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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导读 

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扩容以及高镍三元动力电池新技术新工艺对电池级

氢氧化锂的需求持续上升，为锂资源发展带来新动能。 

 

投资要点 

❑ 市场观点 

✓ 2019 年补贴政策退坡以及今年年初全球疫情的蔓延引发市场对新能源汽

车市场的未来发展产生担忧，而上游的多数动力电池厂商全年装机量也出

现同比下滑状况--2020 年 1 月和 2 月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和动力电池装

机量同比下降均超过 50%。下游需求低迷以及上游产业链受停工停产影

响导致电池级锂材料价格持续下滑，为锂行业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 我们的观点 

✓ 我们长期坚定看好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首先，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符合各

国政府的能源安全战略；同时从车企层面看，严苛的排放罚款以及积分政

策意味着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保持公司长期盈利的根本。欧美以及日韩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初均在扶持补贴政策落地上有超预期进展，我国也陆

续推出促进汽车消费以及刺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 

✓ 锂电池技术千变万变但对锂需求恒不变：不论是 3C 消费电子电池的钴酸

锂 LCO，还是动力电池的磷酸铁锂 LFP/三元锂电 NCM 和 NCA，其根本

原理仍是以锂离子在正负极间的交换为基础。锂对不同锂电池技术仍然是

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同时新型预锂化/补锂工艺也将为锂需求带来新的

增量，长期看好市场未来对锂的需求增长空间； 

✓ 中短期氢氧化锂将成为产业链新发力点：在高镍三元正极材料的合成生产

中，氢氧化锂对比碳酸锂在生产工艺上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而随着高镍

三元正极材料在动力电池领域的市占率不断提高，我们认为未来对电池级

氢氧化锂的需求将持续提升；同时全球范围的动力电池厂商在高镍三元产

能扩产上步调一致，为氢氧化锂的需求增长提供动能。 

❑ 投资建议 

✓ 我们认为未来下游对锂的需求将持续上升，而高镍三元的大量应用将为氢

氧化锂带来新一轮扩容。我们建议重点关注锂资源行业龙头标的赣锋锂业

（002460.SZ）、天齐锂业（002466.SZ）。  

❑ 风险因素 

✓ 多方因素至新能源汽车推广不及预期；高镍三元市场渗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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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1、核心观点 

我们认为新能源汽车乃大势所趋，其对锂离子电池的需求长期为刚需，不论是磷酸铁锂还是三元锂电甚至是未来

的固态电池，这些技术路径的根基仍为锂离子电池，因此技术迭代并不影响对上游锂资源的需求。同时随着高镍三元

（特指镍含量比在 6 及以上的如 NCM811 和特斯拉使用的 NCA）经过过去几年的技术攻关终于迎来市场放量，对上

游电池级氢氧化锂的需求日益增长（由于高镍三元正极材料只能用氢氧化锂来合成），我们认为氢氧化锂将接过碳酸锂

的接力棒成为上游锂的新增长动能来源。 

我们建议重点关注锂资源以及锂化合物合成领域头部厂商：赣锋锂业（002460.SZ）、天齐锂业（002466.SZ）；同

时又新能源汽车驱动的电池高镍化也给予了氢氧化锂空前的增长空间，上述两个标的均在氢氧化锂产能上有所布局。  

2、市场观点 

⚫ 受海内外疫情影响，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低迷。此次的疫情对企业销量以及整体业绩均会有较大冲击，整个一、二

月份销量均呈现大幅度下跌，而受到复工复产时间表影响导致部分制造业企业无法及时开工，一季度损失或较大。 

⚫ 国内新能源车市场疲软，海外疫情控制不利。去年受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以及整体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所导致的汽

车市场低迷影响，国内市场出现负增长，而被给予厚望的欧洲市场如今又面临扩散的疫情导致不确定性增强。 

⚫ CTP +磷酸铁锂，三元电池市场地位遭挑战。近期由于新型磷酸铁锂的亮相导致市场对三元锂电池未来的发展前

景感到担忧，新型磷酸铁锂在续航里程和安全性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也拉近了二者之间的差距。 

