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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是一种由碳原子构成的单层片状结

构新材料，它轻如空气，又坚比钢铁，以其优异的

导电性、透光性和强韧度，将在电子、能源、环境

等多个领域发挥非常大的应用潜力。

有了石墨烯，可弯曲折叠的屏幕、更薄更耐

用的电池、更小的处理器都不再是幻想。记者 4

月 1日走访厦门石墨烯孵化基地发现，一批打破

国际垄断、填补空白、具备核心技术的企业，基于

石墨烯研发出发热长椅、航天器电池、碳基净化材

料，逐渐成长为石墨烯产业界的“参天大树”。

在厦门中易宏普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易宏普），技术人员坐在公司自主研发的石

墨烯玻璃发热长椅上，这种长椅可以喷涂各种图

案，将广泛应用在城市里主要的公交车站、公园、

旅游景点等场所。

“石墨烯玻璃发热长椅不但可以发热，而且

节约能耗、抗菌。冬季寒冷天气人们坐上去会享

受到北方热炕头的温暖。”中易宏普有关负责人

介绍说。

石墨烯产业被我国列为“先导产业”，正引领

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当前，石墨烯

发热产品主要依靠发热薄膜发热。然而，薄膜本

身是一种塑料产品，因此在受热的过程中，会产

生热胀冷缩反应导致寿命短、性能衰减及耗电增

加等问题。

“我们发现石墨烯和碳纳米管都是碳元素的

同素异形体，都拥有各自的神奇特性。石墨烯作

为片状结构，在横向上的超导性能十分优越，而

碳纳米管正好相反，在纵向上的超导性能可与石

墨烯形成互补。”中易宏普有关技术人员告诉记

者，研究人员将两者进行有效的结合，形成了超

导性能更加卓越的新型碳纳米复合材料，并通过

特种工艺直接喷涂在玻璃上发热。

该技术属于全球首创，目前产品已实现产业

化。落地厦门火炬石墨烯孵化器短短一年间，中

易宏普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获得韩国

2020 年新技术—新产品认证大奖；石墨烯渗透

锌粉重防腐涂料在国家航材院完成了各项相关

检测，下一步将投建整条大规模生产线，为科研

院所提供石墨烯渗透锌粉重防腐涂料。

新型碳纳米复合材料

在寒冷天气给你热炕头的温暖

厦门弗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弗能科

技）是厦门火炬石墨烯新材料专业孵化器引进的

一家先进碳材料企业。走进弗能科技生产车间，

记者看到了一排排整齐摆放的高温氟化设备，几

名研发人员正紧张地盯着控制面板，关注着生产

参数的变化，高温反应炉内正在生产国家紧缺的

功能性材料——氟化碳。“长期以来，该领域主要

技术掌握在美、日等发达国家手里，我们有望率

先实现该材料的国产化。”弗能科技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氟化碳是目前世界上理论能量密度最高的

原电池固态正极材料，在电子器件、生物医学和

装备电源等领域有广阔应用前景。合成氟化碳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国际主流的氟化碳材料难以

兼顾“能量密度高”和“功率密度高”两项“双高”

要求，我国在该领域起步较晚，相关研究及产业

结构缺失。

瞄准新型氟化碳材料的规模化制备，经过多

年技术攻关，弗能科技技术团队形成具有我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氟化碳规模化制备技术，实现了核

心材料国产化，满足了新一代小型化、混合化、群

体化、远程化、智能化航天装备对“双高”锂电池

的需求。

“目前，企业已完成 700 多平方米的研发实

验室建设，完成功率氟化碳材料长程和局部结

构、三维导电网络构建等制备技术研究，突破现

有高功率氟化碳材料高温定向氟化制备技术。”

