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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据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阀控铅酸蓄电池行业研究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显示
，阀控铅酸蓄电池的极栅主要采用铅钙合金，以提高其正负极析气（H2和O2）过电位，达到减少其充
电过程中析气量的目的。正极板在充电达到70%时，氧气就开始发生，而负极板达到90%时才开始发生
氧气。在生产工艺上，一般情况下正负极板的厚度之比=6：4，根据这一正、负极活性物质量比的变化
，当负极上绒状Pb达到90%时，正极上的PbO2接近90%，再经少许的充电，正、负极上的活性物质分
别氧化还原达95%，接近完全充电，这样可使H2、O2气体析出减少。采用超细玻璃纤维（或硅胶）来
吸储电解液，并同时为正极上析出的氧气向负极扩散提供通道。这样，氧一旦扩散到负极上，立即为负
极吸收，从而抑制了负极上氧气的产生，导致浮充电过程中产生的气体90%以上被消除（少量气体通过
安全阀排放出去）。
2018-2025年中国阀控铅酸蓄电池行业研究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以上为大型，20～200Ah为中型
，20Ah以下为小型。
产品特性
《2018-2025年中国阀控铅酸蓄电池行业研究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主要研究分析了阀控铅酸
蓄电池行业市场运行态势并对阀控铅酸蓄电池行业发展趋势作出预测。报告首先介绍了阀控铅酸蓄电池
行业的相关知识及国内外发展环境，并对阀控铅酸蓄电池行业运行数据进行了剖析，同时对阀控铅酸蓄
电池产业链进行了梳理，进而详细分析了阀控铅酸蓄电池市场竞争格局及阀控铅酸蓄电池行业标杆企业
，最后对阀控铅酸蓄电池行业发展前景作出预测，给出针对阀控铅酸蓄电池行业发展的独家建议和策略
。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阀控铅酸蓄电池行业研究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给客
户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具有借鉴意义的发展建议，使其能以更强的能力去参与市场竞争。
《2018-2025年中国阀控铅酸蓄电池行业研究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的整个研究工作是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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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是相关阀控铅酸蓄电池企业、研究单位、政府等准确、全面、迅速了解阀
控铅酸蓄电池行业发展动向、制定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专业性报告。
第一章 2018年阀控电池产业基础概述
第一节 电池产业概述
一电池制造行业范围
二电池产品分类
三产业成长历程
四产业发展趋势
第二节 铅酸蓄电池行业
一铅酸蓄电池分类
二行业对环境影响
第三节 阀控电池行业
2018-2025年中國閥控鉛酸蓄電池行業研究分析及發展趨勢預測報告
一阀控电池分类
二通信用阀控电池
三动力用阀控电池
四储能用阀控电池
五衡量阀控电池性能指标
第二章 2018年产业发展经济背景
第一节 2018年经济发展环境
一2018年GDP分析
二2018年工业发展
三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
第二节 2018年新能源汽车行业
一2018年新能源汽车行业
二2013-2018年行业前景预测
第三节 2018年通信行业发展
一2018年通信行业运营
二2013-2018年行业前景预测
第三章 2018年电池市场运营背景
第一节 2018年电池产量
一2018年原电池产量
二2018年原电池各省产量
三2018年蓄电池产量分析
四2018年蓄电池各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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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2018年行业运行
一2018年行业企业数量
二2018年行业销售收入
三2018年利润总额
四2013-2018年盈利能力分析
第三节 2013-2018年电池进出口
一2013-2018年进出口分析
二2018年进出口分析
第四章 2018年阀控电池市场分析
第一节 阀控电池市场特征
一行业经营模式
二行业竞争格局
三行业利润水平
四行业技术水平
五行业周期性分析
六行业上下游关联性
第二节 行业管理体系及政策
一行业主管部门
二行业自律组织
三行业相关政策
第三节 通信领域行业市场容量
一2018年国内市场容量
二2018年国际市场容量
第四节 动力领域行业市场容量
一2018年电动自行车市场容量
二2018年新能源汽车市场容量
第五节 储能领域行业市场容量
第六节 阀控电池市场竞争格局
一通信用阀控电池市场竞争
二动力用阀控电池市场竞争
三储能用阀控电池市场竞争
四行业进入主要障碍分析
第五章 领先企业竞争力
第一节 武汉银泰科技电源股份
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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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系列
三企业运营
第二节 江苏双登
一企业概况
二产品系列
2018-2025中国弁制御鉛酸電池産業研究分析および開発動向予測レポート
三企业运营
第三节 哈尔滨光宇
一企业概况
二产品系列
三企业运营
第四节 浙江南都
一企业概况
二产品系列
三企业运营
第五节 华达艾诺斯
一企业概况
二产品系列
三企业运营
第六节 深圳理士奥
一企业概况
二产品系列
三企业运营
第七节 山东圣阳
一企业概况
二产品系列
三企业运营
第八节 江苏理士科技
一企业概况
二产品系列
三企业运营
第九节 武汉长光电源
一企业概况
二产品系列
三企业运营
第十节 沈阳松下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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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二产品系列
