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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能量密度：高压化 

能量密度反映单位质量的电池所储存的电量，主要由电池容量、

电压平台、电池重量决定。目前，提高电池中活性物质占比改

进空间不大，现有负极的电压也已经足够低，技术改进重点将

放在提高正极物质比容量和提高电池电压上。值得注意的是，

在锂离子电池升级换代过程中，伴随电压的升高能量密度也明

显改善。从技术和历史上都印证了提高电池电压是提升电池能

量密度的重要途径。 

高压化：电解液是核心 

高镍三元正极材料在明显提高能量密度的同时，降低了材料成

本，已经发展成为市场主流。但是，高镍材料在制作和应用的

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难以攻克的技术难点使得 811 在研发过

程中遭遇瓶颈，厂商相继推迟量产。该背景下，使用目前市场

上产量占比最大的 NCM523 正极材料，在此基础上加大工作电

压，辅之相匹配的电解液，实现能量密度的提升。针对高电压

环境下电解液易被氧化分解，应重点关注添加剂的使用。 

电解液：精研添加剂，新宙邦优势最大 

高电压环境下，电解液易被氧化分解而导致正负极被破坏，其

中电解液在正极上的分解加剧现象又最为常见。新宙邦专注技

术积累，始终处于研发前沿，早做布局，其正极保护添加剂应

用广泛，已得到市场广泛认可。公司正极保护添加剂分为络合

型正极保护添加剂和正极成膜添加剂，可分别通过抑制电解液

在正极的分解或通过成膜来保护高电压正极。 

风险提示： 

新能源车发展速度不及预期，高压应用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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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压化是提升电池能量密度的重要途径 

1.1 提高能量密度途径不一，高压化是重要方向 

锂电池质量能量密度的计算公式为： 

质量能量密度（Wh/kg)=电池容量（mAh）×电压平台（V）/电池

重量（kg）。 

由此可见，提高锂电池能量密度主要可以从增加电池中正负极活

性物质的量、提高材料比容量、提高工作电压、减少电池配件重量等

途径出发。 

具体可从以下几个角度出发： 

提高电池中活性物质占比。锂离子电池主要由正负极活性物质、

电解液、隔膜、铜箔、铝箔和壳体及结构件等部分组成，真正为锂离

子电池提供容量的只有活性物质，因此提高活性物质在锂离子电池中

占比是提高锂离子电池容量的重要方式。通过加大电芯直径、高度可

提供更多空间，增加正负极涂布量可直接增加活性物质的量，使用高

导电碳纳米和高分子粘接剂可提高正负极活性物质含量。 

减少电池中非活性物质占比。除了正负极的活性物质之外，其余

材料都是锂离子电池的“死重”，占整个电池重量 40%左右。不影响

电池的性能前提下减轻这些材料的重量，同样可提升锂离子电池的能

量密度。用铝塑膜代替传统钢制外壳可减少结构件重量，减少隔膜厚

度、采用更薄集流体、使用新型导电剂和粘结剂、使用改进过的电解

液溶剂和添加剂都可以在不影响电池性能的前提下，通过减少用量来

减轻其占比。 

 

图表1： 提高电池中活性物质占比的方法  图表2： 圆柱电池 18650 到 21700 能量容量变化 

分类 方法 

提高活

性物质

含量 

加大电芯直径和高度 

提高正负极涂布量 

使用高导电碳纳米和高分子粘接剂 

 

减少非

活性物

质含量 

铝塑膜代替传统钢制外壳 

减少隔膜厚度 

采用更薄集流体 

使用新型导电剂和粘结剂 

改进过的电解液溶剂和添加剂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提高正极、负极活性物质比容量。可供选择的高容量正极材料主

要有：1)三元材料 NCM 和 NCA；2)富锂材料。三元材料是目前最为

成熟的高容量的正极材料，而且随着镍含量的提高，三元材料的比容

量也会相应的提高。而富锂材料由于其不可逆容量高、电压衰降、循

环性能差的不足在市场上还较为少见。 

可供选择的高容量负极材料主要有：1)硅基材料；2)N 掺杂石墨

类材料；3)过度金属硫化物；4)金属锂负极。硅负极是目前市场上最

为成熟可靠的高容量负极材料，N 掺杂石墨类材料是近年来高容量负

极材料的一个研究热点，金属硫化物主要指的是 MoS2，其可逆容量

远高于石墨材料，但是离子扩散速率低、电子电导率低影响其性能发

挥。金属锂负极比容量高，电势低，导电性好，是一种理想的负极材

料，目前技术已经解决了早期存在的安全性问题，应用时机已经成熟。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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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 电池高容量正负极材料比容量及其特点 

