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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核心观点：  

 Maxwell是技术领先的超级电容企业，特斯拉溢价收购醉翁之意不在酒。 

        超级电容电极极片的制造工艺分为干电极与湿电极两种技术。 Maxwell干电极仅通过干混活性
碳粉和粘合剂加工成电极，其寿命长、抗冲击能力强，性能好。2019年2月5日特斯拉溢价55%收购
超级电容器生产商Maxwell ，主要看中Maxwell独有干电极工艺，并借鉴切换到电池极片生产工艺
，为后面的固态电池做技术储备。 

 干电极对现有电池体系影响 

        锂电池正负极（氧化物/石墨）比表面小，且嵌锂导致膨胀系数大，粉体脱落（破坏SEI膜）对

性能影响较大，对粘结度要求高。超级电容干电极工艺切换到锂电池极片生产工艺，理论上，是可
行的，但实践上要克服的困难非常大。 如特斯拉干法电极真的成功，在材料环节，将减少极片溶
剂NMP的使用，提高碳纳米管的渗透率，对电解液添加剂要求更高，并大幅降低预锂化的难度，加
快硅碳负极的导入。 

 锂电池+超级电容提升性能 

       现有新能源动力电池具有局限性，在车辆经历反复性启停、加速等高倍率放电，会影响锂电池

的循环效率。而用超级电容与电池并联的方式，可以提高循环效率，有利于提高新能源汽车在低温
启动的能力，超级电容可作为启停、能量回收、加速和充电的倍率电源，但由于能量密度过低，不
适合作为主电源 。 

投资建议： 

         如干电极技术能应用到锂电池领域，以及新能源汽车可能的锂电池+超级电容动力方案，重点
标的包括中国宝安(硅碳负极龙头)、新宙邦(电容器+添加剂+粘结剂)、天奈科技(碳纳米管龙头) 。 

 

风险提示：技术路线进步不如预期、技术方案改变、新能源汽车出货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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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极是超级电容的核心元件。 
        超级电容器通过使电解液极化来静电储存能量。虽然是电化学装置，但其储能机理中不涉及
化学反应。这一机制是高度可逆的，允许超级电容器被充放电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次。Maxwell的

超级电容产品正负极均为活性碳电极，在工作时，活性炭多孔电极和电解质组成的双电层结构获
得超大的电容量。 

超级电容技术原理 

图1： 超级电容示意图 

资料来源： Maxwell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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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S系列 

图4： Durablue系列 图3： XP系列 

 Maxwell有三大主力产品。 
        Maxwell三大主力产品都对应下游不同的
应用场景，其中S系列阻抗低，尺寸小，针对

工业，电子和消费类应用中的尺寸和功率进
行了优化；XP系列耐高温、高湿，是专门为

在恶劣条件下运行的应用提供可靠性能而设
计的超级电容器；DuraBlue是公司较为领先

的干电极技术，与其他现有的储能技术相比
，其寿命长、抗冲击能力强。 

主力产品 

资料来源： Maxwell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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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电容功率密度高，循环性能强。 
        电池和超级电容器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电池具有高能量密度，而超级电容器具有高功率密度
。超级电容器非常适合在短时间内（从几分之一秒到几秒钟）反复要求达到峰值性能的应用。 且

由于采用了静电充电工艺，超级电容器的循环稳定性大大提高。除此之外，超级电容还具有电压
范围宽，温度范围广，易于监控，整合简单，维护保养容易等优点，应用前景较好。但超级电容
单位电量成本高，是锂电池的60倍，且能量密度低，仅为锂电池5%左右，作为主动力来源是不
现实的。 

超级电容性能对比 

表1：Maxwell超级电容产品与其他电池体系对比 

资料来源： Maxwell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技术 
能量密度
(Wh/kg) 

每瓦时成本 
(欧元/Wh) 

功率密度
（kW/kg） 

每功率成本 
（欧元/kW） 

循环次数 
（次） 

超级电容 7 12 7 9 >100000 

铅蓄电池 30 0.1 0.05 65 300 

锂电池 160 0.2 0.5 6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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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电池技术好，远超规范标准。 
        Maxwell干电池发展历史久远，产品丰富，技术好。特斯拉溢价55%收购Maxwell，主要也是

看中其独有干电极工艺，并借鉴切换到电池极片生产工艺，为后面的固态电池做技术储备。
Maxwell的干电池在冲击和振动的安全测试中均远超规范标准，体现了公司较好的技术。 

Maxwell干电池技术储备 

图5： 干电池冲击测试 图6： 干电池振动测试 

          Maxwell 

        超级电容器 

 

资料来源： Maxwell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干电极对超级电容性能有较大提升 
        与现有湿法涂覆电极相比，由于不需要进行溶剂溶解再烘干，干电极溶剂含量低，压实程度

高，也提升了其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压实程度的提升使得干电极电阻较湿电极低，其可用电压
范围更宽。但是相对于湿电极，其主要问题在于高压混合的技术较难，且研发成本高。 

