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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诺贝尔化学奖被锂电池“斩获”，这表明锂电池行业已从前沿技术深入

大众生活。随着新能源汽车大发展，动力电池应用规模快速扩大，从而带

动了市场走强，同时也引发公众对安全的关注。基于现有材料体系和技术

框架下，锂电池如何保证能量密度和安全性同步提升？未来锂电池产业会

有哪些挑战？有业界人士提出，固态电池产业化步入2.0时代。本刊日前采

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南策文，他认为，固态电池产品已经

进入公众视野，固态锂电池产业化是锂电池逐渐走向市场的自然选择，学

界和产业界应联手推动这一进程，未来中国一定会走在这一领域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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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王伟

从“万里挑一”到“万无一失”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策文

固态电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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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行业已从前沿技术深入大众生活，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就授予了发明

锂离子电池的3位先驱。随着新能源汽车大发展，动力电池应用规模快速

扩大，从而带动了市场走强，同时也引发公众对安全的关注。基于现有材

料体系和技术框架下，锂电池如何保证能量密度和安全性同步提升？未来

锂电池产业会有哪些挑战？有业界人士提出，固态电池产业化步入2.0时

代。本刊日前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南策文，他认为，固

态电池产品已经进入公众视野，固态锂电池产业化是锂电池逐渐走向市场

的自然选择，学界和产业界应联手推动这一进程，未来中国一定会走在这

一领域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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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王伟

从“万里挑一”到“万无一失”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策文

固态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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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固态锂电池
《能源评论》：在日前披露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

划（2021～2025年）》（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要“加

快全固态动力电池技术研发及产业化”。您对此怎么评价？

南策文：固态电池正在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现在不仅

是研究电池的高校、机构、企业投身其中，还包括很多原来

看似不相关的人士，比如金融投资机构也开始感兴趣，并慢

慢进入。这意味着固态电池产业面临变革的机遇，表明固态

电池技术和产业化值得期待。

《能源评论》：锂电池产业的大发展，从根本上看还是

因为市场需求在日益增大，您认为主要的驱动力来自哪里？

南策文：从市场来看，近年来锂电池的需求量非常大，

很多以前我们都不知道的领域，都开始需要应用锂电池。根

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锂离子电池产业发

展白皮书（2019）》，2018年全球锂离子电池产业规模达

412亿美元，同比增长18%；按容量计算，全球规模达到200

吉瓦时，同比增长25%。当然，最大的市场驱动力还是来自

于电动汽车领域，这方面，中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增长最

快、规模最大的。

《能源评论》：随着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电动汽车用

户对续航里程提出了较高要求，锂电池也出现了不少安全问

题，您认为该如何解决？

南策文：锂电池是一个复杂的复合系统、复合材料或者

复合体系。在技术上，需要突破的目标很多，包括长寿命、

高安全、低成本以及快充等等。

实际上，目前比较强的需求，首要的就是长续航和高安

全。长续航需要较高的能量和成本，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是

很明确的，目前学术界的进展也非常快，现在的锂电池单体

能量密度可以做到240～260瓦时/公斤；对于少量的应用，

固态电解质可以替代锂电池中的电解液和隔

膜，有可能解决原来由于材料本身引起的安

全隐患，做到本质安全。

Q &A

-12-

尊重科技 原始创新 深度思考 兼收并蓄 极致执行 一往无前

全球固态电池研发企业统计

全球固态电池研发企业统计

资料来源：刘丽霞 吴凡 TIES，2019.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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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行业已从前沿技术深入大众生活，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就授予了发明

锂离子电池的3位先驱。随着新能源汽车大发展，动力电池应用规模快速

扩大，从而带动了市场走强，同时也引发公众对安全的关注。基于现有材

料体系和技术框架下，锂电池如何保证能量密度和安全性同步提升？未来

锂电池产业会有哪些挑战？有业界人士提出，固态电池产业化步入2.0时

代。本刊日前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南策文，他认为，固

态电池产品已经进入公众视野，固态锂电池产业化是锂电池逐渐走向市场

的自然选择，学界和产业界应联手推动这一进程，未来中国一定会走在这

一领域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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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王伟

