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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亚因粘合剂不足在美召回
25多万辆Optima

锂价疯狂，动力电池价格几何？

丰田汽车日前宣丰田汽车日前宣

布布，，由于日本爆发本土由于日本爆发本土

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该公司该公司

于于 88 月月 99 日晚间在位于日晚间在位于

日本中部的一座工厂日本中部的一座工厂

内内，，暂停一条生产线的暂停一条生产线的

夜班班次夜班班次。。此前此前，，该公该公

司在司在 88 月月 88 日晚间也暂日晚间也暂

停了该生产线的运营停了该生产线的运营。。

88 月月 99 日日，，丰田汽丰田汽

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位于爱知县的位于爱知县的TsutsumiTsutsumi

工厂内一共有工厂内一共有 1616 名员名员

工被发现感染了新冠肺工被发现感染了新冠肺

炎病毒炎病毒，，使该公司难以使该公司难以

保证有足够的员工进行保证有足够的员工进行

生产工作生产工作。。该公司发言该公司发言

人对媒体表示人对媒体表示，，本次停本次停

工大约会导致其汽车产工大约会导致其汽车产

量减少量减少660660辆左右辆左右。。

在今年在今年 44 月至月至 66 月月

期间期间，，受中国疫情管控受中国疫情管控

和全球芯片供应短缺的和全球芯片供应短缺的

影响影响，，丰田汽车曾多次丰田汽车曾多次

削减产量削减产量，，实际产量比实际产量比

最初的生产计划减少了最初的生产计划减少了

1010%%左右左右。。在此之后在此之后，，

该公司希望能够大幅提该公司希望能够大幅提

升产量升产量。。但是但是，，日本本日本本

土疫情再次让丰田的产土疫情再次让丰田的产

量遭受了影响量遭受了影响。。

然而然而，，这家全球最这家全球最

大的汽车制造商并未调大的汽车制造商并未调

低其截至低其截至20232023年年33月的月的

全球产量目标全球产量目标，，当前其当前其

预测产量依然为预测产量依然为970970万万

辆辆。。丰田称丰田称，，公司产量公司产量

和销量将从本月起开始和销量将从本月起开始

复苏复苏。。三菱三菱UFJUFJ证券分证券分

析 师析 师 Koichi SugimotoKoichi Sugimoto

表示表示：：““今年今年 44 月和月和 55

月月，，整个汽车行业以及整个汽车行业以及

所有日本汽车制造商都所有日本汽车制造商都

陷入了混乱状态陷入了混乱状态，，但是但是

每过一个月每过一个月，，情况就变情况就变

得好一些得好一些。。””