3、区别于市场的观点 

⚫ 国内疫情已得到缓解，国家出台政策刺激消费。我国通过及时有效的科学方法将疫情遏制，同时国家相关部门也

已经出台政策刺激疫情之后的汽车消费（购置税等），疫情之后动力电池下游需求将迎来反弹。 

⚫ 欧美新能源汽车放量在即，宏观政策带动发展。欧美国家已经开始发力新能源汽车市场，从越来越严苛的碳排放

指标到各国不同程度上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提前落地均可以看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乃是大势所趋。 

⚫ 技术路径不影响对锂需求，三元仍是主要方向。磷酸铁锂在低温（冬天）环境中的表现仍然差强人意，同时高镍

三元在续航里程上依然保持着一定的优势，且如果有类似 CTP 这样的技术被应用在高镍三元上性能也将得到提

升。我们长期看好新能源汽车对高镍三元的需求，氢氧化锂需求基本盘仍然稳固。 

4、股价催化剂 

⚫ 目前各地出台众多针对汽车的消费优惠政策，预计疫情之后下游市场将迎来反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需求回暖。 

⚫ 随着动力电池白名单对外资开放，拥有较为成熟的高镍产品线（如 LG 6 系三元）的外资将直接与国内厂商同台

竞争，这势必会加速高镍化三元的发展速度，从而进一步对提升氢氧化锂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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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锂电池市场需求崛起，对锂需求腾飞 

电池作为一种电化学储能设备得到应用已经超过一百年，从早期的铅酸蓄电池到镍铬/镍氢电池再到如今的锂离子

电池，电池技术也经历了多次迭代。而相比其他种类的电池，尽管锂离子电池出现相对较晚，却后来者居上，依靠其

出色的综合性能在几乎所有下游应用市场进行快速渗透，一跃成为当今电池市场的王者。 

 

1.1. 从 3C 消费到汽车，锂电全场景渗透 

自锂离子电池第一次被大规模商用化已经过去了近 30 年，回顾这 30 年锂离子电池的风雨历程，我们将它的发展

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图 1：化学电池发展历程一览 

 

资料来源：浙商证券研究所 

 第一阶段（1980s）以欧美学术研究机构为主导的锂离子电池技术研发：这一时期锂离子电池尚处于早期研发阶

段，由欧美国家的学术机构以及公司主导。锂电池之父 Goodenough 教授首次提出了锂离子电池的工作原理，并在这

一基础上先后开发出了钴酸锂（LCO）和磷酸铁锂（LFP）电池，他也因为对电池技术发展的贡献获得了 2019年诺贝

尔化学奖。 

 第二阶段（1990-2010）3C 商业化迅速落地，中日韩上演“三国演义”：1991 年日本索尼公司率先将以钴酸锂为

正极材料的锂离子电池商业化，并在 3C 消费电子市场大展拳脚，依靠其优异的性价比迅速抢占镍铬/镍氢电池的市

场，而后者也因其自身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剧毒重金属而逐渐被淘汰。另一边的韩国也不甘落后利用本土相对较小的市

场规模以及财团优势迅速进行产业垂直整合并扶植起本国电池巨头。而我国也在 90 年代末不甘示弱加入到这场电池

争霸战中，诸如比亚迪、欣旺达、ATL 等优秀国产电池厂商均在这一时期诞生并为当前我国强大的电池产业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至此，全球锂离子电池三国争霸的局面就此形成。在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平板的

加速普及，锂离子电池在 3C 市场的应用得到空前规模的增长空间。 

 第三阶段（2010 至今）新能源汽车异军突起，动力电池成新“蓝海”：随着 2012年特斯拉 Model S 进入市场，

电动汽车便一炮走红，无论是 PHEV 插混型车还是 BEV纯电动汽车都离不开关键的动力源—电池。上世纪 90 年代和本

世纪初部分尝试过电动汽车的车企采用镍氢电池（NiMH）作为汽车动力源，但效果不佳，然而当锂离子电池的相关技

术愈来愈成熟时，人们开始将其应用在汽车电池领域。早期的动力电池简单粗暴，如特斯拉的 Model S 就是将超过

7000 枚松下 18650 圆柱形锂离子电池整合进一个电池包作为汽车的动力源。而随着新能源汽车在全球范围掀起新一

轮的汽车革命，众多电池厂商投入巨资布局动力电池领域，这也带动锂离子电池在过去 10 年中的爆发式增长，市场

持续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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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万辆）  图 3：三大汽车市场（中美欧）新能源汽车销量（万辆）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4：2012 年中国锂离子电池应用市场结构  图 5：2018 年中国锂离子电池应用市场结构 

