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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该行业与上证综指走势比较 行业专题  

 

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 
 

 投资逻辑 

我们认为随着湿电子化学品下游半导体、液晶面板和太阳能产业不断向
大陆转移，其国内市场空间将迅速扩大，由此引发的国产化需求将会更
加凸显，加之政策与资本的不断推动，进口替代趋势越发确立。恰逢国
内湿电子化学品企业纷纷登陆资本市场，且技术水平不断突破，部分拳
头产品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们认为国内湿电子化学品已经达到大
规模进口替代的零界点，国内湿电子化学品步入发展黄金期。 

 关键电子材料，国内市场随下游放量而爆发。 

湿电子化学品是电子制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关键性基础化工材料之一，
它的纯度和洁净度对集成电路的成品率、电性能及可靠性都有着十分重
要的影响。从历史角度看，湿电子化学品随着下游市场转移而转移，中
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和消费市场，近年来在国内政策与资
本的不断推动下，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及面板产业中心指日可待。根据
产能建设规划，我们预计随着国内 12 英寸晶圆产能大幅增长，国内面板
用湿电子化学品 2020 年产能需求很产能增量将达到 20%以上。我们认
为随着大陆太阳能、平板显示市场的成熟以及半导体市场的崛起，国内
湿电子化学品产业在迅速兴起。 

 技术突破、客户试用，国内湿化品企业步入高速发展通道。 

中国大陆企业目前在全球市场占有率约为 10~12%，但大多集中在太阳
能、3.5 代线及以下面板以及 6 英寸及以下半导体市场中，仍具较大发展
潜力。目前国内大部分企业已经达到国际 G3 标准，并已开展 G4 标准的
研发工作。一些技术领先的湿电子化学品企业，如江化微，目前公司产
品等级普遍达到 SEMI G2-G3 等级，其募投项目部分产品达到 G4 水平。
优质的面板、半导体企业已经开始使用国内厂家产品，加之近来国内企
业纷纷登陆资本市场，扩张步伐明显加快，伴随着国家经济结构转型，
新型电子产业升级政策刺激，国内湿电子化学品企业有望放量。 

投资建议：我们看好国内湿电子化学品行业迎来国产替代需求下的高速
发展时代，建议关注江化微（603078）、上海新阳（300236）、巨化股份
（600160）和雅克科技（002409）。 

 风险提示 

下游市场半导体和面板市场投产或不及预期的风险、下游客户开拓与订
单放量或不及预期的风险、突破技术壁垒或不及预期的风险。 

 
重点公司盈利预测及投资评级  
公司 公司 投资 昨收盘 总市值 EPS  PE 

代码 名称 评级 （元） （百万元） 2019E 2020E  2019E 2020E 

603078 江化微 未评级 49.70 5427.24 0.48 0.66  103.54 75.30 

300236 上海新阳 买入 67.88 19729.25 1.03 0.29  65.90 234.07 

600160 巨化股份 未评级 7.95 21824.07 0.46 0.57  17.28 13.95 

002409 雅克科技 未评级 45.40 21013.55 0.55 0.73  82.55 62.19  
资料来源：Wind 一致性预测、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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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摘要 

关键结论与投资建议 

我们对湿电子化学品行业进行了梳理，重点分析了国内市场和公司需求变化。

我们认为随着湿电子化学品下游半导体、液晶面板和太阳能产业不断向大陆转

移，其国内市场空间将迅速扩大，由此引发的国产化需求将会更加凸显，加之

政策与资本的不断推动，进口替代趋势越发确立。近两年国内湿电子化学品企

业纷纷登陆资本市场，且技术水平不断突破，部分拳头产品已经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我们认为国内湿电子化学品已经达到大规模进口替代的零界点，国内湿

电子化学品步入发展黄金期。尤其需要重视的国内半导体及半导体配套产业链

进入国产化加速替代时期，会实质性加速电子化学品认证及替代周期。建议关

注江化微（603078）、上海新阳（300236）、巨化股份（600160）和雅克科技

（002409）。 

 

核心假设或逻辑 

1、湿电子化学品下游半导体、液晶面板和太阳能产业不断向大陆转移。 

2、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消费市场，国内湿电子化学品市场巨大。 

3、国内湿电子化学品龙头技术正实现突破，客户逐渐增多，国内产能逐渐放量。 

 