分类 比容量 特点 

 

正极材料 

三元 NCM811 200mAh/g 镍含量较高、发展最成熟 

三元 NCA 190mAh/g 

富锂材料 200-300mAh/g 不可逆容量高、电压衰降、循环性能差 

 

 

负极材料 

晶体硅 4200mAh/g 以上 膨胀大、循环性能差 

硅类氧化物 1500mAh/g 循环性能优异、首次效率低 

N 掺杂石墨类 931mAh/g（0.1A/g电流密度）  

金属硫化物 1290mAh/g 离子扩散速率低、电子电导率低 

金属锂负极 3860mAh/g 电势低、导电性好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提高锂离子电池工作电压。提高锂离子电池的工作电压可以提高

能量密度，而工作电压取决于正负极材料之间的电压差。现有负极电

压已经很低，进一步降低的空间不大，因而只能从正极材料方面进行

着手。发展至今，常用的锂离子正极材料有以钴酸锂（LiCoO2）为代

表的层状金属氧化物、以磷酸铁锂（LiFePO4）为代表的橄榄石结构

材料、以锰酸锂（LiMn2O4）为代表的尖晶石结构材料、以 NCM 和

NCA 为代表的三元层状结构材料。 

目前，提高电池中活性物质占比改进空间不大，现有负极的电压

也已经足够低，技术改进重点将放在提高正极物质比容量和提高电池

电压上。 

1.2 锂电池升级换代呈现高压化趋势，能量密度随之提升 

随着海内外公司加大对锂电池的研发投入，各电池材料性能都有

了显著的提高，锂离子电池经历了三次明显的升级换代。以钴酸锂作

为正极材料的电池为例，伴随电压从 4.2V - 4.3V - 4.4V - 4.6V 的增长，

钴酸锂的实际容量也有相应的提高。钴酸锂理论克容量为 274mAh/g，

在 4.2V/4.35V/4.4V 电压下实际克容量分别为 145mAh/g、165mAh/g、

170mAh/g，因而电池能量密度也呈现了逐步改善趋势。 

 

图表4： 锂离子电池升级换代 

 正极 负极 时间 应用 

第一代 4.2V LiCoO2 焦炭/石墨 1991- 消费电子 

第二代 4.3V LiCoO2 石墨 1994- 消费电子 

 

第三代 

 

4.4-4.6V LiCoO2 
 

石墨/硅碳 

 

2004- 
消费电子、电动汽车、电动工具、

规模储能、家庭储能、航空航天、

工业节能、国家安全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产业在国家政策支持与各企业的共同努

力下取得了较大成就。但补贴进一步退坡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也看

到了 2018 年电池能量密度相较去年有了显著提升。因此，在此政策

形式下，随着动力电池升级战打响，提升能量密度势在必行。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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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 17 年乘用车能量密度分布情况  图表6： 18 年第 5-8 批乘用车能量密度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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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高工锂电、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高工锂电、方正证券研究所 

 

