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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在新型储能技术方面，中国
的创新热度超前，在全球最
为活跃

在本研究所关注的锂离子电
池、液流电池、钠硫电池、压缩
空气储能、超级电容等领域中，
从2000年到2020年，中国权利
人专利申请的总量均为第一，其
中在超级电容领域占比最高达到

中国新型储能创新主体以
科研院所为主，国外以企
业为主体

在各个新型储能方向中的主
要申请人分析中，我们发现中国
的大学与科研院所发挥了比较重
要的作用。在锂电领域，中国专
利的主要申请人以企业为主，前
20的申请人中有6家为大学，其余

为实现中国的碳中和目标，2050年的中国碳排放量或将比2005年下降超过90%，

中国将会迎来从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全方位的低碳革命，而创新绿色科技

在这些领域的研发与应用将会成为目标实现的关键。创新绿色科技的快速发展离不开

金融资本的参与和支持。然而，中国的绿色科技产业面临着比较严峻的资金挑战。以

上市公司为例，虽然在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中，绿色科技与其中新能源、新能源汽车、

节能环保、新材料四个产业直接相关，但是在资本市场，绿色企业的融资规模仍然比

较小。据统计，2018年中国绿色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合计224.2亿元，在全行业的占

比不到2%。

为了能够帮助绿色投资机构识别具有较强绿色创新属性的上市企业，并引导对绿

色行业感兴趣的投资者关注和参与绿色科技投资，中关村创蓝清洁空气产业联盟在世

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金融支持绿色科技平台、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院等伙伴的支持下，设立并启动了本研究项目。本研究针对锂离子电池、液

流电池、钠硫电池、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超级电容等新型储能技术，结合行业

与关键技术分析，应用全球专利创新情报，开展了行业绿色创新力以及重点企业案例

分析。同时本项目成果也可作为绿色“硬科技”企业投资分析方法的一种探索。通过研

究，初步得到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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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最低为钠硫电池领域，达到
38%。在这些技术领域中，美国、
日本、韩国、德国的申请者数量
占比也比较多。从趋势上看，中
国的申请量从2010年起，开始进
入大幅增长阶段。而其他国家在
2010年后也都有一个小幅的增
长，但总体保持相对稳定。

均为企业，但在其他新型储能技
术中，大学与研究院所的占比都
比较高，如超级电容储能领域的
前十位申请者，有8家都是大学。
这一方面说明在锂电以外的新型
储能技术成熟度较低，企业参与
度不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外
国公司在研发方面投入较高，可
以在更早的阶段介入研发以及商
业化的活动中。

1

绿色创新力分析
I



绿色创新力分析
II

在持续创新方面，上市公
司中比亚迪表现异常优越

研究发现，在所分析的中国
上市公司中，大部分企业都是
在2015年以后开始在相关新型
储能领域有大幅的专利申请的
增长，尤其最近几年的增长速
度很快。比亚迪在2005年单年

在创新的国际布局方面，
上市公司中宁德时代与比
亚迪关注较高

相比于国际竞争对手，中
国上市公司在创新的国际布局
方面整体存在较大的差距。国
外的科技巨头基本上会在全球
跨十多个国家开展系统的布局
工作，而中国新型储能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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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锂电新型储能技术上市
公司涉及较少，部分非上
市企业表现突出

研究发现在钠硫电池、液流
电池、超级电容等领域有少数
上市公司涉及，压缩空气领域
并未发现关联度很高的上市公
司。在这些技术方向却发现了
一批表现优异的非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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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量便已突破100件，并在
2008年超过150件，到达一个申
请高峰，后续年度保持相对稳
定，在2019年再次达到又一个
申请高峰。由此可以看到比亚
迪在持续的研发投入以及创新
转化方面有比较突出的表现。

市公司却基本将创新都布局在
了中国，主动放弃了在其他国
家的专利权力，其中还包括一
些申请量突破上千件的上市企
业。值得一提的是宁德时代和
比亚迪都在新型储能领域开展
了相对系统的国际布局工作，
尤其宁德时代，在海外布局的
专利申请量已经超过了40%。

以大连融科为例，该企业为大
连化物所参股的科技公司，在
液流电池领域布局了200多项发
明专利，布局的技术方向涵盖
了多个液流电池发展的关键技
术点，且部分核心专利通过PCT
的形式进行了国际化的布局。
这些创新资产会在未来为企业
的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助力。

图片：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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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简介

� 研究方法

为了分析和评估相关企业在新型储能技术领域的绿色创新力，项目组应用

了全球120多个国家的专利数据库作为数据分析的基础。为获得排他性的商业竞

争优势，科技企业会选择申请专利，并按照专利法的要求在专利申请文件中公

布其相关技术方案。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分析，世界每年发明创造成果的90%-

95%可以在专利文献中查到，且有80%左右的发明成果仅通过专利文献公开。因

此，专利数据库事实上是非常有价值的商业情报。但由于知识产权工作具有较

强的专业性，在使用相关资料开展分析时会有一定的专业壁垒，因此相关的专

利情报主要会在知识产权相关的专业人士以及部分研发工作者中使用，而对于

其他群体，尤其投资机构群体，尚未形成普遍的使用习惯。

项目组将专利情报与行业、技术分析相结合，形成了一套跨界融合的绿色

创新力分析方法。一方面，对各新型储能技术领域进行整体的行业创新情况分

析，分析的维度将包括创新申请数量、主要国家、地域分布、时间分布、主要

机构等。另一方面，项目组还在各新型储能技术方向选取了典型的上市公司作

为案例，开展了绿色创新力的分析，分析的维度包括了创新资产的总览、时间

的布局、预期寿命、国际布局，以及企业所关注的关键技术方向等。

�����不确定性

目前，储能技术包括多种技术路线，如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飞轮

储能、超级电容等物理储能技术，也包括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钠硫电池等

电化学储能技术。以上技术中，除了抽水蓄能，其他都属于新型储能技术。目

前，这些新型储能技术没有一种在市场上形成绝对优势，在大规模应用方面还

普遍在关键材料、单元、模块、系统中存在明显短板，未来应用前景还存在较

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储能技术领域针对关键方向的持续科技研发和创新成果

尤为关键。对上市公司来说，相关的技术布局会对企业是否能够形成可持续的

商业竞争力造成影响。在科技创新方面有更多投入和产出的上市公司，应当得

到更多投资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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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UNSPLASH

� 分类方法

本项目将针对新型储能技术中的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压缩空气储能、飞

轮储能、超级电容等技术进行分析，分析内容将涵盖各方向全球整体的创新情况

分析以及部分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由于相比于其他新型储能的技术路线，锂离

子电池的应用相对成熟，在全球的创新布局中已经成为广泛的热点，且在中国集

中了很大一批上市企业，因此在本报告的分析中，将新型储能技术分为锂电储能

技术以及其他新型储能技术两个大的类别分别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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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属于一种二次电池（充电电