起亚汽车美国公司起亚汽车美国公司

表示表示，，佐治亚州工厂生佐治亚州工厂生

产的产的 OptimaOptima 中型轿车中型轿车

存在顶棚板粘合剂不足存在顶棚板粘合剂不足

的问题的问题，，因此对相关车因此对相关车

辆发起了召回辆发起了召回，，一共有一共有

257998257998 辆汽车受到了辆汽车受到了

本次召回的影响本次召回的影响。。

此次受召回影响的此次受召回影响的

车辆为车辆为 20112011 年年 88 月月 1212

日至日至 20132013 年年 99 月月 2727 日日

期间生产的期间生产的 20122012 款和款和

20132013 款款 OptimaOptima 轿 车轿 车 。。

起亚表示起亚表示，，车辆顶棚板车辆顶棚板

上使用的粘合剂可能不上使用的粘合剂可能不

足足，，此问题有可能导致此问题有可能导致

顶棚板在侧边安全气囊顶棚板在侧边安全气囊

展开时脱落展开时脱落，，并对车内并对车内

人员造成伤害人员造成伤害。。

顶棚板用于汽车车顶棚板用于汽车车

顶的结构支撑顶的结构支撑，，美国国美国国

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NHTSA））发布的一份发布的一份

报告称报告称，，这个问题是在这个问题是在

对车辆生产和供应商记对车辆生产和供应商记

录审查中发现的录审查中发现的。。

起亚美国公司表起亚美国公司表

示示，，他们收到了一份与他们收到了一份与

此问题有关的受伤报此问题有关的受伤报

告告，，但是并未收到死但是并未收到死

亡亡、、撞车或起火报告撞车或起火报告。。

该公司提出的补救该公司提出的补救

措施是在顶棚板上使用措施是在顶棚板上使用

工业级胶带工业级胶带。。从从 20142014

年起年起，，OptimaOptima 车型在车型在

组装时也使用了同样的组装时也使用了同样的

胶带胶带。。该公司将从该公司将从99月月

2222 日 起 通 知 经 销 商日 起 通 知 经 销 商 ，，

并于并于99月月2626日起通知相日起通知相

关车主关车主。。

首席记者 林安东 综合外媒

丰田因疫情暂停日本一工厂
部分生产

虽然锂矿价格在虽然锂矿价格在

疯涨疯涨，，但动力电池均但动力电池均

价仍处于逐年下降的价仍处于逐年下降的

态势态势。。

彭博新能源财经彭博新能源财经

发布的发布的20212021年度电池年度电池

价格报告显示价格报告显示，，包括包括

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公共汽车公共汽车

和固定存储项目在内和固定存储项目在内

的多种电池平均价格的多种电池平均价格

下 降 至下 降 至 132132 美 元美 元//

kWhkWh，， 比比 20202020 年 的年 的

140140 美元美元/kWh/kWh 有所下有所下

降降；；与与20102010年的年的12001200

美 元美 元/kWh/kWh 相 比相 比 ，， 下下

降了降了8989%%。。

彭博新能源财经彭博新能源财经

指出指出，，电池成本下降电池成本下降

有多种因素有多种因素，，包括增包括增

加磷酸铁锂的低成本加磷酸铁锂的低成本

正极化学物质正极化学物质、、减少减少

镍基正极中贵重金属镍基正极中贵重金属

钴的使用量钴的使用量。。如果继如果继

续呈现下降趋势续呈现下降趋势，，那那

么到么到20242024年年，，电池成电池成

本可能会下降至本可能会下降至 100100

美 元美 元/kWh/kWh 以 下以 下 ，， 这这

是电动汽车是否达到是电动汽车是否达到

燃油车成本的分水岭燃油车成本的分水岭。。

不过不过，，今年电池今年电池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情

况也有可能导致况也有可能导致 20222022

年电池价格更高年电池价格更高。。彭彭

博新能源财经预计博新能源财经预计，，

最终的涨幅可能并不最终的涨幅可能并不

大大。。但从另一层面来但从另一层面来

说说，，这将意味着电池这将意味着电池

价格下降至价格下降至 100100 美元美元

以下的时间点可能会以下的时间点可能会

推迟两年推迟两年。。

需求激增，锂价飞涨

国 际 能 源国 际 能 源 署 在署 在

《《清洁能源转型的矿清洁能源转型的矿

物需求物需求》》 报告中指报告中指

出出 ，， 到到 20302030 年 时年 时 ，，

全球将需要全球将需要 6060 个新个新

的锂矿来满足各国政的锂矿来满足各国政

府的脱碳和电动汽车府的脱碳和电动汽车

计划的需求计划的需求。。届时届时，，

全球锂矿供应缺口将全球锂矿供应缺口将

达到达到5050%%。。

此外此外，，国际能源国际能源

署还预计署还预计，，到到 20402040

年年，，全球锂需求量可全球锂需求量可

能比现在的水平高出能比现在的水平高出

1313 倍倍。。如果到时候如果到时候

全固态电池商业化速全固态电池商业化速

度足够快的话度足够快的话，，这一这一

预期甚至有可能达到预期甚至有可能达到

5151倍倍。。

自自 20202020 年 年 初年 年 初

以来以来，，锂化合物的价锂化合物的价

格飙升了格飙升了 88 倍以上倍以上，，

当前价格已经稳定在当前价格已经稳定在

今年今年44月份创下的每月份创下的每

吨吨 77 万 美 元 纪 录 附万 美 元 纪 录 附

近近。。电池金属咨询公电池金属咨询公

司司 House MountainHouse Mountain

PartnersPartners 的创始人克的创始人克

里斯里斯··贝利说贝利说：：““对对

于车企来说于车企来说，，每吨锂每吨锂

77 万美元的价格是难万美元的价格是难

以接受的以接受的。。””

全球最大的锂金全球最大的锂金

属生产商之一的属生产商之一的AlAl--

bemarlebemarle 警告称警告称，，由由

于需求量可能会超过于需求量可能会超过

供应量供应量，，在在 20302030 年年

之前之前，，汽车制造商将汽车制造商将

面临一场面临一场““激斗激斗””。。

““只有在争夺资源的只有在争夺资源的

过程中获胜过程中获胜，，汽车厂汽车厂

商才能完全保证锂金商才能完全保证锂金

属的供应属的供应。。””AlbeAlbe--

marlemarle 首席执行官肯首席执行官肯

特特··马斯特表示马斯特表示，，尽尽

管该公司正在努力释管该公司正在努力释

放更多的锂金属产放更多的锂金属产

能能，，但市场供应情况但市场供应情况

仍将保持紧张状态仍将保持紧张状态。。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里段时间里，，这将是一这将是一