三企业运营
第六章 2018-2025年行业未来前景预测
第一节 金融危机对行业影响分析
第二节 影响我国阀控电池行业因素
一有利因素分析
二不利因素分析
第三节 济研咨询我国阀控电池行业未来趋势
图表目录
图表 1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数据
图表 2GDP环比增长速度
图表 3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 4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主要数据
图表 5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速
图表 62015年分地区投资相邻两月累计同比增速
图表 7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主要数据
图表 82014-2017年电信综合价格水平下降情况
图表 92014-2017年电话用户到达数和净增数
图表 112012-2018年移动电话用户各月净增比较
图表 122015年国内主要移动增值业务发展情况
图表 132012-2018年固定电话用户各月净增比较
图表 142014-2017年网民数和互联网普及率
图表 152014-2017年IP电话发起方式
图表 162014-2017年移动短信和彩信业务发展情况
图表 172015年电信业务收入构成
图表 182014-2017年电信固定资产投资
图表 192015年主要电信能力指标增长情况
图表 212013年中国原电池及原电池组（折R20标准只）分省市产量统计数据
图表 222011年1-12月中国原电池及原电池组产量分省市统计
图表 232015年1-12月中国原电池及原电池组产量分省市统计
图表 242016年1-12月中国原电池及原电池组产量分省市统计
图表 252014-2017年中国蓄电池产量分析
图表 262013年中国铅酸蓄电池分省市产量统计数据
图表 272013年中国碱性蓄电池分省市产量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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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82011年1-12月中国铅酸蓄电池产量分省市统计
图表 292011年1-12月中国碱性蓄电池产量分省市统计
图表 302015年1-12月中国铅酸蓄电池产量分省市统计
图表 312015年1-12月中国碱性蓄电池产量分省市统计_订购.电.话.4.0.０.-.6.1.2.-8.6.6.8
全文链接
：http://www.BaogaoBaogao.com/6/87/FaKongQianSuanXuDianChiDeFaZhanQ.html
图表 322016年1-12月中国铅酸蓄电池产量分省市统计
图表 332016年1-12月中国碱性蓄电池产量分省市统计
图表 342012-2018年中国电池制造行业企业数量分析
图表 352012-2018年中国电池制造行业销售收入分析
图表 362012-2018年中国电池制造行业利润总额分析
图表 372014-2017年中国电池制造行业主要盈利指标增长分析
图表 382017-2018年中国电池行业进出口分析
图表 392015年中国电池行业进出口分析
图表 41我国阀控电池行业所处生命周期示意图
图表 422014-2017年全球电信设备开支变化趋势
图表 432014-2017年中国电动自行车市场容量
图表 442014-2017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容量
图表 45武汉银泰科技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46武汉银泰科技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47武汉银泰科技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48武汉银泰科技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49武汉银泰科技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50武汉银泰科技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51武汉银泰科技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52武汉银泰科技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图表 53武汉银泰科技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54武汉银泰科技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55武汉银泰科技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图表 56武汉银泰科技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57江苏双登集团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58江苏双登集团有限公司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变化情况
图表 59江苏双登集团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60江苏双登集团有限公司产权比率变化情况
图表 61江苏双登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图表 62江苏双登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毛利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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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8江苏双登集团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周转次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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