池），它主要依靠锂离子在正极和负极往返嵌

入和脱嵌来工作，锂离子电池具备优越的综合

电化学性能。在储能领域，锂离子电池在使用

效率、布局灵活性、循环寿命、投资成本等方

面具有很高的优势，是目前适合规模化发展的

储能形式。近十年来，中国①锂电池储能的规

模呈增长趋势。截至2019年，锂电池储能市场

容量占我国储能市场的约4.27%。

从2000年到2020年，全球共有约30.99万

件关于锂离子电池的专利申请（如图1-1-1所

示）。中国、日本、美国是受理锂离子电池专

利申请的累计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局

受理的专利数量占比达到53.3%，为全球最高，

而日本、美国分别以11.8%、9.0%� 排在第二、第

三位。

如图1-1-3展示了中国、日本、美国在锂

电池领域各国权利人的申请趋势，可以看出自

2010年开始，中国在年度申请数量上超越日本

和美国，成为单年申请量最多的国家。这也意

味着锂离子电池领域在中国的研究热度近年来

迅速上升。

图1-1-1全球锂离子电池申请趋势

图1-1-2全球锂离子电池受理局比例

①本报告中所提及关于中国的表述，如未经特殊说明，则仅指示中国大陆地区，不包含中国香港、澳门与台湾。如有特殊需要，则均已进行
相关标注，如图2-4-2中的“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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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全球锂电池前五申请人区域趋势

图片：UNSPLASH，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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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锂电池领域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申

请情况的分析，研究发现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名称：宁德时代；股票代

码：300750）在锂电池领域做了比较突出的努

力，并且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新资产。因

此，本报告选取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②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 创新总览

通过对宁德时代的专利情况进行分析，研

究发现宁德时代在锂电池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

共有1669件，这一数量处于行业内中国公司的

领先水平，如图1-1-4所示，宁德时代针对锂

电池的专利申请数量自2014年开始呈快速增长

趋势，2017-2020年间保持每年的专利申请数

量在250件以上，其中2019年专利申请数量最

多，达到了452件。可以看出近年来宁德时代

正积极地在锂电池领域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

此外，如图1-1-5所示，宁德时代在与锂电池

相关的专利中，发明专利的占比较高，达到

90%。从专利数据上看，宁德时代拥有上百名

与锂电池相关的发明人，其中参与度最高的发

明人参与了167项专利。

� 时间布局

从创新资产的寿命角度分析，宁德时代所

持有的发明专利有98%仍有超过10年的寿命，

创新研发的热度在近几年较为集中。在未来，

宁德时代有机会在较长的时间周期里对行业实

施影响。

图1-1-4�宁德时代专利申请趋势

图1-1-5�宁德时代专利类型

②本报告对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持有在锂电池领域的专利和专利申请的分析,也包括了该公司的子公司
（如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时代上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等子公司）持有的相关专利和专利申请。

图1-1-6�宁德时代专利剩余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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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布局

此外，在专利的布局方面，宁德时代在锂

电池零部件及综合设计、制造工艺、电池材料

选择等多个技术方向进行了布局，涵盖了多个

关键技术问题。

� 国际战略

在国际布局方面，图1-1-8展示了宁德时

代在锂电池领域专利布局的情况，从图中可以

看出宁德时代在专利的国际布局方面做了较大

量的工作，布局情况处在行业领先位置，其进

行海外布局的专利占比为42%，布局的国家包

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德国等国，

并通过PCT及欧洲专利申请保留了其在多个国

家的现有或预期专利权。这也可以看出宁德时

代对国际市场以及运用专利国际布局对国际市

场进行保护的重视。

图1-1-7�宁德时代锂电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情况

表1-1-1�宁德时代锂电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对应分类号解释

图1-1-8�宁德时代锂电相关专利国际布局情况

H01M10/0525 含锂的摇椅式电池

H01M10/0567 以添加剂为特征的有机液体材料电解质（电池用）

H01M4/525 插入或嵌入轻金属且含铁、钴或镍的混合氧化物或氢
氧化物的电极

H01M4/505 插入或嵌入轻金属且含锰的混合氧化物或氢氧化物
的电极

H01M4/62 电极的活性物质中非活性材料成分的选择

H01M10/42 使用或维护二次电池或二次半电池的方法及装置��

H01M4/36 电极中活性物质、活性体、活性液体的材料的选择

H01M4/131 基于混合氧化物或氢氧化物、或氧化物或氢氧化物的
混合物的电极

H01M4/13 非水电解质蓄电池的电极

H01M4/66 由活性材料组成或包括活性材料的电极中载体或集电
器材料的选择

H01M4/02 由活性材料组成或包括活性材料的电极

H01M4/58 除氧化物或氢氧化物以外的无机化合物的活性电极

H02J7/00 用于电池组的充电或去极化或用于由电池组向负载
供电的装置

H01M4/133 基于碳材料的电极

H01M4/587 用于插入或嵌入轻金属的碳质材料（电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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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锂电池领域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申

请情况的分析，研究发现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名称：亿纬锂能；股票代码：�

300014）在锂电池领域做了比较突出的努力，

并且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新资产。因此，

本报告选取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③作为

案例进行分析。

� 创新总览

通过对亿纬锂能的专利情况进行分析，研

究发现在亿纬锂能在锂电池领域的专利申请数

量共有675件，这一数量处于行业内中国公司

的领先水平，如图1-1-9所示，亿纬锂能针对

锂电池的专利申请数量自2013年左右开始呈缓

慢增长趋势，直到2020年，亿纬锂能与锂电相

关的专利呈现爆发式增长，年申请量由2019年

的73件增长至2020年的245件。可以看出近年

来亿纬锂能正积极地在锂电池领域开展相关的

研究工作。此外，如图1-1-10所示，亿纬锂能

在与锂电池相关的专利中，发明专利的占比为

67%。从专利数据上看，亿纬锂能拥有上百名

与锂电池相关的发明人，其中参与度最高的发

明人参与了434项专利。

� 时间布局

创新资产的寿命角度分析，亿纬锂能所持

有的发明专利有90%仍有超过10年的寿命，创

新研发的热度在近几年较为集中。在未来，亿

纬锂能有机会在较长的时间周期里对行业实施

影响。

图1-1-9�亿纬锂能专利申请趋势

图1-1-10�亿纬锂能专利类型

③本报告对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纬锂能”）持有的锂电池领域的专利和专利申请的分析,也包括了该公司的子公司（如
惠州亿纬创能电池有限公司、荆门亿纬创能锂电池有限公司等子公司）持有的相关专利和专利申请。

图1-1-11�亿纬锂能专利剩余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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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布局

