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墨烯-伟大的发现

海姆和诺沃肖洛夫于2004年制成石墨烯材料，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自那时起，石墨烯迅速成为物理学和材料学的热门话题。

2017年，中国石墨烯产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A. Geim and K. Novoselov

Nobel Prize in 2010



 政府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政策方向逐步调整

 以示范应用培育市场

 多部门合力推进

政策：系统规划，合力推进

第一阶段：战略研究，前瞻布局，重点支持石墨烯基础研发，部分
支持应用推广。

第二阶段：重点支持共性关键技术攻关，产业壮大、产业示范工
程实施、服务平台搭建、标准体系建设 。



中国石墨烯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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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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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支持石墨烯发展

2012年1月4日，工信部发布

《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

展规划》。

正式进入国家支持层面

2014年9月2日，科技部“863”

计划纳米材料专项，提出将石

墨烯研发作为重点支持内容。

列入重点布局行列

2015年5月8日，《中国制造2025》

发布，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

高度关注颠覆性新材料对传统材

料的影响，做好石墨烯等战略前

沿材料提前布局和研制。

明确提出打造为先导产业

2015年11月20日，发改委、工

信部和科技部三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加快石墨烯产业创新发

展的若干意见》。

列入“十三五”规划重大工程

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

纲要》 石墨烯列入165项重大工程。

提出大力发展石墨烯

2016年3月，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

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快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

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积极开发前沿材料，包

括石墨烯等基础研究与技术积累。



中国石墨烯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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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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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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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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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意见征集

2016年4月5日，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公布《石墨烯材料

的术语、定义及代号》国家标

准（征求意见稿），针对石墨

烯及其相关材料术语等进行了

详细界定。

确立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地位

2016年5月19日，国务院印发《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发展

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不断催

生新产业、创造新就业。发挥石墨烯

等技术对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制造业重点发展前沿材料

2016年5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组织实施《制造业升级重大工程

包》，其中涉及重点发展石墨烯等前沿材料，

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与典型应用。

列入科技部重点专项

2016年6月，科技部公示国家质

量基础的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重

点专项拟进入审核环节的2016年

度项目信息，石墨烯等碳基纳米

材料NQI技术研究集成与应用项

目在列其中。

进入纳米科技专项

2016年7月，科技部发布“纳米

科技”重点专项，2016年共涉

及43个项目，支持6亿资金。其

中和石墨烯和二维材料，以及

纳米碳材料直接相关的项目共

有6个。

2016年12月23日国家新材料产

业发展领导小组成立

组长由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担任，联

盟秘书长入选国家新材料产业咨询

委员会委员。

2017年
1月

列入前沿新材料先导工程
2017年1月23日，工信部、发
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发布
《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
石墨烯列入前沿新材料先导
工程。



中国石墨烯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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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产业用纺织品行业

应用新领域

2017年1月19日，工信部、

发改委发布《产业用纺织品

行业“十三五”发展指导意

见》提出拓展石墨烯、碳纳

米管等功能新材料的应用。

列入材料重点发展方向

2017年4月14日，科技部发布《“十三五”

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提出重点

发展单层薄层石墨烯粉体、高品质大面

积石墨烯薄膜工业制备技术，柔性电子

器件大面积制备技术，石墨烯粉体高效

分散、复合与应用技术。

列入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

录（2017年版）

2017年12月27日，工信部、科

技部发布《国家鼓励发展的重

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2017年

版）》石墨烯/高分子复合材

料透水膜浓缩装备、氧化石墨

烯复合炭膜等重大环保技术装

备列入目录。

加入质量提升行动方案

201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

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发布，提出

加强石墨烯、智能仿生材料等前沿新材料

布局，逐步进入全球高端制造业采购体系。

开展石墨烯及制品等产

品性能与检验方法标准

研制

2017年11月7日，国家标准

委、工信部发布《国家工业

基础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列入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