 

 

 

资料来源：高工锂电，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高工锂电，浙商证券研究所 

过去几年中，锂离子电池应用端市场由 3C 市场为主导快速转向动力电池为主导，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汽车

动力电池的单位带电量要远高于 3C 电子产品。一辆电动汽车所携带的电池电量平均在 50KWh~90KWh，而 3C 消费

电子单位装机量较小，以 iphone 11 为例带电量约为 12Wh，简单的换算就是一辆电动汽车电池需要上千台手机/平板

的电池来满足能量需求。因此尽管新能源汽车兴起时间较短，但仍靠着对锂电池庞大的带电量需求快速带动市场发展，

而原先各国的老牌电池大厂（日本松下，韩国 LG 和三星以及中国的比亚迪和 ATL）纷纷开始投入布局动力电池产业。 

除动力电池外，3C 消费电子产品也仍将是未来锂离子电池市场需求重要的增长来源：尽管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

出现了下滑趋势，但单机电池带电量的提升（手机越做越大，电池也越来越大）和未来 5G 芯片的高功耗导致对电池

带电量的进一步提升会继续给手机用锂电池带来增长空间。同时可穿戴设备如手环，TWS 耳机和充电宝等移动电源设

备在近几年中销量增长迅猛也为 3C 领域的电池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动能，关于这部分的具体数据和分析，我们已经

在前一篇钴行业报告《持续看好钴的逻辑》中进行了详细阐述，这里不再做赘述。 

 

 

 

 

http://ipoipo.cn/


 
 
 

 

[table_page] 行业深度报告 

 

http://research.stocke.com.cn 7/21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图 6：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百万台）  图 7：全球智能手机平均带电量（mAh） 

 

 

 

资料来源：Canalys，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8：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及预测（万台）  图 9：全球充电宝出货量及预测（万台） 

 

 

 

资料来源：IDC，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IDC，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1.2. 锂电技术多次迭代，对锂需求恒不变 

与传统铅酸电池通过正负极材料与硫酸的化学反应产生充放电回路不同，锂离子电池通过正极材料中的锂离子在

正负极两端的移动达到充放电回路。如下图所示，在充电时正极中的锂离子从晶体结构中脱出，并嵌入碳负极材料结

构的空隙中贮存起来；在放电时先前嵌入进负极中的锂离子从负极中脱出返回正极材料结构的空位中，最终形成充放

电回路。 

如下图所示，锂离子电池主要由四部分组成：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这其中正极和负极材料直接决定了锂

离子电池能量密度的多少，而隔膜和电解液则对电池的综合性能及安全性有较大影响。通常我们在提及锂离子电池时

使用它的正极材料作为称呼，如钴酸锂电池的正极材料就是钴酸锂，磷酸铁锂电池的正极材料就是磷酸铁锂。 

 

 

 

 

 

 

http://ipoipo.cn/


 
 
 

 

[table_page] 行业深度报告 

 

http://research.stocke.com.cn 8/21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图 10：锂离子电池结构及工作原理示意图 

 
资料来源：ResearchGate，浙商证券研究所 

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钴酸锂 LCO 电池为例，正极材料钴酸锂在充电时有 X 个锂离子脱出嵌入负极材料，并释放

X 个电子； 

 

随着以动力电池为能源的新能源汽车在全球范围快速普及，未来锂离子电池市场保持高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便是

动力电池。而动力电池自身在过去 10 年中也经历了多次技术迭代，每一次技术变革主要是以正极材料的变化为主。 

 

图 11：用于汽车动力电池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无论是钴酸锂、磷酸铁锂、三元锂电还是高镍三元，其核心本质仍是“锂离子电池”，在工作原理不变的前提下锂

仍将是锂离子电池的最基本的刚需，未来锂离子电池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扩张将持续带动对上游锂原材料的需求。值得

