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超级电容器是一种介于传统电容器与电池之间的新型绿色环保物理储能
器件，是物理储能中最具发展前景的一种技术装置，是对其他化学储能技术的
良好补充。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发电、工程机械、轨道交通、升
降设备和军事装备等各个领域。

• 目前，全球超级电容主要应用于消费类电子产品中。未来几年电动汽车
、轨道交通、新能源等领域对超级电容的需求量将会快速增长。

• 目前，全球有上千家超级电容器生产商，其中亚洲超级电容生产商最多
，约占全球总厂商数量的57%；其次是美洲生产商，约占26%；欧洲厂商占比
8%。其中日本、美国、俄罗斯、韩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技术相对成熟，占据
全球市场主要份额。

• 2016年，中国超级电容器市场规模约49.6亿元，预计2020年，中国超级
电容市场规模将增至138.4亿元。

• 由于国外在超级电容器领域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先进，日本Panasonic、
Nec Tokin，美国Maxwell等国外产品一度占到中国市场份额的90%以上。但随
着中国在超级电容器领域的崛起，外资产品占比已经下降到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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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产品来看，中国在钮扣型超级电容方面的竞争力较差，在该细分市场中海外产品几乎占据了90%左右
的市场份额。而在卷绕型和大型超级电容方面，中国的技术水平与国际接近，国产超级电容器已占中国该类市
场60%-70%的市场份额。

• 由于国家政策对超级电容行业的支持，中国多家上市公司涉入超级电容领域，主要有江海股份、新筑股份
、铜峰电子等。

水清木华研究中心《2017-2020年全球及中国超级电容行业研究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 全球超级电容行业市场规模及预测、消费结构、竞争格局等；

• 中国超级电容行业市场规模及预测、竞争格局、发展趋势等；

• 超级电容行业上游原料（电极、电解质）市场概况；

• 超级电容行业下游市场概况、对超级电容需求分析及预测等；

• 全球及中国17家超级电容生产企业简介、超级电容业务分析、经营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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