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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迭代升级 扩产能周期长

今年锂电池铜箔供需失衡风险大
■■本报实习记者 董梓童

■■本本报报实实习习记记者者 韩韩逸逸飞飞

关注““十十四四五五””期期间间，，面面对对 335500--445500吉吉瓦瓦巨巨大大增增量量空空间间——————

光光伏伏行行业业准准备备好好了了吗吗

“十四五”初期，虽然电网给出的消纳空间较大，但消纳仍是制
约光伏发展的一大瓶颈。 面临即将到来的巨大增量，如何保证全额
消纳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核心阅读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
据，2020 年 11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持
续回暖，当月销量达 20 万辆，连续 5 个月
稳定增长。 新能源汽车需求的恢复，带动
了锂电池需求走高。 由于锂电池关键辅材
铜箔处于升级迭代期， 加之铜价上涨，今
年铜箔或供需失衡。

■■铜箔价格涨势明显

铜箔价格的快速上涨受铜价格震荡
影响。 从 2020 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市场需
求逐渐回暖，金属铜库存不断下滑，导致
铜价持续上涨。

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伦
敦金属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铜价分
别为 7939 美元/吨和 5.93 万元/吨， 月度
分别上涨 12.2%和 11.9%， 较 2020 年最低
值上涨 27.9%和 20.4%。

铜价的持续上涨， 导致下游企业观望
情绪浓烈，订单签订量和出货量较差。 而在

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开始显现的情况下，
铜箔市场供需日益不平衡，价格顺势上涨。

据市场服务机构百川盈孚数据显示，
2020 年 12 月，6 微米铜箔价格一路升至
76 元/公斤， 较当年 3 月的最低值上涨
7.8%；8 微米铜箔价格则为 94 元/公斤，较
当年最低值上涨 5%，涨势较为明显。

东吴证券分析称，预计今年新能源汽
车市场将持续回升，铜箔需求旺盛。 但铜
价和铜箔价格还没有走弱迹象，加之国内
铜箔生产商扩产进度较为缓慢，铜箔价格
可能维持上涨态势。

■■新品产能仍需爬坡

按照铜箔厚度和电池材料不同，以锂电
池单位耗用铜箔量 700—900吨/吉瓦时测算，
铜箔在锂电池成本中的占比约为 5%—8%。

虽然成本占比并不高，但作为锂电池
的关键辅材，铜箔起着负极活性材料载体
与传导体的作用。 这使得锂电池生厂商对

其格外重视。
除了上述提及的铜价上涨对铜箔价

格的影响，近期铜箔市场供需不平衡的另
一个因素是， 产品正处于升级迭代期，高
端产品产能不足致使市场衔接出现空档。

诺德股份常务副总裁陈郁弼表示，近
年来， 由于提升电池性能和降本需要，动
力电池企业对铜箔的需求从 12 微米发展
到 6 微米，头部企业甚至已经开始尝试导
入 4—5 微米产品。

东吴证券指出，2019 年以来，6 微米
产品渗透率不断提升，铜箔生产商也开始
加快新产品产线的迭代升级。 但从生产过
程中看，厚度越薄的产品，负荷率、成品
率、开工率越低，工艺成本越高。 同时，新
产线投产周期较长，产品结构短期的供需
不匹配导致铜箔价格阶段性动荡。

■■缺口显现扩产提速

随着市场需求缺口显现，铜箔生产商

正加速扩产。
2020 年 11 月， 龙电华鑫公开宣布，

公司将在南京市溧水开发区建设年产 5
万吨 6—8 微米铜箔区域总部、 研发中心
和生产基地， 项目总投资高达 100 亿元，
年产值可达 70 亿元。 后期还将根据实际
需要进一步扩大产能。 据记者不完全统
计， 这已是 2020 年以来第 9 家宣布扩产
的铜箔生产商。

尽管铜箔市场投资布局火热。 但大量
产能真正投产还需要一段时间。

据东吴证券分析，与其它锂电池材料
不同，铜箔扩产周期较长，一般在 2—3 年
左右，加之产能爬升较慢，真正实现满产
投运尚需时日。

在这一背景下，市场担忧今年铜箔供
应缺口或将进一步扩大。

国信证券分析认为，本轮铜箔涨价因
疫情导致的需求错位被放大。 在铜箔生产
商积极扩产的情况下，预计今年一季度市
场供需紧张情况将有所好转。

国家能源集团
加码新能源投资
■■本报记者 路郑

全球最大的煤炭企业国家能源
集团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转向新能
源开发。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中国神华发布公告称，将投资
40 亿元参与出资成立国能新能源产
业投资基金，主要投向风电、光伏等
新能源项目以及氢能、储能等相关新
技术项目。

