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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2年中国锂电池市场分析报告-市场竞争策略与发展动向前瞻》涵盖
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
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
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
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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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一、锂电池应用领域概况
近年来我国锂离子电池快速发展，出货量由2015年的46.4GWh大幅提高到2020年的143GW
h,年复合增速为25%。预计未来我国锂电池需求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到2025年出货量将进
一步提升到611GWh。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从具体应用领域来看，新能源汽车、3C数码领域、储能、小动力和电动工具是锂电池主要
下游应用市场，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增长尤其突出，根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动力锂
电池的出货量为80GWh，分别占中国锂电池出货量的56%和11%，是最主要的需求领域，
预计2025年将达到470GWh,年复合增速为43%。而在3C数码市场中，锂电池需求相对平稳
，目前为第二大应用市场。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其中，新能源车用动力电池占锂电池需求的56%，车用动力电池占新能源车成本的38%，电
动化大趋势下、全球头部电池厂商已进入新一轮扩产周期。受益于下游新能源汽车、3C数
码、储能、小动力电动工具等多领域需求的增长，锂电池需求持续高增长。
二、锂电池主要下游市场分析
1、动力锂电池需求分析
新能源汽车
2020年中国新能源车用动力电池出货量达80GWh，同比+12.7%。2013年-2020年间，我国
新能源汽车产量由1.8辆快速增长至136.7万辆，随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的迅速普及，新能源
汽车动力电池在锂电池的出货量中占比持续提升，动力电池出货量占中国锂电池市场份额的
56%以上。
动力电池按形状分类可分为，方形、圆柱、软包电池。从形状上看，方形电池出货量占比从
2017年57.5%增长到2020年的80.8%。方形电池占比持续提升，主要由于近三年国内动力电
池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TOP3占比上升。国内头部电池厂CATL、BYD、国轩高科目前
仍均以方形动力电池为主，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方形电池占比的提升。
圆柱电池占动力电池比达9.7%，同比+2.4pct，主要系国产特斯拉Model3等车型销量大幅提
升，带动LG以及松下在国内动力电池出货量的提升。在特斯拉4680大圆柱效应带动下，预
计圆柱电池在动力电池领域的占比有望继续提升。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两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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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国内和国外对轻型电动车的需求都持续增加，轻型电动车锂电池（含共享电单车
、共享换电柜）2020年出货9.7GWh，同比+78%。
其中，国内市场一方面受中国3C标准执行，新产两轮车锂电池应用占比持续提升，对铅酸
电池替代加速。另一方面，国内共享电单车投放量同比+310%，共享电单车换电柜投放量同
比+150%。在海外市场，部分欧洲国家对电动两轮车也实施了高额的补贴，使得海外市场需
求翻倍增长，带动了上游锂电池出货量的提升。
预计随着国内共享市场规模提升，行业标准化、规范化将逐渐完善。加之，锂电池替代铅酸
加速，电动轻型车市场对锂电池需求仍将持续增长。
2、3c数码端需求分析
2020年中国3C数码终端总体电池需求稳中有增，出货量达36.6GWh，同比+8.8%。出货量
明显提升的设备包括：物联网终端设备（POS机、智能机器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
5G智能手机、TWS耳机电池、ETC用电池、电子烟电池以及家用小电器电池，尤其在可穿
戴设备、无人机、蓝牙音箱等新兴电子领域呈现出较快的发展态势，预计未来几年3C数码
电池需求增速仍将保持5%~10%左右的增长。
此外，5G技术的普及、应用场景的持续拓展将给锂电池市场带来更多机遇。具体而言，5G
智能手机的增加主要系换机潮带动，而笔记本以及平板受线上工作模式的推动也显著增长。
未来，随着5G技术推广带来的民用无人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产品的兴起也将进一步带动3
C消费类电池的增长。
笔记本
笔记本电脑市场增速放缓，但整体仍呈现增长态势，智能手机市场呈现恢复性态势，具有一
定的增长空间。2011年后，全球笔记本电脑出货量受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可替代消费类
电子产品快速普及的冲击，其部分功能被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所分流，出货量连续5年呈下
滑趋势。但在5G技术高速发展的大背景叠加新冠疫情提高远程学习、办公的条件下，2020
年全球笔记本电脑出货量达到2.21亿台，相较2019年的1.72亿台增长了28.49%，预计2020
年至2023年复合增长率为6.64%。总体来看，在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传统消费类领域，
锂电池市场规模较为稳定。
同时，笔记本电脑便携性要求提升软包电池渗透率，传统的圆柱形锂电池逐渐将被重量轻、
容量大的软包锂电池取代。2015年软包电池在笔记本电脑锂电池中占比仅为35.82%，2020
年软包电池占比已提升至88.18%，预计2021年软包电池将普遍应用于笔记本电脑中，其市
场占比将增至95.29%。伴随笔记本电脑便携性不断被重视以及关键技术的不断突破，软包
电池的渗透率将更进一步提升，其市场规模亦将得到较大提升。
平板电脑
由于平板电脑更换周期较长，且智能手机不断发展，屏幕尺寸不断变大，对平板电脑的市场
需求造成影响，平板电脑的出货量近年来逐渐下降，直至2019年中国平板电脑市场复苏，
出货量达2240万台，系2015年以来首次实现同比增长，其中消费市场出货量约1760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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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6.73%，拉动了整体市场的回暖。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居家远程办公和在线教育等活动对平板电脑需求较大。2020年
第四季度，全球平板电脑的出货量高达5220万台，同比增长了19.50%。
智能手机
2020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近12.6亿部，智能手机电池向大容量、高倍率等方向发展，软
包锂电池将普遍应用于手机。面对不断增大的手机续航压力，手机厂商通过增大手机电池容
量来进行解决，推动智能手机电池向大容量、高倍率等方向发展。从近年来占比变化情况来
看，手机锂电池主要向软包电池方向发展，市场占比逐年提高。
2015年软包电池在手机锂电池中占比为53.72%，2020年软包电池占比已提升至87.53%，
预计2021年软包电池将普遍应用于手机中，其市场占比预计将增至89.74%。
可穿戴设备
随着可穿戴设备种类的增加、产品技术的成熟、用户体验的提升以及成本的下降，其市场已
进入高速发展期。可穿戴设备是指能直接被穿戴在人身上或能被整合进衣服、配件并记录人
体数据的移动智能设备。市场主流的可穿戴设备主要涵盖了蓝牙耳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
、健康穿戴、智能眼镜等。
2019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达到3.37亿台，相比2018年的1.78亿台增长了89%，2020年全
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达到4.45亿台，2024年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预计将达到6.23亿台，未
来五年复合年增长率预计为9.17%。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随着近年来采用蓝牙耳机的推广，蓝牙耳机成为电池管理芯片在消费电子领域新的增长点。
