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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当前汽车电动化的全球大趋势,以及储能市场的不断发展释放,无人机、智能穿戴、机器
人等新兴产业的崛起,将全面带动全球对高性能电池的大量需求。2011年开始,我国新能源车步入高速发
展期,同时,新能源乘用车依然是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主要增长点,也是动力电池的主要需求增长点。受益
于新能源汽车发展,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8年增长近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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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GB/T31467.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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