一提的是近年来有很多所谓的“新概念电池”如“石墨烯电池”、“碳纳米管电池”等其本质上仍是锂离子电池，石墨

烯和碳纳米管是作为高导电性材料被微量加入进电池用来提升电极材料的导电性，电池主体材料仍是传统锂离子电池。 

 

 除锂离子电池对锂的刚需带来的行业扩容增长外，新技术的应用也将在未来进一步带动上游锂资源的需求扩张，

这就是锂离子电池预锂化/补锂技术：当锂电池在进行首次充放电循环时，电池中的电解液与部分锂离子发生反应，在

负极材料表面形成一层由锂化合物和有机分子组成的固体电解质界面膜（SEI 膜），这层膜的形成导致本该用于充放电

循环的部分锂离子不可逆的损失，造成电池循环寿命和能量密度下降（相关研究表能量密度下降 5%-8%，循环性能下

降 10%），而这一效应在硅碳负极上则更加明显（由于硅碳在充放电循环中体积膨胀比石墨要大，先前生成的 SEI 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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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破导致更多的锂离子反应去生成新的 SEI 膜。 

图 12：锂离子电池中 SEI 膜示意图 

 

资料来源：AEM，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为应对这一情况，预锂化技术应运而生：通过对负极提前进行补锂处理，将具有活性可作为可逆容量的“锂”通过多

种手段加入负极，这样可以有效的补充由 SEI 膜造成的锂损失，对电池在循环过程中的容量保持率有显著提升。 

图 13：锂的损失造成了首周充放电容量不可逆的损失  图 14：进行过预锂化（补锂）后容量增加 

 

 

 

资料来源：AEM，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JACS，浙商证券研究所 

当前在市场和补贴政策对续航里程要求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各大动力电池厂商均在布局预锂化/补锂技术，而目前

预锂化工艺主要有以下几种技术路径： 

1）三层电极法：如图所示，通过将锂粉附着在负极集流体表面（铜箔）并用一层可溶于电解液的薄膜保护层隔绝锂粉

与空气（防止剧烈反应），并用这些经过处理的铜箔进行下一步电池总装工艺。最终，成品电池在进行第一次充放电时

先前的保护层被电解液溶解（如图 15 所示），锂粉开始补充形成 SEI 膜并提供额外的锂来弥补锂容量的损失。实验室

中该方法可将首次循环容量保有率提升 6%~7%。 

2）镀膜法：该方法目前得到各大厂商的关注，特别是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龙头已经于 2019 年 9 月申请了相关工艺专

利。该方法主要将金属锂带通过延压模块压制成锂箔膜，然后在将已制成的负极极片和锂箔贴合并通过卷压机使锂均

匀地分布贴合在极片上，上述过程均在真空干燥的环境下进行，而宁德时代的新工艺较为适合大规模量产，预计使用

了该种工艺的电池将在不久的未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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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极补锂法：通过在正极材料中加入富锂基材料如氟化锂 LiF 来提升正极中单位含锂量，在充放电时这部分富锂材

料通过化成反应将自身携带的锂离子转化成可用作充放电循环的锂离子补充进入负极。 

 

图 15：三层电极法预锂化工艺  图 16：金属锂箔补锂工艺示意图 

 

 

 

资料来源：互联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AEM，浙商证券研究所 

 

 

 

2. 新能源汽车核心驱动，锂成新“石油” 

随着锂离子电池在几乎所有需要电池的应用场景中进行着全频段式的覆盖，锂离子电池已经成为了锂资源市场增

长的重要动力源。通过公开渠道整理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锂电池在 3C 消费电子以及新能源汽车中

的快速推广并成为了锂资源下游最重要的应用市场，截至 2019 年，上游锂资源所开采的锂（锂矿石和盐湖锂）有近三

分之二被使用在了电池中，电池端市场占有比例仍呈现上升趋势。而随着新能源汽车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放量，动力电

池已经成为了锂资源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而动力电池对锂的需求则主要由电池级碳酸锂 Li2CO3 和氢氧化锂 LiOH

组成。 

 

 

图 17：CATL 极片预锂化工艺专利图 

 

资料来源：公司专利，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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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全球锂离子电池出货量（GWh）  图 20：全球锂资源需求总量（LCE 吨）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2.1. 发力高镍三元正极，氢氧化锂风光无限 