与市场预期不同之处 

市场认为集成电路精细加工要求很高，对湿电子化学品纯度要求更高，因此湿

电子化学品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所以国内相关生产厂商较难匹配主流半导体

厂商对品质和纯度的要求。我们认为湿电子化学品有较大的替代空间，尤其在

“中兴事件”“福建晋华事件”，“华为事件”“日韩贸易纠纷”以及最近日韩可

能大范围爆发新冠病毒带来的供应链不稳定等风险，加速了电子化学品国产化

替代进程，尤其是随着我国半导体制造从 0~1 实现跨越性的突破，也为与之相

配套的半导体材料提供了迅速国产化替代的良机，两者具有相辅相成，共生共

荣的关系。 

 

股价变化的催化因素 

1、国产替代龙头公司市场份额增加。 

2、技术突破，高端产品利润增大。 

3、疫情在全球范围引起重视，特别是对东亚地区的电子材料供应出现阶段性影

响。 

 

核心假设或逻辑的主要风险 

1、下游市场半导体和面板市场投产或不及预期的风险； 

2、下游客户开拓与订单放量或不及预期的风险； 

3、突破技术壁垒或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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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电子化学品不可或缺，进口替代正当时 

湿电子化学品是电子行业不可或缺的关键性材料 

湿电子化学品（Wet Chemicals）为微电子、光电子湿法工艺制程中使用的各种

电子化工材料，是指主体成分纯度大于 99.99%，杂质离子和微粒数符合严格

要求的化学试剂。湿电子化学品包含各种不同的种类，根据组成成分和应用工

艺的不同，可以分为通用湿电子化学品和功能湿电子化学品。 

通用湿电子化学品是指在集成电路、液晶显示器、太阳能电池、LED 制造工艺

中被大量使用的液体化学品，主要包括过氧化氢、氢氟酸、硫酸、磷酸、盐酸、

硝酸、氢氧化铵等；功能湿电子化学品是指通过复配手段达到特殊功能、满足

制造中特殊工艺需求的配方类或复配类化学品，主要包括显影液、剥离液、清

洗液、刻蚀液等。 

表 1：国内主要湿电子化学品及其市场需求量比例 

类别 湿化学品名称 
占湿化学品总需求量的

比例（%） 

占湿化学品需求量占比

（%） 

通用湿电子化学品 

过氧化氢 16.7 

88.0 

氢氟酸 16.0 

硫酸 15.3 

硝酸 14.3 

磷酸 8.7 

盐酸 4.8 

氢氧化钾 3.8 

氨水 3.7 

异丙醇 2.8 

醋酸 1.9 

功能湿电子化学品 

MEA 等极性溶液 3.2 

12.0 

显影液（半导体用） 2.7 

刻蚀液（半导体用） 2.2 

显影液（液晶面板用） 1.6 

剥离液（半导体用） 1.2 

缓冲刻蚀液（BOE） 0.9 

资料来源: 湿电子化学品行业调研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湿电子化学品广泛用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大屏幕、超薄高清晰度液晶显示器

制造、太阳能电池硅片制备等微电子工业中。它主要起到清洗或蚀刻的两大功

效，达到清除晶圆等表面残留的有机污染物，降低金属杂质的残留量的目的。 

图 1：湿化品广泛应用于平板显示、IC、光伏太阳能和 LED  图 2：湿电子化学品在晶圆中的运用场景 

 

 

 

资料来源: 江化微招股说明书、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江化微招股说明书、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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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微电子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从传统的印

