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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summary＃ 
 未来特斯拉新电池技术方向或存在三方面的可能性。我们预计，特斯拉电

池“黑科技”的猜想主要为 3 个方面：1）所谓的“无钴”电池就是短期
宁德时代向特斯拉中国工厂提供的超级磷酸铁锂电池，但其仅为过渡型产
品，中长期仍是发展高镍三元正极材料的趋势；2）Maxwell 核心技术手
段在于干法电极配硅碳负极，硅碳负极将加大负极补锂的需求，金属锂需
求有望提升；3）预计短期超级电容+锂电池的技术在纯电动的乘用车上突
破空间或非常有限，也不会改变正极材料体系情况，对钴锂需求并无影响。 

 一方面，“无钴”电池或为短期过渡型超级 LFP 电池，未来将被三元+CTP
所替代，其并不改变未来钴行业依旧短缺趋势，影响更多是预期大于实质。
短期来看，路透社披露的所谓“无钴”电池或是宁德时代向特斯拉中国工
厂提供的超级磷酸铁锂电池（正极 LFP+碳纳米管导电剂+CTP技术），短期
其在成组的能量密度与高镍三元接近，又具备低成本优势背景下，超级
LFP 电池在大概率短期将装载在特斯拉国产 M3/Y 上；中长期来看，预计
超级三元电池（高镍化三元+CTP技术）运用的推广,三元+CTP电池在能量
密度和成本方面都比超级 LFP电池更具优势，超级 LFP 电池或仅是 1-2年
过渡型产品，进一步推广的空间较小。中性预期下，2020-2022年，基于
超级 LFP 电池在特斯拉中国工厂的使用或分别减少钴需求量为 149 吨、
1605吨、1920吨，但钴行业供需缺口依旧分别达到-5345吨、-6274吨和
-11070吨，且对氢氧化锂需求减少量或分别为 646吨、6955吨、8320吨，
对碳酸锂需求量或增加 566 吨、6099 吨、7296 吨。因此，超级 LFP 电池
的运用并不影响钴行业未来仍将短期的大趋势，且未来三元仍将是 Tesla
采取的主要方向，“无钴”电池更多只是预期大于实质的影响。 

 另一方面，特斯拉黑科技或为 Maxwell 的干电极+超级电容器技术，有利
于硅碳负极替代石墨，对钴无影响且有利于负极补锂提升金属锂需求。
Maxwell是全球第一的超级电容器制造商，在电池业务核心拥有著名的干
电极+超级电容器技术专利。①干电极能够解决硅碳负极体积膨胀率大的
问题，从而提升循环寿命，实现用硅碳负极替代传统石墨电极，带动整个
体系能量密度的提升。②干电极只改变生产制造工艺，对正极材料没有影
响，现有的正极材料生产工艺已经非常完善，不存在干法生产环境更优而
加速高镍化作用。③干电池电极技术可应用于无钴体系和固态电池体系
等，仅为其可适用于无钴体系，而并非指其能推动无钴化。④硅碳负极首
次锂损耗甚高达 15%-35%，需通过负极预锂化进行补锂，以提高电池的总
容量和能量密度，预计或带动金属锂需求增长 8%-12%。⑤超级电容器能
量密度提升非常有限且成本较高，未来无法取代锂电池地位，即使超级电
容器+锂电池技术有所突破，也不会改变正极材料体系，对钴锂并无影响。 

 投资建议：继续看好钴锂龙头企业：①钴：超级 LFP电池影响更多只是预
期大于实质，且干电极+超级电容技术均不影响正极材料体系，依然看好
钴价中枢或将上移，继续看好华友钴业、寒锐钴业等；②锂：超级 LFP电
池对锂盐影响量较小，硅碳负极替换石墨负极有望提升金属锂需求，继续
看好赣锋锂业、天齐锂业等，建议积极关注板块回调带来的投资机会。 

 风险提示：1）特斯拉 4月新电池技术低预期；2）新能源产业链终端需求低预

期；3）金属价格下跌等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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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0、引言 

 “无钴”电池新闻+特斯拉电池“黑科技”担忧导致钴板块大幅回调，未来

特斯拉新电池技术方向或存在三方面的可能性。2020 年 2 月 18 日，据路透

社披露，特斯拉与宁德时代洽谈，可能在其中国制造的汽车中使用“无钴”

电池，由此引发钴板块股票整体出现大幅回调。与此同时，特斯拉上海超级

工厂在抖音媒体上回复“无钴，不代表一定是磷酸铁锂”，结合特斯拉之前表

示具体的电池战略和技术可能会在 2020年 4月份的电池日披露，由此引发市

场对特斯拉电池“黑科技”的猜想，对为动力电池新技术方向存在诸多疑惑，

新能源板块整体也波动较大。我们预计，特斯拉电池“黑科技”的猜想主要

为 3个方面：1）所谓的“无钴”电池就是短期宁德时代向特斯拉中国工厂提

供的超级磷酸铁锂电池，但其仅为过渡型产品，中长期仍是发展高镍三元正

极材料的趋势；2）Maxwell核心技术手段在于干法电极配硅碳负极的技术，

硅碳负极的存在负极补锂工艺需求；3）预计短期超级电容+锂电池的技术在

纯电动的乘用车上突破空间或非常有限，即使未来超级电容器结合锂电池技

术的推广，也不会改变正极材料体系情况，对钴锂原料并无影响。 

图 1、路透社：特斯拉或将采用“无钴”电池 图 2、特斯拉：无钴，不代表一定是磷酸铁锂 

  

资料来源：路透社新闻，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抖音，百度百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一方面，“无钴”电池或为短期过渡型的超级磷酸铁锂电池，并不改变未来