百亿级基金投向新能源产业

据悉， 国能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
整体规模 100.2 亿元，除中国神华拟以
自有资金出资 40 亿元之外，国华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国华投资”）拟作
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10 亿元，国华投资
开发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下称
“国华资管”） 拟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
0.1 亿元，其他意向合伙人拟合计出资
50.1 亿元。 中国神华及国华投资均是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国华资管是国华投资的全资子
公司。

记者获悉， 此次收益分配以投资
项目或项目包进行投资核算。 中国神
华、 国华投资和普通合伙人门槛收益
率为 6%/年。 投资项目收入超过门槛
收益的部分为超额收益， 按 《合伙协
议》约定进行分配。 公告称，公司参与
本次投资可以有效利用现有资金，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投资不会对公
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

业内专家对此表示， 光伏发电等
绿色清洁能源投资收益固定且明确，
度电成本不断降低， 将成为投资热点
领域。

加快“风光火储氢一体化”发展

2020 年 12 月 24 日至 25 日，国资
委在京召开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要
求中央企业积极参与 “碳达峰”“碳中
和”行动，发挥带头示范作用。 国家能
源集团是全国碳排放量最大的公司，
在“碳中和”的目标愿景下，其压力可
想而知。

国家能源集团的装机构成导致减
碳压力巨大，但原神华集团、原国电集
团在清洁能源开发上也留下了宝贵的
资产。

原神华集团下属的国华投资，专门
从事清洁能源投资开发及运营，拥有
风电、 光伏装机达 1170 万千瓦，2020
年装机规模在国内新能源企业中排
名第六；原国电集团同样拥有大量的
清洁能源装机，旗下的龙源电力是全
球最大的风电运营商。

“下一个五年，要实现清洁能源
跨越式发展， 国家能源集团必须处理
好传统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的关系，处
理好低碳发展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加
快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努力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发挥
主力军作用。 ” 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
王祥喜表示，“十四五”期间，国家能源
集团将加快 “风光火储氢一体化”发
展， 建设若干个千万千瓦级综合能源
基地。 加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
建设力度，参与“一带一路”清洁能源
开发，确保实现年均开工、投产“两个
1500 万+”目标。

国家能源集团总经理刘国跃表示，
大力推进集团公司清洁能源规模化、化
石能源清洁化、能源产业智能化发展将
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三个发力点。

引领煤基综合能源企业低碳转型

实际上，2020 年 8 月，国家能源集
团就印发了 《国家能源集团关于加快
光伏发电产业发展指导意见》，计划大
幅提升光伏装机规模， 预计 2020—
2025 年， 光伏装机容量将新增 2500-
3000 万千瓦，加大经济发达地区装机
比重， 光伏装机规模达到电力总装机
7%-8%。与此同时，也在氢能领域加快
布局步伐。

业内专家表示， 作为全球最大的
风力发电公司和最大的煤基能源企
业，国家能源集团全面启动“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研究和实施路径，将有
助于推动整个能源行业的低碳转型。
这表明，中央定调之下，央企发力，光
伏等可再生能源必会迎来大爆发。

国家能源集团也表示，“十四五”
时期， 公司将继续加大可再生能源开
发力度， 预计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达
到 7000-8000 万千瓦。 积极探索化石
能源低碳减量可行先进技术， 稳步推
进全产业链效率提升、节能减排、用能
电气化替代，加快终端用能零碳排放。
多措并举助力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
效能源体系， 率先引领煤基综合能源
企业低碳转型发展。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九
宫山镇“渔光互补”发电项目
于 2019 年 12 月投产并网发
电，一年来光伏设备安全稳定
运行， 累计发电 2328 万千瓦
时。富有围垸“渔光互补”项目
占用鱼塘水面 815 亩，项目总
投资 2.5 亿元，总装机容量 43
兆瓦，每年发电量相当于减少
燃煤 1.4 万多吨、减少排放二
氧化碳近 4 万吨。

