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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投入

骨干企业技术水平持续提升

近年来，我国锂离子电池行业骨干企

业高度重视创新能力建设，研发投入保持

了高速增长。宁德时代 2019 年研发投入

达到了 29.9亿元，同比增长 50.3%，增速较

2018 年提高了近 30 个百分点，占 2019 年

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6.5%。国轩高科

2019 年 研 发 投 入 5.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2% ，占 当 年 营 业 收 入 的 比 重 高 达

11.9%。负极材料龙头企业贝特瑞2019年

研发支出金额 2.4 亿元，同比增长 29.9%，

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4%。

宁德时代、国轩高科、天津力神等企

业先后研发出能量密度超过300Wh/kg的

单体三元电池，国内磷酸铁锂电池单体能

量密度已经突破 190Wh/kg，均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2019 年我国锂离子电池行业

两大龙头企业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先后在

电池成组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宁德时

代推出了全新的 CTP（Cell To Pack）高

集成动力电池开发平台，比亚迪则主打

“刀片电池”，两家企业从不同角度提高电

池包体积利用率，提升系统能量密度，降

低生产成本。

走出国门

龙头企业加速向国际巨头迈进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加强全球布局是

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的主要目标之一。一

方面，国内动力电池企业以及关键材料供

应商加大国际市场拓展力度，成效较为明

显，宁德时代、国轩高科等国内动力电池企

业逐步进入欧美新能源车企供应链，厦门

钨业、贝特瑞、上海恩捷等关键材料生产企

业也先后成为三星 SDI、LG Chem等锂离

子电池国际巨头的供应商。另一方面，我

国众多锂离子电池产业链上企业加快“走

出去”的步伐，多方式加强海外布局，如远

景能源收购了日产旗下AESC动力电池业

务控股权，宁德时代欧洲工厂正式动工，孚

能科技、蜂巢能源、微宏动力相继表示将在

欧洲建立动力电池工厂，天赐材料、新宙

邦、先导智能等企业分别计划在韩国、波

兰、瑞典设置全资子公司。

为抢占动力电池市场鳌头，宁德时代

聚焦动力电池领域，立足我国新能源汽车

市场，逐步打开国际市场，相继打入特斯

拉、本田、现代、丰田、沃尔沃、大众、捷豹路

虎、标致雪铁龙、奥迪等国际品牌供应链，

在 2018 年超过松下成为全球最大的动力

电池供应商，2019年其动力电池出货量销

售量达到 40.3GWh，同比增长 90.0%，动力

电池装机量继续高居世界第一，全球动力

电池市场占有率29%。宁德时代也凭借其

在动力电池市场的出色表现，不断缩小与

LG Chem、松下等行业巨头之间的差距。

2019 年宁德时代锂离子电池业务实现营

业收入 56.3亿美元，同比增长 50.1%，高居

全球前五大企业之首，与位居榜首的 LG

Chem 之间的差距约为 16 亿美元，较 2018

年明显缩小。

国际市场逐步打开

锂离子电池出口持续增长

目前，得益于欧洲新能源汽车产量快

速增长，我国锂离子电池对欧洲出口金额

近两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拉动我国锂离子

电池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 年我国锂

离子电池对欧洲出口金额达到了 33.0 亿美

元，同比增长高达 64.2%，位居各大洲之

首。欧洲占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总额比重达

到了 25.3%，较 2018 年提高了 6.7 个百分

点。欧洲对 2019 年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金

额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8.6%，成为主要增

长动力来源。

目前，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对主要国家

或地区出口的金额保持增长势头。2019 年

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金额超过1亿美元以上

的国家和地区有 21 个，较 2018 年增加了 6

个。2019年，在中国内地锂离子电池出口额

前 20 位的国家及地区中，只有对中国香港、

越南出口金额出现了同比下滑，对其他国家

及地区出口金额则是不同程度增长。其中，

对德国出口金额为12.1亿美元，同比增加4.8

亿美元，增长金额位居各国家及地区之首，同

比增速达到 65.7%，排名上升 3 位，首次挤进

前三；对美国出口金额为 18.7 亿美元，较

2018 年增加了 4.3 亿美元，增长金额仅次于

德国，其排名继续位居第二，并不断拉近与首

位的中国香港之间的差距；对斯洛伐克出口

额同比增速高居前 20 位国家及地区之首，

2019 年出口金额为 1.7 亿美元，同比增长超

过 2700%，排名跃升 50 位至第 13 位；对波兰

和西班牙的出口金额排名均提升了 8 位，对

波兰出口金额为 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0%

以上，对西班牙出口金额为 1.3亿美元，同比

增长超过100%。

据海关总署数据，2019年我国锂离子电

池出口 20.9 亿只，首次突破 20 亿只，同比增

长 7.7%，持续增长势头得以保持；出口金额

