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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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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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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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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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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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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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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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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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 1000 万元～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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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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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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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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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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催化转化制乙二醇 

负责人：郑明远, 张涛        联络人：郑明远  

电话：84379738   传真：84685940   Email：myzh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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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二醇、丙二醇是重要的大宗能源化学品，主要用于 PET 等聚酯合成（涤

纶纤维、饮料瓶）和化学中间体等。2016 年全世界乙二醇的消费量超过 2600 万

吨，预计 2020 年增加至 3100 万吨，市场需求量十分巨大。我国乙二醇的消费量

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我国工信部在《石化和化学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明确提出“十三五”加快发展乙二醇技术，稳步发展非石油基乙二醇。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也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实现生物化工醇的工

业生产。因而，生物质制乙二醇技术符合我国的发展战略需要，前景广阔。 

2008 年大连化物所在世界上首次发现纤维素直接催化转化高选择性制乙二

醇技术，开辟了生物质转化利用的新途径，在国际学术界与工业界引起广泛关注。

此后，研究团队以工业化应用为目标导向，取得了系列的显著研究进展，不仅使

乙二醇收率进一步提高到～80 %，产物可以在乙二醇、丙二醇之间进行调变，而

且催化剂成本显著降低。该技术适用于多种碳水化合物生物质原料，包括： 

（1）农林业秸秆，经预处理后对得到的纤维素原料在 240 ℃水热加氢条件下进

行催化转化，可获得 50 %以上的乙二醇收率。 

（2）葡萄糖、木糖等秸秆糖转化可获得接近 80 %的乙二醇和丙二醇收率。 

（3）菊芋等果糖转化可同时获得丙二醇和乙二醇（～60 %收率）。 

该技术已经申请 60 余件中国专利和 10 余件国外专利，并在中国、美国、加

拿大、巴西、日本、韩国、欧洲多个国家获得授权。 

 投资与收益 

乙二醇、丙二醇的市场规模巨大，产品价值较高，市场价格一般在 7500～

10000 元/吨。秸秆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广泛，价格低廉，利用其生产乙二醇，符

合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并且具有很好投资回报和广阔的发展前景。项目

中试成功后，将为建设二十万吨/年规模生物质乙二醇生产线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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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3000～4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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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低、中速电动车用的低成本高稳定性钠离子动力电池技术 

负责人：章根强        联络人：章根强  

电话：18756568127               Email：gqzhangmse@ustc.edu.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可中试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钠离子电池相比于锂离子电池具有成本低的独特优势，其规模化应用对降低

电动车整体成本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具有实用化潜力的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是

其产业化道路中的瓶颈问题之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种低成本、高性能的新

型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其制备技术的可放大性已获得小试验证，其性能已通过

软包全电池获得验证，相关结果表明已经达到中试要求。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钠离子电池中试设备及相关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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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塔式聚光集热系统全套技术 

负责人：郭明焕        联络人：郭明焕 

电话：13439627631               Email：guominghuan@mail.iee.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可示范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光热新能源是将太阳辐射能转化为热能进行利用的技术，光热利用领域按温

度划分，40℃~80℃为低温领域（如供暖）、80℃~250℃为中温领域（如工业用热、

海水淡化）、250℃~2000℃为高温领域（发电、热化学、制氢等）。聚光集热系统

是光热利用的核心。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团队长期致力于太阳能热发电和

热利用的科学和技术研究。建成的北京八达岭1MW塔式太阳能热发电实验电站，

是我国、也是亚洲首个兆瓦级太阳能塔式热发电站，包括高约 120 米的吸热塔、

1 万平方米的定日镜、吸热和储热系统、全场控制和发电等单元。建成的小型集

中型太阳能供热示范系统在张家口黄帝城小镇成功投运，定日镜场采光面积 760

㎡，跨季节水体储热容量 3000m3，满足园区内 3000 ㎡建筑冬季供热要求。 

 合作方式 
合作建设 

 投资规模 

案例 1：10000 平面土地，20000 平米定日镜，1 个 30 米高的太阳塔，配吸

热器和储热系统，造价约 1500 万元。 

案例 2：占地 40000 平米，8000 平米的定日镜面积，30 米高的集热太阳塔，

陪吸热器和储热器等，造价约 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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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W 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 

负责人：陈海生        联络人：纪律 

电话：18911895500               Email：jilv@iet.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示范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储能是解决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提高常规电力系统和区域能源系统效率、