钴行业依旧短缺的趋势，且中长期高镍三元趋势并不会改变，无钴”电池影

响更多只是预期大于实质。我们认为，短期来看，路透社披露的所谓“无钴”

电池或是宁德时代向特斯拉中国工厂提供的超级磷酸铁锂电池（正极 LFP+碳

纳米管导电剂+CTP 技术），由于其成组的能量密度与 811 接近，又具备低成

本优势，超级 LFP电池在大概率短期将装载在特斯拉国产 M3/Y上；但中长期

来看，NCM811 电池仍宁德时代未来的主要产品，811 电池也可以采用 CTP 技

术，预计未来超级三元电池（高镍化三元+CTP技术）运用的推广，长期 CTP+

三元电池无论在能量密度还是成本方面都相对于超级 LFP 电池具备优势，超

级 LFP 电池终究或仅是 1-2 年的过渡型产品，目前市场上仅有比亚迪和宁德

在做相关研发，未来进一步推广的性价比较低。我们预计，中性预期下，

2020-2022 年，基于超级 LFP 电池在特斯拉中国工厂的使用或分别减少钴需

求量为 149吨、1605吨、1920吨，但钴行业供需缺口依旧分别达到-5345吨、

-6274吨和-11070吨，且对氢氧化锂需求减少量或分别为 646吨、6955吨、

8320 吨，对碳酸锂需求量或增加 566 吨、6099 吨、7296 吨；总结而言，超

级 LFP 电池的运用并不影响钴行业未来仍将短期的大趋势，且超级 LFP 电池

仅为过渡型产品，未来高镍仍将是 Tesla考虑的重要方向，“无钴”电池更多

只是预期大于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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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特斯拉电池黑科技或主要为 Maxwell 的干电极+超级电容器技术

专利，其只改变生产制造工艺，不影响正极材料体系，也不会加速正极材料

高镍化发展的趋势，对钴需求无影响；干电极有利于硅碳负极替代石墨负极，

刺激负极补锂需求提升，有利于金属锂需求增长 8%-12%。2019 年 2 月，特

斯拉以每股 4.75 美元价格（溢价 55%），合计 2.18 亿美元收购电池制造商

Maxwell。Maxwell是全球第一的超级电容器制造商，在电池业务方面核心拥

有著名的干电极技术专利+超级电容。我们认为，1）干电极主要是在制造工

艺上不同，未来可用于解决硅碳负极材料的体积膨胀率的问题，是实现通过

采取硅碳负极替代目前的石墨负极来提升能量密度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其本

身对材料本身没有任何改变，也不影响正极材料复合体系，不存在干电极法

会加速正极材料向高镍化发展的趋势。2）同时，因为硅碳负极材料存在首次

充放电效率低的问题，其可通过硅碳负极材料预锂化来解决，其和干电极法

也并无直接联系，但通过使用干电极法有利于推广运用硅碳负极材料，从而

才有相对迫切的预锂化需求。3）除此之外，因超级电容能量密度提升速度非

常有限，成本相对于锂电池较高，对整车企来说性价比太低，未来超级电容

也难以取代锂电池地位。而且，即使未来超级电容器结合锂电池技术的推广，

也不会改变正极材料体系情况，对钴锂原料并无影响。 

1、“无钴”或为超级磷酸铁锂电池，其仅为短期过渡型产品，

无碍于未来全球钴供需的紧缺趋势 

1.1、 特斯拉降成本需求迫切，无钴电池或为超级 LFP电池 

 特斯拉逐步从高端车型过渡到平民车之后，单车降成本主要集中于动力电

池。伴随特斯拉车型从原来定位高端客户的 ModelS/X渗透到相对更亲民价的

Model3/Y过程中，单车价格不断下滑也导致其对降成本的诉求进一步加强。

当前，国产 Model3标准续航升级版价格从 35.58万元下探至 32.38万元（补

贴前售价，降价 3.2万元），考虑到当前个人购买享受补贴金额 2.475万元，

扣除补贴后售价 29.9万元；在此背景下，动力电池作为整车成本的最大部分，

未来持续下降趋势也是必然。从历史数据来看，磷酸铁锂电池相对于三元电

池单价更低，有利于降低动力电池成本和提高安全性能，但其能量密度也更

低，导致前几年市场主流的电池厂均处于加大向三元电池方向发展的趋势。 

图 3、从发展趋势来看，特斯拉车型从原来定位高端客户的 ModelS/X渗透到相对更亲民价的 Model3/Y 

 
资料来源：特斯拉，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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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历史上，磷酸铁锂相对三元电池更有价格优势（单

位：元/kwh） 

图 5、但磷酸铁锂能量密度相对三元也更低（单

位：Wh/kg） 

  
资料来源：高工锂电，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SMM，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先后提出能进一步提升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的方法，预

计市场传言所谓的“无钴”电池或就是宁德时代向特斯拉中国工厂提供的超

级磷酸铁锂电池。2019年 9月，CATL在法兰克福车展推出了全新的 CTP高集

成动力电池开发平台，CTP电池包不受限于标准模组，可以用在不同车型上，

应用范围广泛。另外 CTP电池包可提高 pack成组效率，可较传统电池包 pack

能量密度提升 10%-15%，空间留用率提升 15%-20%，结构件用量减少 40%，其

散热效果要高于目前小模组电池包。目前，传统的电池包能量密度平均为

180Wh/kg，而 CTP 电池包能量密度可达到 200Wh/kg 以上。2020 年初，比亚

迪董事长在电动车百人会时也透露，其磷酸铁锂“刀片电池”体积比能量密

度上比传统磷酸铁锂电池提升 50%，能量密度可达 180Wh/kg（提升大约 9%），

系统能量密度也将提高到 160Wh/kg以上，短期能够一定程度解决磷酸铁锂电

池能量密度相对较低的问题。我们认为，短期来看，路透社披露的所谓“无

钴”电池或就是宁德时代向特斯拉中国工厂提供的超级磷酸铁锂电池（正极

LFP+碳纳米管导电剂+CTP技术。 

图 6、2019年 9 月，宁德时代提出 CTP电池 图 7、2020 年初，比亚迪提出磷酸铁锂刀片电池 

  