弗能科技有关负责人透露，2021 年，公司计划投

入 2000万元，建设年产 5吨氟化碳及纳米氟化碳

生产线，实现氟化碳材料的国产化。

功能性材料氟化碳

让锂电池兼顾“双高”性能

石墨烯是一种由碳原子构成的单层片状结构新

材料，它轻如空气，又坚比钢铁。有了石墨烯，可弯

曲折叠的屏幕、更薄更耐用的电池、更小的处理器都

不再是幻想。

光伏产业需要的多晶硅

纯度达99.9999％以上。目

前，世界上绝大部分厂家生

产的硅料，均采用传统的改

良西门子法，这是最为成熟、

应用最广泛的工艺技术。而

与改良西门子法生产的多晶

硅 相 比 ，硅 烷 流 化 床 法

（FBR）生产的颗粒硅体积更

小，能耗和成本大大降低。

投资减少 30%，生产电耗降低 65%，人员降

低 30%……

保利协鑫近日发布公告称，该公司硅烷流化

床法（FBR）颗粒硅 1万吨项目投产后，经过生产

运营及下游客户使用实证，颗粒硅各项指标再获

新突破——头尾寿命、尾碳、成晶率、单产、转换

效率均领先行业水准。

该公告发布后，引起资本市场和光伏产业界

高度关注。

目前，光伏发电的上游原材料主要是改良西

门子法制备多晶硅，FBR 颗粒硅问世后，有业内

专家判断，颗粒硅有望引发多晶硅制造的一场颠

覆性技术革命。那么 FBR 颗粒硅究竟是一个什

么样的工艺产品？它与传统多晶硅有什么不同

又为何能异军突起？科技日报记者 4月 2日就这

些问题对业内专家进行了专访。

硅料的价格和质量对光
伏发电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光伏产业有着一条明确而清晰的

