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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电极箔市场发展趋势分析与投资前景调研报告（2022-20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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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网地址：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12/618853.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800元    纸介版：7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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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一、全球电极箔产业随铝电解电容器市场需求增长而发展
电极箔是铝电解电容器制造的关键原材料。由于电子产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通信产品、计
算机、家电等整机产品市场的急剧扩大，对电极箔产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受益于全球经
济的逐步复苏，最近几年，铝电解电容器的市场需求整体呈上升趋势，为电极箔带来了广阔
的市场空间。
数据显示，2015-2021年全球铝电解电容器市场规模由5920亿美元增长至6330亿美元，电
极箔主要产品化成箔需求量由22680万平方米增长至26610万平方米，市场规模由1850亿美
元增长至2080亿美元。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二、全球电极箔产业向中国转移
全球电极箔生产制造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两国，此外，韩国、中国台湾、欧洲等地也有部
分电极箔生产企业。
近年来全球电极箔产业格局发生较大变化,产能向中国转移明显。从外部因素看,其一，2011
年日本地震使得大量日本电极箔、铝电解电容器厂房与产线都遭到破坏,产能开始逐渐向国
内转移;其二,随着目前新能源用电极箔需求量提升,部分日本高端电极箔企业集中产能生产汽
车电子用电极箔,也释放了一定量的其他产品用电极箔给中国企业,带来国内电极箔企业销量
提升。此外，日本因较高的电力成本、逐渐缩小的技术优势、以及下游产业向中国大陆的转
移,在全球的产量比重逐年降低,其市场份额已从21世纪初期的80%左右下降至2016年的33%
，全球电极箔的生产向中国转移。国外企业委托中国企业代工,或直接在国内设厂,使得中国
电极箔产能迅速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成箔生产基地。
从内部因素看，电子元件是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下游应用领域极为广泛，几乎
涉及到国民经济各个工业部门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既包括电力、机械、矿冶、交通、化工
、轻纺等传统工业，也涵盖航天、激光、通信、高速轨道交通、机器人、电动汽车、新能源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电子元件对现代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中
国已进入产业升级与结构性转型的关键时期，电子元件制造业为技术含量较高、具有战略意
义的国家重点扶持行业，电极箔产业也随之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全球电极箔市场加速向中
国转移。
电子元件制造业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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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布 培育社大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
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产业，提升通信设备、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软件等产业水平2021.10
基础电子元器件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 明确“重点产品高端提升行动”，重点发展
高磁能积、高矫顽力永磁元件，高磁导率，低磁损耗软磁元件，高导热、电绝缘、低损耗、
无铅环保的电子陶瓷元件。 2019.11 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2019年版) 明确
将“高密度封装覆铜板、极薄铜箔”、“高效能石墨烯散热复合膜”列为先进基础材料，将“石墨
烯散热材料”、“石墨烯导热复合材料”列为前沿新材料 2019.10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 目录中鼓励类包括“二十八、信息产业”之“22、半导
体，光电子器件，新型电子元器件(片式元器件、电力电子器件、光电子器件、敏感元器件
及传感器、新型机电元件、高频微波印制电路板、高速通信电路板、柔性电路板、高性能要
铜板等)等电子产品用材料” 2019.08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实施意见》
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生产，丰富产品种类，满足差异化消费需求。
2019.03 《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设备、生物医药、新
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
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
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丰降至9%，确保主要行业积负明显降
低: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继续向推进税率三档并两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 2017.11
《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着力加
强高端智能化系统研制应用，着力提升产业基础支撑能力，着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
技术深度融合，着力推进“互联网+”协同制造集成应用，加快制造业智能化发展。通过3年的
努力，制造业智能化的新技术、新产晶、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高端智能化系统研制应
用取得突破，标准化、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体系基本健全，智能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2017.10 《关于发挥民间投资作用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指导意见》 提出提升信息化和
工业化融合水平，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智能制造工程，围绕离散型智能制造，流程型智能制造
、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等新模式开展应用，建设一批数字化车
间和智能工厂，引导产业智能升级。支持民营企业开展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工作，建设一批
试验验证平台，开展标准试验验证。加快传统行业民营企业生产设备的智能化改造，提高精
准制造、敏捷制造能力。 2017.03 《2017年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潜
力。推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相适应、消费升级和有效投资相促进、区域城乡发展相协调，
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作用。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体经济从来都是我
国发展的根基，当务之急是加快转型升级。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实体经济优
化结构，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2017.01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版) 》 将“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之“1.3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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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核心产业”之“1.3.3新型元器件”之“铝合金电缆、复合海底电缆及高压超高压电缆等新型电
