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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1.新能源汽车 

 比亚迪将上调部分车型指导价 

我们认为： 

1）此次比亚迪上调部分车型指导价，一方面是平缓补贴退出

以及成本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比亚迪汽车在补贴取消前预

告涨价幅度，有望增强部分消费者于今年年内购车的意愿，促

进年底销量增长。 

2）国内电动车目前处于加速渗透阶段，补贴政策对于销量增

长的影响减弱，2022 年电动车销量以及渗透率呈现明显增长

趋势。根据中汽协数据，2022 年 1-10 月，国内电动车销量达

到 528 万辆，同比增长 109%，累计渗透率达 24.0%。后续来

看，优势车型供给将接棒补贴政策成为推动销量增长的主要动

力。 

核心观点：  

新能源汽车短期高景气度恢复趋势逐步确立，中长期高成长逻辑

主线不变，全球电动化实现共振，新能源汽车将进入加速渗透阶

段。持续看好： 

1）国内新能源汽车恢复高景气度态势，电池端原材料价格影响

向下游传导+下半年材料成本下降，有望迎来量利修复； 

2）制造工艺、电池结构、化学材料等多个方面的技术升级，带

来包括电池端在内的多环节机遇，具备技术领先优势的企业将加

固自身护城河； 

3）快充性能需求提升，有望带动负极材料、CNT 导电剂等相关

材料技术迭代以及需求提升； 

4）钠离子电池技术日趋成熟，有望在储能、低速车等领域实现

率先应用，具备相关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集流体以及电池端技

术、产品、产能布局的企业有望获得增量市场； 

5）供需偏紧+钠离子电池产业化有望加速需求扩大的铝箔环

节； 

6）终端需求迎来反弹后，中上游供给仍偏紧的负极材料（石墨

化）、隔膜、铜箔等； 

7）原材料价格回落叠加动力电池价格上涨，盈利有望向好的动

力电池企业； 

8）龙头高成长、高确定性机会，特斯拉、比亚迪及新势力等车

企以及宁德时代、LG 化学等动力电池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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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长续航、快充等需求扩大预计带来的高镍正极、硅基负极、

导电剂以及新型锂盐等需求扩大，以及钠离子电池、PET 铜箔新

技术等有望迎来机遇； 

10）需求定位愈加清晰，带来的磷酸铁锂&三元材料电池以及正

极材料机会；以及高镍化趋势带来的正极材料以及前驱体行业格

局更加明朗，龙头优势有望不断放大；海外客户占比较高的供应

商成本传导更具优势； 

11）在行业快速增长趋势下，自身优势增强推动业绩有望实现超

预期表现的二线标的； 

12）竞争格局清晰，具备较强的护城河标的；技术路线明确，拥

有迭代逻辑较强产品的优秀企业； 

13）产能加速布局有望显著受益行业需求快速增长的相关标的； 

14）在政策支持下，有望快速发展的氢能源以及燃料电池汽车环

节； 

15）储能、两轮车等具备结构性机遇的细分环节，以及持续完善

的充换电设施环节。 

受益标的：天奈科技、宁德时代、鼎胜新材、亿纬锂能、当升

科技、杉杉股份、璞泰来、中科电气、容百科技、振华新材、中

伟股份、宝明科技、诺德股份、嘉元科技、恩捷股份、星源材

质、德方纳米、震裕科技、天赐材料、孚能科技、鹏辉能源、华

友钴业、宏发股份、科达利、特锐德等。 

2.新能源 

 隆基绿能下调硅片价格  

我们认为，随着上游硅料产能的逐月释放以及硅片新进入者

产能的投放，1）产业链合计利润空间逐步下降助于下游需求

释放；2）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的供需格局预计发生变化，电

池片环节短期结构性供需偏紧，未来产业链利润有望迎来重

新分配；3）虽然硅料和硅片环节产能持续释放，但是硅料和

硅片龙头企业有望凭借其在产品质量、成本端以及原材料端

的显著优势保障其相对竞争优势和合理利润空间。  

 上海颁布专项资金扶持办法，推进风电深远海化发展 

我们认为：一方面，继广东、山东、浙江后，上海已成第四个

发放地方补贴（有离岸距离要求）支持海上风电发展的地区，

通过补贴可推动本地可再生能源开发建设，将进一步提升上海

市绿色电力用电比重，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另一方面，根

据风芒能源统计，今年截至目前，上海已启动两批海上风电项

目竞配，项目场址中心离岸距离在 12-19.5km，而此次《办

法》有望推进海上风电深远海发展趋势的，海缆、管桩环节将

持续受益。   

 四川积极推动钒钛产业群发展 

我们认为，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储能产业领军企业推动技术不断

创新迭代，能量密度、循环寿命以及安全性的优化，带来系统成

本下降，储能电站的经济性将持续上升，储能行业有望加速发

展。 

  