产业链，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应用系统是产

业链上的 5大环节。其中，硅料和硅片处于光伏

产业链上游。

硅料环节不仅制造及研发门槛高，而且资金

投入极大。同时，硅料的价格和质量对光伏发电

的成本和效率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光伏行业发展势头越来越猛，2020

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 48.2GW，同比增长

60%。在终端市场带动和国家法规的倒逼下，各

家原料企业都在研发硅料新工艺。在这一背景

下，颗粒硅逐渐走入人们视线。

硅料即多晶硅，光伏产业需要的多晶硅纯度

达 99.9999％以上。目前，世界绝大部分厂家生

产的硅料，均采用传统的改良西门子法，这是最

为成熟、应用最广泛的工艺技术。

“改良西门子法主要原理是，把石英砂放在

电炉中冶炼还原制成 99%的工业硅粉，再与四氯

化硅和氢气反应得到三氯氢硅，经过精馏、提纯、

高温还原、尾气回收等一系列工艺流程，最终产

出棒状多晶硅。”保利协鑫研究院副院长蒋立民

介绍说。

FBR 颗粒硅也是多晶硅，但与改良西门子

法多晶硅相比，颗粒硅更小，仅有绿豆般大。

自 2010 年开始，保利协鑫子公司中能硅业便开

始自主研发颗粒硅技术，并通过收购海外资

产，最终实现颗粒硅量产。

“保利协鑫颗粒硅采用独创的硅烷流化床法

制造，将原料三氯氢硅歧化制得硅烷，硅烷在流化

床中进行分解反应制得颗粒状多晶硅，单程转化

率可达99%，减少了尾气回收和精馏环节，反应温

度也只有改良西门子法的60%，可以连续化生产，

能耗和成本都大大降低。”蒋立民告诉记者。

据介绍，下游硅片厂家拿到传统多晶硅后，

还需要破碎、清洗然后用于拉单晶，而颗粒硅不

需要破碎和清洗，可以直接投料拉单晶，而且流

动性好，相比于传统多晶硅更适合新一代连续投

料直拉工艺。

碳中和对光伏产业链提
出更高要求

早在多年前，光伏产业链登陆国内之时，就

有声音质疑光伏产业链能耗高，造成的污染和温

室气体排放高于发电收益。

随着自主技术进步和实践检验，这种质疑声

音已经逐渐消失。但是，硅料和硅片制造环节的

较高能耗，不仅制约光伏发电的成本降低，也影

响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光伏产业链中能耗最

高的是硅料制造环节，能耗占比达 45%。2020年

5 月，工信部发布《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20

年本》（征求意见稿），该规范规定，新/扩建多晶

硅综合电耗不大于 70千瓦时/千克。

“根据我们实测，FBR 颗粒硅综合电耗仅为

18千瓦时/千克，远低于行业规范。”蒋立民说。

我国已承诺，到 2030 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

装机容量将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这将带动大批

光伏发电项目投建运营。根据工信部规范要求，

记者沿着 FBR 颗粒硅和改良西门子法多晶硅的

生产流程，分别对二者生产的多晶硅组件，在整

个光伏产业链的路径进行碳足迹溯源，可以看

出，仅硅料环节生产 1吉瓦颗粒硅可减排 13万吨

二氧化碳，较改良西门子法降低 74%，从整个产

业链来看，生产 1吉瓦组件至少可降低二氧化碳

排放量 47.7%。

凭借着产能、成本控制和技术等诸方面的优

势，世界光伏产业重心逐步向中国转移。截至

2019 年，中国在多晶硅、硅片、电池片和组件环

节 的 产 量 占 全 球 比 例 均 已 超 过 60%，分 别 为

67%、97%、79%和 71%。

按照 2020 年国内硅料产能约 43 万吨测算，

由 FBR 替代西门子法每年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927 万吨。根据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研究

推论，一公顷树冠面积每年可消耗 205吨二氧化

碳，1927 万吨二氧化碳需要 9.4 万公顷树冠面

积，相当于每年多种了约 9400万棵树。

为淘汰落后光伏产能，工信部规范已明确提

出“光伏制造企业应采用工艺先进、节能环保、产

品质量好、生产成本低的生产技术和设备”。

蒋立民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经过 10 年研

究改进，FBR 颗粒硅已经较好地解决产品质量、

长周期连续运行、低成本等大规模产业化问题。

2019 年，实现了关键设备国产化及关键材料替

代，保利协鑫还领衔主编了颗粒硅国家标准。未

来，FBR 颗粒硅将对我国光伏产业链碳减排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满足“碳达峰、碳中和”要求
光伏材料颗粒硅新工艺来了

◎本报记者 张 晔 实习生 季天宇

在偌大宽敞的研发车间，科炭（厦门）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炭）的研发工程师们紧张

有序地忙碌着，新型碳基材料的生产线上，一桶

桶高纯度的氧化石墨烯浆料、一盒盒新型石墨烯

电磁屏蔽薄膜材料有序地输送到车间外……

“这是高效石墨烯屏蔽材料系列，具有轻薄、

柔韧可折叠、耐燃耐腐蚀等显著优势，可满足电

子产品、国防航天装备、电力电缆不同应用场景

的需求。”科炭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5G 时代来临，新一代高度集成、高功率和高

频电子器件数量急剧增加，电磁干扰和辐射问题

日益突出。开发高性能电磁屏蔽材料是抑制电

磁干扰和污染的重要手段，也是保证电子设备正

常运转不可或缺的组件。

然而，当前国内屏蔽材料性能低、产品单一，

高端屏蔽材料依赖进口。因此，开发集质量轻、

厚度小、柔韧性好、屏蔽性能优于一体的新型电

磁屏蔽材料迫在眉睫。

为此，科炭研发团队创新性开发了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抑制石墨烯堆垛和团聚技术、超

薄屏蔽膜制备技术等核心关键技术，研制了石

墨烯—活性碳复合材料、超薄石墨烯膜和高弹性

多孔石墨烯膜等高效屏蔽材料。当前，公司载银

活性碳材料已陆续在飞利浦等厂家净化产品上

使用，柔性石墨烯屏蔽薄膜也将用于手机等电子

通信产品。

石墨烯电磁屏蔽薄膜

抑制5G时代电磁干扰和辐射

能发热的玻璃长椅能发热的玻璃长椅、、可屏蔽电磁辐射的薄膜……可屏蔽电磁辐射的薄膜……

加点石墨烯加点石墨烯，，这些产品变这些产品变““神奇神奇””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合肥研究院获悉，该院

固体所功能材料物理与器件研究部童鹏研究员课题组与计算物理与量子

材料研究部张永胜研究员课题组合作，在六角硫化物中发现了温度驱动

的巨大热导率跳变效应，并给出理论解释。该材料体系易于合成、原料环

境友好，在热流主动控制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目前约 90%能源的使用涉及热量的产生与操控，因此有效控制热量