图为富有围垸光伏项
目，10 万多块光伏发电板在
水面上熠熠生辉。 人民图片

湖湖北北咸咸宁宁：：光光伏伏板板下下鱼鱼儿儿欢欢

新年伊始，风电、太阳能行业向着年
增 1.2 亿千瓦装机的目标进发。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王勃华此前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
年均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将达 70-90 吉瓦。
据此推算，未来 5 年，光伏新增总装机量
将达 350-450 吉瓦。

面对如此巨大的增量，光伏行业是否
做好了准备？

产业链将回归理性

据初步统计， 我国 2020 年光伏装机
有望超过 42 吉瓦。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
受益于政策利好，2020 年前三季度全国新
增光伏装机 18.7 吉瓦，而第四季度新增装
机将显著超过前三季度总和。

智汇光伏创始人王淑娟表示，尽管新
冠肺炎疫情对产业有一定影响，但去年国
内外光伏新增装机量仍均超预期。 “2020
全年组件出口超过 70 吉瓦， 预期全球
2020 年新增装机量在 135 吉瓦以上。 2021
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发展可再生能
源，国内新增装机量不会比 2020 年低。 ”

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秘书长
彭澎告诉记者， 从光伏开发企业来看，目
前开发商的整体战略已经彻底从火电转
移到新能源领域。 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光
伏行业会面临产业链价格的波动，但最终

会回归到成本加利润的合理空间。
“光伏的技术成本具备持续下降的空

间，2020 年下半年玻璃价格开始下降，同
期硅料价格由于没有新产能面临上涨风
险，但是 2021 年，硅料的产能会释放，这
意味着产业链各方面的成本都有可能降
低。 ”彭澎表示。

在王淑娟看来，产能和价格好比跷跷
板的两端，总是一上一下。 如果市场预期
好，光伏产能足够大，组件价格就会降下
来。 “‘十四五’期间，我认为硅料价格有可
能冲上 100 元/千克，而硅片、电池片和组
件企业利润将进一步下降，2020 年炙手可
热的玻璃，价格也将回归理性。 ”

提升消纳能力是首要任务

业内预计， 今年光伏+风电的发电量
将超 8600 亿千瓦时 ， 到 2025 年将超
14500 亿千瓦时。 另外， 从累计装机量来
看， 预计 2021 年到 2025 年光伏累计装机
量的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18.9%， 到 2025
年累计装机将达 600 吉瓦左右。 巨大的增
量，让人担心产业链是否做好了准备。

彭澎指出，未来光伏发电的主要难题
在于，如何适应电力市场的规则。 “光伏正
朝着‘一毛钱一度电’的方向发展，再加上
技术进步，价格肯定会低于火电。 需要注
意的是，光伏如何进入电力市场，仍是一

片制度空白。 ”
另外，在“十四五”初期，虽然电网给

出的消纳空间较大， 但消纳仍是制约光
伏发展的一大瓶颈。如此大的增量，如何
保证全额消纳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同
时，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消纳能力和光
照土地资源较好的地区，存在一定错配，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是重中之重。 ”彭
澎补充说。

王淑娟同样指出，未来，光伏发电将
实现市场化，剔除补贴因素后，土地和消
纳问题将成为难点。 “最大的问题是消纳。
电网是用户与发电企业的中间枢纽，只有
终端用户有需求，才能将电消纳掉。 否则，
电网也无能为力。 ”

需拓宽光伏应用场景

业内专家指出，可以通过为分布式光
伏、光伏与建筑相结合等方式解决土地问
题。 但是，消纳问题则需要通过多种途径

来共同解决。
王淑娟指出，在电网方面，需要加大

投资建设送出线路，或借用一些光伏项目
附近线路将发电送到用户端。 另外，从政
策制定角度看，可以利用政策撬动用户消
纳绿电的积极性，提高配置额度。 “当前，
风电与光伏发电量占比约为 8%， 如果政
策有所倾斜，对光伏发电量占比提出更高
要求，将会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投资热情。 ”

业内专家认为， 解决光伏的消纳问
题，要利用我国光伏发电在不同应用场景
下的跨界融合优势，实现水光互补、农光
互补、渔光互补等应用模式。

“目前最理想的光伏发电消纳方式是
光伏制氢，既实现了能源全生命周期清洁
化，同时也有效解决了光伏发电的应用问
题。 其次，是光伏与 5G 通讯的融合，当前
国内至少有 1400 万个基站需要新建或改
造，5G 基站全网功耗是 4G 的 4.62 倍。 光
伏发电能有效降低电力基础设施投资建
设成本，实现‘双赢’。 ”上述专家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