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行

业 

研 

究 

 

行

业

深

度

研

究

报

告 

 

证券研究报告 
＃industryId＃ 
金属非金属新材料 

 

＃investSuggestion＃ 推荐 
 

( ＃

investS

uggesti

onChan

ge＃ 

维持 
 

） 

 

＃relatedReport＃  相关报告 

《赣锋锂业：公允价值损失拖累

业绩，看好行业龙头强者恒强》
2020-04-24 

《动力锂电驱动，碳纳米管需求

迎来爆发》2020-05-20 

 

 

＃emailAuthor＃ 分析师： 

邱祖学 

qiuzuxue@xyzq.com.cn 

S0190515030003 

 

苏东 

sudong@xyzq.com.cn 

S0190519090002 

 

王丽佳 

wanglijia@xyzq.com.cn 

S0190519080007 

 

 

 

 

＃assAuthor＃ 
 

 
投资要点 

＃summary＃ 结论：工艺壁垒+产品差异化支撑氢氧化锂溢价长期维持。截止 2020 年 6 月上

旬，电池级氢氧化锂继续维持结构性强势，我们判断除氢氧化锂市场贸易商较

少、转口套利贸易量少等市场因素外，另一大重要内生因素来自于氢氧化锂产

品的工艺壁垒以及产品差异化带来的品牌溢价，主要包括两方面： 

⚫ 工艺壁垒：在目前国内主流的“锂辉石-硫酸法”工艺中，“冷冻脱硝”是

其中核心工艺环节之一，十水硫酸钠沉降很慢；加之换热面存在一定温度

差，容易造成换热面结疤，需要定期停机进行清理，这一方面导致连续生

产的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过程的中断，产品品质受到扰动，最

终的产品一致性依赖于一线生产运营团队的现场操作。因此，除氢氧化锂

成分含量外，各厂商产品批次一致性存在差异，成熟稳定的氢氧化锂一线

供应商存在产品溢价潜力。 

⚫ 产品差异化：目前氢氧化锂产品在向下游客户进行交付过程中，不仅需要

满足国家氢氧化锂产品标准（主成分及主杂质化验结果），还需要根据下

游客户需要进行更多差异化定制。我们判断，产品一致性、杂质成分含量

及粒度形态也是下游电池厂商及整车厂商的考核重点，成熟供应链凭借更

优质的批次一致性、杂质控制水平赢得了充分的客户信任，以及溢价空间。 

具体来看：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氢氧化锂工艺主要包括硫酸锂苛化法、碳酸锂苛

化法、石灰石焙烧法三种，其中，工业生产中主要关注硫酸锂苛化法与碳酸锂

苛化法两种方案。（1）硫酸锂苛化法具备工艺成熟，生产流程短，能耗低，物

料流通量小等优点，是全球生产氢氧化锂的主流工艺。（2）碳酸锂苛化法对于

碳酸锂原料的品质要求较高，因此当采用工业级碳酸锂等低品质原料时，多需

要经过除杂工艺，具备一定的技术难点。 

⚫ 核心工艺—冷冻脱硝：在主流的锂辉石-硫酸法工艺路径中，冷冻脱硝是

关键环节，脱硝工序分离的十水硫酸钠和冷冻母液的质量直接影响后续工

序的负荷以及锂的直收率。具体在实际生产中，主要冷冻脱硝环节包括间

歇法和连续法两种方案。由于生产过程具备不连续性，最终的产品品质一

定程度上也依赖于一线运营管理。 

⚫ 微粉氢氧化锂：控制碳酸根杂质超标是重要评判标准。随着锂离子三元正

极材料性能需求的不断提升，对氢氧化锂等锂源的品质要求，除成分上的

要求外，对颗粒的尺寸、形貌要求也越来越高，微粉级氢氧化锂成为下游

高性能材料的必选工艺。应用在 NCM811 正极材料上的微粉级氢氧化锂，

其中的碳酸根含量不得超过 0.35%。因此在微粉氢氧化锂生产破碎过程

中，除控制产品粒度外，还需要严格控制生产环境，避免碳酸根含量超标。 

⚫ 产品评价：除生产工艺及生产过程管理，资源属性也是影响产品质量的重

要因素。除氢氧化锂化学成分满足要求外，包括上游资源类型，供应稳定

性，生产自动化水平，产品一致性，ESG 等多种因素均成为下游整车生产

商及电池厂商关注的重点。锂辉石工艺的生产流程和时间周期更短，更方

便做出调整和迭代，产品的可控性更强；对应盐湖资源受到当地水文条件

等影响则更为显著，供货周期内也更易发生品质波动。 

 风险提示：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大幅下滑；电池技术路径革命性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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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0、 结论:工艺壁垒+产品差异化支撑氢氧化锂溢价长期维持 