  



bVgWjXyUaVdXpPoM9PaO8OsQpPnPsQfQmNoPiNnPyQaQnMqQxNrNyQNZsRtO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周报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3 

  

 中国电力储能累计装机首次突破 50GW 

我们认为，中国储能市场具有较大发展潜力，新型储能项目规模

正快速扩张。在政策支持以及产业链成熟度提高的共同推动下，

国内储能装机有望加速提升。 

核心观点： 

（1）光伏 

光伏项目具备较强的“投资品”属性，项目内部收益率是

影响行业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产业链供应能力的增强将

提高装机规模上限，长期看在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下，光伏

规模有望保持快速增长。 

行业发展趋势上，我们认为，1）随着 N 型新技术电池片经济性

显现，电池片出货结构中 N 型特别是 TOPCon 产品占比有望持续

提升；2）硅料产能逐季释放有望向下游让利，下游制造端可在

其他非硬性供需紧张环节通过国产替代等，谋求量利关系更优

解；3）在上游紧平衡下，组件厂商景气度出现分化，凭借上游

布局/渠道/成本端等优势，需求向头部供应商聚集，同时，重

视在成本端及产业链布局上具备优势的新进入者对二三线厂商

份额的进一步挤占和自身市占率的增强。 

关注市场变化下的供需关系及技术变革下的结构性机遇，如N型

硅片及多晶硅、垂直一体化厂商、耗材环节和设备环节、逆变

器、光伏胶膜、分布式光伏、光伏支架、石英砂等。 

受益标的：通威股份、TCL中环，隆基绿能、晶澳科技、天合

光能、晶科能源、锦浪科技、德业股份、阳光电源、昱能科

技、禾迈股份、正泰电器、芯能科技、福斯特、海优新材、

中来股份、联泓新科、中信博、石英股份等。 

（2）风电 

短 期 来 看 ， 行 业量 增价 稳： ①1-9 月国企累计招标达

74.15GW，行业需求有所支撑。根据风电之音不完全统计，截

至 9 月 30 日，9 月国有企业开发商共发布风电机组设备采购招

标容量达 6.72GW；1-9 月国有企业开发商累计风电机组设备采

购招标容量达 74.15GW。22 年招标规模同比 21 年同期显著增

长，为后续风电装机需求提供可靠保障；②低价竞争暂缓。根

据风电头条不完全统计，2022 年 9 月份风电中标项目累计

3.74GW，其中陆上风电含塔筒最高中标单价2980元/kW，最低

中标单价为 1965 元/kW；陆上风电不含塔筒最高中标单价为

2030 元/kW，最低中标单价为 1850 元/kW。 

中长期看，风电是实现“碳中和”的能源替代形式之一，平价

时代风电行业将摆脱周期性波动特点，持续看好风电行业的装

机需求及发展空间。 

受益标的：大金重工、日月股份、东方电缆、亨通光电、中天

科技、宝胜股份、汉缆股份、万马股份、天顺风能、天能重

工、广大特材、新强联、长盛轴承、明阳智能、金风科技、中

材科技、金雷股份等。 

（3）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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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全球能源转型持续深入，风电、光伏装机量规模不断

扩大带来储能领域景气度攀升，欧洲市场高电价推动户用储能快

速增长，储能市场空间有望超预期。我们看好： 

1）电池：储能系统装机规模的快速增长将直接推动锂电池需求

提升，以及钠电池、钒电池等技术发展以及应用，具备性能成本

优势、销售渠道以及技术实力的企业有望受益； 

2）逆变器：PCS 与光伏逆变器技术同源性强，且用户侧储能与

户用逆变器销售渠道较为一致，逆变器技术领先和具备渠道优势

的企业有望受益； 

3）储能系统集成：储能系统集成看重集成商的集成效率、成本

控制以及对零部件和下游应用的理解，在系统优化、效率管理、

成本管控以及应用经验具备竞争优势的供应商有望在储能市场规

模扩大中受益。 

4）高压级联：国内风光配储政策力度加强，大容量储能项目有

望加速建设，高压级联技术有望迎来机遇。 

5）海外储能：欧洲能源紧张，需求加大带来供需错配机遇，海

外户用以及工商业储能环节将受益增长。 

受益标的：智光电气、金盘科技、阳光电源、锦浪科技、德业

股份、科士达、宁德时代、亿纬锂能、鹏辉能源、国轩高科、派

能科技等。 

3.风险提示 

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不达预期；新能源装机、限电改善不达预

期；产品价格大幅下降风险；疫情发展超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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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观点 

1.1.新能源汽车  

 比亚迪将上调部分车型指导价 

根据比亚迪官方信息，11 月 23 日，因受到明年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出和今年下