资料来源：路透社新闻，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抖音，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1.2、 超级 LFP 电池或仅为过渡型产品，未来伴随三元+CTP

技术运用电池或更有优势，中长期三元电池仍为主流 

 何为 CTP 和刀片电池技术？CTP 技术和刀片电池的本质是电池包设计的调整

创新，一般电动汽车上搭载的电池包，由电芯组装成为模组，再把模组安装

电池包里，形成了“电芯-模组-电池包”的三级装配模式。CTP（Cell to 

PACK），是电芯直接集成为电池包，从而省去了中间模组环节。目前 CTP有两

种技术路线，一是采用完全无模组方式，二是以大模组替代小模组的方式。

比亚迪采取的是完全无模组技术方案，其开发的长度大于 0.6 米的大电芯，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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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阵列的方式排布在一起，电池包参与承重，加强底盘强度；宁德时代是

以大模组替代之前小模组，并不是完全取消模组，而是把之前的小模组去掉

侧板，用扎带连接起来，把模组做大。 

图 8、宁德时代采用以大模组替代小模组的方式 图 9、比亚迪采用完全无模组方式 

  
资料来源：汽车人参考，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汽车人参考，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CTP/刀片电池的能量密度及单位成本优势显著，当前只在磷酸铁锂电池有具

体应用，在三元电池的应用还在实验室模拟阶段，短期超级 LFP或更符合特

斯拉满足一定能量密度需求的背景下实现降低成本的目标。CTP 方案通过减

少零部件数量（主要包括端板、侧板、紧固件等）、提高生产效率、能量密度

和空间利用率提升 3 个方面实现降低成本，比如，宁德时代表示 CTP 最多可

以减少近 40%是电池包零部件，提升 50%的生产效率，预计实现成本下滑 30%

左右。当前，CTP/刀片技术只在磷酸铁锂电池有具体应用，预计超级 LFP 的

成组的能量密度或接近于当前 LG811 的成组能量密度，同时超级 LFP 成本或

比 LG811 低 5%-8%；而目前 CTP 在三元电池的应用还在实验室模拟阶段，未

来或有进一步突破。因此，短期来看，超级 LFP 或更符合特斯拉满足一定能

量密度需求的背景下实现降低成本的目标。 

表 1、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关于 CTP/刀片技术参数的对比 

电池企业 宁德时代 比亚迪 

零部件数量 减少约 40%的电池包零部件 
 

能量密度 
系统质量能量密度从 140-150Wh/kg 提升至

200Wh/kg 以上 

CTP铁锂体积能量密度比传统铁锂电池提升 50%，

单体 180Wh/kg，系统 160Wh/kg 

体积利用率 提升 15-20% 2018-2019年集成效率 80%，2021年达到 86% 

生产效率 提升 50% 
 

成本下降 
预计减少 30%，远期高镍硅炭 CTP低于 0.6

元/Wh 
成本预计下降 20-30% 

专利数量 知识产权超过 200项 300多项核心专利 

资料来源：宁德时代，比亚迪，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中长期来看，未来伴随三元的 CTP 技术运用，无论从能量密度或电池成本方

面，CTP+三元电池相对于超级 LFP 电池都更具备优势，预计超级 LFP电池或

仅是 1-2年的过渡型产品，未来特斯拉或仍将完全采用三元电池为主。一方

面，从理论能量密度来看，超级 LFP 的能量密度单体最多做到

210Wh/kg-220Wh/kg，成组最多做到 160Wh/kg-170Wh/kg，三元 811 运用 CTP

技 术 的 单 体 极 限 能 够 做 到 340Wh/kg-360Wh/kg ， 成 组 能 够 做 到

280Wh/kg-300Wh/kg。另一方面。从成本来看，当前超级 LFP 成本至少在 0.6

元/kwh，接近成本降幅的极限，但未来三元的 CTP 电池理论的极限成本可以

做到 0.5 元/kwh，未来三元的 CTP 电池的成本在某个时点也会实现超越超级

LFP，预计短期使用超级 LFP的概率较大，但未来仍会推出三元的 CTP电池替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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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掉超级 LFP 电池。我们预计，超级 LFP 电池或仅是特斯拉近 1-2 年的过渡

型产品，未来特斯拉或仍将完全采用三元电池为主。 

图 10、中长期来看，未来无论从能量密度或电池成本，三元 CTP 电池相对于超

级 LFP 电池均更有优势，超级 LFP 电池或仅为过渡型产品（单位：kwh） 

 
资料来源：宁德时代公告，比亚迪公告，中国知网测算数据，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1.3、 超级 LFP电池无碍于未来全球钴供需的紧缺趋势，钴价