此外，在专利的布局方面，亿纬锂能在锂

电池零部件及综合设计、制造工艺、电池材料

选择等多个技术方向进行了布局，涵盖了多个

关键技术问题。

� 国际战略

在国际布局方面，图1-1-13展示了亿纬锂

能在锂电池领域专利布局的情况，从图中可以

看出亿纬锂能在专利的国际布局方面开展了相

关工作，其进行海外布局的专利占比约为2%，

布局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并通过PCT申请

保留了其在多个国家的现有或预期专利权。

图1-1-13�亿纬锂能锂电相关专利国际布局情况

图1-1-9�亿纬锂能专利申请趋势 图1-1-12�亿纬锂能锂电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情况

表1-1-2�亿纬锂能锂电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对应分类号解释

H01M2/08 电池箱、套或罩的密封材料

H01M4/505 插入或嵌入轻金属且含锰的混合氧化物或氢氧化物
的电极

H01M4/525 插入或嵌入轻金属且含铁、钴或镍的混合氧化物或氢
氧化物的电极

H01M4/139 非水电解质蓄电池的电极的制造方法

H01M10/052 锂蓄电池

H01M4/36 电极中活性物质、活性体、活性液体的材料的选择

H01M6/14 非水溶液电解质电池

H01M4/13 非水电解质蓄电池的电极

H01M4/04 由活性材料组成或包括活性材料的电极的一般制造
方法

H01M2/26 电池电极的联接

H01M2/02 电池箱、套或罩

H01M4/62 电极的活性物质中非活性材料成分的选择

H01M10/0587 只具有卷绕结构元件的非水电解质蓄电池

H01M10/058 非水电解质蓄电池的构造或制造

H01M10/0525 含锂的摇椅式电池



比亚迪

绿色创新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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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锂电池领域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申

请情况的分析，研究发现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名称：比亚迪；股票代码：�002594）在

锂电池领域做了比较突出的努力，并形成了具

有一定规模的创新资产，是同行业上市公司中

布局与锂电池相关专利处于领先水平的上市公

司。因此，本报告选取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④

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 创新总览

通过对比亚迪的专利情况进行分析，研究

发现比亚迪在锂电池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共有

1634件，这一数量处于行业内中国公司的领先

水平，如图1-1-14所示，比亚迪针对锂电池的

专利在2004年-2011年以及2016年至今经历了

两个申请高峰期，其中2006年、2008年、2019

年的年申请量均超过了140件。而这也可以看

出在上述两个时间段内，比亚迪正积极地在锂

电池领域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此外，如图

1-1-15所示，比亚迪在与锂电池相关的专利

中，发明专利的占比较高，达到84%。从专利

数据上看，比亚迪拥有上百名与锂电池相关的

发明人，其中参与度最高的发明人参与了77项

专利。

� 时间布局

从创新资产的寿命角度分析，比亚迪所持

有的发明专利有52%拥有超过10年的寿命，创

新研发的热度在近几年又出现了新的高峰。在

未来，比亚迪有机会在较长的时间周期里对行

业实施影响。

图1-1-14�比亚迪专利申请趋势

图1-1-15�比亚迪专利类型

④本报告对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持有的锂电池领域的专利和专利申请的分析,也包括了该公司的子公司（如比比亚迪
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等子公司）持有的相关专利和专利申请。

图1-1-16�比亚迪专利剩余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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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布局

此外，在专利的布局方面，比亚迪在锂

电池零部件及综合设计、电池维护方法、制造

工艺、电池材料选择等多个技术方向进行了布

局，涵盖了多个关键技术问题。

� 国际战略

在国际布局方面，图1-1-18展示了比亚迪

在锂电池领域专利布局的情况，从图中可以看

出比亚迪在专利的国际布局方面做了较大量的

工作，布局情况处在行业领先位置，其进行海

外布局的专利占比为27%，布局了包括美国、

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德国在内的超过10

个国家和地区，并通过PCT、欧洲专利申请、

欧亚专利申请保留了其在多个国家的现有或预

期专利权。这也可以看出比亚迪对国际市场以

及运用专利国际布局对国际市场进行保护的重

视。

图1-1-17�比亚迪锂电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情况

图1-1-18�比亚迪锂电相关专利国际布局情况

H01M10/0567 以添加剂为特征的有机液体材料电解质（电池用）

H01M10/42 使用或维护二次电池或二次半电池的方法及装置�

H01M2/16 按材料区分的隔板；薄膜；膜片；间隔元件

H01M4/13 非水电解质蓄电池的电极的制造方法

H01M4/48 无机氧化物或氢氧化物材料构成的电极

H01M10/36 部分蓄电池

H01M10/38 其他蓄电池的结构或制造

H01M4/02 由活性材料组成或包括活性材料的电极

H01M4/36 电极中活性物质、活性体、活性液体的材料的选择

H01M10/058 非水电解质蓄电池的构造或制造

H01M4/04 由活性材料组成或包括活性材料的电极的一般制造
方法

H01M4/62 电极的活性物质中非活性材料成分的选择

H01M4/58 除氧化物或氢氧化物以外的无机化合物的活性电极

H01M10/40 带有有机电解质的二次电池

H01M10/0525 含锂的摇椅式电池

表1-1-3�比亚迪锂电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对应分类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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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锂电池领域中国上市公司专

利申请情况的分析，研究发现，国轩高科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名称：国轩高科；股票代

码：002074）在锂电池领域做了较突出的努

力，并且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新资产，是

同行业上市公司中布局与锂电池相关专利最多

的上市公司。因此，本报告选取国轩高科股份

有限公司⑤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 创新总览

通过对国轩高科的专利情况进行分析，研

究发现国轩高科在锂电池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

共有2044件，这一数量处于行业内中国公司的

领先水平，如图1-1-19所示，国轩高科针对锂

电池的专利申请数量自2016年开始呈快速增长

趋势，2016-2020年间保持每年的专利申请数

量在250件以上，其中2018年专利申请数量最

多，达到了449件。可以看出近年来国轩高科

正积极地在锂电池领域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

此外，如图1-1-20所示，国轩高科在与锂电池

相关的专利中，发明专利的占比为63%。从专

利数据上看，国轩高科拥有上百名与锂电池相

关的发明人，其中参与度最高的发明人参与了

88项专利。

� 时间布局

从创新资产的寿命角度分析，国轩高科所

持有的发明专利有超过99%仍拥有10年以上的

寿命，创新研发的热度在近几年较为集中。在

未来，国轩高科有机会在较长的时间周期里对

行业实施影响。

图1-1-19�国轩高科专利申请趋势

图1-1-21�国轩高科专利剩余寿命

⑤本报告对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高科”）持有的锂电池领域的专利和专利申请的分析,也包括了该公司的子公司（如合肥
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股份公司以及航天国轩(唐山)锂电池有限公司等子公司）持有的相关专利和专利申请。