截止 2020 年 6 月，电池级氢氧化锂继续维持结构性强势，其中国内市场电池级氢

氧化锂较电池级碳酸锂溢价约 1 万元/吨，海外市场电池级氢氧化锂较国内电池级

氢氧化锂价格溢价约 4000 美元/吨；我们判断除氢氧化锂市场贸易商较少、转口

套利贸易量少等市场因素外，另一大重要内生因素来自于氢氧化锂产品的工艺壁

垒以及产品差异化带来的品牌溢价，主要包括两方面： 

⚫ 工艺壁垒：在目前国内主流的“锂辉石-硫酸法”工艺中，“冷冻脱硝”是其

中核心工艺环节之一。由于由于冷冻母液和十水硫酸钠晶体密度差较小，且

冷冻母液在低温下黏度较大，十水硫酸钠沉降很慢；加之换热面存在一定温

度差，容易造成换热面结疤，需要定期停机进行清理，这一方面导致连续生

产的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过程的中断，产品品质受到扰动，最终

的产品一致性依赖于一线生产运营团队的现场操作。因此，除氢氧化锂成分

含量外，各厂商产品批次一致性存在差异，成熟稳定的氢氧化锂一线供应商

存在产品溢价潜力。 

⚫ 产品差异化：目前氢氧化锂产品在向下游客户进行交付过程中，不仅需要满

足国家氢氧化锂产品标准（主成分及主杂质化验结果），还需要根据下游客户

需要进行更多差异化定制。我们判断，产品一致性、杂质成分含量及粒度形

态也是下游电池厂商及整车厂商的考核重点，成熟供应链凭借更优质的批次

一致性、杂质控制水平赢得了充分的客户信任，以及溢价空间。 

 

图 1、碳酸锂和氢氧化锂价差进一步走阔（元/吨） 图 2、国内与海外市场电池级氢氧化锂价差维持约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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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艺路径：LiOH 生产工艺主要包括硫酸锂苛化法、碳酸

锂苛化法、石灰石焙烧法三种 

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生产氢氧化锂工艺主要包括硫酸锂苛化法、碳酸锂苛化法、石

灰石焙烧法等，其中，工业生产中主要关注硫酸锂苛化法与碳酸锂苛化法两种方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4 - 

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案。（1）硫酸锂苛化法具备工艺成熟，生产流程短，能耗低，物料流通量小等优

点，是全球生产氢氧化锂的主流工艺。（2）碳酸锂苛化法对于碳酸锂原料的品质

要求较高，因此当采用工业级碳酸锂等低品质原料时，多需要经过除杂工艺，具

备一定的技术难点。 

⚫ 硫酸锂苛化法：将锂辉石精矿经 950~1100℃转型焙烧，250~300℃酸化焙烧

处理后，中和浸取得到 8.5%硫酸锂浸出液，经强制蒸发至浓度为 17%，根据

浸取母液中锂含量加入硫酸钠溶液，冷冻至 -10℃条件下析出芒硝

（Na2SO4·10H2O），冷冻料浆经离心脱水后，经深度除杂再强制蒸发制得氢

氧化锂产品。 

⚫ 碳酸锂苛化法：该方法将碳酸锂和精制石灰乳按摩尔比 1:1.08 混合，调节苛

化液浓度为 18-20g/L，加热至沸腾并强力搅拌，控制苛化时间为 30min，经

离心分离得到碳酸钙沉淀以及浓度约为 3.5%的氢氧化锂母液，将母液蒸发浓

缩、结晶干燥，制得单水氢氧化锂产品。 

表 1、目前硫酸锂苛化法是工业规模制取氢氧化锂主流工艺 

制备方案 优势 弊端 代表性生产商家 

硫酸锂苛化法 
①流程短；②工艺成熟可靠；③

综合效益高 

①能耗高；②产品质量较难达

到优级标准 

赣锋锂业、雅保（中国）、天齐

锂业、雅化集团、威华股份等 

碳酸锂苛化法 
①工艺成熟；②生产流程短；③

能耗低；④物料流通量小等 

①对原料纯度要求高；②除杂

工序繁琐；③回收率偏低 
Livent、SQM、雅保（美国） 

资料来源：赣锋锂业等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1.1、锂辉石-硫酸法：目前锂辉石为原料提锂主流工艺 