130.3亿美元，同比增长20.3%，延续高速增长

态势，增速较上年回落15.4个百分点；出口平

均单价继续提升，2019年我国锂离子电池出

口单价达到 6.2美元/只，较 2018年 5.6美元/

只提高了10.7%。

与此同时，在2019年我国锂离子电池进

口仅14.4亿只，同比2018年下降12.7%，降幅

较上年扩大11个百分点；进口金额37.3亿美

元，同比下降 4.1%，在 2018 年出现小幅增长

之后再次下滑；进口平均单价稳中有升，2019

年我国锂离子电池平均进口单价 2.6 美元/

只，较2018年的2.4美元/只小幅上涨8.3%。

进出口顺差高速增长

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稳步发展

在2019年，我国锂离子电池进出口贸易

顺差持续扩大。根据海关总署数据计算，

2019 年我国锂离子电池进出口实现贸易顺

差进一步扩大至 93.0 亿美元，较 2018 年的

69.4亿美元增长 34.0%，增速继续保持高位，

增幅较2018年下滑13个百分点。

同时，受进出口顺差持续扩大拉动，我国

锂离子电池产业克服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量下

滑、电池价格持续下降等不利影响，仍保持了

稳步发展势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锂离子电池累计产量为157.2亿只，同

比增长12.4%，增速较2018年明显回落，延续

了 2016 年以来增速持续下降态势。2019 年

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规模较上年小幅增长至

1750亿元，增速仅为 1%，增速继续呈现回落

态势。

展望未来，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长期向

好的局面不会改变。以宁德时代、比亚迪、国

轩高科、天津力神等为代表的我国锂离子电

池骨干企业仍将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直面

跨国巨头的竞争，唯有加大投入，抢占技术优

势、构建规模优势，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取得先机、实现超越，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全面

进步，实现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由并跑到领

跑的历史性转变。

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件当中，NAND 和

NOR 是 人 们 最 熟 悉 的 两 个 产 品 类 型 。

NAND 型闪存具有容量大、单位存储容量

成本低等特点，因而应用范围更加广泛。

但是NOR型闪存读写速度更快，也有其发

展的空间。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物联网、

TWS 耳 机 等 下 游 市 场 的 快 速 发 展 ，对

NOR闪存的需求在不断增长。

“目前，物联网设备的智能化趋势越

来越明显，更多 MCU、传感器被集成其

中，各功能单元的数据、程序存储都需要

更高容量与性能的嵌入式闪存，NOR 闪

存更加适合这类需求。”赛普拉斯工程人

员告诉记者，与手机、计算机等设备相

比，一般的物联网模块的系统更简单，处

理数据更少，对存储空间要求较低，一般

在几兆至几百兆之间。此时，采用 NOR

闪存是更好的选择。

随着技术的进步，将常见的设备接入

互联网已逐渐成为趋势。无论是传统家电

如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电饭煲等，还

是新兴的设备如扫地机器人、蓝牙音箱等，

或是户外常见的各种智能设备，都将成为

物联网的接入设备，进而成为NOR闪存的

下游应用设备。虽然任何一个领域单独的

市场空间都不大，但将各种细分品类相加

后便构成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9 年物联

网行业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9-2022 年

中国物联网市场复合增长率为 9%左右，预

计到2022年，中国物联网产业规模将超过2

万亿元，中国物联网连接规模将达 70 亿

元。而受益于物联网市场的爆发，从 2019

年下半年开始，NOR闪存的需求量也在不

断增长，甚至一度出现缺货的局面。

消费电子则是 NOR 闪存的另外一个

重要市场，尤其在苹果、华为、小米等品牌

相继推出 TWS 耳机之后，NOR 闪存市场

就变得更加火热。根据兆易创新总经理何

卫的预期，可穿戴产品尤其是以TWS耳机

为代表的产品爆发式增长，有望成为NOR

闪存市场增量的主要驱动力。

物联网成物联网成NORNOR闪存市场新增量闪存市场新增量

本报记者 陈炳欣

在闪存市场上，尽管人们关注重点多集中于3D NAND等主流产品，但是随着物联网、智能汽车以及TWS
耳机等消费电子的发展，NOR闪存的需求量也在与日俱增，成为存储芯片中另一个重要增长点。日前，武汉新
芯全线量产50nm高性能SPI NOR Flash产品，容量覆盖16MB到256MB，也令业界对NOR闪存的关注度进
一步提升。

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

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

随着我国锂离子电池行业骨干企业创新能力的持续增强、生产规模不断
扩大并加快海外布局，龙头企业国际竞争力有了明显提升，逐步打开全球市
场。目前，我国锂离子电池进出口顺差在稳步扩大，为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赛迪智库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余雪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赛迪智库，2020.5