图1-1-20�国轩高科专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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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布局

此外，在专利的布局方面，国轩高科在

锂电池零部件及综合设计、制造工艺、电池材

料选择、电池箱清洗方法、充放电方法等多个

技术方向进行了布局，涵盖了多个关键技术问

题。

� 国际战略

在国际布局方面，图1-1-23展示了国轩高

科在锂电池领域专利布局的情况，图中可以看

出国轩高科在专利的国际布局方面开展了相关

工作，其进行海外布局的专利占比约为0.8%，

布局的国家为美国，此外国轩高科还通过PCT

申请保留了其在多个国家的现有或预期专利

权。

图1-1-22�国轩高科锂电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情况

图1-1-23�国轩高科锂电相关专利国际布局情况

H01M10/44 二次电池充电或放电的方法

H01M4/139 非水电解质蓄电池的电极的制造方法

H01M2/36 对电池箱注液、补液或从电池箱排液装置

H01M4/38 元素或合金的一次电池制造方法

H01M10/54 废蓄电池有用部件的再生

H01M10/0587 只具有卷绕结构元件的非水电解质蓄电池

H01M4/505 插入或嵌入轻金属且含锰的混合氧化物或氢氧化物
的电极

H01M4/525 插入或嵌入轻金属且含铁、钴或镍的混合氧化物或氢
氧化物的电极

H01M4/04 由活性材料组成或包括活性材料的电极的一般制造
方法

H01M10/42 使用或维护二次电池或二次半电池的方法及装置�

H01M4/58 除氧化物或氢氧化物以外的无机化合物的活性电极

H01M4/36 电极中活性物质、活性体、活性液体的材料的选择

H01M4/62 电极的活性物质中非活性材料成分的选择

H01M10/058 非水电解质蓄电池的构造或制造

H01M10/0525 含锂的摇椅式电池

表1-1-4�国轩高科锂电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对应分类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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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锂电池领域中国上市公司专利

申请情况的分析，研究发现珠海冠宇电池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名称：珠海冠宇；股票代

码：688772）在锂电池领域做出了比较突出的

努力，并且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新资产。

因此，本报告选取了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

司⑥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 创新总览

通过对珠海冠宇的专利情况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珠海冠宇在锂电池领域的专利申请数

量共有750件，这一数量处于行业内中国公司

的领先水平，如图1-1-24所示，珠海冠宇针对

锂电池的专利申请数量自2018年开始呈快速增

长趋势，其中2020年专利申请数量最多，达到

了341件。可以看出近年来珠海冠宇正积极地

在锂电池领域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此外，如

图1-1-25所示，珠海冠宇在与锂电池相关的专

利中，发明专利的占比较高，达到76%。从专

利数据上看，珠海冠宇拥有上百名与锂电池相

关的发明人，其中参与度最高的发明人参与了

529项专利。

� 时间布局

从创新资产的寿命角度分析，珠海冠宇所

持有的发明专利有99%仍有超过10年的寿命，

创新研发的热度在近几年较为集中。在未来，

珠海冠宇有机会在较长的时间周期里对行业实

施影响。

图1-1-24�珠海冠宇专利申请趋势

图1-1-25�珠海冠宇专利类型

⑥本报告对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冠宇”）持有的锂电池领域的专利和专利申请的分析,也包括了该公司的子公司（如
珠海冠宇电池有限公司、珠海光宇电池有限公司以及珠海冠宇电源有限公司等子公司）持有的相关专利和专利申请。

图1-1-26�珠海冠宇专利剩余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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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布局

此外，在专利的布局方面，珠海冠宇在锂

电池零部件及综合设计、制造方法及工艺、电

池材料选择等多个技术方向进行了布局，涵盖

了多个关键技术问题。

� 国际战略

在国际布局方面，图1-1-28展示了珠海冠

宇在锂电池领域专利布局的情况，图中可以看

出珠海冠宇在专利的国际布局方面开展了相关

工作，其进行海外布局的专利占比约为3.6%，

布局的国家为美国，此外珠海冠宇还通过并通

过PCT及欧洲专利申请保留了其在多个国家的

现有或预期专利权。

图1-1-27�珠海冠宇锂电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情况

图1-1-28�珠海冠宇锂电相关专利国际布局情况

H01M4/04 由活性材料组成或包括活性材料的电极的一般制造
方法

H01M4/133 基于碳材料的电极

H01M4/525 插入或嵌入轻金属且含铁、钴或镍的混合氧化物或氢
氧化物的电极

H01M4/38 元素或合金的一次电池制造方法

H01M4/139 非水电解质蓄电池的电极的制造方法

H01M4/66 由活性材料组成或包括活性材料的电极中载体或集电
器材料的选择

H01M4/131 基于混合氧化物或氢氧化物、或氧化物或氢氧化物的
混合物的电极

H01M10/0587 只具有卷绕结构元件的非水电解质蓄电池

H01M4/36 电极中活性物质、活性体、活性液体的材料的选择

H01M4/13 非水电解质蓄电池的电极的制造方法

H01M10/42 使用或维护二次电池或二次半电池的方法及装置

H01M10/0567 以添加剂为特征的有机液体材料电解质（电池用）

H01M10/058 非水电解质蓄电池的构造或制造

H01M4/62 电极的活性物质中非活性材料成分的选择

H01M10/0525 含锂的摇椅式电池

表1-1-5�珠海冠宇锂电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对应分类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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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流电池领域

绿色创新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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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流电池通过正、负极电解质溶液活性物

质发生可逆氧化还原反应实现电能和化学能的

相互转化。充电时，正极发生氧化反应使活性

物质价态升高，负极发生还原反应使活性物质

价态降低，放电过程与之相反。在电池内部，

正负极的反应物被半透膜隔开。所有的化学反

应都在溶液中进行，反应结束后溶液可以通过

泵从电池中抽走，同时新的待反应的溶液从储

料罐中被注入到电池内部。液流电池具有功率

密度和能量密度独立可调、储能容量易调节规

模、液流电池选址自由度大、安全性高、较少

受到副反应的干扰、响应快等特点，许多国家

都在积极布局液流电池储能相关的技术。

图2-1-1�液流电池领域各国权利人申请数量占比

液流电池领域创新热
度情况综述

从2000年到2020年，全球一共有约24550

件关于液流电池的专利申请（如图2-1-2所

示）。中国、美国、日本是液流电池专利申请

累计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权利人在钠

硫电池领域的专利数量占比达到44%，为全球

最高，而美国、日本分别以16%、11%排在第

二、第三位。

如图2-1-3展示了中国、美国、日本在液

流电池领域各国权利人的申请趋势，可以看出

自2009年开始，中国在年度申请数量上超越美

国和日本，成为单年申请量最多的国家。这也

意味着液流电池在中国的研究热度近年来迅速

上升。

液流电池原理示意图（图片：IT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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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全球液流电池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图2-1-3�液流电池领域各国权利人申请趋势