半年电池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将对王朝、海洋及腾势相关新能源车

型的官方指导价进行调整，上调幅度为 2000 元至 6000 元不等。此外，2023 年 1

月 1 日之前付定金签约的客户不受此次调价影响。 

我们认为： 

1）此次比亚迪上调部分车型指导价，一方面是平缓补贴退出以及成本上升的

压力；另一方面，比亚迪汽车在补贴取消前预告涨价幅度，有望增强部分消费者

于今年年内购车的意愿，促进年底销量增长。 

2）国内电动车目前处于加速渗透阶段，补贴政策对于销量增长的影响减弱，

2022 年电动车销量以及渗透率呈现明显增长趋势。根据中汽协数据，2022 年 1-10

月，国内电动车销量达到 528 万辆，同比增长 109%，累计渗透率达 24.0%。后续

来看，优势车型供给将接棒补贴政策成为推动销量增长的主要动力。 

核心观点：  

新能源汽车短期高景气度恢复趋势逐步确立，中长期高成长逻辑主线不变，全球

电动化实现共振，新能源汽车将进入加速渗透阶段。持续看好： 

1) 国内新能源汽车恢复高景气度态势，电池端原材料价格影响向下游传导+下半

年材料成本下降，有望迎来量利修复； 

2) 制造工艺、电池结构、化学材料等多个方面的技术升级，带来包括电池端在

内的多环节机遇，具备技术领先优势的企业将加固自身护城河； 

3) 快充性能需求提升，有望带动负极材料、CNT 导电剂等相关材料技术迭代以

及需求提升； 

4) 钠离子电池技术日趋成熟，有望在储能、低速车等领域实现率先应用，具备

相关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集流体以及电池端技术、产品、产能布局的企业有望

获得增量市场； 

5) 供需偏紧+钠离子电池产业化有望加速需求扩大的铝箔环节； 

6) 终端需求迎来反弹后，中上游供给仍偏紧的负极材料（石墨化）、隔膜、铜

箔等； 

7) 原材料价格回落叠加动力电池价格上涨，盈利有望向好的动力电池企业； 

8) 龙头高成长、高确定性机会，特斯拉、比亚迪及新势力等车企以及宁德时代、

LG 化学等动力电池供应链； 

9) 长续航、快充等需求扩大预计带来的高镍正极、硅基负极、导电剂以及新型

锂盐等需求扩大，以及钠离子电池、PET 铜箔新技术等有望迎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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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需求定位愈加清晰，带来的磷酸铁锂&三元材料电池以及正极材料机会；以

及高镍化趋势带来的正极材料以及前驱体行业格局更加明朗，龙头优势有望不断

放大；海外客户占比较高的供应商成本传导更具优势； 

11) 在行业快速增长趋势下，自身优势增强推动业绩有望实现超预期表现的二线

标的； 

12) 竞争格局清晰，具备较强的护城河标的；技术路线明确，拥有迭代逻辑较强

产品的优秀企业； 

13) 产能加速布局有望显著受益行业需求快速增长的相关标的； 

14) 在政策支持下，有望快速发展的氢能源以及燃料电池汽车环节； 

15) 储能、两轮车等具备结构性机遇的细分环节，以及持续完善的充换电设施环

节。 

受益标的：天奈科技、宁德时代、鼎胜新材、亿纬锂能、当升科技、杉杉股份、

璞泰来、中科电气、容百科技、振华新材、中伟股份、宝明科技、诺德股份、嘉元科

技、恩捷股份、星源材质、德方纳米、震裕科技、天赐材料、孚能科技、鹏辉能源、

华友钴业、宏发股份、科达利、特锐德等。 

1.2.新能源 

 隆基绿能下调硅片价格 

根据隆基绿能官网，2022 年 11 月 24 日，隆基绿能发布新的硅片价格公示： 

 单晶 P 型 M6 155μm 厚度（166/223mm）硅片报价分别为 0.780美元/

片和 6.24 元/片，分别下降 2.5%/1.4%； 

 单晶 P 型 M10 155μm 厚度（182/247mm）硅片报价分别为 0.928美元

/片和 7.42 元/片，分别下降 2.6%/1.6%。 

我们认为，随着上游硅料产能的逐月释放以及硅片新进入者产能的投放，1）

产业链合计利润空间逐步下降助于下游需求释放；2）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的供

需格局预计发生变化，电池片环节短期结构性供需偏紧，未来产业链利润有望迎

来重新分配；3）虽然硅料和硅片环节产能持续释放，但是硅料和硅片龙头企业

有望凭借其在产品质量、成本端以及原材料端的显著优势保障其相对竞争优势和

合理利润空间。 

 上海颁布专项资金扶持办法，推进风电深远海化发展  

11 月 24 日，上海发改委、上海市财政局印发的《上海市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