中枢仍将继续上移 

 落实到短期定量的影响量而言：超级 LFP电池的运用确实会一定程度减少钴

需求用量，但无碍于未来全球钴供需的紧缺趋势。一方面，采用超级 LFP的

电池仅限于特斯拉在中国工厂的 Model 3 和 Model Y，目前国内在售的国产 

Model 3 只有标准续航升级版，续航里程达到 445km，单位电池容量为 53kwh，

但 2020年之后不排除长续航后驱版本的车型引入，单位电池容量高达 78kwh，

此种类型的电池或仍仅能采取高镍三元的途径；另一方面，目前特斯拉在中

国的电池供应商也不仅来自于宁德时代，LG等仍将继续采取高镍正极的供应

链体系。因此，特斯拉在中国工厂的车型大概率仅部分会采用超级 LFP 电池；基

于超级 LFP 电池仅为未来 1-2 年的过渡型电池产品，2020-2022 年，特斯拉

在中国工厂的 Model 3 和 Model Y分别为 15/20/20万辆和 0/18/25万辆的出

货量背景下，我们认为，即使在最悲观的中国工厂 Model 3 和 Model Y 全部

采用超级 LFP 电池也并不会改变未来钴行业依旧短缺的趋势，中性预期下超

级 LFP电池的运用将导致，2020-2022年钴需求减少量或为 149吨、1605吨、

1920 吨，但钴行业供需缺口依旧分别达到-5345 吨、-6274 吨和-11070 吨，

钴价中枢仍将继续上移，具体而言： 

1、 最悲观预期：2020-2022年，钴需求减少量或为 298吨、3210 吨、3840吨，

钴行业供需缺口依旧分别达到-5196 吨、-4669 吨和-9150 吨。若中国工厂

Model 3 和 Model Y全部为标准版，也全部替换为超级磷酸铁锂（预计 2020Q4

开始替换），2020-2022 年，钴需求减少量或分别为 298 吨、3210 吨、3840

吨，以 2019年总需求量为背景，分别占总需求量的 0.21%、2.21%和 2.65%，

修正原来钴行业供需平衡表，修正后钴行业供需缺口依旧分别达到-5196吨、

-4669吨和-9150吨，未来钴行业依旧短缺的趋势，价格中枢仍将上行。除此

之外，2020-2022 年，预计对氢氧化锂需求减少量或分别为 1292 吨、13910

吨、16640吨，对碳酸锂需求量或增加 1133吨、12198吨、14592吨。 

2、 中性预期：2020-2022年，钴需求减少量或为 149吨、1605 吨、1920吨，钴

行业供需缺口依旧分别达到-5345 吨、-6274 吨和-11070 吨。若中国工厂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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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3 和 Model Y产量的 50%为标准版，也全部替换为超级磷酸铁锂（预计

2020Q4开始替换），2020-2022 年，钴需求减少量或分别为 149 吨、1605吨、

1920 吨，以 2019 年总需求量为背景，分别占总需求量的 0.10%、1.11%和

1.32%，修正原来钴行业供需平衡表，修正后钴行业供需缺口依旧分别达到

-5345 吨、-6274 吨和-11070 吨，未来钴行业依旧短缺的趋势，价格中枢仍

将上行。除此之外，2020-2022年，预计对氢氧化锂需求减少量或分别为 646

吨、6955吨、8320吨，对碳酸锂需求量或增加 566吨、6099吨、7296吨。 

表 2、不同超级磷酸铁锂电池占比对钴锂行业需求影响量：无碍于未来全球钴供需的紧缺趋势（单位：辆） 

特斯拉总交付量 类别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美国和欧洲工厂 

Model S/X 99310 66625 65000 65000 65000 

Model 3 144046 300670 350000 350000 450000 

ModelY 
  

100000 200000 200000 

semi 
  

  10000 20000 

Cyber 
  

    100000 

中国工厂 

Model 3 
  

150000 200000 200000 

标准版电池容量（kwh） 
  

53 53 53 

长续航电池容量（kwh） 78 78 78 78 78 

ModelY 
  

0 180000 250000 

 
假设-标准版（kwh） 

  
60 60 60 

合计 243356 367295 665000 1005000 1285000 

NCA电池每 Kwh用钴量 千克/kwh 
  

0.15 0.15 0.15 

NCA 电池每 Kwh用氢氧化锂量 千克/kwh 
  

0.65 0.65 0.65 

LFP电池每 Kwh用碳酸锂量 千克/kwh 
  

0.57 0.57 0.57 

最悲观预期-若中国工厂 Model 3和 Model Y全部为标准版，也全部替换为超级磷酸铁锂（预计 2020Q4开始替换） 

钴需求减少量 吨 
  

298 3210 3840 

氢氧化锂需求减少量 吨 
  

1292 13910 16640 

碳酸锂需求增加量 吨 
  

1133 12198 14592 

中性预期-若中国工厂 Model 3和 Model Y 仅 50%为标准版，也全部替换为超级磷酸铁锂（预计 2020Q4开始替换） 

钴需求减少量 吨 
  

149 1605 1920 

氢氧化锂需求减少量 吨 
  

646 6955 8320 

碳酸锂需求增加量 吨 
  

566 6099 7296 

乐观预期-若中国工厂 Model 3和 Model Y 仅 25%为标准版，也全部替换为超级磷酸铁锂（预计 2020Q4开始替换） 

钴需求减少量 吨 
  

75 803 960 

氢氧化锂需求减少量 吨 
  

323 3478 4160 

碳酸锂需求增加量 吨 
  

283 3050 3648 

不考虑特斯拉采用超级磷酸铁锂背

景下的钴行业供需缺口 
吨 12345 2677 -5495 -7879 -12990 

最悲观情况下钴行业供需缺口 吨 
  

-5196 -4669 -9150 

最悲观情况下占钴需求比例（%） 
   

0.21% 2.21% 2.65% 

中性预期情况下钴行业供需缺口 吨 
  

-5345 -6274 -11070 

中性预期情况占钴需求比例（%） 
   

0.10% 1.11% 1.32% 

乐观预期情况下钴行业供需缺口 吨 
  

-5420 -7077 -12030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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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预期情况占钴需求比例（%） 
   

0.05% 0.55% 0.66% 

备注：预计若中国工厂 Model 3和 Model Y为标准版，则需替换为超级磷酸铁锂电池，以 2019年需求口径为基准 
资料来源：特斯拉，Darton,百度百科等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3、 乐观预期：2020-2022 年，钴需求减少量或为 75 吨、803 吨、960 吨，