近年来液流电池在中国的研究热度迅速上

升，专利申请的总量也超过全球总量的40%，

从专利申请人⑦的情况来看，全球申请数量排

名前十的申请人中，中国申请人占据了三席，

分别为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以及大连融科储能技术发展有限公

司，日本企业占据了4席。

在中国专利的申请人排名的前十名中，科

研院所有5家，企业为4家。此外，我们也可以

看到住友电器工业株式会社也在中国进行了液

流电池领域的专利布局。

图2-1-4�全球（左）及中国（右）申请人TOP10

⑦本报告中各国的申请人包括各国本土的机构申请者及个人，这些申请人在海外申请的专利也会被统计在该国的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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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液流电池领域中国上市公司

专利申请情况的分析，研究发现东方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名称：东方电气；股票代

码：600875）在液流电池领域做了比较突出的

努力，并且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新资产。

因此，本报告选取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⑧作

为案例进行分析。

�

����创新总览

通过对液流电池行业的综合分析评估，研

究发现东方电气在液流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共

有69件，这一数量高于行业内其他中国公司水

平，且发明专利的占比较高，达到80%。从专

利数据上看，东方电气拥有88名与液流电池相

关的发明人，其中参与度最高的发明人参与了

45项专利。

�

����时间布局

从创新资产的寿命角度分析，东方电气

所持有的发明专利均有10年以上的寿命，创新

研发的热度在近几年较为集中。在未来，东方

电气有机会在较长的时间周期里对行业实施影

响。

图2-1-5�东方电气专利类型

⑧本报告对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气”）持有的液流电池领域的专利和专利申请的分析,也包括了该公司的子公司（如东
方电气(成都)氢燃料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等子公司）持有的相关专利和专利申请。根据东方电气的股权
结构及专利权人的信息可以得出，东方电气与液流电池相关的专利主要由其子公司“东方电气(成都)氢燃料电池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子公
司“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同样持有4%的液流电池相关专利，而东方电气本身的持有比例为18%。

图2-1-6�东方电气发明专利剩余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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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布局

此外，在专利的布局方面，东方电气在液

流电池零部件及综合设计、制造工艺、电池的

测试方法、材料选择等多个技术方向进行了布

局，涵盖了多个关键技术问题。

� 国际战略

在国际布局方面，图2-1-8展示了东方电

气在液流电池领域专利布局的情况，从图中可

以看出东方电气在专利的国际布局方面做了相

关工作，东方电气在液流电池领域进行海外布

局的专利占比为17%，布局的国家为美国，并

通过PCT保留了其在多个国家的现有或预期专

利权。

图2-1-7�东方电气液流电池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情况

图2-1-8�东方电气区域专利布局情况

H01M8/0263 燃料电池集电器、隔板的弯曲状由流场

G01R31/36 用于测试、测量或监测蓄电池或电池的电气状况的
设备

H01M8/026 燃料电池集电器、隔板由流场的沟槽特征

H01M8/0273 围绕燃料电池元件的框架的形式的密封或支撑装置

H01M8/0276 围绕燃料电池元件的框架的形式的密封装置

H01M4/88 用催化剂活化的惰性电极制造方法

H01M8/2455 具有液体，固体或电解质充电的反应物（燃料电池
用）

H01M8/04276 与电解质流的处理相关的装置（燃料电池用）

H01M8/0258 多孔或无孔和通道配置特点的燃料电池集电器、隔板

H01M8/20 间接燃料电池

H01M4/86 用催化剂活化的惰性电极

H01M8/04 用于燃料电池及其制造的辅助装置

H01M8/02 用于燃料电池及其制造的零部件

H01M8/24 组合燃料电池

H01M8/18 再生式燃料电池

表2-1-1�东方电气液流电池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对应分类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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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液流电池领域相关公司的筛选中，项目

组同样选取了在国内液流电池领域表现较为突

出的非上市公司“大连融科储能技术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连融科”）进行分析。大连融

科在液流电池领域做了比较突出的努力，并且

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新资产。因此，本报

告选取大连融科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 创新总览

通过对液流电池行业的综合分析评估，研

究发现大连融科在液流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共

有228件，这一数量远高于行业内其他中国公

司水平，且发明专利占比较高，达到89%。从

专利数据上看，大连融科拥有上百名与液流电

池相关的发明人，其中参与度最高的发明人参

与了178项专利。

� 时间布局

从创新资产的寿命角度分析，大连融科所

持有的发明专利有75%超过10年的寿命，创新

研发的热度在近几年较为集中。在未来，大连

融科有机会在较长的时间周期里对行业实施影

响。

图2-1-9�大连融科专利类型

图2-1-10�大连融科发明专利剩余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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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布局

此外，在专利的布局方面，大连融科在

液流电池零部件及综合设计、制造工艺、管理

系统、可再生电力储能系统的生产工艺等多个

技术方向进行了布局，涵盖了多个关键技术问

题。

� 国际战略

在国际布局方面，图2-1-12展示了大连融

科在液流电池领域专利布局的情况，从图中可

以看出大连融科在专利的国际布局方面做了相

关工作，大连融科在液流电池领域进行海外布

局的专利占比为16%，布局的国家包括美国、

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并通过PCT保留了其在

多个国家的现有或预期专利权。

图2-1-11�大连融科液流电池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情况

图2-1-12�大连融科区域专利布局情况

G01R31/36 用于测试、测量或监测蓄电池或电池的电气状况的
设备

H01M4/88 用催化剂活化的惰性电极制造方法

H01M8/04276 与电解质流的处理相关的装置（燃料电池用）

H01M8/2455 具有液体，固体或电解质充电的反应物（燃料电池
用）

H01M8/20 间接燃料电池�

H01M8/04298 用于控制燃料电池或燃料电池系统的方法

H01M8/2465 燃料电池堆的零部件

H01M8/24 组合燃料电池

H01M2/16 按材料区分的隔板、薄膜、膜片、间隔元件

H01M8/0273 围绕燃料电池元件的框架的形式的密封或支撑装置

H01M4/86 用催化剂活化的惰性电极

H01M8/04537 以电变量检测或计算为特点的，燃料电池故障或异
常控制系统

H01M8/04 用于燃料电池及其制造的辅助装置

H01M8/02 用于燃料电池及其制造的零部件

H01M8/18 再生式燃料电池

表2-1-2�大连融科液流电池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对应分类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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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硫电池以熔融金属钠作为负极材料，液