全球锂资源分布相对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南美洲、澳洲和亚洲，通过美国地质勘探局公布的数据，南美洲储量

最高超过 1000 万公吨，中国和澳大利亚也均拥有百万吨级的储量，因此最上游的锂资源开采地相对集中。 

 

 

图 18：2010 年至 2019 年锂资源下游终端应用市场占比 

 

资料来源：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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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勘测的锂资源储备主要是以卤水锂（盐湖锂）和矿石锂这两种形式存在，通过这两种锂源开采出的锂资源

被送至加工厂进行提纯去杂得到一系列锂化合物，而这些化合物则被广泛应用在各类场景之中。 

 

卤水锂（盐湖锂）对比矿石锂的一大优势是开采难度低，只需要通过钻井将地下的盐水打到地表进行分离式蒸发

便可以得到固态含锂盐。开采盐湖锂的一个难题便是需要将盐水中的氯化钠、氯化钾、氯化镁进行分离除杂以得到高

纯度的锂盐，而分离氯化镁是一项十分耗费时间和金钱的步骤，这也让部分锂资源如南美玻利维亚盐湖锂的生产变得

较为困难（除了全年下雨天数高于阿根廷和智利外，玻利维亚盐湖的含镁量也远超这两家竞争对手，盐湖平均镁含量

21：1 对比智利的 5：1）。同时由于盐湖锂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多次蒸发去杂进行锂盐提纯，导致盐湖锂的开采周期相对

较长（普遍为 8-18 个月），而矿石锂的开采更为直接，资源提取周期较短（小于 1 个月）。但不管是卤水锂还是矿石

锂，最终所提炼出的电池级材料只有碳酸锂和氢氧化锂，两者均为电池正极材料的前驱体材料，通过高温烧结合成最

图 21：全球锂资源主要分布国家 

 

资料来源：USGS2019 数据，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22：锂资源产业结构 

 

资料来源：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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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得到如磷酸铁锂、钴酸锂、三元镍钴锰等正极材料。 

 氢氧化锂一般可以通过两种工艺生产：1）苛化法；2）一步法。 

1）苛化法：通过提炼出的碳酸锂成品进行苛化反应得到氢氧化锂，一般多以成本相对低廉的卤水碳酸锂作为生产原料； 

 

2）一步法：该方法多以锂矿石（锂精矿等）为生产原料，将开采的矿石进行煅烧、浸出、除杂等工艺处理可得到电池

级的氢氧化锂，这也是目前国内相关企业所大量采取的工艺。 

两种工艺各有优劣，一步法具有产品品质较高且可以在已有碳酸锂产能基础上进行产能转换的优势，但整体生产流程

时间较长；苛化法具有生产时间短，前期产线投资相对较小等优势，但卤水提取的锂盐杂质较多导致产品质量的一致

性较差，同时在已提取出的碳酸锂基础上进行加工费用较高（每吨额外加工成本约为 7000-8000 元），盈利空间被进

一步压缩。 

 

图 23：卤水锂 / 矿石锂的开采过程 

 

资料来源：互联网，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24：碳酸锂 / 氢氧化锂循环链 

 

资料来源：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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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019 年锂行业产品成本及累计产量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26：全球盐湖锂供给量（LCE 吨）  图 27：全球主要矿山矿石锂（锂辉石）供给量（LCE 吨） 

 

 

 

资料来源：各公司披露，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氢氧化锂对于高镍三元正极材料（NCM622、NCM811、NCA 等）的热合成是不可或缺的，背后的核心因素是氢氧化

锂的物化性质更利于高镍三元正极的合成。在合成正极材料时需要将前驱体材料完全熔化为液体以保证所有材料均匀

接触反应生成性能最优的正极材料，而同时高镍三元的合成温度不宜过高（一般控制在 600
o
C-650

o
C 以下），因此氢氧

化锂的熔点（470
o
C）相对碳酸锂的熔点（720

o
C）更加匹配高镍三元正极材料的热合成温度。 

图 28：历年不同正极材料出货量（左轴：万吨）  图 29：三元正极动力电池装机量占比逐年上升 

 

 

 