展专项资金扶持办法》提出：深远海海上风电项目和场址中心离岸距离大于等于 50

公里近海海上风电项目奖励标准为 500 元/千瓦，单个项目年度奖励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该办法适用于 2022-2026 年投产发电的风电项目，自 2022 年 12 月 15 日起

实施，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我们认为：一方面，继广东、山东、浙江后，上海已成第四个发放地方补贴（有

离岸距离要求）支持海上风电发展的地区，通过补贴可推动本地可再生能源开发建设，

将进一步提升上海市绿色电力用电比重，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另一方面，根据风

芒能源统计，今年截至目前，上海已启动两批海上风电项目竞配，项目场址中心离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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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在 12-19.5km，而此次《办法》有望推进海上风电深远海发展趋势的，海缆、管

桩环节将持续受益。 

 四川积极推动钒钛产业群发展 

11 月 23 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等 5 部门发布《关于促进钒钛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到 2025 年产值规模达到 2000 亿元以上。其中，钒（以

五氧化二钒计）产品达 10 万吨/年，钒电解液达 7.5 万 m3/年，钒电池系统集成达

1GW/年；钛白粉达 120 万吨/年，氯化法钛白占比进一步提高；海绵钛及钛锭达 10万

吨/年、钛材及钛深加材达 5 万吨/年。 

我们认为，全钒液流电池具备安全、寿命长等多方面优势，是电化学储能技术的

重要发展方向。四川省颁布钒钛产业相关政策，有望推动全钒液流电池产业链加速形

成。 

 中国电力储能累计装机首次突破 50GW 

根据 CNESA： 

 截至 2022 年 9 月底，中国已投运电力储能累计装机达到 50.3GW，同比

+36%；新型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 6.66GW，同比+78%。前三季度新增投运

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 0.93GW/1.91GWh，同比+113%，新增规划、在建新型储

能规模 73.3GW/177.0GWh； 

 从地区分布来看，前三季度新增投运新型储能项目主要分布在全国 18 个省

份，江苏位列第一，装机规模 0.24GW；从应用分布来看，电网侧装机规模

占到 55%，电网侧项目中 60%来自独立储能。 

我们认为，中国储能市场具有较大发展潜力，新型储能项目规模正快速扩张。在政策

支持以及产业链成熟度提高的共同推动下，国内储能装机有望加速提升。 

核心观点： 

（1） 光伏  

光伏项目具备较强的“投资品”属性，项目内部收益率是影响行业需求增长

的重要因素。产业链供应能力的增强将提高装机规模上限，长期看在全球能源转

型背景下，光伏规模有望保持快速增长。 

行业发展趋势上，我们认为，1）随着 N 型新技术电池片经济性显现，电池片

出货结构中 N 型特别是 TOPCon 产品占比有望持续提升；2）硅料产能逐季释放有

望向下游让利，下游制造端可在其他非硬性供需紧张环节通过国产替代等，谋求

量利关系更优解；3）在上游紧平衡下，组件厂商景气度出现分化，凭借上游布局、

渠道、成本端等优势，需求向头部供应商聚集，同时，重视在成本端及产业链布

局上具备优势的新进入者对二三线厂商份额的进一步挤占和自身市占率的增强。 

应关注市场变化下的增量空间及技术变革下的结构性机遇： 

 N 型电池片出货占比提升，有望拉动 N 型硅片及 N 型硅料需求快速增长，其

单位盈利有望提升； 

 多晶硅产能逐季释放，硅片环节由于在产业链中具备较好的竞争格局，相

对话语权有望变强，价值链分配占比有望增强（特别是锁定石英砂等原材料

供应的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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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片技术和需求迭代，尺寸上的结构性偏紧和 topcon 等技术将带来产品

溢价； 

 垂直一体化厂商具备供应链、成本、渠道优势，市场竞争力将持续加强；

同时，垂直一体化厂商通过较早的布局构建了宽厚的资金和成本壁垒，强者

恒强，头部厂商有望进一步集中；  

 TOPCon 出货快速增长，对胶膜阻水性、扛 PID 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具备更