2020年全球蓝牙耳机出货量将达到2.34亿台，占全球可穿戴设备近50%的市场份额，2024
年出货量将实现3.97亿台，市场份额占比提升至62.8%，2020年到2024年之间复合增长率
达到14.1%。
目前智能手机制造商逐步放弃3.5毫米耳机插孔，作为智能手机音视频内容重要传输的工具
，蓝牙耳机将会是可穿戴设备市场主要增长驱动力之一。2020年全球蓝牙耳机出货量将达
到2.34亿台，占全球可穿戴设备59.2%的市场份额，2024年出货量将实现3.97亿台，市场份
额占比提升至62.8%，2020年到2024年之间复合增长率达到14.1%。
无人机
无人机产业蓬勃发展，锂电需求将迎来较高的增长态势。无人机是智能制造领域的重要组成
部分，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例如欧美、日本等都将无人机作为发展重点。
目前，我国无人机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具备了自主研发能力，形成了配套齐全的研发、制造
、销售和服务体系，部分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16年全球无人机市场规模就已突破120
亿美元大关，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到740.1亿美元，复合增长率可达到2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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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力与通信储能市场需求分析
目前我国储能市场主要以抽水储能为主，近年来，我国电化学储能发展迅速，占比率逐步提
高，目前主要的电化学储能包括锂电池、铅酸电池和钠硫电池。而凭借容量、循环寿命、安
全性等方面优势，锂离子电池占据电化学储能市场绝大多数市场，2020年份额高达89%，
主要应用领域包括电网侧储能、家庭储能以及通讯基站（后备电源）储能领域。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2020年我国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3.3GW,预计未来随着风电、光伏等行业发展，我国
电化学储能高速增长，据报告数据预计2021~2025年电化学储能累计的装机规模复合增速为
57.4%，并于2025年达到35.5GW。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电化学储能市场的快速增长带动锂电池出货量持续增加。根据高工锂电，2020年我国储能
领域锂电池出货量为16.2GWh,同比增长71%，预计未来5年将以超30%复合增速增长，202
5年我国储能锂电池出货量将大幅增加至68GWh。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细分领域来看，发电侧、电网侧、分布式储能领域均有利好。发电侧与新能源的配套解决消
纳问题、与火电机组联合参与电网调频等辅助服务，已获得相应的调频补偿收益。
在电网侧，调频调峰出现了市场增量，以锰酸锂电池为代表的调频市场出现了一定增量。此
外，分布式储能领域已重点配套了光伏、分散式风电等领域，形成了分布式的风光储系统，
带动了储能锂电池出货量的增加。
从市场角度看，国内储能市场参与者也正持续升温，除了宁德时代、阳光电源、比亚迪、南
都等传统代表，国内新势力也正不断涌现，包括华为、远景以及明阳智慧能源。
4、电动工具需求分析
下游需求的大幅增加，一方面系以TTI为首的国际电动工具终端企业逐渐将产业链转向中国
，促进国内电动工具锂电池产业加快行业转型与布局。另一方面，疫情导致家庭DIY工具、
无绳化电动工具需求提升，带动上游锂电池需求提升。2020年带动电动工具锂电池出货量
同比+124%，出货量达5.6GWh。
预计2020年全球电动工具市场的市场规模为221亿美元，预计2027年将达到391亿美元，20
20-2027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超过8%。
此外，电动工具由有线逐步切换到无线，无线电动工具对动力要求比较高，使得单个电动工
具使用电池数量增加，带动锂电池出货量提升。根据数据预测，到2027年无线电动工具市
场规模将达到277亿美元，占比超过70%。
就地域市场而言，2019年全球电动工具出货量为4.63亿台，其中中国电动工具总产量为3.81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亿台（含出口3.14亿台），市场占比超过80%，这也给国内锂电厂商带来机会。（xlx）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2年中国锂电池市场分析报告-市场竞争策略与发展动向前瞻》涵盖
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
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
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
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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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锂电池行业所属的生命周期分析
第四节 锂电池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一、锂电池行业的赢利性分析
二、锂电池行业的经济周期分析
三、锂电池行业附加值的提升空间分析
第五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锂电池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锂电池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锂电池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锂电池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锂电池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章2018-2022年全球锂电池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全球锂电池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第二节 全球锂电池行业市场区域分布情况
第三节 亚洲锂电池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亚洲锂电池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亚洲锂电池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亚洲锂电池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四节 北美锂电池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北美锂电池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北美锂电池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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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美锂电池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五节 欧洲锂电池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欧洲锂电池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欧洲锂电池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欧洲锂电池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六节2022-2027年世界锂电池行业分布走势预测
第七节2022-2027年全球锂电池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章 中国锂电池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二、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四、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分析
六、居民消费价格变化分析
七、对外贸易发展形势分析
第二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行业监管体制现状
二、行业主要政策法规
第三节 中国锂电池产业社会环境发展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五、消费观念分析
 