态硫和多硫化钠熔盐作为正极材料，β-氧化铝

同时起到隔膜和电解质的作用。钠硫电池的工

作温度为300~350℃。在工作温度下，负极产

生Na+并放出电子，同时Na+穿过β-氧化铝，

电解质与正极S反应生成钠硫化物。电池充电

过程中，钠硫化物在正极分解，Na+返回负极

并与电子重新结合，从而实现电池的充放电过

程。钠硫电池储能应用技术作为一种具有潜力

的储能二次电池，拥有很好的市场前景。与多

种电能储存技术相比，钠硫电池具有容量大、

寿命长的储能性能。目前，大功率钠硫储能电

池主要用于削峰填谷、风力发电、应急电源等

方面，以提高供电可靠性，许多国家都在积极

布局钠硫电池储能相关的技术。

图2-2-1�钠硫电池领域主要国家权利人申请专利数量占比

图2-2-2�全球钠硫电池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钠硫电池领域创新热度
情况综述

从2000年到2020年，全球共有约6000件关

于钠硫电池的专利申请（如图2-2-2所示）。

中国、美国、日本是钠硫电池专利申请累计数

量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权利人在钠硫电池

领域的专利数量占比达到38%，为全球最高，

而日本、美国分别以23%、17%�排在第二、第三

位。

如图2-2-3展示了中国、日本、美国在钠

硫电池领域各国权利人的申请趋势，可以看出

自2012年开始，中国在年度申请数量上超越美

国和日本，成为单年申请量最多的国家。这也

意味着钠硫电池在中国的研究热度近年来迅速

上升。

钠硫电池原理示意图（图片：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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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钠硫电池领域各国权利人申请趋势

虽然近年来钠硫电池在中国的研究热度迅

速上升，专利申请的总量也超过全球总量的半

数，但从专利申请人来看，全球申请数量排名

前十的申请人中，仅有中南大学一家中国申请

人，而日本企业表现突出，在前十名中共有4家

来自日本的申请人。

在中国专利的申请人排名中，前十名中有

一家日本企业，中国申请人里5家为科研院所，

企业为4家。在两个榜单中我们都看到了日本碍

子株式会社（NGK），该公司是在全球实现钠

硫电池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领军企业。在钠硫

电池的研发以及专利布局方面有着很突出的领

先优势。

图2-2-4�全球（左）及中国（右）申请人TOP10

日本碍子株式会社（NGK）成立于1919年，总部位于日本名古屋。以陶瓷产品起家

的NGK目前是全球唯一一家能够大规模生产钠硫电池的生产商。上世纪80年代，NGK与东

京电力公司开始合作开发钠硫电池作为储能电池的潜力，并于1992年建立了第一座示范电

站。2002年起日本碍子公司开始商业化生产钠硫电池，目前日本NGK的钠硫电池已广泛的应

用在全球的电网储能中，其拥有超过200座储能电站，装机量约为600MW/4.2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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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钠硫电池领域中国上市公司专

利申请情况的分析，研究发现上海电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名称：上海电气；股票代

码：601727）在钠硫电池领域做出了比较突

出的努力，并且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新资

产。因此，本报告选取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⑨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 创新总览

通过对钠硫电池行业的综合分析评估，研

究发现上海电气在钠硫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共

有115件，这一数量远高于行业内其他中国公

司水平，且发明专利占比较高，达到70%。从

专利数据上看，上海电气拥有63名与钠硫电池

相关的发明人，其中参与度最高的发明人参与

了36项专利。

� 时间布局

从创新资产的寿命角度分析，有超过一半

的专利仍然有10年以上的寿命，在未来，上海

电气有机会在较长的时间周期里对行业实施影

响。

图2-2-5�上海电气专利类型

⑨本报告对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持有的钠硫电池领域的专利和专利申请的分析,也包括了该公司的子公司（
如上海电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钠硫储能技术有限公司、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等子公司）持有的相关专利和专利申请。

图2-2-6�上海电气专利剩余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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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5�上海电气专利类型

� 技术布局

此外，在专利的布局方面，上海电气在

钠硫电池零部件及综合设计、制造工艺、管理

系统、可再生电力储能系统的生产工艺等多个

技术方向进行了布局，涵盖了多个关键技术问

题。

图2-2-7�上海电气技术布局

图2-2-8�上海电气（左）及NGK（右）区域专利布局情况

� 国际战略

但与此同时，上海电气在专利的国际布

局方面依然有所欠缺，图2-2-8展示了上海电

气与日本的钠硫电池行业龙头公司NGK在各个

国家的专利布局情况对比，可以看出NGK在中

国、欧洲、美国等多个国家进行了海外布局，

保留了其在多个国家的现有或预期专利权，而

上海电气并未对潜在的海外市场进行专利权利

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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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空气储能技术是利用电力系统负荷低

谷时的剩余电量，由电动机带动空气压缩机，

将空气压入作为储气室的密闭空间，将不可储

存的电能转化成可储存的压缩空气的气压势能

并储存于贮气室中的储能技术。当系统发电量

不足时，将压缩空气经换热器与油或天然气混

合燃烧，导入燃气轮机做功发电，满足电力系

统调峰需要。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具有建设成本

低、容量大、负荷范围大、响应速度快、寿命

长、安全性较高等优点，目前许多国家都在积

极布局压缩空气储能相关的技术。

图2-3-1�压缩空气储能领域各国权利人申请数量占比

图2-3-2�全球压缩空气储能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压缩空气储能领域创新
热度情况综述

从2000年到2020年，全球共有11029件

关于压缩空气储能的专利申请（如图2-3-2所

示）。中国、美国、日本是压缩空气储能专利

申请累计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权利人

在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专利数量占比达46%，

为全球最高，而美国、日本分别以14%、9%� 排

在第二、第三位。

如图2-3-3展示了中国、美国、日本在压

缩空气储能领域各国权利人的申请趋势，可以

看出自2011年开始，中国在年度申请数量上超

越美国和日本，成为单年申请量最多的国家。

这也意味着压缩空气储能在中国的研究热度近

年来迅速上升。

压缩空气储能原理示意图（图片：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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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3�压缩空气储能领域各国权利人申请趋势

近年来压缩空气储能在中国的研究热度迅

速上升，专利申请的总量也接近全球总量的半

数。从专利申请人来看，全球申请数量排名前

十的申请人中，中国的申请人占了五家，分别

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国家电网公

司、华北电力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安热工研究

院有限公司。同时，可以看出日本、美国、法

国也在压缩空气储能领域进行了积极布局。

在中国专利的申请人排名中，前十名主要

以科研院所为主（6家），企业在其中的占比相

对较少（4家）。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

进行了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专利布局的申请人

均为中国申请人。

图2-3-4�全球（左）及中国（右）申请人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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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压缩空气储能领域中国上市公司

