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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市场运营状况分析分析与投资规划建议

咨询研究报告》介绍了动力锂离子电池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产业运行环境、

分析了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行业的现状、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动力锂

离子电池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

您若想对动力锂离子电池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动力锂离子电池行业，本报告是您

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锂离子电池是一种二次电池（充电电池），它主要依靠锂离子在正极和负极之间移动来工

作。在充放电过程中，Li+     在两个电极之间往返嵌入和脱嵌：充电时，Li+从正极脱嵌，经

过电解质嵌入负极，负极处于富锂状态；放电时则相反。电池一般采用含有锂元素的材料作

为电极，是现代高性能电池的代表。

 

    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大，平均输出电压高。自放电小，好的电池，每月在2%以下（可恢复

）。没有记忆效应。工作温度范围宽为-20℃～60℃。循环性能优越、可快速充放电、充电效

率高达100%，而且输出功率大。使用寿命长。不含有毒有害物质，被称为绿色电池。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市场运营状况分析分析与投资规划建

议咨询研究报告》表明：2018年我国锂离子电池累计产量达1398713.9万只，比上年累计增

长12.9%。         指标   2018年12月   2018年11月   2018年10月   2018年9月   2018年8月   2018年7月      

锂离子电池产量当期值(万只)   137470.9   118980.1   114474.3   122376   119460.5   132129.6       锂离

子电池产量累计值(万只)   1398713.9   1253784   1139014.1   1027071.9   903563.5   781890.6       锂离

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   16.1   5.6   11.6   7   17.8   11.6       锂离子电池产量累计增长(%)   12.9   9.4 

 11   10.5   10.2   8.6  

第一章 动力锂离子电池相关概述 

第一节 电池 

一、电池主要性能参数 

二、电池的型号 

三、电池分类 

四、电池与环保 

第二节 动力锂离子电池 

一、动力锂离子电池---新型高能电池 



二、动力锂离子电池特点及应用 

三、动力锂离子电池结构 

四、动力锂离子电池应用 

 

第二章 2018年国内外电池制造业整体发展格局分析 

第一节 国际电池市场动态 

一、全球大容量与先进电池市场发展简况 

二、全球大容量与先进电池技术市场将快速增长 

三、世界薄膜电池行业发展概述 

四、可携式电池欧洲市场竞争加剧 

五、国际镍二次电池市场展望 

六、世界动力电池市场发展形势预测 

第二节 电池行业总体分析 

一、中国电池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二、我国电池产业的突出特点 

三、中国电池工业现状分析 

四、科技创新增强中国电池产业竞争力 

五、国内电池重点产品生产和市场情况 

第三节 电池行业环保分析 

一、废旧电池对环境的危害分析 

二、不同废旧电池管理模式的环境风险分析 

三、废旧电池的环境无害化管理 

四、废旧电池回收的宣传教育 

五、环保困局促使传统电池产业加快升级步伐 

第四节 电池行业发展思考 

一、电池工业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 

二、电池企业期待国家政策扶持 

三、国内蓄电池企业需谨慎应对欧盟新法规 

四、电池市场开发及拓展策略 

 

第三章 2018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行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8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行业发展政策环境分析 

一、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二、国外绿色壁垒 

三、国外反倾销与技术壁垒 

第三节 2018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第四章 新型电池行业调研 

第一节 新型电池的一般特征 

一、新型电池是二次电池 

二、新型电池是绿色环保电池 

三、新型电池具有较高比能量 

第二节 新型电池行业现状分析 

一、中国新型电池产业概述 

二、高能环保电池市场份额日益扩大 

三、新能源电池产业乘势起飞 

四、新型绿色电池技术热点及推动力量分析 

第三节 新型电池区域市场发展状况 

一、深圳新型电池产业独树一帜 

二、浙江长兴县打造新型环保电池产业基地 

三、山东枣庄新型电池产业迅速增长 

 

第五章 2018年中国锂离子电池行业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 国际锂电池市场发展概况 

一、国外锂电池发展回顾 

二、全球锂电池产业呈&ldquo;三足鼎立&rdquo;状态 

三、日本锂电池领域发展动向 

四、北美地区锂电池市场调研 

五、德国多家企业共同开发新一代锂离子电池 

六、韩国锂电池市场规模将大增 



第二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发展综述 

一、中国发展锂电池产业的重要意义 

二、国内锂离子电池行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三、中国锂电池行业发展现状 

四、我国锂电池出口状况 

五、中国主要锂电池生产企业概况 

六、我国锂电池发展取得的成果 

第三节 锂电池研发进展 

一、我国锂电池业技术研发能力逐步加强 

二、新一代锂离子蓄电池研发概况 

三、电动轿车专用锂电池研究新进展 

四、中国新型锂电池研发获得重大突破 

五、中国锂电池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六、中日将携手攻关下一代锂电池技术 

第四节 锂电池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锂电池发展瓶颈 

二、我国锂电池行业发展中的不足之处 

三、锂离子电池行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四、中国锂电池研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我国锂电池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难点 