干电池性能对比 

表2：干电池与现有体系性能对比 

资料来源： 旺财锂电，高工锂电，方正证券研究所 

干电极 湿电极 

水分含量 低 高 

压实程度 高 低 

能量密度 高 低 

功率密度 高 低 

电阻 低 高 

电压范围 宽 窄 

技术难度 难 易 

成本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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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电极理论上能够提高电池的性能和降低生产成本。 
        干电极导入锂电池生产工艺，将抛弃极片制作采用溶剂辅助加工后干燥的方式，在生产过程

中减少溶剂和能量损耗，提高生产效率。在涂覆时，首先将电极颗粒、粘结剂和导电剂混合，通
过压出机挤出成初始的电极薄膜，然后在压延机热压作用下，被压在金属箔集流体上形成三层复
合电极，适合做厚极片，且大幅降低预锂化难度和成本，加快硅碳负极导入，大幅提高电池能量
密度(15%+）。 

干电极制造过程 

图7： 干电极涂覆流程 图8： 干电极涂覆装置 

资料来源： 万方数据，高工锂电，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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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超级电容产品与锂电池体系对比 

超级电容 锂离子电池 

充放电原理 双电层结构，正负离子附着在极片表面 锂离子在正、负极结构之间往返嵌入/脱嵌 

充放电过程变化 物理变化，活性材料体积基本不变化 化学变化，锂离子嵌入/脱嵌活性材料体积有变化 

电极材料 
正负极材料相同，为多孔材料例如活性炭，比表面积

大(1000m2/g) 
正极三元/磷酸铁锂/钴酸锂，负极石墨，比表面积

小(0.3-3m2/g） 

粘结剂 PVDF 正极PVDF/负极SBR+CMC 

极片溶剂 NMP 正极NMP、负极超纯水 

干法涂覆 
电极材料是活性炭，比表面积大，表面张力大，采取
热辊压工艺，活性炭跟PVDF粘结性不错，且充放电过
程体积没变化，对粘结力要求低，干法涂覆够用。 

正负极电极材料要求比表面低，形成的SEI膜质量
好，和PVDF粘接性不好，且充放电过程体积有膨胀，

对粘结力要求高，干法涂覆粘结性不够。 

干电极法可行性 高 低 

干电极在锂电池上生产难度大 

 超级电容和锂电池体系差异大，干电极应用在锂电池生产难度极大。 
        超级电容的活性炭比表面积超高（大于1000m2/g），其和粘结剂粘黏力好，其极片（表

面附着正负离子）膨胀系数极低，对粘结度要求不高，且粉体脱落对性能影响不大，难度较
低。锂电池正负极（氧化物/石墨）比表面小，且嵌锂导致膨胀系数大，粉体脱落（破坏SEI

膜）对性能影响较大，对粘结度要求高，难度极大。 

资料来源： 中国知网，高工锂电，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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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干电极对电池各环节影响 

 制作工艺不同将对电池各环节带来影响。 
        干电极与目前主流的湿法涂覆电极制作方法差异主要在工艺流程不同，干法涂覆成本低、效
率高，性能有提升，但对技术要求高。湿法涂覆转换干法将会减弱对NMP溶剂材料的需求，提升
CNT导电剂的需求，提升硅碳负极渗透率，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 

对各环节影响 

资料来源： 旺财锂电，高工锂电，方正证券研究所 

干电极法 

正极 活性物质不变（三元等)、NMP溶剂不用，碳纳米管导电剂渗透率继续提升 

负极 水溶剂不用，预补锂难度大幅降低，加快硅碳负极导入 

隔膜 没变化 

电解液 主成分没变化，根据极片厚度调整链状羧酸酯比例，成膜添加剂要求大幅提高 

集流体 表面粗糙化处理，或打孔箔材 

粘结剂 正极PVDF、负极SBR 

生产工艺及设备 不需要前段浆料设备，且节省5-6小时搅拌时间；涂覆设备要改进，多加辊压设备，不需要长烤箱 

成本节省 生产成本节省约20% 

性能 导入硅碳负极，能力密度提升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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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锂电池+超级电容提升性能 
        现有新能源动力电池具有局限性，在车辆经历反复性启动和停止过程后，会影响动力电池的

循环效率。而用超级电容与电池并联的方式，可以提高循环效率，有利于提高新能源汽车在低温
启动的能力，从超级电容对动力电池进行涓流充电可以提高动力电池的寿命，为超级电容在新能
源汽车动力上的应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超级电容可作为启停、能量回收、加速和充电的倍率
电源，又由于能力密度过低，不适合作为主动力电源。 

电容电池并联 

资料来源： 万方数据，maxwell专利，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9： Maxwell电池和超级电容组合结构 图10： Maxwell电池和电容并联工作 

超级电容 电池 

发电机  

用户  

控制器  

超级电容  

能量储存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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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标的： 

新宙邦(300037.SZ)：电容器化学品全球龙头，锂电池添加剂和氟聚合物有储备 

        电容器化学品：公司电容器化学品业务处于全球龙头地位，市占率超过50%。其中超级电容
器电解液和溶质国内领先， Maxwell是公司电容器业务主要客户，随着超级电容在新能源汽车的
渗透率提升，将显著受益。  