从“万里挑一”到“万无一失”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策文

固态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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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固态锂电池
《能源评论》：在日前披露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

划（2021~2025年）》（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要“加

快全固态动力电池技术研发及产业化”。您对此怎么评价？

南策文：固态电池正在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现在不仅

是研究电池的高校、机构、企业投身其中，还包括很多原来

看似不相关的人士，比如金融投资机构也开始感兴趣，并慢

慢进入。这意味着固态电池产业面临变革的机遇，表明固态

电池技术和产业化值得期待。

《能源评论》：锂电池产业的大发展，从根本上看还是

因为市场需求日益增大，您认为主要的驱动力来自哪里？

南策文：从市场来看，近年来锂电池的需求量非常大，

有些以前我们都不太熟悉的领域，都开始需要应用锂电池。

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锂离子电池产业

发展白皮书（2019）》，2018年全球锂离子电池产业（不

包括电池相关材料）规模达412亿美元，同比增长18%；按

容量计算，全球规模达到200吉瓦时，同比增长25%。当

然，最大的市场驱动力还是来自于电动汽车领域，这方面，

中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

《能源评论》：随着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电动汽车用

户对续航里程提出了较高要求，锂电池也出现了不少安全问

题，您认为该如何解决？

南策文：锂电池是一个复杂的复合系统、多层次复合材

料或者复合体系。在技术上，需要突破的目标是多方面，包

括长续航、长寿命、高安全、低成本以及快充等。

目前关注更多是长续航和高安全。长续航需要较高的电

池能量密度，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是很明确的，目前学术界

和产业界的进展也非常快，现在的锂电池单体能量密度可以

做到240～260瓦时/公斤；按照目前的材料体系和工艺，勉

固态电解质可替代锂离子电池中的电解液和

隔膜，有可能解决原来由于低闪点电解液本

身引起的安全隐患，做到本质安全。

Q &A

-12-

尊重科技 原始创新 深度思考 兼收并蓄 极致执行 一往无前

全球固态电池研发企业统计

全球固态电池研发企业统计

资料来源：刘丽霞 吴凡 TIES，2019.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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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聚合物体系先行先试
《能源评论》：您如何看待固态电池的研究与产业化进