行动计划

2017年11月20日，发改委发布《增强

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重点发展汽车用超

高强钢板、新型稀有稀贵金属材料、

石墨烯等产品。

2017年
12月

建立应用保险补偿机制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保监会

关于开展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

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工

信部《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

指导目录（2017年版）》。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保监会关于开展重点新材料首批

次应用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

 保险对象：首批次新材料生产企业

 新材料产品：列入《重点新材料首批次

应用示范指导目录（2017年版）》的材

料产品

 保险受益方：试用首批次新材料的企业

 保险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政策解读

对新材料应用示范的风险控制和分担做出制

度安排，突破新材料应用的初期市场瓶颈，

激活和释放下游行业对新材料产品的有效需

求。

A

符合条件的投保企业，可申请中央财政保费

补贴资金，补贴额度为投保年度保费的80%。

B

《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2017版）》

• 石墨烯薄膜
• 石墨烯改性防腐涂料
• 石墨烯导电发热纤维及石墨烯发热织物
• 石墨烯导静电轮胎
• 石墨烯增强银基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



目标：重点领域突破一批重大关键技术实现产业化

《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政策解读

产业化专项重点领域：

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智

能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新材料等

新材料领域重点任务：

1、加快先进金属及非金属关键材料产业化：重点发展汽车用

超高强钢板、新型稀有贵金属材料、石墨烯等产品

2、加快先进有机材料关键技术产业化

3、提升先进复合材料生产及应用水平



•黑龙江省石墨烯产业三年专项行动计划（2016-2018年）

•中国制造2025北京行动纲要
•北京市石墨烯科技创新专项（2016-2025）

黑龙江

北京

青岛 •青岛市关于加快推进科技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青岛市十大新兴产业发展总体规划

宁波 •宁波市石墨烯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宁波市石墨烯产业三年攻坚行动计划（2017-2019年）

福建 •福建省石墨烯产业发展规划（2017-2025年）

•常州市加快先进碳材料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关于促进无锡石墨烯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
•无锡市石墨烯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3年-2020年）

江苏

•四川省石墨烯等先进碳材料产业发展指南（2017-2025）四川

我国区域石墨烯相关政策

数据来源：CGIA Research整理

 我国20多个省市“十三五”规划等政策中对石墨烯进行了布局
 部分省市出台了石墨烯产业专项政策



技术：亮点频出，紧扣需求

★ 石墨烯技术前沿进展

 米级单晶石墨烯制备技术取得突破

 利用石墨烯等二维材料组装成海水脱盐装置

 通过水合离子精确控制石墨烯膜层间距

 充电速度是传统锂电池5倍的石墨烯锂电池研制成功



全球石墨烯创新成果

数据来源：Web of Science  DII数据库、CGIA Research 整理

全球石墨烯论文产出排名前18国家/地区

数量（篇）

 全球石墨烯相关创新成果逐年增长

 中国论文、专利数量居于前列

全球石墨烯专利主要国家/地区分布及TOP5国家



2015年

6亿元

2017年

70亿元

产业：规模增长，格局初定

石墨烯粉体产能约3000吨，石墨烯薄膜产能约350万平米

数据来源：CGIA Research 整理

2016年

40亿元



应用：烯味渐浓，走近生活

★ 石墨烯产业化应用突破

 中国中车石墨烯复合材料超级电容器已投产

 东旭光电石墨烯散热大功率LED超极灯已投入使用

 百杰腾石墨烯RFID已经实现量产

 烯旺石墨烯智能可穿戴产品进入市场



企业：发展迅猛，合纵连横

2010-2017年石墨烯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数据来源：启信宝、CGIA Research整理

 2016-2017年企业数量急剧增加，截止到12月底，在工商部门注册的

营业范围包含石墨烯相关业务的企业数量达4800多家

 石墨烯应用环节的企业占比超过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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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产业链环节石墨烯企业数量占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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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GIA Research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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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量（家）