安全性和经济性的迫切需要，被称为能源革命的支撑技术，是国家大力支持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压缩空气储能具有规模大、寿命长、成本低等优点，被认为是最

具发展潜力的大规模储能技术。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自 2005 年起开展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研发，

原创性地提出了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摆脱了传统压缩空气储能系统依赖大型

储气室和化石燃料的技术难题。建成了我国物理储能领域首个国家级研发中心

“国家能源大规模物理储能技术研发中心”，成为国际唯一具备 1-100MW 级部

件实验和系统集成测试能力的研发平台。突破了 1-10MW 级压缩空气储能系统

关键技术，授权专利 168 项（含国际专利 4 项，发明专利 68 项），压缩空气储能

的专利及论文数均列全球第一位。于 2013 年在河北廊坊建成国际首套 1.5MW 先

进压缩空气储能示范系统，系统效率为 52.1%；于 2016 年在贵州毕节建成国际

首套 10MW 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示范系统，系统效率达 60.2%，为目前全球压缩

空气储能系统最高效率。于 2017 年启动 100MW 系统研发工作，已完成 100MW

系统及部件的研发、设计，正在开展部件加工。整体研发进程及系统性能均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 

100MW 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可有效解决弃风、弃光问题，实现可再

生能源发电的大规模并网；可实现常规电力系统削峰填谷，提高常规能源发电与

输电效率、安全性和经济性；可促进能源生产消费开放共享和灵活交易，实现多

能协同，构建能源互联网，推动电力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

减少化石能源消耗，有利于环境治理。 

靖边县 100MW 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系统设计效率 70.4%，项目建

设地为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占地约 100 亩。项目业主方为中科中蓝能源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技术提供方为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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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方式 
项目投资、综合能源服务 

 投资规模 

靖边县 100MW 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总投资约为 6.9 亿元，包括工程

设计、设备加工、设备基础、集成安装、系统调试等，不包括土地费用、厂房建

设费用及升压站建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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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储热供暖技术 

负责人：彭珑        联络人：纪律 

电话：18911895500               Email：jilv@iet.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示范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均已居世界前列，且持续增长。但我国在能源供给

和利用上还存在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效率不高、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比例

低、能源安全利用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发展“安全、高效、低碳”的能

源技术势在必行。储热是指通过介质把热能存储起来，并在需要时再释放出来的

过程。储热技术是工业余热高效回收利用、太阳能热发电、多能互补冷热电联供

等系统中的关键技术。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自 2011 年开展大规模储热储冷技术研发，主

要研究方向是低成本的显热储热和高密度的相变储热技术。目前，已建成 8 个材

料分析测试平台、6 个传/蓄热基础实验平台、3 个集成实验平台。获得专利 29

项，5 项技术已具备市场推广条件，温度区间涵盖-196~800℃。研发团队提出了

亚临界水储热技术，该技术具有蓄热能力强、传热性能好、化学性能稳定、经济

性好等优点，具有良好的发展和应用前景。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在亚临界水

储热系统总体设计与系统集成、储能系统部件实验与储能材料性能测试、高效率

换热器、数值模拟和优化设计等关键技术研制方面开展了扎实的理论和实验工作，

已经建立比较完善的实验平台和研究基地，包括北京中关村园区、廊坊园区、贵

州毕节园区，已建成 5GJ 级亚临界水储热系统和国际首套 80GJ 级亚临界水储热

系统。 

榆林位于中国陕西省的最北部，属于寒冷地区，每年供暖 5 个月。目前供暖

以燃煤锅炉为主，污染严重。同时榆林地区煤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资源丰富，且

存在严重的谷电无法消纳和弃风、弃光率较高现象（弃风弃光率为 20%以上）。

电能是替代榆林地区燃煤锅炉供暖的最优方式。推行储热供暖可以消纳煤电谷电、

弃风、弃光电，进而降低居民供暖成本。同时实现电力系统调峰、调频，提高当

地电力系统的调节能力。现计划在陕西榆林投建清洁能源储热供暖示范项目，项

目建成后，可以实现 20 万平米建筑供暖。该项目在当地落地，更多消纳弃风、

弃光电，稳定电网实现电力的削峰填谷，并逐步推进亚临界储热在当地产业化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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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方式 
投建 10MW 级清洁能源储热供暖示范项目 

 投资规模 

项目规模为 10MW/100MWh，总投资约 3000 万元，可以实现 20 万平米建

筑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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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纤维素制备生物航油联产化学品技术 