专利申请情况的分析，压缩空气领域的上市公

司所布局的压缩空气相关专利数量较少，无法

构成分析条件，因此项目组选取在压缩空气领

域表现较为突出的非上市公司“西安热工研究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热工）进行分析。

� 创新总览

通过对压缩空气储能行业的综合分析评

估，研究发现西安热工在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

专利申请数量共有111件，这一数量远高于行

业内其他中国公司水平，且发明专利的占比较

高，达到63%。从专利数据上看，西安热工拥

有上百名与压缩空气储能相关的发明人，其中

参与度最高的发明人参与了56项专利。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西安热工所持有专

利的专利权人分析，项目组发现西安热工有较

多的研发合作伙伴，包括华能集团、国网辽宁

电力有限公司、东北电力大学等，这也体现出

了西安热工具有较为广泛的研发合作网络。

� 时间布局

从创新资产的寿命角度分析，西安热工持

有的与压缩空气储能相关的专发明专利均拥有

10年以上的寿命，这也说明了这些专利可能具

备较大的商业价值。在未来，西安热工有机会

在较长的时间周期里对行业实施影响。

图2-3-5�西安热工专利类型

图2-3-7�西安热工专利剩余寿命

图2-3-6�西安热工专利权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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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布局

此外，在专利的布局方面，西安热工在压

缩空气储能工艺设计、发动机选择、零部件及

综合设计等多个技术方向进行了布局，涵盖了

多个关键技术问题。

� 国际战略

西安热工在专利的国际布局方面的情况如

图2-3-9所示，可以看到西安热工与压缩空气

储能相关的专利有98%布局在了中国，并未进

入其他国家，但其有2%的专利通过国际PCT申

请保留了在多个国家的现有或预期专利权。
图2-3-8�西安热工压缩空气储能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情况

图2-3-9�西安热工区域专利布局情况

F01K17/02 为加热用的一般机器或发动机的蒸汽机装置

F01D17/10 流量调节的末级执行机构（发动机用）

F04B35/04 装置是电力的液体变容式机械；泵

F01K13/00 整个蒸汽机装置的总体布置或一般操作方法

F01K7/38 涡轮机式发动机

F01K7/02 多级膨胀式发动机

F01D15/08 适用于驱动泵或与泵的组合装置

F01K11/02 发动机是涡轮机的蒸汽机装置；贮汽器

F01K7/22 具有级间蒸汽加热的涡轮机

F01B23/10 适用于驱动发电机或与其组合的装置

F01K1/04 在液体中贮存蒸汽的贮汽器

F04B39/06 适用于弹性流体的泵或泵送系统的冷却；加热；防止
冻结零部件

F01K3/14 具有贮汽器和加热器的蒸汽机装置

F04B41/02 具有储存容器的弹性流体的泵送装置或系统

F01D15/10 适用于驱动发电机或与发电机的组合的装置

表2-3-1�西安热工压缩空气储能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对应分类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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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轮储能的系统由飞轮，电动机/发电

机，轴承支撑装置，电力电子转换装置，电子

控制装置和附加装置等组成。该技术的基本原

理是绕定轴旋转的转动刚体在转速变化时获得

能量而加速，减速过程减少动能而释放能量，

也就是电能与飞轮动能之间的双向转化。飞轮

储能的特征是飞轮与电机同轴旋转，通过电力

电子装置控制飞轮电机的旋转速度，实现升速

储能、降速释放的功能。飞轮储能具有功率密

度大、响应速度快、能量转换效率高、对温度

不敏感、环境友好、使用寿命长、充电时间短

等特点，目前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布局飞轮储能

相关的技术。

图2-4-1�飞轮储能领域各国权利人申请数量占比

图2-4-2�全球飞轮储能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飞轮储能领域创新热度
情况综述

从2000年到2020年，全球共有6568件关

于飞轮储能的专利申请（如图2-4-2所示）。

中国、美国、德国是飞轮储能申请累计数量最

多的国家。其中，中国权利人在飞轮储能领域

的专利数量占比达到41%，为全球最高，而美

国、德国分别以16%、15%�排在第二、第三位。

如图2-4-3展示了中国、美国、德国在飞

轮储能领域各国权利人的申请趋势，可以看出

自2007年开始，中国在年度申请数量上超越美

国和德国，成为单年申请量最多的国家。这也

意味着飞轮储能在中国的研究热度近年来迅速

上升。

飞轮储能原理示意图（图片：电子发烧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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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3�飞轮储能领域各国权利人申请趋势

近年来飞轮储能在中国的研究热度迅速上

升，专利申请的总量超过了全球总量的40%，

从专利申请人来看，全球申请数量排名前十的

申请人中，有两家来自中国，分别是清华大学

和国家电网公司。

在中国专利的申请人排名中，前十名中有

一家德国企业（舍弗勒技术股份两合公司），

中国申请人包括企业5家，科研院所4家。

图2-4-4�全球（左）及中国（右）申请人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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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飞轮储能领域中国上市公司专利

申请情况的分析，研究发现国机重型装备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名称：国机重装；股票代

码：601399）在飞轮储能领域做了比较突出的

努力，并且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新资产。

因此，本报告选取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⑩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 创新总览

通过对飞轮储能行业的综合分析评估，

研究发现国机重装在飞轮储能领域的专利申请

数量一共有30件，这一数量远高于行业内其他

中国公司水平，且发明专利的占比较高，达到

60%。从专利数据上看，国机重装拥有47名与

飞轮储能相关的发明人，其中参与度最高的发

明人参与了7项专利。

� 时间布局

从创新资产的寿命角度分析，国机重装持

有的与飞轮储能相关的专发明专利均拥有10年

以上的寿命，这也说明了这些专利可能具备较

大的商业价值。在未来，国机重装有机会在较

长的时间周期里对行业实施影响。

图2-4-5�国机重装专利类型

⑩本报告对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重装”）持有的飞轮储能领域的专利和专利申请的分析,也包括了该公司的子公
司（如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二重德阳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机械部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等子公司）持有的相关专利和专利申请。

图2-4-6�国机重装专利剩余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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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布局

此外，在专利的布局方面，国机重装在

飞轮储能零部件选择及综合设计、制造工艺、

系统管理、装置测试等多个技术方向进行了布

局，涵盖了多个关键技术问题。

� 国际战略

国机重装在专利的国际布局方面的情况如

图2-4-8所示，可以看到国机重装与飞轮储能

相关的专利有97%布局在了中国，并未进入其

他国家，但其有3%的专利通过国际PCT申请保

留了在多个国家的现有或预期专利权。 图2-4-7�国机重装飞轮储能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情况