硫酸法是目前以锂辉石为原料提锂的主流工艺方法。天然锂辉石称 α-锂辉石，为

了从天然锂辉石中提锂，α-锂辉石只有经过晶体转化焙烧，转变为四方晶系 β-锂

辉石，才能与酸碱反应。具体来看，锂辉石-硫酸法主要由转型、酸化浸出、带滤、

苛化冷冻、蒸发结晶分离、烘干包装、元明粉制备七大工序环节构成。 

目前锂辉石硫酸焙烧-冷冻法是国内生产氢氧化锂的主要方法；该方法中冷冻脱硝

工序是关键环节，脱硝工序分离的十水硫酸钠和冷冻母液的质量直接影响后续的

负荷以及锂的直收率。具体生产方面，（1）在氢氧化锂产量较低时，氢氧化锂冷

冻脱硝工序采用间接法；（2）随着市场对氢氧化锂需求量的增大，生产厂家正在

探索氢氧化锂冷冻脱销的连续生产方法。 

图 3、锂辉石-硫酸法制备氢氧化锂生产环节少、成本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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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辉石

转型焙烧 冷却球磨 酸化焙烧 浸出配浆

冷冻分离析钠母液深度除杂强制蒸发

浓硫酸 30%NaOH

芒硝单水氢氧化锂

 
资料来源：《氢氧化锂制备工艺研究进展》邓顺蛟等，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1）转型酸化工艺 

锂辉石精矿（Li2O 品位约 4-6%min）经铲车铲入料仓，电子秤计量后经皮带运输

机输送至回转窑，经 1100℃左右高温焙烧转型，由 α型锂辉石（单斜晶系）转化

为 β型锂辉石（四方晶系），转化率约 98%。 

焙烧后物料冷却后经球磨磨细至工艺要求（-200 目占比 95%以上），合格料经提

升机输送至混酸器内，按一定比例加入 98%浓硫酸，混合均匀后经酸化窑在 300℃

左右低温焙烧酸化 30 至 60min，经转筒间接冷却后放入酸化料场暂存堆放，冷却

至室温再投入浸出洗涤工序。在硫酸盐化时，锂辉石的铝硅酸盐核和硫酸之间发

生了离子交换，交换的结果使锂辉石中的锂被氢置换，而矿物结构实际上并未破

坏。 

（2）浸出洗涤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以酸化焙烧工序得到的锂辉石酸熟料为原料，经过浸出、中和、固液分离、除杂

4 个主要工序，得到硫酸锂溶液，送苛化工序使用。 

⚫ 浸出工序 

经冷却至常温的酸化熟料，含硫酸约 4-10%min，由料斗经皮带输送机送至制浆地

池，加入洗水，在此条件下搅拌 30min，锂由固相进入液相，浸出率达到 95%以

上。 

⚫ 中和工序 

石灰石由料仓经星形给料机、埋刮板输送机送入石灰石调浆罐，配制成合格石灰

石料浆。石灰石料浆与硫酸反应，生成硫酸钙沉淀和二氧化碳气体，使酸熟料浆

pH 值升高，转化为中和料浆，当 pH 达到 6-6.5 后，中和料浆由料浆泵送去固液

分离工序。 

⚫ 固液分离 

合格料浆经渣浆泵送入过滤机，经洗涤后得到湿硅钙渣、硫酸锂一次滤液、硅钙

渣洗液。湿硅钙渣（浸出渣）经皮带输送机送至临时堆场。滤液送除杂工序。 

⚫ 除杂工序 

硫酸锂一次滤液经中转罐泵入 pH 回调罐调节 pH 以达到除杂目的，石灰粉由料仓

经星形给料机、埋刮板输送机送入石灰粉调浆罐，配制成合格石灰浆。石灰浆加

入回调罐，使滤液 pH＞12，合格滤液送入中转罐，再泵入板框压滤机进行一次、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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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过滤，得到湿硅酸钙渣、硫酸锂二次滤液（主浸液），主滤液送入主滤液储罐。