程？

南策文：固态电池一定要走向规模化、产业化。学术

界如果一直在纸上谈，肯定不行。一个新技术出来，在热

了一段时间后，一定要慢慢往产业方面走，哪怕迈出一小

步也可以，但不迈出去不行。目前有不少大型公司，特别

是国际知名的车企，都宣传要量产固态电池，并制定了各

自的计划。

《能源评论》：推动固态锂电池发展，有哪些关键问题

和技术？

南策文：在固态电池产业化过程当中，核心材料是固态

电解质，因为锂电池需要固态电解质像电解液一样快速去传

导锂离子，同时可以去阻断锂枝晶生成。

《能源评论》：您认为，应该如何具体推进固态电池技

术进展？

南策文：现在的技术路线有几种：聚合物、氧化物和

硫化物。从产业化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氧化物还是硫化物，

在这两个体系下做规模化的技术可行途径，目前还是非常难

的。现在比较容易的一条途径是无机聚合物的复合体系，因

为它集合了两者的优势，可以使离子电导率保持较高水平，

而且可以做到柔性，保证高分子的加工性、柔性，特别是它

保证了现有材料体系和生产线的转化能力，与目前的电池制

造技术是最兼容的，可以基于现有技术，根据固态电解质引

入以后所发生的变化特征，来调整相应的制造设备。要快速

转向大规模产业化，可能最容易的一条路线还是无机聚合物

先试先行。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在复合材料体系内，优化组合的种

类有很多，研究者可以选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组合，所以会

有很多空间可以去做，有很多排列组合和优化组合去进行比

较，但挑战也比较大。

《能源评论》：固态电池虽好，但起步阶段价格往往很

高，您认为，未来市场应如何开拓？

按照目前的材料体系和工艺，勉强可以做到300瓦时/公斤，

但这已到了极限。如果按照原有的技术发展路线图，目前的

材料体系可能就会受限制，这就需要有新的思路来解决。

同时，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但安全隐患是液态

锂电池固有的问题。韩国今年已经发生很多起锂电池起火、

爆炸事故，假如锂电池总出现安全问题，就会打击消费者信

心，锂电池产业也可能会受到致命打击。比如三星手机电池

爆炸问题，就造成三星手机市场大幅下滑。

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去突破能量、安全瓶颈，很自然的选

择就是固态化。

《能源评论》：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有很多，为什么一

定会是固态？

南策文：因为固态电解质可以替代锂电池中的电解液，

甚至是隔膜，有可能解决原来由于材料本身引起的安全隐

患，做到本质安全。另外，固态电池还有很多其他优点，比

如负极可以使用含锂的材料，正极可以触及到高电压，不用

再担心高温储存问题，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热失控，不会再有

爆炸危险。总之，固态电池不仅可以显著提高能量密度和安

全性，而且单体电池也会简单一些，同时可以实现电池的柔

性化、一体化，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来设计不同的形

状。

能源院士论坛

Energy
Academician

Forum

Q &A

科学研究讲究的是“万里挑一”，产业界需

要的是“万无一失”，二者要求完全不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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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聚合物基复合体系先行先试
《能源评论》：您如何看待固态电池的研究与产业化进

程？

南策文：固态电池一定要走向实用化、规模化。如果

一直在纸上谈，肯定不行。一个新技术出来，在热了一段时

间后，一定要慢慢往产业应用方向走，哪怕迈出一小步也可

以，但不迈出去不行。目前有不少大型公司，特别是国际知

名车企，都宣布要量产固态电池，并制定了各自的发展路线

计划。

《能源评论》：推动固态锂电池发展，有哪些关键问题

和技术？

南策文：在固态电池产业化过程当中，关键问题和技术

是较多的。其中一个核心材料是固态电解质，因为锂电池需

要固态电解质像电解液一样快速去传导锂离子，同时可以去

阻断锂枝晶生成。

《能源评论》：您认为，应该如何具体推进固态电池技

术进展？

南策文：现在的技术路线有几种：聚合物、氧化物和硫

化物。从产业化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氧化物还是硫化物，在

这两个体系下做规模化的技术可行途径，目前还是很难、有

许多挑战。现在比较容易的一条途径是无机-聚合物的复合

体系，因为它集合了两者的优势，可以使离子电导率保持较

高水平，而且可以做到柔性，保证高分子的加工性、柔性，

特别是它可较大程度上利用现有锂离子电池制造平台，可基

于现有平台，根据固态电解质引入以后所发生的变化特征，

来调整相应的制造设备。要快速转向大规模产业化，可能最

容易的一条路线还是无机-聚合物复合体系先试先行。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在复合材料体系内，优化组合的种