图2-4-8�国机重装区域专利布局情况

G01M13/00 机械部件的测试

H02K7/02 用于提高惯性的附加质量的电机机械能控制装置

H02K1/12 电机用的磁路的静止零部件

H02K16/00 有不止1个转子或定子的电机

H02K21/24 带有磁体轴向面对电枢的同步电动机

B21J7/28 利用水压或液压操作的锤或带受冲击而动作的锻模
爪的锻压机

B21J9/18 利用传动机构操作的锻压机

B30B1/14 通过凸轮、偏心轮或曲柄操纵的使用压头的压力机

B30B15/28 防止压力机或其部件变形或损坏的装置

F16F15/133 使用弹簧作为弹性件的弹簧；减震器；减振装置

G01L5/28 用于检测制动器的装置或方法

H02K9/19 具有密闭机壳和使用液体冷却介质的电机冷却或通
风装置

B21B21/00 间歇步动式轧管

B21B33/00 用于金属的轧制的部分安全设备

B23D36/00 专门适用于当坯料不沿切割方向移动时的机械
控制装置

表2-4-1�国机重装飞轮储能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对应分类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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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电容是以双电层理论为基础，通过极

化电解质来储存能量的新型能源器件，在其储

能的过程中并不会发生化学反应，带来的环境

污染小。超级电容器的储能过程是一个可逆的

过程，从使得超级电容器有很长的使用寿命，

其循环充电次数能够达到数十万次。超级电容

由特殊材料制成电极和电解质，通常采用双电

层结构，它能够获得普通电容20~1000倍的电

容值。同样的峰值负荷下；若采用蓄电池，需

要储备几倍于峰值负荷的电量才能满足需求，

而超级电容仅需储备与峰值负荷相当的电量。

超级电容具有高比功率以及高功率密度的优

势，充放电速度快，循环寿命长，可完全深度

充放电，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布局超级电容储能

相关的技术。

图2-5-1�超级电容储能领域各国权利人申请数量占比

图2-5-2�全球超级电容储能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超级电容储能领域创新
热度情况综述

从2000年到2020年，全球共有43264件

关于超级电容储能的专利申请（如图2-5-2所

示）。中国、美国、韩国是超级电容储能专利

申请累计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权利人

在超级电容储能领域专利数量占比达到56%，

为全球最高，而美国、韩国分别以14%、5%� 排

在第二、第三位。

如图2-5-3展示了中国、美国、韩国在超

级电容储能领域各国权利人的申请趋势，可以

看出自2009年开始，中国在年度申请数量上超

越美国和韩国，成为单年申请量最多的国家。

这也意味着超级电容储能在中国的研究热度近

年来迅速上升。

超级电容储能原理示意图（图片：中国粉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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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3�超级电容储能领域各国权利人申请趋势

近年来超级电容储能在中国的研究热度迅

速上升，专利申请的总量也接近全球总量的半

数，从专利申请人来看，全球申请数量排名前

十的申请人中，中国的申请人占了四家，分别

是国家电网公司、宁波中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清华大学和睿能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国专利的申请人排名中，前十名主要

以科研院所为主（8家），企业在其中的占比相

对较少（2家）。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

进行了超级电容储能领域的专利布局的申请人

均为中国申请人。

图2-5-4�全球（左）及中国（右）申请人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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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超级电容储能领域中国上市公司

专利申请情况的分析，研究发现深圳新宙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名称：新宙邦；股票代

码：300077）在超级电容储能领域做了比较突

出的努力，并且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新资

产。因此，本报告选取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宙邦”）作为案例进行分

析。

� 创新总览

通过对超级电容储能行业的综合分析评

估，研究发现在新宙邦在超级电容储能领域的

专利申请数量有31件，且均为发明专利。这一

数量远高于行业内其他中国公司水平。从专利

数据上看，新宙邦拥有40名与超级电容储能相

关的发明人，其中参与度最高的发明人参与了

11项专利。

� 时间布局

从创新资产的寿命角度分析，新宙邦持有

的与超级电容储能相关的发明专利均拥有15年

以上的寿命。这也说明了这些专利可能具备较

大的商业价值。在未来，新宙邦将有机会在较

长的时间周期里对行业实施影响。

图2-5-5�新宙邦专利类型

图2-5-6�新宙邦专利剩余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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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布局

此外，在专利的布局方面，新宙邦在电解

质、阳极和阴极材料、溶剂选择等多个技术方

向进行了布局，涵盖了多个关键技术问题。

� 国际战略

新宙邦在专利的国际布局方面的情况如图

2-5-8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新宙邦在专利的

国际布局方面做了相关工作，其在超级电容领

域进行海外布局的专利占比为45%，布局的国

家包括美国、韩国、加拿大等国，并通过PCT

保留了其在多个国家的现有或预期专利权。
图2-5-7�新宙邦超级电容储能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情

图2-5-8�新宙邦国际专利布局情况

H01M10/052 锂蓄电池

H01M10/0569 有机液体材料构成的电解质的溶剂（非水电解质蓄
电池用）

H01M10/36 部分蓄电池

H01G11/58 混合电容器的液体电解质

H01M10/0568 有机液体材料构成的电解质的溶质（非水电解质蓄
电池用）

H01M4/50 电极材料为锰的活性电极

H01M4/505 插入或嵌入轻金属且含锰的混合氧化物或氢氧化物（
电极材料）

H01M4/52 电极材料为镍、钴或铁的活性电极

H01M4/525 插入或嵌入轻金属且含铁、钴或镍的混合氧化物或氢
氧化物的（电极材料）

H01M4/58 活性电极材料为除氧化物或氢氧化物以外的无机化
合物

C01B31/04 石墨

H01G9/035 电容器的液体电解质

H01G11/60 电容器的液体电解质的溶剂

H01G11/64 电容器的液体电解质的添加剂

H01G11/62 电容器的液体电解质的溶质

表2-5-1�新宙邦超级电容相关技术领域专利布局对应分类号解释



创蓝清洁空气产业联盟

创蓝清洁空气联盟（注册名称：中关村创蓝清洁空气产业联盟）是

一个致力于通过开展技术转移、技术评估与示范、投资服务、专利保护、

政策研究等工作，推动清洁空气的技术与产业发展，加速全球空气质量

改善的非营利社团。联盟的前身是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经过七年多的

运行，联盟开展了一系列清洁空气相关的研究项目，在 12 个省市设立

了试点，发布了 50 多份政策与市场研究报告，评估了来自 22 个国家的

300 多项清洁技术，与 20 多个国家的伙伴机构建立了合作，并在绿色技

术知识产权意识提升以及高价值专利培育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和试

点工作。

创蓝清洁空气联盟是由中国清洁空气联盟演化形成。2013 年 1 月，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由十家中国清洁空气领域的核心科研院所共同发起，

目标是通过支持清洁空气的政策制定与政策落实，加速中国的空气质量

改善，减少空气污染对公共健康的危害。十家发起机构包括：清华大学、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复旦大学、南

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环境保护部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环境

保护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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