通过除杂工序，使得 Fe、Mg、Al 等离子在碱性环境下通过沉淀形式去除。 

 

（3）单水氢氧化锂制备工艺流程 

以浸出分离项目得到的硫酸锂溶液（主浸液）为原料，经过苛化冷冻、元明粉（十

水硫酸钠）制备、蒸发结晶分离和烘干包装 4 个工序，得到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

产品，并副产得到元明粉产品。 

⚫ 苛化冷冻工序 

将浸出液打入苛化槽，按一定比例加入氢氧化钠，反应约 20-30min，得到苛化液，

主要成分为单水氢氧化锂和硫酸钠。苛化液经板框过滤后的苛化后液泵入苛化后

液储罐，苛化后液先与循环水进行间接换热冷却至 45℃左右，然后再与冷冻母液

进行间接换热温度降低至约 25℃，泵入冷却罐经过冷冻、深冷工序后使其温度降

到约-8℃，利用硫酸钠和氢氧化锂在低温下溶解度不同，使溶液中大部分硫酸钠

以十水硫酸钠结晶析出。 

⚫ 元明粉制备 

将接近饱和的硫酸钠溶液，用泵将溶液送入 MVR 蒸发器进行浓缩，浓缩后的十

水硫酸钠母液打入中转罐进行冷却结晶，经冷却后的硫酸钠蒸发后液再打入板框

压滤及进行固液分离，硫酸钠母液返回蒸发器，硫酸钠半成品经管道输送螺旋进

入闪蒸干燥系统进行烘干，使其附水降低到 0.1%以内，干燥出料到硫酸钠储仓，

经包装机包装后外售。 

⚫ 蒸发结晶分离工艺 

冷冻后液经一次蒸发、冷却、离心分离得到一次母液和一次粗品氢氧化锂，一次

母液经过滤后，滤液返回苛化工序，进入一次粗滤渣品返回溶槽返溶；一次粗品

氢氧化锂经返溶、两次过滤、两次精滤后泵入 MVR 蒸发器进行二次蒸发，经冷

却、离心分离得到二次母液和精品氢氧化锂，二次母液经过滤后，滤液返回苛化

工序，滤渣进入一次粗品返溶槽进行返溶。 

⚫ 烘干包装 

精品氢氧化锂经输送螺旋输送到圆盘式烘干机，进料量通过变频器进行定量控制，

确保物料均匀、稳定，烘干后物料经输送螺旋输送到圆盘式冷却机进行冷却，确

保物料包装温度＜35℃，冷却物料经振动筛筛分，筛上物料返回返溶液制备池进

行返溶，筛下合格料经真空上料机输送到电磁除铁机除铁后包装为成品氢氧化锂

出售。 

图 4、锂辉石-硫酸法制备氢氧化锂同时产生副产品元明粉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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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辉石矿

转型焙烧

冷却球磨

酸化焙烧

浆化中和

分离洗涤

净化除杂

净化液

调配转型

预冷

冷冻析钠

离心分离

析钠溶液 Na2SO4+10H2O

重溶解

蒸发结晶

离心分离

无水硫酸钠 析钠母液

LiOH+H2O

无水硫酸钠

深度除杂

预热

蒸发结晶

离心分离

喷雾干燥

淋洗

干燥

LiOH+H2O

结晶母液

煤粉

94% 硫酸

洗液

石灰乳浆

渣

渣

30% NaOH

30% NaOH
结晶母液

洗液

EDTA

BaCl2+8H2O

析钠母液

 
资料来源：《一种从锂辉石提锂制备单水氢氧化锂的方法》赣锋锂业，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1.2、碳酸锂苛化法：碳酸锂转制氢氧化锂的主流方案 