高性能的 POE/EPE胶膜出货有望快速增长； 

 逆变器产品需求将与光伏、储能领域发展实现共振，国内优质供应商加速

出海，并在海外市场竞争中具备优势。同时，关注户用逆变器和微型逆变器

的增量市场机遇； 

 组件价格回落后国内大型地面电站被抑制的需求有望释放，集中式逆变器

和支架需求有望快速反弹； 

 分布式光伏是光伏新增装机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渠道或开发资源优

势的供应商有望受益； 

 硅料供需缓解有望让利，在海外高纯石英砂供不应求下，采用国产高纯石

英砂制备坩埚带来硅片环节整体经营效率、盈利能力优化； 

 在 EVA粒子产能扩张有限的情况下，下游需求向好将导致 EVA 粒子供需格局

的紧张，看好 EVA 粒子盈利能力的提升和持续。 

受益标的：通威股份、TCL中环，隆基绿能、晶澳科技、天合光能、晶科能源、

锦浪科技、德业股份、阳光电源、昱能科技、禾迈股份、正泰电器、芯能科技、福斯

特、海优新材、中来股份、联泓新科、中信博、石英股份等。 

（2） 风电  

短期来看，风电招标量快速增长：①1-10 月国企累计招标达 76.97GW，行

业需求有所支撑。根据风电之音不完全统计，截至 10 月 31 日，10 月国有企业开

发商共发布风电机组设备采购招标容量达 2817.3MW，为今年最低招标月；1-10

月国有企业开发商累计风电机组设备采购招标容量达 76.97GW。22 年招标规模

同比 21 年同期显著增长，为后续风电装机需求提供可靠保障；②主机价格震荡下

行。根据风电头条不完全统计，2022 年 10 月份风电中标项目累计 4.89GW，其

中陆上风电含塔筒陆上最高中标单价 2580 元/kW，最低中标单价 1582 元/kW；

陆上风电不含塔筒最高中标单价为 2620元/kW，最低中标单价为 1705元/kW；含

塔筒海上最高中标单价 3659 元/kW，最低中标单价 3523 元/kW。 

材料价格回落+密集交付期，行业景气度逐季提升：一方面，中厚板/螺纹钢/

废钢/铸造生铁现货价格同比年内高点分别下跌 25.7%、23.7%、31.4%以及

20.6%，原材料价格回落有望带来行业整体盈利修复；另一方面，2022年1-10月

风电新增装机量仅 21.14GW，伴随后续大基地项目推进、已招标项目以及海上风

电陆续开工，风电行业有望迎来高景气度。 

中长期看，风电是实现“碳中和”的能源替代形式之一，平价时代风电行业

将摆脱周期性波动特点，持续看好风电行业的装机需求及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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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看好塔筒环节： 

大型化驱动行业集中度提升。一方面，风电机组大型化趋势明确，塔筒行业

对产品研发、工艺生产及检测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头部企业持续扩产

以满足市场要求，提升自身竞争力。 

海上产品价值量更高，具备广阔发展空间。除塔筒外，海上风电需桩基、导

管架等基础支撑结构将风机固定于海床地基中。根据大金重工披露，陆风塔筒基

础支持重量约为 9 万吨/GW，海风基础约为 27 万吨/GW，是陆上重量的 3 倍，海

上风电将为塔筒企业开辟增量空间。 

技术壁垒+码头资源，构筑海工核心壁垒。海工产品的设计、材料、工艺要

求更高，目前仅有少数头部厂商具备高品质大功率海工产品的制造技术；码头资

源稀缺，且利于确保企业实现产品及时发运和拓展海外市场。 

塔筒具备价格优势，海外市场有望突破。根据欧盟委员会披露，近年欧洲塔

筒企业利润率持续下滑，2019 年已经变为负值，相较之下，即便加征反倾销税，

国内塔筒企业仍保持一定价格优势，叠加欧洲海上风电装机规划持续增长，预计

塔筒环节将率先受益。 

海缆环节有望持续受益： 

高压&直流产品价值量增加，海缆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目前海上风电场海缆方

案通常为 35kV 阵列海缆+220kV 送出海缆，伴随着风机大型化、风场开发规模化

以及选址深远海化，阵列海缆将由 35 kV 提升至 66kV，送出海缆由 220kV 提升至

330kV/500kV 或采用直流海缆。高压/直流海缆制造技术难度大，市场玩家有限，

产品附加值更高。 

产能、码头、经验构筑三大竞争壁垒，龙头企业优势显著。①产能：海缆属

于重资产行业，资金壁垒较高，且扩产周期通常需 2-3 年，短期内新进入者难以

进入；②码头：海缆产品长达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重达几千吨，龙头企业拥有自

有码头可以保障海缆产品顺利生产及发运；③经验：一旦海缆发生故障，不仅抢修

较为困难，也会对风电场的收益将造成较大影响，因此业主更关注海缆企业过往项目

经验以保证海缆产品质量的可靠性。 

同时关注以下环节的投资机遇： 

 海上风电持续降本，加之广东、山东出台地方补贴政策，需求有望持续提

升，海风细分赛道增速更快，壁垒更高。看好海工产品（海上塔筒带来增

量空间）、海缆等相关环节，政策扶持力度较大区域相关产能有望显著受

益于区位优势，同时关注海缆订单旺盛带来的外溢二线厂商机会； 

 看好国产部件在大型化趋势下及格局变化下的机会，如主轴、铸件、叶片

等环节； 

 海外风电装机目标有望提升，看好具备出口逻辑的塔筒及零部件环节； 

 看好原材料价格调整以及成本优化下的盈利修复环节； 

 看好主轴轴承等精密部件的国产替代机会； 

 看好整机环节格局变化及技术变化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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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高压电缆料的国产替代机会； 