        锂电池电解液：公司电解液客户包括松下、LG、三星、CATL等国内外重要电池企业，是特
斯拉间接供应商。公司电解液添加剂技术国内领先，储备众多，其中常用成膜剂VC和FEC基本完
全自供，高性能新型成膜添加剂如二氟磷酸锂和双氟磺酰亚胺锂(LiFSI)皆已投产。 

        氟聚合物：新宙邦过去几年持续布局氟化工行业，自公司收购氟精细化工企业海斯福以来，

围绕海斯福上下游布局，特别是设立海德福，进一步完善产业链，进入含氟聚合物领域。海德福
在投2800吨的高性能PTFE产能，并规划5000吨PVDF等高性能含氟聚合物产能，如顺利投产，远
期利润空间大。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暂不考虑定增稀释，我们采取分部估值法，预计氟化工业务2019-2021

年贡献净利润分别为1.8/2.6/3.6亿元，考虑其成长性和稀缺性，采取PE估值法，给予氟化工板块
2020年40倍PE；即104亿估值，我们预计锂电池电解液业务2019-2021年贡献净利润分别为
0.75/1.40/2.0亿元，采取PE估值法，参考行业估值，给予2020年40倍PE，即56亿元；其他业务合计
40亿元，即总市值200亿元，维持 “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 
园区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在建项目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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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标的： 

中国宝安 (000009.SZ)：负极全球龙头，硅碳负极国内第一，并导入特斯拉 

       全球负极龙头企业。子公司贝特瑞是国内较早做负极的企业，研发实力强，自2010年起一直
稳居全球第一。公司拥有优质的海外客户，海外客户出货占比接近7成，且都是主供，未来几年出
货量预计维持稳定增长，预计19/20年出货量分别为6万吨/7万吨。同时聚焦人造石墨，目前已是松
下的主供，并顺利导入三星、SK、宁德时代和比亚迪，预计19/20出货量分别为2.5万吨/4.5万吨。 

        硅碳负极国内第一。公司硅碳负极国内第一，唯一一家实现规模出货的公司，2019年出货量
近3000吨，主要客户包括松下，并间接导入特斯拉，份额超过一半。公司硅碳负极技术领先，已
开发到第四代，如硅碳负极加快渗透，将显著受益。 

        多元股权投资，控股贝特瑞和马应龙。公司投资控股多家公司，贝特瑞和马应龙每年给公司
带来稳定盈利。 除此之外还持有国际精密、芳源环保、友诚科技、中国风投等多家上市和非上市
公司股权，除贝特瑞外其他股权投资价值约52亿元。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中国宝安子公司贝特瑞是负极和正极双龙头。过去两年负极出货量复
合增速约35%，利润复合增速45%，单吨净利贝特瑞约0.9万元，较为稳定，在行业中仅低于璞泰
来，预计2020年出货量达8.5万吨，净利润约8亿，参考可比公司璞泰来45倍估值(单吨净利约1万元
)，给予贝特瑞负极40倍PE，即320亿元估值。正极材料参考可比公司德方纳米和当升科技，给予
80亿元估值。公司持有股权投资价值可与公司其他业务亏损相抵，持股贝特瑞75%估值300亿元，
即中国宝安合理市值300亿元以上。 

风险提示： 
新能源汽车销量不及预期，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在建项目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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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标的： 

天奈科技(688116.SH)：碳纳米管导电剂龙头，成长空间巨大 

       技术推动国产替代。碳纳米管作为锂电池电极的关键辅材，对电池的电化学性能有较大影响。
传统导电剂长期被国外垄断，国内生产企业参与度较低。而公司从2010年成立以来，对该领域持续
攻关，目前已完成三代产品研发，性能上超过传统导电剂，并打破了进口替代的格局。 

        锁定核心客户，技术壁垒高。公司目前主要产品为碳纳米管二代产品，销售占比达85%，三代
产品也开始供货，将大幅降低正极77%的电阻率，提高电池的性能。依托一流的技术，公司深度绑
定下游动力电池头部大厂，对比亚迪出货长期占比超过30%，并已经开始大批量供货宁德时代，
ATL，天津力神，卡耐新能源等动力电池优质厂家。 

        行业发展空间大，龙头主要受益。碳纳米管目前在动力电池主要体系三元和磷酸铁锂均有使
用。2018年全球碳纳米管需求3.4万吨，市场渗透率为30%，随着全球动力电池的增长和对电池性能
要求的提高，到2023年需求将接近19万吨，五年复合增速40%。由于技术和产能的限制，市场向头
部集中，2018年CR3提升至68%，天奈占比达34%，尾部产能出清，龙头企业未来将主要受益。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公司是国内碳纳米管导电剂龙头公司，技术能力强，与下游客户深度绑
定，未来碳纳米管将继续渗透锂电池并保持较快增速。根据万德一致性预期，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将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 1.2、1.6和2.1亿元，对应PE109、80和59倍。 

风险提示： 
行业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波动，科创板相关的市场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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