资料来源：高工锂电，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高工锂电，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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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三元正极材料（NCM/NCA）依靠其优异的比容量优势在新能源汽车特别是乘用车市场中快速渗透，装机

量占比由 2016 年的 22%提升到 2019 年的 65%，而三元正极材料的出货量也呈稳定上升态势。 

根据我们的测算模型，1GWh 的动力电池对正极材料的理论需求量大约是：磷酸铁锂 1850 吨/GWh，三元 NCM 

1500~1800 吨/GWh（高镍三元在 1500~1650 之间）；根据实际生产中因良品率和生产工艺所导致的理论偏差，得出

单位所需的正极材料实际量为：磷酸铁锂 2000~2150 吨/GWh，三元约 2000 吨/GWh。考虑到相关材料损耗（良品率

问题），每吨高镍三元大约需要消耗 500kg 的氢氧化锂，以此为基准我们可以计算未来新能源汽车带来的氢氧化锂需

求增量。 

表 1：动力电池主要正极材料含锂量理论计算值 

 磷酸铁锂 NCM111 NCM523 NCM622 NCM811 

1kg 正极中锂的含量（kg）  0.0440 0.0724 0.0719 0.0716 0.0713 

1kg 正极中 LCE 当量（kg） 0.2342 0.3853 0.3826 0.3812 0.3798 

资料来源：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表 2：每 1GWh 动力电池所需的正极材料量（吨） 

材料种类 理论需求（吨） 实际生产（吨） 

磷酸铁锂 LFP  1850 2000~2150 

三元 NCM（包括高镍） 1500~1900 ~200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我们在预测模型假设中暂且忽略 CTP 技术对磷酸铁锂电池的性能提升带来的市占率的波动（如比亚迪的刀片电

池），同时除松下以外的头部动力电池厂商（如宁德时代、LG 化学、比亚迪等）在三元技术路径上均以 NCM 为主力，

因此我们暂时假设短期内 NCA 在国内的产量及市占率可以忽略不计。2020 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导致的消费需求大幅

下滑将会影响此前对全年的预期，但是随着各地陆续出台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以及国家层面延长 2 年等助力新能源汽

车的相关政策都将对今年的下游需求产生一定程度的刺激，因此我们对 2020 年全年的预测仍保持乐观。 

 

图 30：我国三元正极材料细分市场渗透率预测  图 31：我国高镍三元装机量预测（GWh） 

 

 

 

资料来源：第三方历史数据库，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2019 年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排名前三的电池厂均明确以高镍三元为主要发展路线（宁德时代—NCM622/811、日本

松下—NCA、韩国 LG 化学—NCM622/811），CR3 的市占份额达到将近三分之二同时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增速。我们认为全

球行业龙头均在发力高镍三元，未来随着高镍三元在新能源汽车中的装机量越来越大，作为核心材料的氢氧化锂也将

会迎来空前的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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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9 年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厂商 

2019 排名 公司 2019 年（GWh） 同比变化% 2019 年公司份额 2018 年公司份额 

1 宁德时代 32.7 +39.0% 27.9% 23.4% 

2 松下（日本） 28.1 +31.9% 24.1% 21.3% 

3 LG Chem （韩国） 12.3 +64.0% 10.5% 7.5% 

4 比亚迪 11 -5.9% 9.5% 11.8% 

5 SDI（韩国） 4.2 +20.0% 3.6% 3.5% 

6 AESC 3.9 +5.4% 3.3% 3.7% 

7 国轩高科 3.5 +10.0% 2.7% 3.2% 

8 PEVE（日本） 2.2 +15.8% 1.9% 1.9% 

9 力神 1.9 -36.7% 1.6% 3.0% 

10 SK（韩国） 1.9 +137.5% 1.6% 0.8% 

其他厂商合计 15.3 -23.1% 13.3% 19.9% 

总计 116.6 +16.6% 100% 10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从价格层面，目前国内氢氧化锂价格处于低位，这背后主要有三大推手： 