 看好新技术变革下的机会，如滑动轴承环节； 

受益标的：大金重工、日月股份、东方电缆、亨通光电、宝胜股份、汉缆股

份、万马股份、天顺风能、天能重工、广大特材、新强联、长盛轴承、明阳智能、

金风科技、中材科技、金雷股份等。 

（3） 储能  

我们认为，全球能源转型持续深入，风电、光伏装机量规模不断扩大带来储能领

域景气度攀升，欧洲市场高电价推动户用储能快速增长，储能市场空间有望超预期。

我们看好：  

1）电池：储能系统装机规模的快速增长将直接推动锂电池需求提升，以及钠电

池、钒电池等技术发展以及应用，具备性能成本优势、销售渠道以及技术实力的企业

有望受益； 

2）逆变器：PCS 与光伏逆变器技术同源性强，且用户侧储能与户用逆变器销售

渠道较为一致，逆变器技术领先和具备渠道优势的企业有望受益； 

3）储能系统集成：储能系统集成看重集成商的集成效率、成本控制以及对零部

件和下游应用的理解，在系统优化、效率管理、成本管控以及应用经验具备竞争优势

的供应商有望在储能市场规模扩大中受益。 

4）高压级联：国内风光配储政策力度加强，大容量储能项目有望加速建设，高

压级联技术有望迎来机遇。 

5）海外储能：欧洲能源紧张，需求加大带来供需错配机遇，海外户用以及工商

业储能环节将受益增长。 

受益标的：智光电气、金盘科技、阳光电源、锦浪科技、德业股份、科士达、宁德

时代、亿纬锂能、鹏辉能源、国轩高科、派能科技等。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周报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12 

  

2.行业数据跟踪 

2.1.新能源汽车 

2.1.1.锂电池材料价格 

钴/锂：钴、四氧化三钴、硫酸钴、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下跌 

钴价下跌。MB标准级钴、合金级钴报价分别为 21.25-22.25美元/磅、23.00-24.50

美元/磅，最高值分别下跌 1.00 美元/磅、1.00 美元/磅；根据 Wind 数据，长江有色市

场钴平均价为 34.7 万元/吨，跌幅为 0.86%。 

四氧化三钴价格下跌。根据 Wind 数据，四氧化三钴（≥72%,国产）价格为 22.55

万元/吨，跌幅为 0.88%。 

硫酸钴价格下跌。根据 Wind 数据，硫酸钴（≥20.5%,国产）价格为 5.70 万元/吨，

跌幅为 5.00%；根据鑫椤锂电数据，硫酸钴价格为 6.00 万元/吨，维持稳定。 

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下跌。根据鑫椤锂电数据，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为 59.3 万元/吨，

下跌 0.70 万元/吨。 

正极材料：三元材料（523）价格上涨 

钴酸锂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钴酸锂（4.35V）价格为 45.25 万元/

吨，维持稳定。 

磷酸铁锂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磷酸铁锂价格为 17.70 万元/吨，维

持稳定。 

三元材料（523）价格上涨。根据 Wind 数据，三元材料（523）价格为 34.60 万

元/吨，涨幅为 0.44%；根据鑫椤锂电数据，NCM 5 系价格为 34.90 万元/吨，维持稳

定；NCM 811 价格为 40.40 万元/吨，维持稳定。 

三元前驱体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NCM523 前驱体价格为 10.95 万

元/吨，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NCM 811 前驱体价格为 13.70 万元/吨，维持

稳定。 

电池级硫酸镍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电池级硫酸镍价格为 4.13 万

元/吨，维持稳定。 

电池级硫酸锰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电池级硫酸锰价格为 0.67 万

元/吨，维持稳定。 

负极材料：高端天然、人造负极价格均维持稳定 

高端天然负极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高端天然负极价格为 6.1 万元/

吨，维持稳定。 

高端人造负极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高端人造负极价格为 6.8 万元/

吨，维持稳定。 

隔膜：隔膜（湿法）价格维持稳定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周报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13 

  