2 电池高压化提升能量密度，电解液最为关键 

2.1 高电压环境下电解液挑战重重 

国内动力电池所用正极材料呈现磷酸铁锂往三元、三元由低镍往

高镍的发展趋势，三元材料高镍化过程中会产生产气、循环过程中金

属溶出从而破坏负极 SEI 膜、硅系负极添加剂破坏 SEI 膜、高镍材料

制作过程中造成的一系列安全问题等问题。 

如上所述，高镍三元材料在研发及应用的过程中碰到了很难克服

的技术难关，国内外 811 的量产计划并没有想象中顺利： 

国际动力电池企业 NCM811 导入“遇冷”。目前在高镍三元动力

电池领域，几乎是松下一家独秀的局面。除松下外，韩国锂电巨头 LG

化学、SKI、三星 SDI 自 2017 年以来就在积极备战高镍 811，但在产

业化进展上却呈现出节节败退的局面。按计划本该在 18 年实现

NCM811 电池大规模量产的 SKI、LG 化学、三星 SDI，近期却相继宣

布将推迟量产高镍 NCM811 电池的计划。 

国内电池企业“大跃进”式导入 NCM811。在“导入 NCM811

电池”的这一波国际浪潮中，国内电池企业呈现出集体“大跃进”的

趋势,即跳过 622 直接量产 811。2017 年下半年以来，包括比克动力、

力神电池、鹏辉能源、亿纬锂能、远东福斯特等在内的国内动力电池

企业在高镍 811 的导入明显提速。但当技术、工艺和原料来源都处于

领先地位的韩系企业在 NCM811 上都处处碰壁的时候，国内电池企业

选择跳过 622 直接量产 811 的做法是否过于冒进，是否能真正实现商

业化，仍需接受市场的考验。 

 

图表7： 高镍三元材料使用过程中的缺陷 

问题 具体描述 

产气 正极材料中镍含量增加，高镍中 4价镍离子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它会催化电

解液氧化分解，影响电池性能 

破坏负极 SEI膜 高镍体系电池循环过程中会有锰、钴等过渡金属溶出，破坏负极 SEI膜 

硅系负极添加剂 硅系负极由于有较高的膨胀特性，会破坏 SEI膜、本身颗粒也会粉化，对于循

环和安全性能不利 

安全性 高镍电池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容易出现循环性能减弱、安全性能下降、充电效率

降低等不良反应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上文中提到的电池升级换代过程中钴酸锂的高压化趋势给了我

们启发，在使用市占比最高且相对易供的 NCM523 的前提下，提高工

作电压，或许能为提高电池能量密度提供新的方向。 

目前电池的电压逐步从 4.2V 提高到 4.35V、4.4V、4.45V、4.5V

和 5V。其中 4.35V 和 4.4V 的锂离子电池已在市场上成熟使用，4.45V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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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5V 也开始受到市场青睐，逐步会发展成熟起来。 

而在电压不断加大的过程中，电解液所受影响较大。高电压环境

下电解液面临挑战，易出现以下问题： 

1）电解液不稳定，负极表面遭破坏。高电压下，当负极的电化

学势高于电解液最低电子未占有能级时，电解液在负极表面还

原，还原产物在负极材料颗粒表面形成“固液界面层”，从而导

致负极表面遭到破坏，锂电池的嵌脱锂过程无法正常进行。电池

性能衰减，甚至发生安全问题。 

2）电解液不稳定，正极表面遭破坏。高电压下，当正极的电化

学势低于电解液最高电子占有能级时，电解液在正极表面被氧

化，氧化产物在正极材料颗粒表面形成“固液界面层”，从而导

致正极表面遭到破坏，影响锂离子潜入脱出以及电池电子导电性

等，电池各项性能变差。 

2.2 匹配高压下的电解液，添加剂是焦点 

要想通过提高电压值来提升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有两条道路可

寻，一是对电池进行保护性的表面改性，二是找到可与高电压值正极

材料匹配的电解液。 

高电压锂离子电池的性能主要是由活性材料和电解液所决定，针

对高压下电解液面临的诸多挑战，设计、合成新型的耐高压电解液、

寻找合适的电解液添加剂显得非常重要，也是更为常见的解决途径。 

目前商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一般是传统碳酸酯有机电解液，溶质

盐为六氟磷酸锂。高电压下传统电解液氧化分解的原因有：锂盐在高

电压下的不稳定；有机溶剂易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且其氧化、还原产

物不能在电极表面形成稳定的钝化膜。 

针对以上原因，高电压电解液的选择标准为： 

1） 选择氧化电位较高且电化学窗口较宽的溶剂，如砜类、腈类

及氟代溶剂（该类溶剂污染大、成本高）； 

2） 电解液中加入正极保护添加剂来改善正极材料的界面性质； 

3） 电解液中加入正极成膜添加剂，抑制电解液和正极材料界面

间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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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 常见的用于高压电解液的添加剂 

高压电解液种类 添加剂 作用 

 

含磷复合型碳酸酯 

 