个系统性的问题个系统性的问题。。在在

未来七到八年内未来七到八年内，，锂锂

的供应都将保持相当的供应都将保持相当

紧张的状态紧张的状态。。””马斯马斯

特说特说。。

然而然而，，部分银行部分银行

和研究机构并不看好和研究机构并不看好

锂的价格前景锂的价格前景。。高盛高盛

分析师指出分析师指出，，锂是与锂是与

镍和钴并列的电池关镍和钴并列的电池关

键材料键材料，，它可以从盐它可以从盐

水水、、坚硬坚硬的岩石和黏的岩石和黏

土中提取土中提取。。一些行业一些行业

人士认为人士认为，，新技术将新技术将

可以直接从盐水中提可以直接从盐水中提

取锂取锂，，而无需依赖蒸而无需依赖蒸

发发。。

车企继续在上游抢矿
88 月月，，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锂矿商锂矿商PilbaraPilbara举办了举办了

今年第五次今年第五次、、历史上历史上

第八次锂精矿拍卖第八次锂精矿拍卖

会会，，最终成交价为最终成交价为

63506350 美元美元//吨吨 （（55..55%%

品味品味），），较较 20212021 年年 77

月第一次拍卖价格上月第一次拍卖价格上

涨了涨了 408408%%，，站上历站上历

史最高点史最高点。。

随着车企转型电随着车企转型电

动化的步子迈得越来动化的步子迈得越来

越大越大，，动力电池的重动力电池的重

要程度被提升到一个要程度被提升到一个

全新的高度全新的高度。。与此同与此同

时时，，锂矿在电动汽车锂矿在电动汽车

动力电池中扮演了关动力电池中扮演了关

键的角色键的角色，，因此这种因此这种

电池原材料成为全球电池原材料成为全球

市场竞争的核心市场竞争的核心。。

88月月55日日，，澳大利澳大利

亚锂矿公司亚锂矿公司 EuropeanEuropean

LithiumLithium表示表示，，该公司该公司

与德国汽车制造商宝与德国汽车制造商宝

马签署了一项协议马签署了一项协议，，

将为其提供电池级氢将为其提供电池级氢

氧化锂氧化锂。。

此外此外，，通用汽车通用汽车

于日前表示于日前表示，，公司已公司已

同同 LGLG 化学和锂技术化学和锂技术

公司公司 LiventLivent 签署多年签署多年

协议协议，，确保用于制造确保用于制造

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

原材料供应原材料供应。。其中其中，，

LiventLivent 将在将在 20252025 年开年开

始的始的 66 年内向通用汽年内向通用汽

车供应电池级氢氧化车供应电池级氢氧化

锂锂。。LGLG化学将从今年化学将从今年

下半年开始直至下半年开始直至 20302030

年年，，向通用汽车提供向通用汽车提供

9696..88 万吨正极材料万吨正极材料，，

这足以满足大约这足以满足大约 500500

万辆电动汽车的生产万辆电动汽车的生产

需求需求。。

《《福布斯福布斯》》 指出指出，，

车企抢矿的原因大致车企抢矿的原因大致

分为两种分为两种：：一种是短一种是短

期内膨胀的需求导致期内膨胀的需求导致

锂矿资源供应紧张锂矿资源供应紧张，，

本着本着““先下手为强先下手为强””

的原则的原则，，车企直接抢矿车企直接抢矿

能够取得先发优势能够取得先发优势。。

同同时时，，具备充足锂矿资具备充足锂矿资

源的车企面对动力电源的车企面对动力电

池企业时池企业时，，将会有更将会有更

多的话语权多的话语权。。另一种另一种

是为了避免受制于动是为了避免受制于动

力电池企业力电池企业，，现在很现在很

多车企正在考虑走自多车企正在考虑走自

研电池的道路研电池的道路，，锂矿锂矿

资源将成为车企自研资源将成为车企自研

自制电池路上的基础自制电池路上的基础。。

近日，风投基金Craft Ventures普通合

伙人大卫·萨克斯在推特上写道：“今年发生的

各类事件证明，没有能源的独立，就没有安全

可言。”特斯拉CEO马斯克在该条推文下回

复：“完全正确，并且锂电池就是新的石油。”

锂电池
均价逐
年下降

锂电池均价逐年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