钴行业供需缺口依旧分别达到-5420 吨、-7077 吨和-12030 吨。若中国

工厂 Model 3和 Model Y产量的 25%为标准版，也全部替换为超级磷酸铁

锂（预计 2020Q4 开始替换），2020-2022 年，钴需求减少量或分别为 75

吨、803吨、960吨，以 2019年总需求量为背景，分别占总需求量的 0.05%、

0.55%和 0.66%，修正原来钴行业供需平衡表，修正后钴行业供需缺口依

旧分别达到-5420吨、-7077 吨和-12030吨，未来钴行业依旧短缺的趋势，

价格中枢仍将上行。除此之外，2020-2022年，预计对氢氧化锂需求减少

量或分别为 323吨、3478吨、4160吨，对碳酸锂需求量或增加 283吨、

3050吨、3648吨。 

2、特斯拉电池“黑科技”不影响正极材料体系，或推动硅碳

负极和负极补锂趋势，不影响钴需求，或增加金属锂需求 

2.1、 Maxwell 核心技术在于干电极+超级电容，硅碳负极替

代石墨负极是未来提高能量密度的发展方向 

 硅碳负极材料相较于石墨负极具备很高的容量，有助于现在提高锂电池能量

密度，是下一代负极的主要发展方向。锂离子电池主要由正负电极、电解液、

隔膜、集流体及外壳等构件组成。正负电极主要储存锂离子，并进行氧化还

原反应，正负极材料对锂离子的存储量直接关系到电池的整体容量。电解液

主要对电池正负极进行充分的浸润，并在此基础上提供离子的传输路径，电

解液的离子传输特性也影响着电池性能。而隔膜的主要作用是将正负极隔开，

防止正负极短路，并且同时隔膜的孔性也要提供锂离子传输的通道，隔膜主

要是保证电池安全特性。集流体的作用是保证电极及外电路之间的电子导通

特性。在锂离子电池充/放电过程中，锂离子（Li+）在正负两个电极之间往

返并嵌入和脱嵌：充电时，Li+从正极活性材料脱嵌，经过电解质通过隔膜嵌

入负极活性材料，此时负极处于富锂的状态；放电时则是充电逆反应的过程。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锂电池的负极材料主要有嵌入类的电极（石墨类材料等）

以及合金化反应类电极（类似于硅碳负极材料等）。当前，传统的石墨嵌入类

电极的主要优点是结构稳定，循环性能很好，但是其容量已经达到了瓶颈阶

段。而硅碳负极材料由于其较高的容量，有助于现在提高锂电池能量密度，

是下一代负极的主要发展方向。 

图 11、锂离子电池的充放电工艺流程 图 12、当前是负极材料仍主要以石墨负极为主导，未来硅碳负

极替代石墨负极以提升电池能量密度或为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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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知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特斯拉旗下的 Maxwell 核心技术在于干电极+超级电容，此或大概率为特斯

拉披电池“黑科技”的核心看点。2019 年 2 月，特斯拉以每股 4.75 美元价

格（溢价 55%），合计 2.18亿美元收购电池制造商 Maxwell。Maxwell成立于 

1965 年，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转向商业

领域，2018年公司销售收入为 0.9亿美元，主要专注于研发干电池电极和储

能系统。目前，Maxwell 是全球第一的超级电容器制造商，在电池业务方面

核心拥有著名的干电极技术专利+超级电容。我们预计，2020 年 4 月份的电

池日，特斯拉披露的电池“黑科技”的猜想活主要源于对 Maxwell 核心技术

在锂电池领域运用所展开。 

图 13、Maxwell基本简介 图 14、Maxwell 核心技术在于干电极+超级电容 

  
资料来源：Maxwell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Maxwell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15、Maxwell发展历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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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2、 干电极有利于硅碳负极替代石墨负极，相对湿法主要区

别在制造工艺上，对于正极材料没有任何改变 

 干电极技术起源于超级电容器电极的制备，制作过程全部以无溶剂方式进

行。干电极技术是麦克斯威尔在 2003年左右研发出来的，一开始的主要应用

方向是在超级电容器电极的制备，而超级电容器的电极制备和锂电池的电容

制备，除了活性材料的不同，整个的生产工艺非常相似：把活性材料先做成

浆料，然后再涂到箔材上，然后把溶剂烘干，再上辊压机进行辊压一遍做成

电极。干电极技术是指从正极/负极电极粉末开始，将少量（约 5-8％）细粉

状 PTFE 粘合剂与电极粉末混合，然后将混合的正极+粘合剂粉末通过挤压机

形成薄的电极材料带。核心概况为 3个步骤：1）干粉混合（活性材料、粘结

剂、导电剂等），2）粉末制成薄膜，3)把薄膜压在集流体上；制作过程全部

以无溶剂的方式进行，将活跃的正负极颗粒与聚四氟乙烯（PTFE）混合，使

其纤维化，形成薄膜层；然后将薄膜层压到铝箔或者铜箔上，制备出正负极

片。 

 干电极相较于湿法电极和核心区别： 传统的锂电池制造使用含有粘合剂材料

的溶剂 NMP，将其与负极或正极粉末混合后，把浆料涂在电极并干燥；和传

统的正负极片制备工艺不一样，干电极技术不采用溶剂，而是使用粘合剂和

导电剂代替溶剂。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干电极相较于湿法电极而言主要是在

制造工艺上不同，它对于活性材料是没有任何改变的，也就意味着干法电极

对正极材料没有任何影响，不存在直接加速高镍化的作用。 

图 16、干电极涂覆装置 图 17、Maxwell 核心技术在于干电极+超级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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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知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

理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干电极因比湿法电极具备更高的压实密度，最先应用于超级电容器。干电极