三( 2，2，2-三氟乙基)亚磷酸酯( TTFP) 
可在阴极表面形成稳定的 CEI 钝化膜，

抑制碳酸酯的氧化分解，改善电池的循

环性能 

 

 

 

含硼复合型碳酸酯  

三（三甲基硅烷）硼酸酯（TMSB） 形成较薄和较低阻抗的正极电解液界面

CEI 膜 

双草酸硼酸锂（LiBOB） 优先于电解液被氧化、形成具有良好离

子导电性的正极保护膜，抑制电解液氧

化分解和破坏正极材料、提高电池的循

环稳定性 

双氟草酸硼酸锂（LiFOB） 

四甲基硼酸酯（TMB） 

硼酸三甲酯（TB） 

三甲基环三硼氧烷（CAS) 

 

腈类高压电解液 

双草酸硼酸锂（LiBOB） 改善二腈类溶剂与石墨负极兼容性 

碳酸亚乙烯酯(VC) 电解液在 MCMB 表面生成稳定的 SEI

膜，显著改善电池循环性能 氟代碳酸亚乙基酯(FEC) 

 

含硫类电解液 

1, 3-丙磺酸内酯（PS）  

正极表面形成聚合物膜 二甲磺酰甲烷（DMSM） 

三氟甲基苯硫醚（PTS） 

离子液体电解液 烯烃取代咪唑双(三氟甲基磺酰)亚胺 形成一层致密、稳定的正极聚合物保护

膜、提高放电容量和循环性能 

 

其他类型 

双马来酰亚胺（BMI）添加剂 提高电解液稳定性 

丁二酸酐添加剂 抑制 LMNO 自放电 

5-羟基-1H-吲唑 正极表面形成钝化膜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从经济效益考虑，发展合适的电解液添加剂来稳定电极和电解液

界面又更加受到青睐。根据电解液中不同的溶质和不同的添加剂种

类，现有研究存在具有针对性的不同类别的高压电解液。 

 

图表9： 多氟烷基碳酸酯于电极表面成模图 图表10： TMSB 增强高压锂离子性能作用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综合来看，高压电解液中的添加剂在循环过程中的作用表现为：

一般会比溶剂分子优先氧化，从而在正极表面形成钝化膜，稳定电极

和电解液界面，有效避免电解液的氧化分解，最终实现电解液能在高

压下稳定存在。 

3 精研高压下添加剂，新宙邦最为亮眼 

上文提到，为提高电池能量密度，可考虑高电压化路径，而高电

压化导致电解液在正极上的分解加剧现象又最为常见。新宙邦专注技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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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积累，始终处于研发前沿，早做布局，其正极保护添加剂应用广泛，

已得到市场广泛认可。 

 

图表11： 新宙邦正极保护添加剂种类 

 
资料来源：新宙邦、方正证券研究所 

 

新宙邦正极保护添加剂分为络合型正极保护添加剂和正极成膜

添加剂。前者主要是存在于含不同种类官能团的氰基化合物，主要作

用是抑制电解液在正极的分解，显著改善高温储存性能和循环性能。

后者主要作用是通过成膜来保护高电压正极。 

 

图表12： 新宙邦正极保护添加剂的性能 

正极保护添加剂 类别 代表例 性能 

 

 

络合型正极保护

添加剂 

二氰基化合物 SN、ADN 有效抑制钴溶出和电解液在正极上的分解，可以

增大正极界面阻抗 

多氰基化合物 SCT83 显著改善高温储存性能，对循环性能有一定副作

用 

含其它官能团

氰基的化合物 

LDY226 显著改善高温储存性能，对循环性能有一定改进

作用 

 

 

正极成膜添加剂 

芳香族化合物 苯类、噻吩类 所形成的膜对于高电压正极的保护作用很有限，

实用价值不大 

环状化合物 PS 所形成的膜对于高电压正极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含不饱和键的

化合物 

RPS 所形成的膜对高电压正极有较强的保护作用，但

是通常阻抗较大 
 

资料来源：新宙邦、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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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智库│专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东西智库，专注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主要涵盖新一代

信息技术、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船舶与海工、轨道交

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医疗器

械等制造强国战略十大领域，并提供战略咨询、规划编制、项目

咨询、产业情报、品牌宣传等服务。

欢迎加入东西智库小密圈，阅览更多制造业精选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