缆”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 2016.11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指出加快发展壮大包括高端装备在内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促进高端装备与新材料产业突破发展，引领中国制造新跨越: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5%，形成包括高端制造在内的5个产值规模10万亿元
级的新支柱。 2016.09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2016-
2020年)的通知》适应家用电器高端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大团体标准和高水平企业标准
的供给力度。针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农村家电消费的普及，加快制修
订强制性国家标准，全面提高家电产品安全、节能节水、使用年限，安装维修等要求。
2016.09 《中国电线电缆行业“十三五”发展指导意见》 将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驱动上，将提
高创新能力摆在首要位置上，持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打好化解行业痼疾的攻坚战;全
面提升质量品牌建设，解决行业由大变强的当务之急:创新融合绿色发展协同引领，大力提
升产业成长空间;从战略高度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和国际化发展，善用全球真赋促进发展以及
人才为本、文化引领发展，夯实发展的软实力等六个方面。 2016.08
《中国家用电器工业“十三五”发展指导意见》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转换的新常态，
“十三五”是我国家电工业能否适应新常态带来的变化，全面完成转型升级任务，实现全球家
电强国目标的关键五年。家电工业需要进一步转变增长方式，加快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
型步伐，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2016.03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指出要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以提
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基础能力为重点，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朝高
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发展，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要全面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加快
发展新型制造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2015.05 《中国制造2025》 到2020年，40%的
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受制于人的局面逐步缓解，航天装备、通信
装备、发电与输变电设备、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家用电器等产业急需的核心基础零部
件(元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的先进制造工艺得到推广应用。到2025年，70%的核心基础零部
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80种标志性先进工艺得到推广应用，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建成较为完善的产业技术基础服务体系，逐步形成整机牵引和基础支撑协调互动的产业
创新发展格局。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三、中国电极箔行业集中度将不断提高
2015-2021年我国化成箔产量由15200万吨增长至19010万吨，我国化成箔产值由7650亿元
增长至9100亿元。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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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尽管我国电极箔产业规模已经相对较大，但更多的企业聚集在中低端领域，高端电极箔市场
的绝大部分份额仍由JCC、KDK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占据。中低端电极箔市场以价格战为主,
产品价格处于较低水平,小型电极箔生产企业盈利能力较差,行业不断出清、供需格局逐步优
化。此外电极箔作为高耗能行业,在能耗双控下未来扩产或将受限,未来或将仅有少数优势企
业可满足能耗要求、顺利扩产。在环保趋严、能耗双控的背景下,小企业将难以覆盖环保成
本、达到能耗要求,电极箔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

国内外电极箔代表企业基本情况 类别 区域 企业 基本情况 国外 日本 日本JCC
日本蓄电器工业株式会社(Japan Capacior IndustrialCoLTD.) , 为铝电极箔的专业制造商，
主要从事铝电解电容器用电极箔的制造与销售,产品市场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及中国大陆
。 日本 日本NCC 日本贵弥功株式会社NIPPON CHEMI-CONCORPORATION) ,系日本上
市公司,主要从事铝电解电容器及各种电容器的制造与销售,其铝电解电容器的全球市场占有
率、电极箔的生产产量均位居世界前列，在海外的生产基地主要包括美国、韩国、台湾、中
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公司拥有覆盖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制造和销售网络。
国内 广东 东阳光科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是集铝材
深加工、电子元件、新材料及新能源为-体的大型上市公司,主要产品为铝制品、亲水箔、电
子光箔、电极箔、电容器等,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电子光箔、亲水箔生产基地之一，公司
产品主要出口日本及欧洲市场。 新疆 新疆众和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是全球产量最大的高纯铝生产基地和最大的电子铝箔研发和生产企业之- -,目前的主
要产品为高纯铝、电子铝箔、电极箔，并初步形成了“能源高纯铝电子铝箔电极箔”新材料产
业链。公司产品销往台湾、香港、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主要应用
于航天、航空、信息设备、交通设备等领域。 南通 江海股份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是-家从事电容器及其材料、配件的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公司,公
司的主要产品为电容器及化成箔。广东华锋股份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是一家主要生产经营电解电容器原材料腐蚀、化成铝箔的专业厂家,是国
内起步最早的低压化成铝箔生产厂家之一-.公司的主要产品为低压化成箔。 江苏 海星股份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主要从事铝电解电容器用电极箔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铝电解电容器用全系列低压、中高压电极箔,公司生产的电
极箔产品广泛应用于节能照明、消费电子、通讯电子、工业机电等各领域用铝电解电容器中
。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zlj）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电极箔市场发展趋势分析与投资前景调研报告（2022-20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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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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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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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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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