类有很多，研究者可以选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组合，所以会

有很多空间可以去做，有很多排列组合和优化组合去进行比

较，但挑战也比较大。

《能源评论》：固态电池虽好，但起步阶段价格往往很

高，您认为，未来市场应如何开拓？

强可以做到300瓦时/公斤，但这已到了极限。如果按照原有

的技术发展路线图，目前的材料体系可能就会受限制，这就

需要有新的思路来解决。

同时，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但安全隐患是液态

锂电池固有的问题。韩国今年已经发生很多起锂电池（储能

站）起火、爆炸事故，假如锂电池总出现安全问题，就会打

击消费者信心，锂电池产业也可能会受到打击。比如三星手

机电池爆炸问题，就曾严重影响三星手机市场。高安全与高

能量密度又是一对矛盾。

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去突破能量、安全瓶颈，很自然的选

择就是固态化。

《能源评论》：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有很多，为什么一

定会是固态？

南策文：因为用固态电解质替代锂离子电池中的电解

液，可解决原来由于低闪点电解液本身引起的安全隐患，做

到本质安全。另外，固态电池还有其它优点，比如：不忘初

心、使用锂金属做负极，正极可以触及到高电压材料，从而

提高电池能量密度；不用再担心高温储存问题，不会再有爆

炸危险。总之，固态电池不仅可以显著提高能量密度和安全

性，而且电池封装也会简单一些，同时可以实现电池的柔性

化、异形化，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来设计不同的形状。

能源院士论坛

Energy
Academician

Forum

Q &A

无机-聚合物复合体系不仅可以使离子电导

率保持较高水平，而且可以做到柔性化设

计，特别是它可较大程度上利用现有锂离子

电池制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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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策文：现在主要还是要从典型的应用场景入手，因

为固态电池要马上大规模应用，比如成为动力电池可能还有

一段距离，因此最开始还是做特种电池，比如像军用电源、

数码领域、石油、电厂等行业，已经开始有应用。动力电池

领域更多是在试点，目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安全，好消息

是现有电池的安全测试，包括针刺、冲击、挤压，甚至是枪

击，都没有问题。

《能源评论》：对于产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您认为

该如何看待?

南策文：目前国内有几家企业，比如清陶、锋锂、卫

蓝，都在聚焦固态锂电池，全力往产业方向推进，这是非常

好的现象。在推进的过程中，有问题很正常，因为只有发现

问题，才能有针对性地去解决问题。实际上，产业化大规模

应用与实验室研究是完全两回事，我们做研究讲究的是“万

里挑一”，要在一万个里面挑最好的可能性，但是产业界最

需要的是“万无一失”，对产品一致性有着极高的要求，二

者要求完全不一样。

《能源评论》：对于创新性产品的成本问题您怎么评

价，未来趋势如何？

南策文：工业界对成本问题非常关注，经常来和我们沟

通。在我看来，成本与规模一般是密切相关的，以清陶公司

目前0.1吉瓦时的规模来计算，固态电池成本比液态电池要

高2倍多。但是随着规模的增加，成本应该能降下来。大概

到2022年，有了8吉瓦时量级的时候，成本可能会接近目前

液态电池的成本。当然，即使到那时，二者的成本还是有差

距，但是差距会缩小。

《能源评论》：您如何看待固态电池产业的未来前景？

南策文：尽管固态电池还有很多问题，但它有着扎实可

行的技术方案，固态电池产品已经进入人们视野，是大势所

趋。

固态电池前景值得期待，在未来的产业化发展过程中，

固态电池不会和液态电池去竞争、去替代，它有自身的应用

场景和更新迭代的路线、产业化方向。在做研究和产业化方

面，我们国家还会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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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聚合物基复合体系先行先试
《能源评论》：您如何看待固态电池的研究与产业化进

程？

南策文：固态电池一定要走向实用化、规模化。如果

一直在纸上谈，肯定不行。一个新技术出来，在热了一段时

间后，一定要慢慢往产业应用方向走，哪怕迈出一小步也可

以，但不迈出去不行。目前有不少大型公司，特别是国际知

名车企，都宣布要量产固态电池，并制定了各自的发展路线

计划。

《能源评论》：推动固态锂电池发展，有哪些关键问题

和技术？

南策文：在固态电池产业化过程当中，关键问题和技术

是较多的。其中一个核心材料是固态电解质，因为锂电池需

要固态电解质像电解液一样快速去传导锂离子，同时可以去

阻断锂枝晶生成。

《能源评论》：您认为，应该如何具体推进固态电池技

术进展？

南策文：现在的技术路线有几种：聚合物、氧化物和硫

化物。从产业化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氧化物还是硫化物，在

这两个体系下做规模化的技术可行途径，目前还是很难、有

许多挑战。现在比较容易的一条途径是无机-聚合物的复合

体系，因为它集合了两者的优势，可以使离子电导率保持较

高水平，而且可以做到柔性，保证高分子的加工性、柔性，

特别是它可较大程度上利用现有锂离子电池制造平台，可基

于现有平台，根据固态电解质引入以后所发生的变化特征，

来调整相应的制造设备。要快速转向大规模产业化，可能最

容易的一条路线还是无机-聚合物复合体系先试先行。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在复合材料体系内，优化组合的种