第五节 中国锂电池产业发展的对策 

一、推动我国锂电池产业发展的建议 

二、我国锂电池行业发展的措施 

 

第六章 2016-2018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6-2018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总体数据分析 

一、2016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7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8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16-2018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一、2016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7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8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16-2018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一、2016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7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8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第七章 2016-2018年中国锂离子电池产量数据统计分析 

第一节 2016-2018年中国锂离子电池产量数据分析 

一、2016-2018年锂离子电池产量数据分析 

二、2016-2018年锂离子电池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18年中国锂离子电池产量数据分析 

一、2018年全国锂离子电池产量数据分析 

二、2018年锂离子电池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18年中国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性分析 

一、产量增长 

二、集中度变化 

 

第八章 2018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市场发展研究 

第一节 2018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市场情况 

一、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产销情况 

二、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市场价格情况 

三、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市场发展情况 

四、重点城市动力锂离子电池市场发展情况 

第二节 2018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市场结构和价格走势分析 

一、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市场结构分析 

二、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市场价格走势分析 

 

第九章 2018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重点应用市场调研 

第一节 燃油汽车、摩托车领域 

第二节 电动汽车领域 

一、锂离子电池在中国电动汽车领域的应用 

二、其他电池在中国电动汽车领域的应用 



三、国家863计划对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的研究进展状况 

第三节 电动摩托车领域 

第四节 电动自行车领域 

一、中国电动自行车行业的发展状况 

二、锂离子电池在电动自行车领域的应用 

三、其他电池在电动自行车领域的应用 

第五节 电动工具领域 

一、中国电动工具市场发展状况 

二、锂离子电池在电动工具领域的应用 

第六节 动力锂离子电池在其他市场应用分析 

一、矿灯电源 

二、UPS 

三、通信用充电电池 

四、新能源用储能电池 

五、航天、军事及其他 

 

第十章 2018年国内动力电池运行格局透析 

第一节 铅酸蓄电池 

一、铅酸蓄电池简介及分类 

二、铅酸蓄电池全球市场规模 

三、中国铅酸蓄电池生产消费及出口状况 

四、国内主要铅酸蓄电池竞争企业 

五、铅酸蓄电池市场预测及其未来发展障碍 

第二节 镍氢电池 

一、中国镍氢电池简介 

二、中国镍氢电池生产与出口 

三、国内外镍氢电池主要竞争企业 

四、镍氢电池领域的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第三节 镉镍蓄电池 

一、燃料电池 

二、其他电池 

 



第十一章 2018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原材料市场运行分析 

第一节 钴酸锂 

一、钴酸锂市场需求分析 

二、钴酸锂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三、钴酸锂企业市场竞争策略 

第二节 锰酸锂 

一、锰酸锂的性能优势 

二、锰酸锂主要应用领域 

三、锰酸锂市场前景 

四、锰酸锂市场发展建议 

第三节 磷酸铁锂 

一、磷酸铁锂特性 

二、磷酸铁锂主要应用市场 

三、磷酸铁锂价格及市场前景 

四、国内磷酸铁锂市场竞争分析 

第四节 锂离子电池原材料主要矿产资源分布与贮量情况 

一、锂矿 

二、钴矿 

三、铁矿 

四、锰矿 

 

第十二章 2018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重点企业运营关键性财务指标分析 

第一节 广东国光电子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上海比亚迪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三洋能源（北京）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东莞新能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NEC东金电子（吴江）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 哈尔滨光宇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八节 深圳市欣旺达电子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九节 天津市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节 飞毛腿（福建）电子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三章 2018-2023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18-2023年中国电池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电池行业发展趋势 



二、国内电池行业长期发展趋势分析 

三、环保电池发展潜力巨大 

第二节 2018-2023年中国锂电池行业前景发展预测 

一、锂电池将在3G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锂离子电池将实现飞跃 

三、锂电池市场产量预测分析 

四、锂电池供应需求消费情况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8-2023年中国不同类型锂电池前景展望 

一、聚合物锂电池前景分析 

二、聚合物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趋势预测被看好 

三、高分子锂电池的前景展望 

 

第十四章 2018-2023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投资规划建议研究 

第一节 2018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概况 

一、动力锂离子电池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二、动力锂离子电池行业投资政策解读 

第二节 2018-2023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机会分析 

一、动力锂离子电池投资潜力分析 

二、与行业链相关的投资机会分析 

第三节 2018-2023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投资前景 

一、市场运营机制风险 

二、市场竞争风险 

三、原料供给风险 

四、技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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