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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离子电池不改锂中长期高景气 

          

[Table_Summary]  

 事件：宁德时代计划将于今年 7 月份左右推出钠离子电池，引发市场热议，并担心对锂行业发展的影响。

我们对比分析后认为与锂离子电池相比，钠离子电池能量密度较低，未来应用场景或主要集中于储能、

低速新能源车及小动力领域，锂离子电池仍是新能源汽车电池主流技术路线。假设在 2025 年储能需求

达到 90gwh，钠离子电池在渗透率达到 30%-80%，则碳酸锂需求量约减少 1.70-4.54 万吨，而碳酸锂

届时的总需求量将达到 100 万吨以上，钠离子电池的应用不改碳酸锂中长期高景气周期。（具体测算见

正文） 

 钠离子电池是什么？元素周期表上，钠与锂同属于碱金属主族，拥有与锂相似的物理性质与化学性质。

与锂离子电池类似，依靠钠离子在正极与负极之间可逆地迁移实现充放电，正极和负极均由允许钠离子

可逆地插入和脱出的插入型材料构成。钠离子电池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但与锂离子电池相比

进展相对缓慢，2010 年前后学术界开始重视钠离子电池的研发，2015 年第一代钠离子电池开始迈入商

业化进程。 

图表 1：钠离子电池工作示意图 

 

资料来源：山东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中泰证券研究所 

 关键材料体系方面：1）正极，层状过渡金属氧化物、聚阴离子化合物、普鲁士蓝类似物（PBA）、基

于转化反应的材料以及有机材料。在上述材料类型中，层状过渡金属氧化物（NaxTMO2）、聚阴离子

化合物、普鲁士蓝类似物（PBA）是目前最具发展前景三类材料，能量密度仍待进一步提高。2）负极

方面，科研界开发出了金属氧化物（例如 Na(Fe,Ti)O4、TiO2、Na2Ti3O7 等）、有机材料、基于转化

及合金化反应的材料（例如 Sb 基、P 基等）、碳基材料等四大类，目前循环寿命、充放电效率仍需要

提升，成本有待进一步降低。3）电解液，包含水系、有机系、固态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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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钠离子电池材料体系 

类别 材料 优缺点 

负极 金属氧化物 具有较长的循环寿命；但比容量一般都偏低，难以满足商业化的需要 

 
有机材料 

成本低；但较低的首次库伦效率、循环过程中的极化问题、低电子电导、有机分子在电

解质中的溶解问题等需要解决 

 
合金化反应的材料 脱嵌钠过程中巨大的体积变化导致活性物质的粉化，致使容量迅速衰减 

 
碳基材料 目前主要的工作集中于抑制循环过程中的容量衰减以及提升首圈库伦效率 

正极 层状过渡金属氧化物 可以实现极佳的电化学性能，合成过程简单，可以满足规模化生产的要求 

 
聚阴离子材料 

工作电压高（对钠电压可高达 4V），并且结构稳定，缺点是离子电导和电子电导率较低，

而且较大的分子质量也拉低了比容量 

 
普鲁士蓝类似物 

目前这类材料可以实现很高的能量密度（大约 500–600 Wh kg-1），而且可以通过较低

的温度合成。但是这种材料由于导电性不好需要加入大量碳，这降低了体积比容量；此

外由于氰酸根的存在这种材料还有潜在的毒性 

电解液 水系 成本低、安全性高、环境友好，需要考虑其与电极的适配问题 

 
非水系液态电解质 

NaClO4 则是目前使用最多的钠盐，它具有良好的电化学行为，成本低，但是缺点是有

爆炸的危险 

 
离子液体电解液 

通常在 60-80℃展现最佳的性能，在室温下其离子电导率太低，工作温度需要进一步优

化 

  固态聚合物电解质 
含有钠盐和弹性聚合物基体，具有良好的通用性、灵活性和热力学稳定性，在室温下的

离子电导率很差 
 

资料来源：互联网公开资料整理、中泰证券研究所 

 锂离子电池仍将是未来新能源车动力电池主流技术路线。虽然最终产业化后，钠离子电池或因原材料成

本较低而具备一定成本优势，但是： 

1）资源丰度方面，钠离子地壳丰度排第 6 位，地壳丰度达到 2.75%，锂离子地壳丰度为 0.0065%，但

全球锂资源储量高达 2100 万吨（锂金属量，约为 1 亿吨 LCE），即使锂电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 100%，

也完全可以满足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假设每辆车带电量为 50kwh，则年碳酸锂消耗总量为 350 万吨）； 

2）电化学性能方面，锂离子电池性能更加优异，工作电压为 3.0-4.5V，能量密度可以达到 150-250Wh/kg，

循环寿命在 3000+次，而钠离子电池工作电压为 2.8-3.5V，现有材料体系下能量密度仅为

100-150Wh/kg，循环寿命约 2000 次+。 

综上，我们认为钠离子电池未来应用场景或将主要集中在储能、低速新能源汽车、小动力领域，并不能

完全替代锂电池在新能源汽车中的应用。 

图表 3：锂离子电池 VS 钠离子电池 

  锂离子电池（LFP/石墨体系） 钠离子电池（铜基氧化物/煤基碳体系） 

离子半径 0.076nm 0.106nm 

摩尔质量 6.9g/mol 23g/mol 

资源丰度 低 高 

质量能量密度 150-250WH/kg 100-150WH/kg 

体积能量密度 200-300WH/L 180-280WH/L 

平均工作电压 3.0-4.5V 2.8-3.5V 

寿命 3000+次 2000+次 

-20℃容量保持率 小于 70% 88%以上 

单位能量原料成本 0.43 元/Wh 0.29 元/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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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优 优 

环保特性 优 优 
 

资料来源：《钠离子电池：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探索》、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单位能量原料成本包括正极、负极、电解液、隔膜和其他装配件 

 

图表 4：钠离子电池应用场景 

 

资料来源：中科海纳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商业化进程方面，目前商业化钠离子电池使用的负极材料都是硬碳，目前国内外有近二十家企业对钠离

子电池进行产业化相关布局，主要包括英国 FARADION 公司、美国 Natron Energy 公司、美国 Aquion 

Energy 公司、日本岸田化学、松下、三菱以及我国的中科海钠、钠创新能源、星空钠电等公司。钠离

子电池产业化应用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包括电解质的稳定性、电极和电解质界面的稳定性、安

全问题、相关产业配套以及废弃电池的可回收性等。 

 钠离子电池主要为锂离子电池应用场景的补充，对碳酸锂需求量影响较小。根据 GGII，2019 年全球储

能电池出货量为 18.8GW，假设 2019-2025CAGR 为 30%，即 2025 年储能电池出货量将达到 90.74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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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钠离子电池渗透率达到 30%-80%，则碳酸锂需求量约减少 1.70-4.54 万吨。而在 2025 年全球新能

源汽车销量达到 1500 万辆的假设下，碳酸锂需求量则将达到 100 万吨量级。 

图表 5：钠离子电池对锂需求量影响测算 

  单位 2019 2025E 2025E 

储能电池出货量 GW 18.8 90.74 90.74 

钠离子电池渗透率 % 0% 30% 80% 

钠离子电池出货量 GW 
 

27.22  72.60  

碳酸锂需求减少量 万吨   1.70 4.54 
 

资料来源：GGII、中泰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新能源汽车销量不及预期的风险、钠离子电池进展超预期的风险、产业政策波动的风险、行业供需测

算基于一定前提假设，存在不及预期风险、研究报告使用的公开资料可能存在信息滞后或更新不及时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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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

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

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

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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