1）进入 2018 年后随着相关企业氢氧化锂产能扩张陆续推进，产量显著上升，但由于高镍三元（特别是 NCM811）

的性能迟迟未能达到预期导致装机进度大大低于预期，导致下游需求不振引发价格下滑； 

2）2019 年 7 月新能源汽车补贴大幅退坡，下游需求不振，新能源汽车销量 3 连跌，全年总销量 5 年来首次出现

负增长； 

3）2020 年年初受疫情的影响新能源汽车市场处于腰斩状态，同时停工也对产业链日常的生产造成了较大影响。 

我们认为随着相关刺激促进政策的落地以及疫情逐步缓解，氢氧化锂的价格将会随着下游需求复苏以及高镍三元渗透

率持续增长而回升。 

图 32：国内电池级碳酸锂 / 氢氧化锂现货价（元/吨） 

 

资料来源：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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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氢氧化锂产能份额上看，除了海外行业龙头雅宝 ALB 和 Livent 外，国产厂商产能占据了近 50%，并且国产

龙头赣锋锂业和天齐锂业雄心勃勃的扩产计划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预计到 2021 年国产氢氧化锂市场份额将占到近

三分之二。同时从出口端看，我国氢氧化锂出口总量日益增长，其中电池级氢氧化锂主要出口对象为日韩（松下、LG

化学、三星 SDI），出口占比达 90%以上，这主要得益于日韩企业长期以高镍三元为主要产品发展路线。 

图 33：2019 年全球氢氧化锂产能份额  图 34：氢氧化锂供给端情况（LCE 吨）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各公司披露，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35：2010-2019 年中国氢氧化锂出口量（吨）及单位价格  图 36： 碳酸锂/氢氧化锂的需求占比预测曲线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2.2. 政策助力需求回暖，电池产能稳步扩张 

2019 年受下半年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相关补贴政策退坡以及电池白名单开放导致全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在近年

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带动动力电池增速放缓，同时由于今年年初疫情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蔓延导致今年前两个月新

能源汽车销量和上有动力电池装机量均呈现腰斩态势，同比均下降超过 50%，市场情绪较为悲观。然而随着我国疫情

在国家强有力的防控下得到缓解，各地也均开始出台刺激新能源汽车消费的政策，部分车企也积极响应推出针对私人

消费者的降价政策以进一步刺激疫情结束后的需求。此外，欧洲市场1月（疫情爆发前）的动力电池装机量达到2.6GWh，

首次超过中国，欧洲部分国家新能源汽车在 Q1 的销量均实现同比翻番，市占率普遍超过 6%。我们认为在欧盟国家集

体发力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前提下，疫情的影响将是短期的，长期看海外市场将成为动力电池厂商下一个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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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国内部分已出台的针对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刺激政策 

地区/企业/部门 政策具体内容 

广州 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给予每车 1 万元综合性补贴 

湖南 鼓励各地对无车家庭购置首辆家用新能源汽车给予支持 

广汽丰田 
推出购买新能源汽车最高享 20000 元综合性补贴；置换车最高 8000 元补贴；购混动车型额外享 3000

元补贴等 8 项购车补贴方案 

发改委等 23 个部门 提出《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促进疫情后消费市场恢复 

工信部 
工信部推出《关于有序推动工业通信业企业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

宗消费 

资料来源：工信部，国务院，浙商证券研究所 

 

随着全球范围宏观政策和车企战略发展层面均有利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全球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整体呈增长态

势，且单车带电量在里程焦虑的推动下越来越高，对动力电池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包括宁德时代、松下、LG 化学在

