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7年，全球锂矿资源储量为1600万吨。智利的资源储量最大，约为
750万吨，占全球储量的46.88%。中国是全球第二大锂矿资源国，为320万吨
，占全球储量的20%。智利和中国合计拥有全球66.88%的锂矿资源。

· 短期内，锂资源供给增量主要来自成熟的市场寡头。2017年全球碳酸锂
产量为23.54万吨，同比增长21.5%。），增量主要来自澳大利亚Mt Marion矿
与Mt. Cattlin矿。2018年全球锂供应量超25万吨（碳酸锂），除Mt Marion与
Mt. Cattlin矿山持续生产外，雅宝La Negra二期预计释放2万吨（碳酸锂）产能
。伴随全球锂需求强势增长，全球扩建锂生产能力的项目和新开工的锂项目有
20多个，根据Rocskill的预测，到2025年，全球锂生产能力将近44.7万吨（碳
酸锂）。

· 2017 年底中国基础锂盐产能约25万吨，其中碳酸锂产能17.8万吨，氢氧
化锂产能5.4万吨，氯化锂产能1.8万吨，包括工业级、电池级产能，也包括外
资企业在华的加工产能。与 2016 年底17万吨产能相比，中国锂盐产能增加了
47%。2018 年中国新增锂盐产能释放相关时间点、进度与正极材料产线投产
扩产的匹配程度将对国内外锂盐供需形成影响。

· 近年来，中国碳酸锂生产企业纷纷扩大产能，但由于国内卤水提锂技术水
平有限，相关企业产能远低于设计产能，产能释放迟缓，导致中国碳酸锂市场
供不应求现象出现。此外，由于国内企业多进口澳矿作为原料，远期可能受到
原料成本上升影响产能受限。2017年，中国碳酸锂产量为12.34万吨，而同期
表观消费量达12.7万吨，供给缺口达3.3万吨。预计2018-2020年中国碳酸锂
供给仍将呈现紧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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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木华研究中心《2017-2020年全球及中国碳酸锂行业研究报告》着重研究了以下内容：

· 全球及中国碳酸锂供需关系、供应缺口，下游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储能、消费电子等行业对碳酸锂的需求
等；

· 全球及中国竞争格局，包括国内外企业市场份额占比、产能规划、市场格局等；

· 中国碳酸锂进出口情况，包括进出口金额、价格以及来源和目的地等；

· 中国碳酸锂矿石提锂和盐湖提锂生产成本、价格趋势等；

· 中国锂电池行业分析，包括出货量、技术路线、市场格局等；

· 美国、智利、澳大利亚等国8家碳酸锂厂商经营、技术、发展规划及产销动态；

· 中国14家碳酸锂厂商经营、技术、发展规划及产销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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