负责人：马隆龙        联络人：王晨光 

电话：020-37029721               Email：wangcg@ms.giec.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示范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目前生物航油几乎全部采用油脂转化制取，油脂主要来源于餐饮废弃油脂、

小桐子油、微藻油、大豆油等，原料有限，生物航油生产成本高。为避免原料限

制和进一步降低生物航油生产成本，需要发展以更为低廉、来源广泛的木质纤维

素为原料，制备生物航油。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成功开发了木质纤维素制备生物航油联产化学

品的技术路线。该技术将生木质纤维素原料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通过汽提-水

解技术直接定向转化为乙酰丙酸、糠醛等平台化合物。平台物质经羟醛缩合，得

原子数在 C9-C17 之间的固态中间体，再经加氢脱氧工艺处理即得到以支链烷烃、

环烷烃以及少量直连烷烃为主要成分的生物航油产品。建立了国际首座年产百吨

级生物航油中试基地并成功投产，生物航油油品具有和石化航空燃油近似的成分

理性质，达到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标准（ASTM-D7566 ）。 

该技术于 2016 年 6 月通过广东省科技厅组织进行的成果鉴定，专家组一致

认为“生物质水相催化转化机理及生物烃类燃料制备新技术研究”， “整体技术

水平国际先进，其中生物航油技术国际领先”。获得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颁发

的“2016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具投资价值的领先技术蓝天奖”，2017 年广东

省科学技术一等奖和 2018 年和广东省技术发明一等奖。刘延东、汪洋副总理做

出重要批示：“这一技术突破，对于秸秆类农林废弃物高值化利用开辟了新渠道”，

并指示“在主要粮产区进行该项成果的推广应用” 。 

木质纤维素制备生物航油联产化学品技术的应用推广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 用于新建木质纤维素生物航油项目或与现有的糠醛厂汽提装置联合，

对汽提装置进行改造或技术升级换代，用于产品结构优化和降低能耗，实现木质

纤维素分级提取转化和全组分利用。木质纤维素原料来源广泛、且就地焚烧是大

气污染源，产品生物航油，副产品糠醛和乙酰丙酸都是附加值高、用途广泛的能

源化学品，前景广阔，随着对航空碳税政策的实施和国家碳交易体系完善，生物

航空燃油经济效益会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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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工业示范、奠定产业化基础，逐步建成千吨级工业示范基地和 3

万吨级产业化规模，形成木质纤维素生物航油生产为主体，乙酰丙酸为副产品的

生态产业体系。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技术转让 

 投资规模 

1000 吨/年生物航油（联产糠醛、乙酰丙酸、糠醇等化工品）装置，界区内

投资<4500 万元（目标以生物航油或化学品不同，投资规模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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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草制备生物燃气工程技术 

负责人：孙永明        联络人：甄峰 

电话：020-37029686               Email：zhenfeng@ms.giec.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工业生产、示范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目前，大中型生物燃气工程的原料多元化利用及稳定供给是重要的限制因素。

能源草是禾本科多年生高大的丛生草本植物（包括杂交狼尾草、芒草、象草、柳

枝稷等），具有生长快、产量高、热值高、易管理等优点, 能源草制备生物燃气，

具有原料转化效率高、能源产出效率高、物质循环利用率高以及条件温和、清洁

环保等特点。德国、丹麦等欧洲国家已将能源植物作为重要的生物燃气原料资源，

比例高达 40%以上。能源草制备生物燃气工程技术，可实现生物燃气工程中原料

的稳定供给，保障发酵过和工程的稳定运行，对生物燃气工程的产业化发展、改

善生态环境、实现碧水蓝天、青山绿水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重点进行能源草种植、预处理到生物燃气产品高

值化利用的系统研究，主要针对能源草制备生物燃气产业链中的关键控制因子进

行研发，筛选出了生物质产量高、产气率好、适宜发酵的能源草品种，形成了净

能量产出高和经济可行的刈割、存储和预处理方法。优化了能源草厌氧发酵工艺，

形成了原料利用率高、水解速率快、停留时间短、产甲烷率高的二次强化水解优

化工艺技术体系。 

该技术适合于荒山荒地、盐碱地、滩涂地、矿区复垦等边际土地以及中轻度

土壤污染地区，或者土地资源丰富、能源短缺或天然气需求发展迅速地区。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许可使用、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万方规模能源草生物燃气工程投资＜4000 万元（主要取决于工程产品的高

值化程度以及部分关键工程设备是否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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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腐混合生物质原料制备车用生物燃气工程技术 