该方法将碳酸锂和精制石灰乳按照摩尔比 1:1.08 混合，调节苛化液浓度约为

18-20g/L，加热至沸腾并强力搅拌，控制苛化时间约为 30min，经离心分离得到碳

酸钙沉淀和浓度约为 3.5g/L 的氢氧化锂母液，将母液蒸发浓缩、结晶干燥，制得

单水氢氧化锂。另一方面，在现有技术中，由碳酸锂制备氢氧化锂都要求碳酸锂

必须纯净，否则不能得到高品质的电池级氢氧化锂。 

此外，目前也有以工业级碳酸锂经除杂等工艺进一步制取氢氧化锂的方案。①首

先将工业级碳酸锂固体与硫酸混合进行复分解反应，得到复分解反应产物；②再

将其依次经氢氧化锂调节 pH 值、板框过滤、多介质过滤、超滤和螯合树脂吸附，

得到预电解液；③将预电解液进行双极膜电解后一次蒸发结晶，得到电池级氢氧

化锂。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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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碳酸锂苛化法可将碳酸锂转型制备氢氧化锂，该工艺是盐湖资源制备氢氧化锂的主流方案 

碳酸锂

石灰乳

配浆 加热搅拌 离心分离 含锂母液 蒸发浓缩 结晶干燥

石灰石渣 单水氢氧化锂

 
资料来源：《氢氧化锂制备工艺研究进展》邓顺蛟等，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生产控制：设备调试、安全管理十分依赖经验积累 

除工艺路径外，生产控制也是氢氧化锂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节。在锂辉石-硫酸

法工艺路径中，冷冻脱硝是关键环节，脱硝工序分离的十水硫酸钠和冷冻母液的

质量直接影响后续工序的负荷以及锂的直收率。具体在实际生产中，主要冷冻脱

硝环节包括间歇法和连续法两种方案。 

⚫ 连续式冷冻脱硝方案 

冷冻脱硝的要求是冷冻脱硝母液含有尽可能少低的硫酸钠含量；由于冷冻母液和

十水硫酸钠晶体密度差较小，且冷冻母液在低温下黏度较大，十水硫酸钠沉降很

慢，且由于换热面存在一定温度差，容易造成换热面结疤，需要定期停机进行清

理，这一方面导致连续生产的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过程的中断，产品

品质受到扰动，最终的产品一致性依赖于一线生产运营团队的现场操作。 

图 6、氢氧化锂在水中溶解度变化 

温度/℃ 溶解度/g 温度/℃ 溶解度/g
0 11.9 60 14.6

10 12.1 70 15.5

20 12.3 80 16.6

30 12.7 90 17.3

40 13.2 100 19.1

50 13.8

注：溶解度以100g水中溶解氢氧化锂的质量计  
资料来源：《氢氧化锂连续冷冻结晶脱硝生产工艺与设备介绍》韩涛等，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

研究院整理 

 

图 7、氢氧化锂连续冷冻结晶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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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

一级冷冻结晶

一级离心分离

二级冷冻结晶

二级离心分离

原料溶液

一级冷冻料浆

一级分离母液

十水硫酸钠晶体

二级冷冻料浆

氢氧化锂冷冻母液

十
水
硫
酸
钠
晶
体

 
资料来源：《氢氧化锂连续冷冻结晶脱硝生产工艺与设备介绍》韩涛等，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

研究院整理 

 

⚫ 间歇式冷冻脱硝方案 

间歇冷冻脱硝工艺是采用带夹套或者盘管的搅拌釜，将原料液一次加入中，通入

冷冻水与釜内物料进行换热，待釜内温度降低到-10℃左右时，开启结晶釜底部的

出料阀，将物料离心分离，离心机采用立式刮刀卸料离心机，分离结束后关闭结

晶釜底部的出料阀，继续进料冷冻，如此反复循环。间歇式冷冻脱硝方案的优势

是方便进行换热面结疤的清理，但其对应的操作自动化水平相对较低，产品质量

的一致性等更多依赖于现场人员的运营管理水平。 

 

⚫ 日常安全管理 

日常生产运营方面，由于氢氧化锂具备强腐蚀性，属危险化学品，且氢氧化锂粉

末易经呼吸道吸入产生危害，因此在氢氧化锂的生产过程中需建立严格的安全生

产规程，与物料使用及储运方案；（3）另外随着海外客户 ESG 评估体系的影响权

重日渐加大，日常的安全管理、生产过程无害化，生产过程的外部社会及环境影

响也成为新进入者面临的重要挑战。 

 

表 2、氢氧化锂具备较强毒性，对生产环境等要求较高 

溶解性 溶于水，微溶于醇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LiOH 腐蚀性极强，能灼伤眼睛、皮肤和上呼吸道，口服腐蚀消化道，可引起死亡，吸