制线路板制作技术、表面组装技术、分立器件制作技术及集成电路制作技术的

不断升级换代，到 TFT-LCD 制作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发展速度飞快

的 LED 和 OLED 制作技术、太阳能光伏技术，无不对与之配套的电子化工材

料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但无论这些技术如何发展以及技术的推陈出新，所需配

套的电子材料的功能分类基本上没有变化，依旧包括化学试剂、光刻胶、电子

特种气体及电子塑封材料等。这些材料品质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不同制作技术

所形成电子产品的性能及质量的优劣，其中的超净高纯化学试剂、光刻胶和电

子特种气体依旧是制约上述微电子微细加工技术发展的瓶颈。 

以半导体生产为例，大规模集成电路在其生产过程中有几十道工序，工艺制造

过程中的空气、水、各种气体、化学试剂、工作环境、电磁环境噪声以及微振

动、操作人员、使用的工具、器具等各种因素都可能带来污染物，污染物数量

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使集成电路产品发生表面擦伤、图形断线、短路、针孔、

剥离等现象。这会导致漏电、电特性异常等情况，轻者影响电路使用寿命，严

重时可导致电路报废。而这些污染物都需要相关的超净高纯试剂去除。所以湿

电子化学品是电子行业制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关键性基础化工材料之一，它的

纯度和洁净度对集成电路的成品率、电性能及可靠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超净”、“高纯”是湿电子化学品产品最基本和最严格的要求 

超净高纯化学试剂在半导体（集成电路、分立器件）、平板显示器、LED 以及太

阳能电池片等制作中应用原理是基本一致。其中集成电路技术作为微电子技术

的核心，发展及升级换代速度更快，对超净高纯试剂的质量要求最高。具体而

言，集成电路生产效率的增长是通过创新的设计、器件的缩小、晶圆尺寸的增

加等来实现。其中，对生产效率增长作出最大贡献的仍然是减小集成电路线宽

尺寸，提高集成度，以此降低芯片功耗，提高系统稳定性。 

表 2：世界集成电路晶圆（芯片）特征尺寸演进 

时期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特征尺寸 90nm 65/60nm 55/50nm 45/40nm 32/28nm 28/22nm 22nm 20nm 20/16nm 16/14nm 10nm 7nm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集成电路集成度越高，对高纯试剂颗粒控制的要求越严格。一般认为，产生集

成电路断丝、短路等物理性故障的杂质分子大小为最小线宽的 1/4,产生腐蚀或

漏电等化学性故障的杂质分子大小为最小线宽的 1/10。因此随着集成电路线宽

尺寸减小，对专用化学品中的金属杂质、尘埃含量、尘埃粒径等指标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超净高纯试剂正是随着微电子加工技术，尤其是集成电路制造业对

产品纯度不断提出严格要求，在通用试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纯度最高的试剂，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而同步或超前发展，同时它又对微电子技术的发展起着

制约作用，一代集成电路产品需要一代的超净高纯试剂与之配套。 

表 3：集成电路集成度持续提升对湿电子化学品的要求也在提升 

年 1986 1989 1992 1995 1998 2001 2004 2007 2010 

IC 集成度 1M 4M 16M 64M 256M 1G 4G 16G 64G 

技术水平/

μm 
1.2 0.8 0.5 0.35 0.25 0.18 0.13 0.1 0.07 

金属杂质

/ppb 
≤10 ≤1 ≤0.1 ≤0.01 

控制粒径/

μm 
≥0.5 ≥0.5 ≥0.2 

 

颗粒，个/mL ≤25 ≤5 
  

SEMI 标准 G2 G3 G4 G5 

资料来源: 《半导体技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随着集成电路制作要求的提高，对工艺中所需的湿电子化学品纯度的要求也不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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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从技术趋势上看，满足纳米级集成电路加工需求是超净高纯试剂今后

发展方向之一。“超净”、“高纯”是湿电子化学品产品最基本和最严格的要求。 

为了衡量不同湿电子化学品的“超净”和“高纯”的程度，SEMI（Semiconductor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International，国际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协会）于 1975

年成立了 SEMI 化学试剂标准化委员会，专门制定、规范超净高纯试剂的国际

统一标准—SEMI 标准，并取得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认可。SEMI 国际标准的关键

技术指标包括单项金属离子，单项阴离子，颗粒数等，另外根据不同产品特点

会相应增加其它一些技术指标。 

表 4：湿电子化学品 SEMI 国际标准等级 

SEMI 等级 IC 线宽（μm） 金属杂质（μg/L） 控制粒径（μm） 颗粒（个/ML） 

C1（Grade1） > 1.2 ≤100（1ppm） ≤1.0 ≤25 

C7（Grade2） 0.8～1.2 ≤10（10ppb） ≤0.5 ≤25 

C8（Grade3） 0.2～0.6 ≤1.0（1ppb） ≤0.5 ≤5 

C12（Grade4） 0.09～0.2 ≤0.1（0.1ppb） ≤0.2  

Grade5 < 0.09 ≤0.01   

资料来源: 江化微招股说明书，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按照 SEMI 标准，如果给湿电子化学品分级别或档次的话，那么用于≥1.2μm