类有很多，研究者可以选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组合，所以会

有很多空间可以去做，有很多排列组合和优化组合去进行比

较，但挑战也比较大。

《能源评论》：固态电池虽好，但起步阶段价格往往很

高，您认为，未来市场应如何开拓？

强可以做到300瓦时/公斤，但这已到了极限。如果按照原有

的技术发展路线图，目前的材料体系可能就会受限制，这就

需要有新的思路来解决。

同时，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但安全隐患是液态

锂电池固有的问题。韩国今年已经发生很多起锂电池（储能

站）起火、爆炸事故，假如锂电池总出现安全问题，就会打

击消费者信心，锂电池产业也可能会受到打击。比如三星手

机电池爆炸问题，就曾严重影响三星手机市场。高安全与高

能量密度又是一对矛盾。

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去突破能量、安全瓶颈，很自然的选

择就是固态化。

《能源评论》：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有很多，为什么一

定会是固态？

南策文：因为用固态电解质替代锂离子电池中的电解

液，可解决原来由于低闪点电解液本身引起的安全隐患，做

到本质安全。另外，固态电池还有其它优点，比如：不忘初

心、使用锂金属做负极，正极可以触及到高电压材料，从而

提高电池能量密度；不用再担心高温储存问题，不会再有爆

炸危险。总之，固态电池不仅可以显著提高能量密度和安全

性，而且电池封装也会简单一些，同时可以实现电池的柔性

化、异形化，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来设计不同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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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聚合物复合体系不仅可以使离子电导

率保持较高水平，而且可以做到柔性化设

计，特别是它可较大程度上利用现有锂离子

电池制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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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策文：现在主要还是要从典型的应用场景入手，因为

固态电池要马上大规模应用，比如成为动力电池还有一段距

离，因此最开始还是做特种电池，比如像军用电源、数码领

域、石油、电力等行业，已经开始有应用。动力电池领域更

多是在试验检测阶段，目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安全，好消

息是对现有固态电池的所有安全测试，包括针刺、冲击、挤

压，甚至是枪击，都没有问题。

《能源评论》：对于产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您认为

该如何看待?

南策文：目前国内有几家企业，比如清陶、锋锂、卫

蓝，都在聚焦固态锂电池，全力往产业方向推进，这是非常

好的现象。在推进的过程中，有问题很正常，因为只有发现

问题，才能有针对性地去解决问题。实际上，产业化规模应

用与实验室研究是完全两回事，我们做研究讲究的是“万里

挑一”，要在一万个里面找出可能性、挑出做好的，但是产

业界最需要的是“万无一失”，对产品一致性有着极高的要

求，二者要求完全不一样。

《能源评论》：对于创新性产品的成本问题您怎么评

价，未来趋势如何？

南策文：工业界对成本问题非常关注，经常来和我们沟

通。在我看来，成本与规模一般是密切相关的，以清陶公司

目前0.1吉瓦时的规模来计算，固态电池成本比液态电池要

高2倍多。但是随着规模的增加，成本应该能降下来。大概

到2022年，有了8吉瓦时量级的时候，成本可能会接近液态

电池的成本。当然，即使到那时，二者的成本还是有差距，

但是差距会缩小。

《能源评论》：您如何看待固态电池产业的未来前景？

南策文：尽管固态电池还有很多问题，但它有着扎实可

行的技术方案，固态电池产品已经进入人们视野，是大势所

趋。

固态电池前景值得期待，在未来的产业化发展过程中，

固态电池不会和液态电池去竞争、去替代，它有自身的应用

场景和更新迭代的路线、产业化方向，在做研究和产业化方

面，我相信我们国家还会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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