入，可引起喉、支气管炎症、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 

资料来源：《氢氧化锂制备工艺研究进展》邓顺蛟等，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3、微粉氢氧化锂：除磨细工艺外，杂质控制是重中之重 

随着锂离子三元正极材料性能需求的不断提升，三元材料不断向高镍方向发展。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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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高镍材料的混锂均匀性，降低烧结温度，促进助燃等，对氢氧化锂等锂

源的品质要求，除成分上的要求外，对颗粒的尺寸、形貌要求也越来越高。 

粉级氢氧化锂属于电池级氢氧化锂，由电池级粗颗粒氢氧化锂多加一道破碎工艺，

将粗颗粒氢氧化锂磨细。电池级粗颗粒氢氧化锂的直径在 200 微米以上，最高能

到 1000 微米，而微粉级氢氧化锂的直径只有几微米。但考虑到氢氧化锂本身的一

些特性，如易受潮，有强腐蚀性，粒度更细意味着氢氧化锂颗粒的比表面积越大，

越易吸潮和碳化，以及分子间的应力也会增大，就更易团聚。这些特性对微粉级

氢氧化锂的生产和运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与粗颗粒氢氧化锂和微粉级氢氧化锂的粒径差别不同，应用在 NCM622 和

NCM811 上的微粉级氢氧化锂的粒径差别不是决定其性能差别的关键，而是其中

碳酸根含量的差别；微粉级氢氧化锂粒径极小，比表面积大，因此极易与空气中

的二氧化碳反应而碳化。应用在 NCM811 正极材料上的微粉级氢氧化锂，其中的

碳酸根含量不得超过 0.35%。因此在微粉氢氧化锂生产破碎过程中，需要严格控

制工艺，以避免碳酸根含量超标。 

生产设备方面，国内多采用氢氧化锂气流粉碎工艺，主要包括开环气流粉碎工艺

和闭环气流粉碎工艺两种： 

⚫ 开环气流粉碎工艺 

多采用空气作为粉碎介质；工艺流程及设备组成方面，主要包括“空压机—储气罐

过滤器—冷干机—过滤器—过滤器—气流粉碎机主机—旋风—脉冲除尘器—高压

风机”。开环气流粉碎工艺的优势为方便配置，对应的设备投资较少，但另一方面

会引入碳酸根含量提升约 0.1%-0.3%。 

⚫ 闭环气流粉碎工艺 

多采用氮气或除二氧化碳空气（其中氮气相对成本高约 0.2 元/立方米气体）；工艺

流程及设备组成方面，主要包括“空压机-储气罐过滤器--冷干机-过滤器-过滤器-

气流粉碎机主机-旋风-脉冲除尘器-空压机”。闭环气流粉碎工艺的优势为无粉尘泄

露、碳酸根控制良好、车间异味小；缺点是相对于开环工艺投入较高。 

 

图 8、通过开环或闭环气流粉碎机可以实现微粉氢氧化锂制备 

 
资料来源：格玛西智能装备，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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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品评价：产品品质、稳定性、资源溯源均为考核重点 

电池级氢氧化锂作为直接影响新能源车整车安全性，驾乘体验以及电池循环寿命

的核心原材料，受到整车生产商的极高重视，目前来看。全球一线整车生产商穿

透电池厂商而直接与氢氧化锂厂家签订供货协议正日渐成为行业主流。除氢氧化

锂化学成分满足要求外，包括上游资源类型，供应稳定性，生产自动化水平，产

品一致性，ESG 等多种因素均成为下游整车生产商及电池厂商关注的重点。 

➢ 资源来源方面，由于锂资源自身禀赋很大程度决定了杂质种类及其构成的稳

定性、一致性等，成为下游客户的关注重点之一。目前来看，由于锂辉石提

锂的生产过程可控性、资源一致性更强，逐步受到下游电池及整车企业的更

多认可。 

➢ 产品一致性方面，由于下游整车定型量产后希望供应链保持前后一致，因此

整车生产商更倾向于与大规模龙头锂盐供应商的达成长期合作协议，我们认

为，行业格局或随龙头厂商与下游客户的深度绑定而日渐稳固，龙头生产商

或将呈现“步步为营，强者愈强”趋势。 

➢ 除此外，ESG 也日益成为海外整车厂商进行供应链选择的核心考虑因素。总

体而言，我们认为动力级氢氧化锂生产将日渐向整车供应链靠拢，龙头锂盐

生产商优势或日渐扩大。 

表 3、氢氧化锂生产商产品认证环节需满足下游电池厂及整车生产商的众多考核因素 

序号 电池生产商认证 整车生产商认证 

1 资源溯源 资源溯源 

2 主含量及杂质 主含量及杂质 

3 产品一致性 产品一致性 

4 生产线认证 ESG 审核 

资料来源：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 4、锂盐产品品质主要体现在金属杂质、化标杂质、产品一致性三大方面 