负责人：孙永明        联络人：甄峰 

电话：020-37029686               Email：zhenfeng@ms.giec.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工业生产、示范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我国可用于生产生物燃气的易腐生物质资源特别丰富，畜禽养殖粪污约 30

亿吨/年，生活垃圾、餐厨垃圾、污泥约 4 亿吨/年、食品和农产品加工废弃物约

2 亿吨/年，农作物秸秆约 7 亿吨/年，这些废弃物的低效利用和随意丢弃，已产

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根据现有技术经济可行性和原料竞争性，上述

传统生物质废弃物总量的30%可用于生产生物燃气，具有年产约2000 亿Nm3 生

物甲烷的资源潜力。利用易腐混合生物质原料制备车用生物燃气，具有典型的双

向清洁特征，既能消除废弃物产生的环境污染，又可替代化石燃料，减少其燃烧

产生的空气污染物，符合国际上生物燃气的高品质民用、车用、商用方向发展，

对减少污染、改善交通燃料结构、改善三农、落实惠民工程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重点利用易腐有机废弃物生产车用生物燃气，替

代压缩天然气（CNG），从原料、菌群和工艺装备等关键影响因素着手，优化了

多原料配方，形成了混合生物质原料厌氧发酵关键技术，形成了工艺简单、设备

投资和运行成本低、提纯效率高、应用效果好的生物燃气制备、净化、提纯等工

艺技术体系。解决了传统易腐有机废弃物原料由于供应不稳定、结构不合理、成

分不统一等问题，提升了容积产气率、运行成本、节能减排等关键环节技术，实

现了车用生物燃气连续生产、工程稳定运行、产品品质统一供应。 

该技术适合于易腐畜禽粪便、城市生活垃圾、农产品加工废弃物、高浓度轻

工业加工有机废水、城市生活污泥、农作物秸秆等原料的高效综合处理利用以及

民用、车用、商用天然气缺乏的地区。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许可使用、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万方规模的易腐混合生物质原料制备车用生物燃气工程投资＜4000 万元

（主要取决于工程产品的高值化程度以及部分关键工程设备是否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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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 水电解制氢研究与开发 

负责人：闫常峰        联络人：郭常青 

电话：020-37246316               Email：yancf@ms.giec.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示范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氢能在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化发展、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保障安全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和充分利用的重要途径。

PEM 电解水制氢技术具有效率高、负荷适应性强、系统响应快、占地面积小、

电流密度高、气体纯度高等优点，在可再生能源电力储能和燃料电池汽车加氢站

等领域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的成果包括高效低成本、低贵金属载量的 PEM

电解水关键核心催化材料、膜电极制备、PEM 水电解器制氢及系统等相关技术，

可大大降低目前 PEM 电解水贵金属资源限制和成本高的制约。相关技术已申请

相关发明专利 9 件，获授权 5 件。已形成的关键技术和成果如下所示： 

 开发了 CCM 电极界面优化、高效传质低贵金属电极、高密度活性位析

氧催化剂和聚合物界面高效传荷传质等一系列技术。在相同性能下，膜

电极阳极贵金属载量仅 0.2mg/cm2，是目前商业膜电极载量的 1/10。阴

极铂载量低于 0.1mg/cm2，大幅度了降低成本，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单槽电压低于 1.62V@1A/cm2，电堆效率高达 90%(HHV)，处于国内领

先水平。 

 开发出膜电极、集电器、双极板耐化学腐蚀技术，电解槽在 80℃、1A/cm2

下，衰减率控制在 30μV/h 以内，连续寿命测试超过 3500 小时。 

 开发出电解器内部消氢技术，使水电解器出口氢气纯度达到 100%，氧

气纯度达到 99.9%以上。 

 以上关键技术指标与美国能源部（DOE）同步。 

应用领域主要包括： 

 本技术可应用于太阳能、风力、水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利用

弃电制备氢气实现储能，制备的氢气可用于氢燃料电池汽车、分布式能

源、石化生产等方面。 

 本技术也可应用于加氢站，为加氢站提供安全、清洁和高纯度的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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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方式 
技术入股、技术许可等方式均可 

 投资规模 

依据产业链发展及市场规模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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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醚类燃料重整制氢研究与开发 

负责人：闫常峰        联络人：郭常青 

电话：020-37246316               Email：yancf@ms.gi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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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团队开发了系列高效低成本催化剂（包括重整催化剂、CO 选择性氧化

