.9 %

的非微双结电池。制备出的柔性硅薄膜太阳电池可固定于飞机翼上，代替充电电

池；可做成充电纸应用于充电宝、平板电脑等需要充电的器件。并且电池经枪击

实验后依然可以正常工作，说明本组制备的柔性硅薄膜电池不仅结构简单，而且

耐损性极强。 

本组目前致力于研究大面积（不低于 250 cm2）高分子聚合物柔性衬底硅薄

膜太阳电池，效率可达 12 % 以上，通过开发新型封装工艺以及级联技术，制备

面积大于 1 m2组件，效率可达 10 % 以上，并可以通过严格的环境可靠性测试。 

当前我组已授权的代表性专利： 

1.一种结合柔性太阳能电池可发电自给的成像装置。专利号： ZL 

201720257860.2 

2.一种基于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卷轴式充电宝。专利号：ZL 201620296917.5 

3.一种可折叠可太阳能充电的平板电脑外壳。专利号：2016204215581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 

 投资规模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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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万元～5000 万元

http://www.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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