 主营石墨烯业务仅有5家，均为新三板上市

 非主营石墨烯上市企业数量为53家，其中

新三板4家，A股46家，港股3家

 基本涵盖产业链各环节，其中石墨烯应用

企业数量最多，达到38家，占比66%

 新能源、电子信息领域上市企业数量较多

石墨烯相关上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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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应用领域的石墨烯上市企业数量分布图

各产业链环节的石墨烯上市企业数量分布图



企业投资并购动作连连

2017年石墨烯上市公司投资并购事件20余件，金额接近90亿元。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GIA Research整理

2017/3/20
东旭光电收购上海
申龙客车有限公司

A

2017/5/11
东旭光电收购明朔（北京）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

C

2017/6/9
第六元素收购南通烯晟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B



东北环渤海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创新资源丰富，高端人才集

中，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长三角
上海、江苏、浙江

人才、资金、技术优势明显，发展

势头强劲，研发、产业化进程领先

珠三角

广东

创新基础良好，应用市场广阔，

产业链配套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海西
福建

微晶石墨资源丰富，下游应

用领域发展潜力强

广西、陕西、四川

工业基础雄厚，研发有一定实力，

石墨烯产业处于大力推动发展阶段

黑龙江、吉林

石墨资源丰富，产业转型升

级需求迫切，具有良好基础

西部

区域：多点开花，集聚初现

数据来源：CGIA Research整理



03

01

4月10日，北京石墨烯产业创新中心在中国航发航材院

挂牌成立。

04

1月4日，青岛市石墨烯科技创新中心正式获批筹建。

11月16日，深圳光明新区与深圳市经贸信息委签订市区共建

深圳市石墨烯制造业创新中心示范基地战略合作协议。

12月8日，浙江省石墨烯制造业创新中心在宁波揭牌。

创新中心成区域发展新名片

02



中国石墨烯企业数量区域分布热力地图

数据来源：启信宝、CGIA Research整理

东部沿海企业聚集效应明显，集中了70%以上的企业

中国石墨烯企业区域布局

各经济带石墨烯上市企业数量分布图



我国区域石墨烯产业基金

数据来源：CGIA Research整理

地区 基金名称 规模

山东省 青岛高创卓阳天使股权投资基金 1亿元

江苏省

新材料产业投资发展基金 5亿元

碳材料天使引导基金 2000万元

格瑞石墨烯创投基金 8500万元

石墨烯暨先进碳产业基金 20亿元

东旭-泰州石墨烯产业发展基金 1亿元

福建省
石墨烯产业基金 10亿元

厦门火炬石墨烯新材料基金 2亿元

黑龙江省 七台河市新材料产业发展投资基金 4亿元

四川省 东旭-德阳石墨烯产业发展基金 2亿元

内蒙古 石墨烯产业基金 10亿元



石墨烯市场空间巨大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迫切

涂料：2017年产量将超过2800万吨，防腐涂料约600万吨

橡胶：2017前三季度产量为819.9万吨，年产量超过1000万吨

化学纤维：2016年产量超过4900万吨

汽车：2016年汽车2811.9万辆，新能源汽车45.9万辆

2017年前三季度已销售3960.8万辆，新能源汽车62.2万辆

川财证券研究/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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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介绍 
东旭光电：主营业务为电真空玻璃器件及其配套电子元器件的生产与销售；平板显

示玻璃基板及其装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为 TFT-LCD 玻璃基板、玻璃基

板成套装备、A 型架、溢流砖、建安工程等。2014 年 06 月开始进入石墨烯产业领

域，先后通过设立石墨烯研发子公司、并购石墨烯公司、与京津冀、四川、欧洲合

作，其在石墨烯产业布局较为完善。 

华西能源：主营业务为优化节能型锅炉和新能源综合利用型锅炉及其配套产品的设

计、制造和销售。公司一直专注于各类大中型电站锅炉以及世界先进动力技术的研

发、设计和制造，开发了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以煤粉、煤矸石、水煤浆、油页岩、

石油焦、油气、高炉煤气及工业废弃物与生活废弃物等为燃料的高新锅炉技术。其

在 2016.10 收购恒力盛泰 15%的股权，正式开始石墨烯产业。 

中泰化学：主营聚氯乙烯树脂(PVC)、离子膜烧碱、纳米 PVC、盐酸等氯碱化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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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市场潜力巨大