2010-2019年我国锂离子电池产量和同比增速

NOR闪存市场上主要包括赛普拉斯、

旺宏、美光、华邦电、兆易创新等几家主要

厂商。由于前些年价格走低，国际大厂如

美光科技和赛普拉斯等逐步淡出 NOR 闪

存市场，或转向高容量领域，这为本土企业

发展NOR闪存提供了机遇。

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在市场

需求升温的情况下，NOR闪存市场的下行

周期已经过去，中国台湾地区厂商旺宏、华

邦电，以及中国大陆厂商兆易创新的后续

发展看好。

兆易创新发布的 2019 年财报显示，其

营业收入达 32 亿元，比 2018 年同期增长

42.62%。兆易创新主营业务涵盖存储芯

片、MCU与传感器，其中NOR闪存是兆易

创新最早进入发展的领域。目前，兆易创

新NOR闪存产品累计出货量已经超过100

亿颗。根据 CINNO Research 产业研究，

兆易创新 NOR 闪存全球市场份额在 2019

年第二季度实现突破，上升至全球第四，第

三季度跃居全球第三。

汽车电子将是国内 NOR 闪存供应商

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市场新机会。随着汽车

智能化的发展，自动驾驶的技术层次正从

仅提供驾驶辅助的 Level 2，延伸至 Level

3，乃至于 Level 4，这对存储器的要求也日

益提高。ADAS、自动紧急刹车系统（AEB）

等对中高容量 NOR 闪存的需求尤为强

烈。根据赛普拉斯存储器产品部门执行副

总裁 Sam Geha 的介绍，在汽车 ADAS 中，

多个摄像头都需要由NOR闪存进行启动，

差不多 82%的汽车摄像头都是由 NOR 闪

存启动的。而 ADAS 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22%，因而 NOR 闪存也将增势强劲。而

AEB系统大多通过车前雷达与车内感应镜

头来侦测前方突如其来的情况，若驾驶人

来不及反应，系统就会介入强制刹车。由

于需要高响应速度，所以也对NOR闪存的

高容量与读写性能提出更高要求。

对此，兆易创新副总裁舒清明表示，汽

车行业走向智能化和互联化为存储行业带

来巨大发展机遇。兆易创新看到这一趋

势，并从2014年开始布局汽车市场，在技术

创新和市场推广方面不断投入资源。

汽车电子等新兴应用对 NOR 闪存也

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符合车规市场标准，

产品具备可扩展、高密度、高性能的接口，

提供代码和数据存储以及瞬时启动功能

等。这就要求本土企业在加强研发的同

时，加强产品零缺陷的质量管理以及长期

供货能力等。

物联网、TWS耳机 拉动NOR闪存市场需求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TWS

耳机等下游市场的快速发展，对
NOR闪存的需求在不断增长。

汽车智能化 为本土企业提供新机遇
汽车行业走向智能化和互

联化为存储行业带来巨大发展
机遇。

本报讯 5 月 28 日 高 通 宣 布 推 出

Wi-Fi 6E 解决方案——FastConnect 6900

和 FastConnect 6700。这些产品是同时支

持 Wi-Fi 6E 6GHz频段和蓝牙 5.2的移动

无线连接产品组合，是目前业界最快速度

的移动 Wi-Fi解决方案（高达 3.6Gbps），同

时其支持的 VR 级低时延和尖端蓝牙技术

能够帮助打造沉浸式音频体验，满足传统

和新兴低功耗音频用例的需求。

高通技术副总裁兼移动与计算连接业

务总经理Dino Bekis表示：“我们最新推出

的FastConnect 6900和FastConnect 6700解

决方案不仅将Wi-Fi 6的强大功能扩展至

6GHz 频段，还通过尖端的集成式蓝牙 5.2

特性推动无线音频体验的提升。上述创新

产品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独特优势，为加

速多层级的智能手机在全球范围的普及提

供了良好的连接技术产品组合。”

CCS Insight 美 洲 研 究 副 总 裁 Geoff

Blaber 表示：“Wi-Fi 6E 使网络容量得到

前所未有的提升，能够满足联网设备和数

据需求的快速增长。”

Wi-Fi 联盟市场部高级副总裁 Kevin

Robinson 表示：“高通提供的 Wi-Fi 6E 解

决方案能使用户全方位地体验到 6GHz 频

段 Wi-Fi 的更快速度、更高容量以及更低

延时的优势。”

高通推出Wi-Fi 6E解决方案

本报讯 5 月 27 日，广和通宣布基于

紫光展锐的物联网芯片平台春藤 8910DM

以及摩联科技的 BoAT（Blockchain of AI

Things）区块链应用框架，推出业界首款

Cat.1 区块链模组 L610，实践物联网+区块

链融合创新，旨在给客户提供全新的物联

网体验。

随着物联网加速发展，各行各业需求

分化，“速度”已不再是唯一的追求。一批

适应于各种场景的针对性强的通信技术，

比如 NB-IoT、eMTC、Cat-1 bis 都受到了

广泛关注。经过市场的洗礼，Cat-1 bis开

始走到了舞台的中央。能在众多技术中

脱颖而出，Cat.1 bis 有它独有的优势。首

先，它在带宽、时延、移动性、语音方面，完

美替代传统 2G，并且在基站容量上有大幅

提升。其次，它能完美的承载于现有的

LTE 网络，对于运营商网建来讲，几乎零

成本投入。

另外，它的单天线设计进一步优化了

终端成本，外围采用和现有Cat.4一样的方

案，价格低廉又成熟稳定，对于海量物联网

连接是极好的选择。

据权威第三方机构预测，Cat.1 bis 未

来的市场空间巨大。比如在亚太区域，

2020 年会有 2000 万片左右的模组出货，未

来几年还会200%左右的复合增长率。

Cat.1 bis走到物联网舞台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