传导对于提高能源利用率、实现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材料的热导率大小是决定其热传导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如果材料热

导率随温度变化而发生突变，则可根据导热能力的不同实现对热流的自

主控制。近年来此类材料已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

研究人员发现，在低温反铁磁至高温顺磁相变处，六角硫化物的热导

率出现可逆跳变，变化率最大能超过 200%，变化幅度远高于镍钛合金等

典型固态热导率突变材料。为了阐明热导率突变的物理机制，研究人员

通过对硫化镍的电子能带结构计算，结合求解玻尔兹曼输运方程，发现高

于相变温度的顺磁态为金属，具有较大的电子热导率。研究人员用少量

金属银粘接六角硫化物硫化镍，通过与基体之间形成纳米过渡层，金属银

对热应力起到了很好的缓冲和释放作用，显著地改善了材料的脆性，同时

也提高了材料的机械加工性能和热循环稳定性。

当环境寒冷时，六角硫化物材料的低热导率可以延缓热量散失，起

到保温作用；而在炎热的环境下，六角硫化物材料的高热导率有助于热

量快速散发，防止器件过热，可用于维持电池、芯片的最佳工作温度。

该材料也可以与具有相反热导率温度依赖关系的材料联合使用，构筑

热二极管。

六角硫化物材料

巨大热导率跳变效应被发现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健高 通讯员刘佳）记者 3月 24日从中国科学院

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获悉，该所研发出长循环寿命的碳基锂离子

电容器单体，标志我国在高性能碳基锂离子电容器产业化方面取得重要

突破。

锂离子电容器是一种介于超级电容器和锂离子电池之间的新型储能

器件，具有高能量密度、高功率密度、可快速充放电、长循环寿命和高安全

性能等优点，在轨道交通、电动汽车的能量回收和加速启动、新能源发电、

航空航天和国防军事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但由于技术复杂、成本高等原因，目前锂离子电容器关键产业技术

及高性能原材料技术，在我国还没有获得突破，锂离子电容器基本依赖

进口。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以中科院青岛能源所为依托，在该所武建飞和

孙晓林高级工程师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该所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

通过开发高容量和高倍率的正负极核心材料等，成功研制出长循环寿命

的碳基锂离子电容器单体。其单体实际容量 780F，高倍率循环 10万圈容

量仍然保持 95.7%以上。

该所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经过一步步实践，在锂离子电容器

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引起了国内知名企业的关注。武建飞介绍，自

2020年起，该研究组与中国中车四方车辆研究所联合申报了山东省关键

技术攻关项目、与山东水发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力争将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锂离子电容器单体应用于轨道交通、家用汽车的能量回收及风

光储等领域。

循环寿命延长

新型碳基锂离子电容器问世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蕴）青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3 月 25 日

开工建设年产 16 万吨高能密度锂电材料智能制造基地项目。此举将有

力推动锂电关联产业低碳循环发展，对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国

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以及实现 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等战略部署具有

深远影响。

西宁市委常委、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常务副书记、管

委会常务副主任孔令栋表示，“十四五”时期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锂电

等一批新能源制造项目将是驱动我国能源发展的中坚力量，为抢抓这一

历史机遇，青海泰丰先行公司依托青海盐湖得天独厚的锂资源优势，进一

步扩大产业规模，建设总投资 30亿元年产 16万吨高能密度锂电材料生产

线，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200亿元。

青海泰丰先行董事长高力介绍，未来 5到 10年,锂电产业市场将迎来

井喷期,世界将进入 TWH（亿千瓦时）时代。按照测算，这将需要 220万

吨正极材料，需要碳酸锂 80 万吨。而 2020 年全球正极材料产量仅 70 万

吨左右，碳酸锂产量仅 30万吨左右，正极材料和碳酸锂供给缺口巨大，这

将带来上游材料的爆发式增长。

青海建设16万吨

高能密度锂电材料生产线

锂离子电容器的应用领域 孙晓林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