金属杂质控制 化标杂质控制 产品一致性控制 

磁性杂质（金属铁） 离子态金属杂质（铁、钙、镁离子） 主含量 

弱磁性杂质（铁化合物） 化学非金属杂质（硫、氯等） 形貌 

弱磁性杂质（铜、锌等） 化合物（水分） 粒径尺寸 

资料来源：当升科技、锂业分会等，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5、资源品质是影响氢氧化锂工艺选择和品质的核心因素之一 

除生产工艺外，资源本身也是影响氢氧化锂品质的核心因素，主要体现在两大方

面，（1）对比矿石资源和盐湖资源，锂辉石矿的 Na、K、Mg 等轻金属离子的杂

质含量更低，由于轻金属离子很难通过沉淀法等简单工艺去除，因而盐湖资源的

相对而言会引入更多的杂质；（2）资源品质的稳定性方面，锂辉石工艺的生产流

程和时间周期更短，更方便做出调整和迭代，产品的可控性更强；对应盐湖资源

受到当地水文条件等影响则更为显著，供货周期内也更易发生品质波动，另外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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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盐湖扩产等动态条件下的配套调整能力也较为缓慢。 

 

5.1、资源品质：锂辉石资源带入的金属离子等杂质更低 

资源禀赋：矿石锂资源的碳酸根、Ca、Na 离子浓度更低，杂质变化小，生产过

程可控性更强。从资源禀赋来看，卤水锂资源 Na、K、Mg 等指标一般高于矿石

锂资源，面临更高的除杂需求；另一方面，不同盐湖之间杂质成分占比差异较大，

甚至同一盐湖的不同开发阶段资源禀赋都不甚一致；而车用锂电池单体用量大，

随着整车的使用及老化，各个电池之间的一致性会越来越差，易产生个别电池过

充电触发热失控，因此其对电芯一致性要求非常高。因此资源禀赋更优、一致性

更强的矿石锂资源更易得到下游整车生产商的青睐。 

另一方面，矿石提锂的工艺流程、时间周期更短，可控性更强。在整车企业面临

配套产能扩张需求时，采用矿石提锂方案的氢氧化锂供应商将更容易做出快速扩

产响应，矿石提锂项目的柔性产能配套能力显著更优。 

表 5、锂精矿原料主要成份表 

项目 Li2O K2O Na2O Fe2O3 CaO MgO SiO2 Al2O3 Rb Cs H2O 

含量% 6 0.59 0.52 1.67 4.49 0.16 62.76 15.72 0.07 0.02 8 

资料来源：Albemarle 公司公告，兴业证券金融与经济研究院 

 

表 6、采用锂辉石和盐湖锂资源制取的氢氧化锂主成分相近，但资源禀赋差异导致微量杂质的比例差异较大 

成分 标准值（wt%） 
赣锋锂业典型值 

（全部采用锂辉石资源，wt%） 

Livent 

（全部采用盐湖锂资源 wt%） 

LiOH ≥56.5 56.5 ≥56.5 

CO2 ≤0.5 0.3 ≤0.35 

Na ≤0.002 0.0015 ≤0.002 

K ≤0.001 0.0005 ≤0.001 

Mg ≤0.001 0.0002 - 

Ca ≤0.015 0.005 ≤0.0015 

Al ≤0.001 0.0002 ≤0.0015 

Fe ≤0.0008 0.0003 ≤0.0005 

Ni ≤0.001 0.0003 ≤0.001 

Cu ≤0.0005 0.0002 ≤0.0005 

Pb ≤0.0005 0.0002 ≤0.001 

SO42- ≤0.01 0.002 ≤0.01 

Cl ≤0.002 0.0012 ≤0.0020 

Mn ≤0.0005 0.0003 - 

Si ≤0.003 0.0015 ≤0.003 

Zn ≤0.001 0.0002 ≤0.001 

盐酸不溶物 ≤0.002 0.001 ≤0.01 

水不溶物 ≤0.003 0.001 - 

资料来源：赣锋锂业、Livent 等公司官网，兴业证券金融与经济研究院整理 

 