催化剂、水汽变换催化剂等）、微通道反应器、kW 级甲醇重整制氢系统等相关

技术，可直接提供醇醚类制氢技术成套技术与工艺。已形成的关键技术和成果如

下所示： 

 重整催化剂开发：以甲醇、二甲醚为典型醇醚类燃料，开发了系列

CuZnAlCr、Mo2C/Al2O3 等系列非贵金属催化剂。以二甲醚重整制氢为

例，转化率可达 100%，氢收率超过 88%。 

 开发了系列高低温 Ni/Ce–Zr–O 水汽变换催化剂以及系列 Co/CeO2、

PtFe/Al2O3等系列CO选择性氧化催化剂，产气中CO浓度可低于 0.2ppm，

满足燃料电池要求。 

 建立了 kW 级甲醇重整制氢系统，不仅可用于卡车在线制氢领域，而且

可用于现场制氢。甲醇-燃料电池发电系统效率超过 42%。 

应用领域主要包括： 

 应用于燃料电池汽车车载制氢、分布式电站等领域。 

 应用于加氢站、传统制氢等需求，为氢燃料电池等提供安全、清洁和高

纯度的氢气。 

 合作方式 
技术入股、技术许可等方式均可 

 投资规模 

依据生产规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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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航天燃料制备技术 

负责人：陈松        联络人：周剑伟 

电话：0532-80662796               Email：zhoujw@qibebt.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中试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高能航天燃料是一类具有较高体积热值和密度的火箭煤油，在有限的装填量

下可以使火箭、导弹等飞行器获得更大的推力、达到更远的航程。我国现有高能

燃料的生产技术基本参照美国导弹专用高能燃料 JP-10 生产技术，工艺繁复、操

作成本高。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以煤焦化过程产生的蒽油为原料，提

出了有别于现有生产工艺的高能航天燃料生产技术，在获得与 JP-10 性能相当的

燃料产品的同时，产品价格控制在 JP-10 的 1/3。针对现有技术难以解决的问题，

本技术原理及创新在于： 

（1）原料利用率高、固态催化剂工业化过程对环境友好、操作可靠、产品

品质稳定、生产运行周期长等优势； 

（2）使用的固态催化剂性能稳定，不会对设备造成腐蚀，同时避免在生产

过程中产生难以处理的酸性废水； 

（3）生产工艺技术成熟、生产过程稳定可控，可以实现 10 万吨级以上规模

的连续化生产； 

（4）原料成本和操作成本低，生产工艺灵活，可以在生产不同性能的燃料

产品的同时有效降低成本。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以 1 万吨/年蒽油生产高能航天燃料工业示范装置为例预估总投资 5 亿元，

项目达产后年产值 2.5 亿，净利润 10000 万元，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30.5%，

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4.0%，税前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4.5 年，税后投

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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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量密度固态锂电池 

负责人：崔光磊        联络人：周剑伟 

电话：0532-80662796               Email：zhoujw@qibebt.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中试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高能量密度固态锂电池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其能量密度可达 300wh/kg，

是铅酸蓄电池的 6 倍，液态锂离子电池的 1.5-2 倍，具有重量轻，体积小，寿命

长，绿色环保等显著优势，是新一代理想高效的化学储能系统。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创新发展了刚柔并济的复合聚合物

固态电解质体系，替代了传统的液态电解液，同时创新开发了金属锂界面修饰技

术，从根本上提高了电池的安全性。目前研制出的青能-Ⅰ固态锂电池，通过了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 11000 米压力舱第三方苛刻检测；青能-II 固态锂电池通

过了国家化学电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第三方权威检测，能量密度达 291.6 

Wh/kg，循环寿命超过 850 次， 优异的安全性能；青能-III 固态锂电池样品能量

密度突破 450 Wh/kg，正在优化循环性能。 

高能量密度固态锂电池在储能技术中应用，可大幅提高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

程，优化提升规模储能及国家电网能力，显著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技术的科技进

步，促进国家重大产业转型，有利于国计民生。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入股 

 投资规模 

年产 100MWh 项目总投资 8400 万元，建设期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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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废弃物生产天然气、有机肥多联产项目 

负责人：郭荣波        联络人：周剑伟 

电话：0532-80662796               Email：zhoujw@qibebt.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产业化示范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以秸秆、粪便等有机废弃物为主原料，

