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等静压石墨是特种石墨中的高端产品，具备多种优良特性，被广泛应用
于半导体、光伏太阳能、电火花及模具加工、核能、冶金、航天等众多领域。
其中，在光伏领域的应用最为广泛。

• 近几年，全球光伏行业稳步发展，2016年新增装机达70GW，同比增长近
30%，装机总量达到300GW。在光伏行业迅速发展的推动下，2016年全球等
静压石墨产量达11.3万吨左右，其中在光伏领域应用比重达54.1%。

• 目前，全球等静压石墨生产企业主要以日本和欧美国家为主，产能在1万
吨以上的包括日本TOYO TANSO、日本Tokai、德国SGL、法国Mersen和日本
IBIDEN，其中SGL、Mersen和TOYO TANSO在中国设有生产基地。

• 中国不仅是制造业大国，而且还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2016年，中国
光伏新增装机达34.54GW，累计装机容量达77.42GW，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均
为全球第一。因此，中国也是全球等静压石墨最重要的市场之一。2016年，中
国等静压石墨需求量达5.75万吨，而光伏领域需求量占比达69.1%。

• 不过，由于国内企业产能不足，同时在技术、产品规格等方面的不足导
致产品不能满足高端市场的需求，因此国内等静压石墨供需缺口较大。2016年
，中国等静压石墨产量约4.15万吨，供需缺口达1.6万吨，缺口部分主要依靠进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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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有包括五星石墨、成都炭素（方大炭素）、新成新材、吉林炭素、中钢集团新型材料（浙江）
有限公司等20来家企业布局等静压石墨领域。其中五星石墨、成都炭素、江西申田、东方碳素、内蒙古瑞盛新
能源有限公司、许昌开炭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均拥有等静压石墨在建项目，在建产能达10.6万吨/年。

• 未来，在光伏行业稳步发展，单晶占比逐渐增加的情况下以及EDM、核电行业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等
静压石墨需求量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到2021年有望达到10.87万吨。同时，产量也将随着企业新产能的逐步
投产而增长，到2021年产量有望达到8.37万吨。

《2017-2021年全球及中国等静压石墨行业研究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全球等静压石墨行业分析，包括发展现状、市场规模、竞争格局、主要国家发展情况分析；

• 中国等静压石墨行业分析，包括发展环境、发展现状、市场结构、竞争格局、与国外差距、进出口及总结预测
分析；

• 等静压石墨行业下游行业分析，包括光伏行业、电火花加工行业及核电行业分析；

• 国外8家，国内18家企业分析，包括公司简介、经营情况、研发投资、等静压石墨业务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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