电子产品：2017前三季度手机销售28亿台，电视2.5亿台，电脑

近5亿台

电池：2016年原电池出口278.5亿个，蓄电池出口22.8亿个

LED照明产品：2016年产量80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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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1~3年）重点关注领域：复合材料+发热膜 

 尽管石墨烯具有诸多优异的性能，但与碳纳米管相似，很难作为单一料

生产某种产品，而主要是利用其突出特性与其他材料体系进行复合，改

善原有材料的性能参数，从而获得具有优异性能的新型复合材料，如石

墨烯在防腐涂料、导电/热涂料、导电油墨、橡胶、塑料、锂电池正极导

电添加剂、塑料等体系中均可以大幅提高产品的综合性能。我国的涂料、

塑料、橡胶等需求市场空间巨大，工艺、产品成熟，引进石墨烯添加剂

并不改变其原有的生产工艺，成本敏感度不高，所以以添加剂形式与现

有涂料、橡胶、塑料等体系复合成为近两年石墨烯产业化发展的焦点。 

 

 

石墨烯导电添加剂应用已渐入佳境 

图表12：石墨烯下游应用领域及其预计成熟时间 

预计成熟时间 应用领域 具体应用

功能涂料、橡胶、塑料等： 改善防腐、导电/热、阻燃、耐磨等功能

锂电池： 导电添加剂

智能内暖服饰： 加热膜应用

电学材料： 导电油墨

柔性触控屏、可穿戴设备

压力传感器

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

散热材料

微电子领域 半导体器件

生物医药领域 疾病诊断、微生物检测

环境领域 海水淡化、污水处理

基因测序 第三代测序技术

1-3年

3-5年

添加剂

电子领域

>5年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13：石墨烯作为添加剂的主要应用领域 

    

汽车动力电池 防腐涂料 高性能橡胶材料 导热塑料 
 

来源：公开资料，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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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CGIA Research整理



石墨烯“百、千、万”行动

建百家石墨烯应用示范基地
成千亿石墨烯产业
拉万亿制造业产业链

技术全球并购 产业中国整合

全球化：中国的机会



中国已经成为
全球石墨烯产业的领跑者

安德烈·海姆教授题词：
中国正引领石墨烯商业化，石墨烯与你们同在！

全球化：中国的机会



谢 谢！

“同心筑梦、携手烯望、共赢未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川财证券研究/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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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工业材料性能升级的“催化剂” 

石墨烯起源：开启二维材料新世界 

碳族元素由于电子轨道的特殊性在材料发展史中居于很重要的地位：碳（木炭、炭

黑、石墨等）属于基础原材料、硅锗奠定半导体工业基石、锡铅属于现代工业重要

材料。纳米技术使得碳材料换发新的荣光：零维材料（富勒烯）、一维材料（碳纳米

管）、二维材料（石墨烯）。每一次碳族新材料的出现都让科技前进一大步。 

图 1： 碳族新材料 

 

资料来源：Medscape, 川财证券研究所 

石墨烯是由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安德烈·盖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于 2004年发现：

通过特殊胶带从高定向热解石墨中粘出来。石墨烯在热学、光学、电学、力学、生

物学、晶体学等领域表现出极佳的综合性能，被誉为新材料之王。2010年诺贝尔物

理奖颁给了研究石墨烯的两位教授。 

图 2： 石墨烯微观结构（模型） 

 

资料来源：Medscape, 川财证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