表 7、不同盐湖资源之间禀赋差异巨大，尤其国内盐湖资源 Mg 等离子含量高，除杂工序更复杂 

盐湖 Atacama 银峰 西台 东台 一里坪 察尔汗 大柴旦 当雄盐湖 扎布耶 

Li+ （‰） 1.6 0.4 0.22 0.85 0.21 0.31 0.16 0.4 1.41 

Na+（‰） 16 62 82.6 51.3 25.8 23.7 69.2 - 111 

K+ （‰） 17.9 8 6.9 14.7 9.1 12.5 7.1 -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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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2+（‰） 10 0.4 19.9 29.9 12.8 48.9 21.4 - 0.0043 

Cl-（‰） 157 100.6 161.7 149.5 149.7 188 146.4 - - 

SO4
2-（‰） 19 7.1 11.4 47.8 28.8 4.4 40.5 - 136.1 

B（‰） 0.7 - 0.18 1.1 0.31 0.087 0.62 - 2.9 

Mg/Li 6.25 1 90 35.2 90.5 1577 134 0.22 0.003 

资料来源：新兴产业观察者等，兴业证券金融与经济研究院整理 

 

5.2、开采及初加工方式令盐湖资源的品质波动更大 

从资源品质稳定性，生产规模控制等方面看，矿石锂资源明显更占据优势。“晒卤”

是盐湖资源提锂的核心工艺环节，因此盐湖所在地的年日照时数、海拔和温度等

都对盐田生产作业产生重要影响。（1）“晒卤”时间长、反馈迭代较慢导致盐湖锂

资源项目爬产缓慢，达产进度多低于预期。（2）另一方面，在发生洪水、暴雨等

自然灾害时，盐湖资源生产将受到显著影响。（3）盐湖提锂产能扩建首先需要克

服确定工艺，建立晒盐场两大难点，不确定性非常高。尤其在晒卤环节，由于为

室外晒盐厂，风速、阳光等都会对工艺进度产生实质性影响，不确定性非常高。

因此锂辉石资源相较盐湖更适宜成为动力级氢氧化锂的资源方案。 

图 9、盐湖提锂的工艺壁垒较高，与当地水文环境、天气状况有较大联系 

 

资料来源：Orocobre 公司公告等，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6、成本：锂辉石一步制取氢氧化锂性价比更高，与矿石法制

取碳酸锂成本较为接近 

锂辉石资源在酸化产出硫酸锂后可一步生产氢氧化锂，较盐湖卤水资源工艺环节

更少、成本占优。生产工艺方面，矿石提锂在酸化产出硫酸锂后可一步法生产氢

氧化锂，而盐湖卤水提锂则需要先产出粗制碳酸锂后，再苛化制备氢氧化锂。因

此，从成本角度考量锂辉石制取氢氧化锂成本上更占据优势。具体来看，采用硫

酸锂沉淀法生产的氢氧化锂成本与矿石提锂生产成本差距或小于 1 万元，但如果

采用碳酸锂苛化法加工氢氧化锂则另需加工成本约小于 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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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硫酸焙烧方案生产氢氧化锂辅料单耗情况梳理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耗（t/t) 年消耗（万 t/a) 

1 锂精矿 6%min 6.7 33.5 

2 硫酸  2.2 11 

3 石灰粉  0.12 0.6 

4 双飞粉  1.2 6 

5 NaOH 片碱 1.05 5.25 

6 转型焙烧、酸化窑热风炉用煤 0.88 4.4 

资料来源：上海有色网等，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图 10、电池级氢氧化锂生产成本与矿石提锂工艺碳酸锂生产成本相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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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浮选

冷冻脱硝

锂辉石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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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法浸出

硫酸锂溶液

加热沉锂

碳酸锂

碳酸钠

考虑冷源设备、蒸
发设备等投资，能
源消耗，回收率等，
较碳酸锂成本高但
差距较小

尾矿

氢氧化钠

 
资料来源：赣锋锂业公司公告等，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风险提示：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大幅下滑；电池技术路径革命性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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