最开始的优势并没有体现在锂电池的生产工艺上，最开始是在超级电容器的

制备工艺上有提升。湿法电极的工艺是做成浆料之后，先涂到箔材上，然后

再去辊压，初始阶段涂糊的密度不够，需要用辊压机把密度压实的方式来提

高电芯的能量密度，并且因为超级电容器是纯物理反应，电极的密度希望压

到越大越好。若采取湿法电极，需要先涂到铝箔上再去压过大的压力会损失

到箔材，尤其是铝箔，导致不良率提升。但若采取干法电极是先把粉末压成

膜之后，再去贴附到铝箔上，压膜的过程中没有箔材，可以充分压实。因此，

干电极最初运用在超级电容器的压实密度要比湿法电极的提高到 8%-10%，有

利于产品的能量密度也提高 8%-10%。但锂电池和超级电容器相比最大的问题

在于锂电池是化学反应，在制备过程中活性物的压实密度不能太大，否则容

易造成“死区”，也导致干法工艺的这种优势在锂电池上并不能充分发挥。 

 但伴随硅基负极材料是商业化应用需求逐步出现，干电极法在锂电池的应用

得到推广。传统石墨负极材料具有循环性能好，稳定性高等特点，然而理论

比容量限制在 375mAh/g，或已达到了瓶颈阶段，而新型的硅基负极材料具有

很高的比容量，理论比容量可达 4200mAh/g，在硅负极材料中添加一定比例

的商业化成熟的碳材料，所形成的硅碳负极能够有效地缓冲硅材料引起的硅

颗粒局部团聚，提高硅基负极的循环性能等效果。但硅碳负极现在存在充放

电过程中体积膨胀率较大，循环寿命不够的缺点，具体而言： 

图 18、在干法电极背景下采用的硅碳负极有助于显著提升电池能量密度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干法电极能够有效解决硅碳负极循环寿命偏低的问题，有助于实现硅碳负极

替换传统石墨电极，从而实现锂电池提升能量密度。在充放电循环过程中，

石墨负极的体积膨胀率只有 30%-40%，但是硅负极的体积膨胀率可以达到

300%，在传统的湿法工艺下，粘结剂承受不了太大的形变，在反复充放电过

程中，就会造成电极的损伤，导致循环使用次数下降；比如，若用湿法电极

的背景下，硅碳负极实际使用循环寿命不到 500 次循环，和石墨负极

1500-2000次的循环数量相差甚远。干法电极的粘结剂和湿法电极完全不同，

干电极可以解决硅碳负极的体积膨胀率的问题：主要在于湿法电极的粘结剂

是靠分子间的范德华力，像胶水一样把活性材料的颗粒粘结起来；如果体积

膨胀之后，其韧性不够高容易被拉断。但干法电极的粘结剂是聚四氟乙烯

(PTFE)，其本身没有粘性，依靠把颗粒缠绕起来形成一种三维的网络结构，

把其给包裹起来形成膜，形成的纤维结构具备一定的弹性，此完全可以解决

硅碳负极的体积膨胀率的问题，从而解决循环寿命偏低的核心问题。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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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相较于湿法电极，干法电极在锂电池材料中各部分的核心变化 

类别 干电极法的核心变化 

正极 活性物质不变，NMP 溶剂不用，碳纳米管导电剂渗透率继续提升 

负极 不用水溶剂，解决硅碳负极替换石墨负极面临循环寿命偏低的核心问题，有利于负极补锂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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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高 

集流体 表面粗糙化处理，或打孔箔材 

粘结剂 聚四氟乙烯(PTFE)，本身没有粘性，依靠把颗粒缠绕起来形成一种三维的网络结构，把其给包裹起

来形成膜，形成的纤维结构具备一定的弹性 

生产工艺及设备 不用前端浆料设备，节省 5-6小时搅拌时间；涂覆设备要改造，多加辊压设备，不需要长烤箱 

成本节省 生产成本节省约 20%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从结果来看，据 Maxwell介绍，干法电极已能够实现能量密度突破 300wh/kg，

延长电池寿命 2 倍，较湿法电池成本降低 10%-20%以上，未来目标突破

500wh/kg，技术产品可运用于多种电池材料体系，而并非可以推动无钴化。

2018年，Maxwell干电池电极发展规划，2022年之前实现以低于每千瓦时 100

美元的成本实现>350Wh/kg的电池能量密度，2025-2030年的远期能量密度超

过 500wh/kg。2019 年，Maxwell 干电极技术再次表示：1）目前已经突破能

量密度达到 300wh/kg，未来目标可以超过 500wh/kg；2）延长电池寿命 2倍；

3）干电池降低了生产成本，理论成本较湿法电池降低 10%-20%以上；4）干

电池电极技术可应用于下一代材料体系、无钴体系和固态电池体系，需要强

调的在于，此仅是可以用于无钴体系，而并非指其有利于推动无钴化。 

图 19、2018年，Maxwell提出的干电池电极规划 图 20、2019年，Maxwell提出的干电池电极规划 

  
资料来源：Maxwell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Maxwell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从发展趋势来看，干电池电极大概率或作为未来行业主流，短期内量产化有

待观察。一方面，目前干电池生产工艺技术难度大，当前还未通过大规模应

用，存在制作的极片易脱粉和倍率性能差的问题，技术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

间；另一方面，干电池电极技术未来推广仍存在 2个核心壁垒：1）设备，干

电极设备不像湿法电极一样普遍，湿法电极有搅拌机和涂层机，国内有十几

个厂家，标准化程度也很高。干法电极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混合，

此步骤已有成熟的设备，第二个是纤维化的设备，生产此设备的厂家不知道

其可以用在干法电极上，存在信息差，第三步是压膜的过程，是自动化的设

备并需要定制进行开发。2）专利的壁垒，也或为最大的核心壁垒；Maxwell

在 2003年专利产生后申请了美国、中国等专利，且 Maxwell 每隔 2年边会进

行补充，也相对的延长了期限。对国内厂商而言，如果未来想采用干电池电

极技术，很难绕过 Maxwell的专利保护。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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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而言，干电极技术对正极材料并无实质影响，不会影响到钴需求改变。