第四章 中国锂电池行业运行情况
第一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发展状况情况介绍
一、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二、行业创新情况分析
三、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第二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第三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供应情况分析
第四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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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我国锂电池行业细分市场分析
1、细分市场一
2、细分市场二
3、其它细分市场
第六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第七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五章 中国锂电池所属行业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 中国锂电池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第二节 中国锂电池所属行业产销与费用分析
一、流动资产
二、销售收入分析
三、负债分析
四、利润规模分析
五、产值分析
第三节 中国锂电池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六章2018-2022年中国锂电池市场格局分析
第一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中国锂电池行业竞争情况分析
二、中国锂电池行业主要品牌分析
第二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中国锂电池行业市场集中度影响因素分析
二、中国锂电池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五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钻石模型分析
一、生产要素
二、需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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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援与相关产业
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
五、政府的作用
 
第七章2018-2022年中国锂电池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消费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消费市场特点分析
一、需求偏好
二、价格偏好
三、品牌偏好
四、其他偏好
第三节 锂电池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 锂电池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三、渠道因素
四、其他因素
第五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锂电池行业价格影响因素
二、中国锂电池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三、中国锂电池行业平均价格增速预测
 
第八章2018-2022年中国锂电池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布
第二节 中国华东地区锂电池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锂电池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东地区锂电池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 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锂电池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中地区锂电池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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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锂电池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南地区锂电池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 华北地区锂电池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锂电池市场规模分析
四、华北地区锂电池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 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锂电池市场规模分析
四、东北地区锂电池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节 西部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部地区概述
二、西部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部地区锂电池市场规模分析
四、西部地区锂电池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章2018-2022年中国锂电池行业竞争情况
第一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波特五力模型）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SCP分析
一、理论介绍
二、SCP范式
三、SCP分析框架
第三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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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环境
三、社会环境
四、技术环境
 
第十章 锂电池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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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2022-2027年中国锂电池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锂电池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锂电池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锂电池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市场发展预测
一、中国锂电池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锂电池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锂电池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锂电池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锂电池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一、中国锂电池行业毛利润同比增速预测
二、中国锂电池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预测
 
第十二章2022-2027年中国锂电池行业投资风险与营销分析
第一节 锂电池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锂电池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二、锂电池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三、锂电池行业竞争风险分析
四、锂电池行业其他风险分析
第二节 锂电池行业应对策略
一、把握国家投资的契机
二、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实施
三、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第十三章2022-2027年中国锂电池行业发展战略及规划建议
第一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品牌战略分析
一、锂电池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锂电池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锂电池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锂电池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锂电池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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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对重点客户的营销策略
四、强化重点客户的管理
五、实施重点客户战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战略综合规划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十四章2022-2027年中国锂电池行业发展策略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产品策略分析
一、服务/产品开发策略
二、市场细分策略
三、目标市场的选择
第二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营销渠道策略
一、锂电池行业渠道选择策略
二、锂电池行业营销策略
第三节 中国锂电池行业价格策略
第四节 观研天下行业分析师投资建议
一、中国锂电池行业重点投资区域分析
二、中国锂电池行业重点投资产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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