隔膜（湿法）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基膜（湿法,9μm）价格为1.45

元/平方米，维持稳定。 

电解液：六氟磷酸锂价格下跌 

电解液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电解液（三元/圆柱/2600mAh）价格

为 7.35 万元/吨，维持稳定；电解液（磷酸铁锂）价格为 6.37 万元/吨，维持稳定。 

DMC 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DMC（电池级）价格为 0.67 万元/吨，

维持稳定。 

六氟磷酸锂价格下跌。根据鑫椤锂电数据，六氟磷酸锂（国产）价格为 26.50 万

元/吨，下跌 0.75 万元/吨。 

表 1 锂电池及材料价格变化 

材料 单位  2022/11/25 2022/11/18 涨跌额  

钴 

长江有色市场,平均价(Wind) 万元/吨 34.7 35.0 ↓0.30 

MB钴 
标准级 美元/磅 21.25-22.25 21.90-23.25 ↓1.00 

合金级 美元/磅 23.00-24.50 24.00-25.50 ↓1.00 

钴产品 

四氧化三钴 ≥72%,国产(Wind) 万元/吨 22.55 22.75 ↓0.20 

硫酸钴 
≥20.50%,国产(Wind) 万元/吨 5.70 6.00 ↓0.30 

≥20.5%，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6.00 6.00   

碳酸锂 电池级 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59.3 60.0 ↓0.70 

正极材料 

钴酸锂 4.35V，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45.25 45.25   

磷酸铁锂 动力型，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17.70 17.70   

三元材料 

523(Wind) 万元/吨 34.60 34.45 ↑0.15 

5系，动力型，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34.90 34.90   

811，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40.40 40.40   

三元前驱体 
523，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10.95 10.95   

811，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13.70 13.70   

硫酸镍 电池级，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4.13  4.13    

硫酸锰 电池级，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0.67  0.67    

负极材料 
高端天然负极 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6.1 6.1   

高端人造负极 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6.8 6.8   

隔膜 9µ/湿法基膜 国产中端，均价(鑫椤锂电) 元/平米 1.45  1.45    

电解液 

三元/圆柱

/2600mAh 
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7.35  7.35    

磷酸铁锂 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6.37  6.37    

DMC 电池级 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0.67 0.67   

六氟磷酸锂 国产 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26.50 27.25 ↓0.75 

  

注：↑表示价格上涨，↓表示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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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江有色市场钴平均价（万元/吨） 

 

 

 

 图 2 四氧化三钴（≥72%,国产）价格走势（万元/吨） 

 

 

 

 

 

 

                                                                                            

 

图 3 硫酸钴（≥20.5%,国产）价格走势（万元/吨） 

 

 

 

  图 4 三元材料 523 价格走势（万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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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2022 年 10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增长 88%、82% 

根据中汽协数据，2022 年 10 月新能源汽车实现产销量分别为 76.2 万辆、71.4 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 88%、82%，环比分别增长 1%、1%。 

图 5 国内新能源汽车月度产销情况 

 

 

 

 

  

 

2022 年 10 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同比增长 75.2% 

根据乘联会数据，2022 年 10 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批发销量分别为 55.6

万辆、67.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5.2%、85.8%，环比分别下降 9.0%、增长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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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国内新能源乘用车月度数据 

 

 

 

 

  

 

2022 年 10 月动力电池装机量同比增长 98.1%，环比下降 3.5%  

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2022 年 10 月我国动力电池装机量为

30.5GWh，同比增长 98.1%，环比下降 3.5%。  

图 7 国内动力电池月度装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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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新能源 