干电极相较于湿法电极而言主要是在制造工艺技术上的不同，对于活性材料

是没有任何改变的，也即是能量密度的提升完全依托于活性材料的变化，而

非干电极技术。但值得强调的是：1）干电极能够解决硅碳负极的体积膨胀

率的问题，从而解决循环寿命偏低的核心问题，实现用硅碳负极替代原来传

统的石墨电极，带动整个体系能量密度的提升。2）干电极对正极材料没有

任何影响，不存在直接加速高镍化的作用。当前，市场担忧干电极或间接推

动高镍化的原因在于高镍材料对于空气湿度和浆料的酸碱度要求较高，在湿

法的生产工艺中需要特别注意生产环境的调节，在干法中不需要融合溶剂，

所以若从此角度来看，干法具有一定优势。但现有的正极材料生产几十年的

背景之下，生产工艺和防护措施早已经都非常完善，此种生产环境的调节的

影响已微乎其微，依托于此种优势去谈有利于正极高镍化的说法意义不大。

3）干电池电极技术可应用于下一代材料体系、无钴体系和固态电池体系，

此仅是干电池电极技术可以用于无钴体系，而并非指其有利于推动无钴化。 

2.3、 硅碳负极材料推广或将增加负极补锂需求，有利于提升

金属锂需求量 

 干电极有效解决了硅碳负极材料循环寿命不够的问题，负极补锂或有助于提

升首次充放电效率，以提高电池的总容量和能量密度，也将提升金属锂需求。

1、如前文所述的充放电循环过程中体积膨胀率过大，导致循环寿命不够，此

亦可通过干电极完全解决。2、锂离子电池首次充电过程中，有机电解液会在

负极表面还原分解，形成固体电解质相界面(SEI)膜，永久地消耗大量来自正

极的锂，造成首次循环的库仑效率(ICE)偏低，降低了锂离子电池的容量和能

量密度。传统的石墨材料有 5%-10%的首次不可逆锂损耗，而对于高容量的硅

碳负极材料，首次锂损耗甚至更高(预计不可逆容量损失达 15%-35%)。此可

通过预锂化对电极材料进行补锂，抵消形成 SEI 膜造成的不可逆锂损耗，以

提高电池的总容量和能量密度。 

 硅碳负极的补锂需求和性价比或更高，预计硅碳负极材料推广有利于提升金

属锂需求。从性价比来看，若采用石墨负极不用补锂首充效率已经达到

90%-95%，负极补锂成本上升只能带来 5%左右的首充效率提升，性价比能否

接受存在很大质疑。硅碳负极首充效率只有 65%-85%，负极补锂可以使首充

效率提升空间很大，性价比较较高。我们预计，未来特斯拉新电池若采取硅

碳负极材料，依托于负极材料预锂化将提升首次充放电效率的优势，金属锂

需求有望得到提升。 

图 21、预锂化正极可提升全电池放电/充电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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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知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锂粉补锂(SLMP)是目前唯一一种可以工业化的预锂化方法，其约 97%金属锂，

预锂化后，预计负极的首次不可逆容量减少了 20%-40%，单质锂的需求将提

升 8%-12%左右。目前，常见的预锂化方式是负极补锂，如锂箔补锂、锂粉补

锂（SLMP）等，都是目前重点发展的预锂化工艺。由于锂活性比较大，也容

易有氧化的问题，所以说现在日本的 FMC 开发了稳定化的锂粉补锂，稳定化

锂粉补锂也是目前唯一一种可以工业化的预锂化方法,它是由约 97%金属锂

和 3%的碳酸锂组成的核壳结构。将 SLMP 应用于负极预锂化，主要有两种途

径:在合浆过程中添加，或直接添加到负极片表面。若在做负极的时候直接将

锂粉末和负极的活性材料混合起来，但是这种稳定化的锂粉末表面也包裹一

层惰性物质，可以耐受一定时间内的氧化，和保证它的安全，此种背景下不

能有水，但原来负极是用水来做溶剂的，干法电极是不用溶剂的，所以如果

采用稳定化的锂粉末技术来预锂化，和干法电极的原理上是比较契合的。预

计预锂化后，负极的首次不可逆容量减少了 20%-40%，也导致整体对于单质

锂的需求将提升 8%-12%左右。 

 预锂化有望成为下一代负极的关键技术之一，短期内放量进度仍有待观察。

预锂化系多数电池厂正在布局的技术，主要难题在于生产安全性。Li金属化

学性质较为活泼，过量 Li金属与水发生反应或引发明火甚至爆炸，预锂化工

艺最大的难题也系爆炸在生产负极极片的安全性。包括 Tesla-Maxwell、宁

德等多家主流厂商均在布局预锂化技术，2018年，Maxwell与 UCSD联合申请

预锂化负极专利，根据其公开的信息，硅碳负极预锂化之后（Graphite/SiO/Li 

metal）可提升首圈循环效率至 80.4%，较未预锂化的硅碳负极首圈循环效率

提升 6.5pct，预锂化有望成为下一代负极的关键技术之一。 

图 22、Maxwell已和 UCSD 联合申请预锂化负极专利 图 23、Maxwell 预锂化负极可提升首圈效率约 6.5pct 

  
资料来源：US Patent，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US Patent，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4、 超级电容器技术短期对锂电池行业影响甚小，即使技术