内的中日韩电池厂商开始在中国以及欧美地区开始扩产。 

表 5：全球部分动力电池产能扩产计划 

公司/国家和地区 当前产能（GWh） 规划扩产产能（GWh） 具体内容 

宁德时代/中国 60 52 
公司计划 2023 年前在四川，江苏和宁德的工厂继续进行扩产规

划 52GWh 

亿纬锂能/中国 6 20~25 公司于去年 9 月宣布将于 SKI 合资建厂扩产 20-25GWh 

国轩高科/中国 14 36 公司计划2020年年底前产能达到30GWh，2022年前达到50GWh 

天津力神/中国 15 5 根据公司早前的计划，2020 年总产能将达到 20GWh 

比亚迪/中国 40 20 
公司宁乡的生产基地将于今年一季度完工并投产，公司今年总产

能将达 60GWh 

孚能科技/中国 25 15 公司计划在 2022 年前将产能提高至 40GWh 

蜂巢能源/中国 4 56 
公司二期 2020 年年底前投产新增 8GWh，三期 6GWh 将于明年

完工，远期规划 2025 年前产能将达 60GWh 

中航锂电/中国 11 20 公司一期项目预计 2020 年 Q4 完工投产，二期项目随即启动 

欣旺达/中国 6 55 
公司于 2019 年动力电池装机量首次杀入前十名，目前计划 2022

年年底前扩产 55GWh 

利天万世/中国 0 20 
公司计划一期 8GWh 于 2023 年 Q1 完工，二期 12GWh 于 2024

年年底前完工（均为磷酸铁锂） 

Northvolt/欧洲 0 48 
公司规划的两处工厂将于 2021 年开工，预计 2023 年年底前产

能达到 48GWh 

松下/日本 35 20 
公司在内华达的超级工厂将会在今年逐渐完成最终扩产目标达

到 55GWh 

三星 SDI/韩国 15 20 公司计划通过在欧洲以及中国进行扩产在2025年前达到35GWh 

LG 化学/韩国 70 50 

公司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增加新产能 30GWh（重点为波兰工

厂），2021 年年底前再增加 20GWh 产能（包括 2020 年中动工的

北美工厂）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及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而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也后知后觉通过国家能源转型战略发力本土新能源汽车，并大力发展打造欧洲的动力

电池产业链。一方面通过引进宁德时代和 LG 化学等国际巨头在本地建厂扩增产能，另一方面欧盟国家也联手打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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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化的电池厂商如 NorthVolt 和 TerraE，并联手下游车企共同打造完整的新能源汽车生态链。特斯拉选择在德国建造

四号超级工厂也是坚定看好未来欧洲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增量潜力以及那一簇簇即将绽放在欧罗巴大地上的“电池之花”。 

当各国继续加码动力电池并持续扩张产能时，各大车企也纷纷加入这场关乎未来的动力电池“军备竞赛”。以全球

新能源汽车龙头特斯拉为例，公司自 2017 年遭受合作伙伴松下产能紧张引发的 Model 3 交付量不及预期后，特斯拉

便开始加速布局电池自产，于今年年初传出消息称公司正在 Fremont 工厂建造一条未来用于生产电池的产线，同时积

极布局上游技术专利。 

公司在过去一年中先后收购了专精超级电容器技术的 Maxwell、知名加拿大工业电子制造设备商海霸、研发硅基

负极材料的初创公司 SilLion，业务基本覆盖了从材料到设备再到汽车电机驱动器。同时特斯拉也与加拿大达尔豪斯大

图 37：欧洲地区动力电池厂布局情况一览 

 

资料来源：Vincent Ledoux Pedailles，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38：特斯拉布局锂离子电池自研自产 

 

资料来源：浙商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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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授 Jeff Dahn（加拿大工程学院士，锂电池业内一流研究者）合作，布局锂电池材料相关技术专利，并在 2019 年

底发布了其号称行驶寿命可达一百万英里的电池专利。 

由此可见动力电池厂商在全球范围加速扩产直接带动对锂需求快速上升，同时根据公司披露的信息，以上产能有

约 60%为高镍三元产线（6 系或以上），这也为氢氧化锂打下了坚实的需求增长空间。 

 

3.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未来锂离子电池市场在 3C 消费电子、动力电池以及储能三大应用领域的持续性增长将为上游锂资源带

来巨大需求空间。同时在动力电池向高镍三元转向的大趋势前，氢氧化锂将成为下一阶段的领跑者，因此建议重点关

注锂行业龙头和拥有氢氧化锂产能布局的标的赣锋锂业（002460.SZ）、天齐锂业（002466.SZ）。 

4. 风险提示 

⚫ 全球疫情蔓延控制不力导致市场情绪恐慌，下游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需求或受影响； 

⚫ 国内新能源汽车推广不及预期，盈利空间将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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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入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 ＋20％以上；   

2、增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 ＋10％～＋20％；   

3、中性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之间波动；   

4、减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好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性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以上；   

3、看淡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

比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

者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Z39833000）

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本公

司” ）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本公司

没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

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

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的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

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

资产管理公司、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告的

全部或部分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

险。未经授权或未按要求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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