采用大型工业化厌氧发酵技术和高温碳化技术，废弃物利用过程全封闭，具有环

保效益好、资源转化率高等特点。在处理有机废弃物的同时，可生产绿色清洁能

源、高品质炭基生物有机肥和液态有机肥。厌氧发酵获得的沼气经过净化处理，

可以获得完全符合国家二类天然气标准（或车用压缩天然气标准）的生物天然气，

用于交通、工业、居民生活等行业。厌氧发酵获得的沼气也可以发电上网，年稳

定发电小时数>8000 小时。 

联产的炭基生物有机肥是一种包含生物炭-腐熟有机质-复合微生物的新型

有机肥料，具有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微生物种群密度、

改善土壤酸碱和离子平衡、促进作物根系生长、减少矿质营养元素（氮磷钾以及

中量和微量元素）流失、改善肥料缓释作用、提高利用率等效果。 

 合作方式 
技术服务、工程总包 

 投资规模 

以建设年产天然气 666 万 m³（或 2666 万 KWh）为例，每年处理秸秆 7 万

吨，禽畜粪便 4-5 万吨，年产有机肥 5 万吨，增加税收 400 万，为农民或其它行

业节支增收 4000 万（原料收集、肥料销售、有机生态农业、种植和养殖废物处

理等），节能 1.2 万吨标煤，减排 14 万吨二氧化碳。项目总投资 0.8-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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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气化合成汽油 

负责人：吴晋沪        联络人：周剑伟 

电话：0532-80662796               Email：zhoujw@qibebt.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中试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本技术属于以煤炭或生物质为原料生产清洁汽油的高效能源转化技术，是一

种将生物质或低品质煤气化经二甲醚转化为高品质汽柴油的新工艺路线。此路线

的开发不仅有助于促进我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和新型生物化工及环境产业的发展，

而且对解决目前的甲醇/二甲醚产能过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工艺以生物质

或低品质煤为原料，经固体原料气化、一步法合成二甲醚，二甲醚制汽柴油等过

程制备高品质油品。反应过程中克服了甲醇合成过程中的热力学限制，大大提高

了 CO 单程转化率，减少循环过程的能耗。同时与现有的甲醇制汽油工艺相比，

节省两步法甲醇制汽油过程中的甲醇脱水工段，降低了于一步法甲醇制汽油反应

中的放热量，便于反应的控制操作。本技术可灵活选择二甲醚或汽柴油为产品出

口，有助于企业延长产业链，增强企业抵抗市场波动的能力。 

本技术研发团队已在平度中试基地开发建成了国内首套百吨级生物质合成

气经二甲醚合成汽油的中试装置，经过多次调试和组织攻关，实现了生物质合成

气直接制汽柴油产品多段合成的连续操作，打通了工艺流程，进行了系统长周期

连续稳定运转。反应过程中，CO 可实现低循环高效率转化，所得产品油收率高，

工艺控制简单，催化剂表现出较好的稳定性，能够进行多次原位循环再生。所得

汽油产品质量均符合国家标准，可直接用作商用燃料。其显著优点是工艺流程短，

设备投资低，油品选择性高，催化剂选择性和稳定性等指标均可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合作方式 
技术入股、技术转让、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年产 10000 吨/年合成工程项目总投资约为 0.8-1.0 亿元左右, 投资回报期约

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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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全菌糖化生产燃料乙醇 

负责人：崔球        联络人：周剑伟 

电话：0532-80662796               Email：zhoujw@qibebt.ac.cn 

学科领域：新能源                                        项目阶段：中试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目前木质纤维素降解主要有两个技术体系：热裂解和生物转化。生物转化技

术体系具有条件温和、环境友好等优点，被普遍认为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但

是，目前缺少清洁、高效、低成本的木质纤维素生物转化关键技术，导致转化效

率和成本不能适应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要求。本项目通过筛选和改造获得高效降解

预处理秸秆并且高乙醇耐受和高产的菌株，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纤维素全

菌糖化核心关键技术，建立了符合工业生产的木质纤维素“一锅法”原位糖化新

工艺，解决酶解成本过高的国际性难题，对纤维素生物质生物转化利用的经济性

至关重要。目前已完成吨级秸秆糖化小试实验，正在开展百吨级中试建设。以亚

铵或碱法预处理的秸秆为原料，通过一锅法高温厌氧全菌催化糖化工艺，还原糖

产量达 90 g/L，纤维素转化率超过 90%。该工艺由于完全消除了购酶成本，与其

它纤维素酶解糖化工艺相比，在可发酵糖的总体生产成本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入股 

 投资规模 

千吨级秸秆糖化投资约 1.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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