有所突破对钴锂需求也无影响 

 超级电容器能量密度提升的也是非常有限且成本较高，依托于大功率充放电

性能及长循环寿命作为辅助器件来使用，但无法取代锂电池的地位，也不会

改变活性材料体系情况，对上游钴锂原料并无太大影响。超级电容器是介于

电容器和电池之间的储能器件，作为功率型的储能器件，其拥有 3 大优点：

低温特性好，循环寿命长和工艺性好；唯一但也致命的的缺点是能量密度低。

1998年 Maxwell将其商业化生产直到现在，能量密度提升的也是非常有限的，

1998 年生产时密度为 4wh/kg，目前商业化的为 6wh/kg，较优异的可达到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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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wh/kg。这些年的发展主要是成本的降低，以前 1998年的成本至少为现在

的 100倍以上，目前 1wh的成本为 30-40元，但此成本相对于锂电池 1元/wh

仍非常高，其比锂电池贵大约 30-40 倍。这也导致超级电容器只是作为辅助

器件来使用，是无法取代锂电池的地位，在锂电池功率达不到或者使用寿命

短的情况下来使用；而且，即使未来超级电容器结合锂电池技术的推广，也

不会改变正极材料体系情况，对钴锂原料并无影响。目前，Maxwell 超级电

容主要应用于风电、铁轨、电网储能等领域。 

图 24、Maxwell超级电容主要应用于风电、铁轨、电网储能等领域 

 
资料来源：Maxwell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超级电容器分为两种：6wh/kg的双电层电容器和混合电容器，混合电容器是

将锂电池和双电层电容器材料混合来达到工艺好、使用寿命好的优点，其能

量密度是 30-50wh/kg，但是混合把优点和缺点都融合在一起了,但其寿命不

如超级电容器，能量密度不如锂电池，短期实际使用价值偏低。 

表 4、超级电容器和锂电池的核心技术参数对比 

特性对比 锂电池 双电层电容器（超级电容器） 

能量转换 化学能--电能 电能 

过程可逆性 充放电过程可逆，能量转换有损耗 充放电过程可逆 

充放电速度 一般充放电为 1-5倍率，最大放电可达 10倍率 充电电流越大速度越快，10秒内即能达到额

定容量的 95% 

充放电时间 一次充满电 5-6小时 单体数秒 

功率密度 低  50-200w/kg 高，低阻抗带来高功率输出 1000-2000w/kg 

单体标称电压 锂电池 3.0-3.7v 1.2-1.5v左右 

能量密度 高 20-100wh/kg 低，为蓄电池的 1/10，3-15wh/kg 

循环寿命 平均 5000-10000 次，大倍率充放电对寿命的影响较大 >10万次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从汽车领域的应用来看，预计 Maxwell超级电容在辅助纯电动车应用上在短

期不会有太大的突破。目前超级电容器可以应用于卡车、火车、有轨电车和

新能源客车等方面，主要提供制动启停系统、动力辅助、能量回收等。Maxwell

规划将超级电容器技术的峰值功率子系统引入吉利五款微混及插混车型，也

或推迟于2020年之后逐步放量。超级电容和锂电池互补方向，Maxwell从2016

年也有尝试，包括中车、长安、博世、江淮都做了许多送样，也与奥迪、宝

马等车企进行了前期的研究。在实际测算效果方面，对于车企来说性价比太

低，所以并没有车企大量推出。我们预计，Maxwell 超级电容在辅助纯电动

车应用上在短期不会有大突破，超级电容器对锂电池的影响或相对更远期。 

图 25、2017 年，Maxwell规划将超级电容器在汽车 图 26、2019年，Maxwell规划将超级电容器在汽车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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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影响 领域的影响 

  
资料来源：US Patent，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US Patent，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3、投资建议：继续看好钴锂板块龙头企业 

 钴：此轮钴板块的回调更多是基于对特斯拉电池“黑科技”带来的无钴化担

忧，体现为板块杀估值的过程。但一方面，“无钴”电池或为短期过渡型的超

级磷酸铁锂电池，并不改变未来钴行业依旧短缺的趋势，且中长期高镍三元

趋势并不会改变，无钴”电池更多只是预期大于实质影响；另一方面，特斯

拉旗下的 Maxwell核心技术在于干电极+超级电容，其只改变生产制造工艺，

不影响正极材料复合体系，也不会加速正极材料高镍化发展的趋势，对钴需

求不存在影响。我们认为，2020 年，钴供给收紧+5G 和动力带动需求改善+

中下游进一步增加库存或成为价格持续上涨催化剂，依然看好钴价中枢或将

继续上移，继续看好华友钴业、寒锐钴业等。 

 锂：一方面，短期过渡型的超级磷酸铁锂电池对氢氧化锂需求稍有减少，对

碳酸锂需求有所增加，但影响体量都相对较小，对锂板块供需影响不大；另

一方面，未来干电极技术运用有利于硅碳负极材料推广，从而增加负极补锂

需求，有利于提升金属锂需求量 8%-12%，且金属锂供应相对集中，产品附加

值较高，龙头企业有望充分受益，继续看好赣锋锂业、天齐锂业等。 

表 5、钴锂一线龙头企业盈利与估值（单位：亿元） 

 
净利润/亿元 PE（x） 

 
2019E 2020E 2021E 2019E 2020E 2021E 

天齐锂业 -30.0 4.7 11.7 -17.7 114.0 45.3 

赣锋锂业 4.67 11.12 17.07 163.5 68.7 44.7 

寒锐钴业 0.1 7.1 9.0 1307.5 25.8 20.3 

华友钴业 1.8 16.9 19.7 266.5 28.1 24.1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备注：估值采取 2020年 2月 26日收盘价为基准进行测算，暂不包含增发股本的影响 

 

 

4、风险提示 

 1、特斯拉 4月新电池技术低预期； 

 2、新能源产业链终端需求低预期； 

 3、金属价格下跌等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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