2.2.1. 光伏产品价格 

多晶硅：多晶硅价格下降 

根据PVinfoLink的数据，多晶硅（致密料）均价302元/千克，环比下降0.3%。 

硅片：硅片价格下降 

根据 PVinfoLink 的数据，单晶硅片（166mm，155μm）均价为 6.170 元/片，环

比下降 0.5%；单晶硅片（182mm，155μm）均价为 0.923 美元/片和 7.300 元/片，分

别下降 2.1%/2.1%；单晶硅片（210mm，150μm）均价为 1.207 美元/片和 9.550 元/

片，分别下降 1.7%/1.6%。 

电池片：电池片美元价格下降 

根据 PVinfoLink 的数据，单晶 PERC 电池片（22.9%+，166mm）均价为 0.165 美

元/瓦和 1.310元/瓦，分别下降 1.2%/0.0%；单晶 PERC电池片（22.9%+，182mm）均

价为0.171美元/瓦和1.350元/瓦，分别下降1.2%/0.0%；单晶PERC电池片（22.9%+，

210mm）均价为 0.170 美元/瓦和 1.340 元/瓦，分别下降 1.2%/0.0%。 

组件：单晶单/双面组件价格下降、中国分布式项目组件价格下降 

根据 PVinfoLink 的数据，单晶单面 PERC 组件（365-375/440-450W）均价为

0.250 美元/瓦和 1.920 元/瓦，分别下降 0.0%/0.5%；单晶单面 PERC 组件（182mm）

均价为 0.255 美元/瓦和 1.970 元/瓦，分别下降 0.0%/0.5%；单晶单面 PERC 组件

（210mm）均价为 0.255 美元/瓦和 1.970 元/瓦，分别下降 0.0%/0.5%。 

根据 PVinfoLink的数据，单晶双面 PERC组件（182mm）均价为 0.260美元/瓦和

1.990元/瓦，分别下降 0.0%/0.5%；单晶双面 PERC组件（210mm）均价为 0.260美元

/瓦和 1.990 元/瓦，分别下降 0.0%/0.5%。 

根据 PVinfoLink的数据，中国-项目（单玻，182/210mm组件）中集中式项目和

分布式项目均价分别为 1.950 元/瓦和 1.980 元/瓦，分别下降 0.0%/0.5%。 

根据 PVinfoLink的数据，印度本土产制单晶 PERC组件（365-375/440-450W）均

价为 0.340 美元/瓦，维持不变；美国、欧洲和澳洲单晶 PERC 组件（182/210mm）的

均价分别为 0.380 美元/瓦、0.255 美元/瓦和 0.260 美元/瓦，维持不变。 

组件辅材：光伏玻璃价格维持不变 

根据 PVinfoLink的数据，3.2mm镀膜光伏玻璃均价 28.00元/平方米，维持不变；

2.0 mm 镀膜光伏玻璃均价 21.00 元/平方米，维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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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光伏产品价格变化 

产品 单位 11 月 23日 涨跌幅（%） 

多晶硅 致密料,均价 RMB/kg 302 ↓0.3 

单晶硅片 

166mm,155μm,均价 RMB/pc 6.170 ↓0.5 

182mm,155μm,均价 USD/pc 0.923 ↓2.1 

182mm,155μm,均价 RMB/pc 7.300 ↓2.1 

210mm,150μm,均价 USD/pc 1.207 ↓1.7 

210mm,150μm,均价 RMB/pc 9.550 ↓1.6 

单晶电池片 

PERC,22.9%+, 166mm,均价 USD/W 0.165 ↓1.2 

PERC,22.9%+, 166mm,均价 RMB/W 1.310 - 

PERC,22.9%+, 182mm,均价 USD/W 0.171 ↓1.2 

PERC,22.9%+, 182mm,均价 RMB/W 1.350 - 

PERC,22.9%+, 210mm,均价 USD/W 0.170 ↓1.2 

PERC,22.9%+, 210mm,均价 RMB/W 1.340 - 

单晶单面单玻组件 

365-375/440-450W,PERC,均价 USD/W 0.250 - 

365-375/440-450W,PERC,均价 RMB/W 1.920 ↓0.5 

182mm,PERC,均价 USD/W 0.255 - 

182mm,PERC,均价 RMB/W 1.970 ↓0.5 

210mm,PERC,均价 USD/W 0.255 - 

210mm,PERC,均价 RMB/W 1.970 ↓0.5 

单晶双面双玻组件 

182mm,PERC,均价 USD/W 0.260 - 

182mm,PERC,均价 RMB/W 1.990 ↓0.5 

210mm,PERC,均价 USD/W 0.260 - 

210mm,PERC,均价 RMB/W 1.990 ↓0.5 

中国-项目（单玻，
182/210mm 组件） 

集中式项目 RMB/W 1.950 - 

分布式项目 RMB/W 1.980 ↓0.5 

各区域单晶组件 

365-375/440-450W,PERC,印度本土产,均价 USD/W 0.340 - 

182/210mm,PERC,美国,均价 USD/W 0.380 - 

182/210mm,PERC,欧洲,均价 USD/W 0.255 - 

182/210mm,PERC,澳洲,均价 USD/W 0.260 - 

组件辅材 
光伏玻璃 3.2mm 镀膜,均价 RMB/m² 28.00 - 

光伏玻璃 2.0mm 镀膜,均价 RMB/m² 21.00 - 

  

注：↑表示价格上涨，↓表示价格下跌 

2.2.2.太阳能发电装机：10 月新增装机 5.64GW，同比增长 50.4% 

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2 年 10 月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 5.64GW，同比增长

50.4%，环比下降 30.6%；2022 年 1-10 月太阳能发电累计新增装机 58.24GW，同比增

长 98.7%。 

2.2.3.风电装机：10 月新增装机量 1.9GW，同比下降 31.2%，环比下降

38.7%  

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2 年 10 月风电新增装机 1.9GW，同比下降 31.2%，

环比下降 38.7%；2022 年 1-10 月风电累计新增装机 21.24GW，同比增长 10.2%。 

 

3.风险提示 

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不达预期；新能源装机、限电改善不达预期；产品价格大幅

下降风险；疫情发展超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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