属于低档产品（需采用 SEMI G1 等级的湿电子化学品），0.8～1.2μm 属于中

低档产品（需采用 SEMI G2 等级的湿电子化学品），0.2～0.6μm 属于中高档

产品（需采用 SEMI G3 等级的湿电子化学品）。0.09～0.2μm 和<0.09μm 则

属于高档产品（需采用 SEMI G4 等级的湿电子化学品），其中≥1.2μm 和 0.8～

1.2μm 的硅片主要用于制作分立器件；0.2～0.6μm 和 0.09～0.2μm 的硅片

主要用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中。 

表 5：超净高纯试剂在各应用领域的产品标准 

应用领域 适用等级 国内生产情况 

集成电路 SEMI G3、G4 我国的研发水平与国际尚存在较大差距 

分立器件 SEMI G2 国内企业的生产技术能够满足大部分的生产需求 

平板显示、LED 领域 SEMI G2、G3 国内企业的生产技术能够满足大部分的生产需求 

光伏太阳能电池领域 SEMI G1 目前国产超净高纯试剂的主要市场 

资料来源: 江苏瑞红招股说明书，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湿电子化学品关键生产技术也在于确保产品的纯净度。湿电子化学品主要采用

蒸馏、亚沸蒸馏等温蒸馏、减压蒸馏以及升华、化学处理、气体吸收等技术，

将产品中的金属杂质分离出来确保产品的纯净度。湿电子化学品制备的工艺技

术，主要由工艺制备技术、颗粒分析测试技术、金属杂质分析测试技术、非金

属杂质分析测试技术、包装技术等所构成。 

湿电子化学品在运输过程中极易受污染，所以超净高纯试剂的包装及供应方式

是超净高纯试剂使用的重要一环。特别是颗粒控制的相关技术，它贯穿于超净

高纯试剂生产、运输的始终，包括了环境控制、工艺控制、成品包装控制等各

个环节。 

高端产品国外垄断，国内步入发展黄金期 

我们认为随着湿电子化学品下游半导体、液晶面板和太阳能产业不断向大陆转

移，其国内市场空间将迅速扩大，由此引发的国产化需求将会更加凸显，加之

政策与资本的不断推动，进口替代趋势越发确立。恰逢国内湿电子化学品企业

纷纷登陆资本市场，且技术水平不断突破，部分拳头产品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我们认为国内湿电子化学品已经达到大规模进口替代的零界点，国内湿电

子化学品步入发展黄金期。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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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电子化学品随下游产业转移而转移 

半导体产业正在向中国大陆等地区转移。半导体产业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起源

于美国硅谷，之后经历了三次转移或延伸。第一次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从美

国转移到了欧洲和日本，造就了富士通、日立、东芝等世界一流的集成电路制

造商；第二次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成为集成电

路产业的主力，继美国、日本之后，韩国成为世界第三个半导体产业中心；第

三次是在 2000 年前后，半导体产业链向中国大陆、马来西亚等地转移，中国

大陆有望成为下一个半导体产业中心。 

图 3：半导体产业链正向中国大陆转移 

 

资料来源: 湿电子化学品行业调研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半导体等产业的转移也带动着湿电子化学品产业的转移。从湿电子化学品的发

展阶段来看，基本是跟随着下游产业转移而转移的。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及

21 世纪初，出现了高端湿电子化学品产品由德、美、日知名企业垄断的局面，

欧美企业一度占据全球市场 65%以上的份额。后来随着平板显示、太阳能电池

等湿电子化学品新市场的开辟及扩大，韩国、台湾的湿电子化学品在世界市场

的份额在逐渐提高，欧美湿电子化学品企业市场地位不断受到冲击，占有市场

约 34%的份额。因而，我们认为随着大陆太阳能、平板显示市场的成熟以及半

导体市场的崛起，内地的湿电子化学品产业在迅速兴起。 

图 4：2010 年湿电子化学品全球市场格局  图 5：2017 年湿电子化学品全球市场格局 

 

 

 
资料来源: 湿电子化学品行业调研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电子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庞大的需求和强大的生产配套，具有不

可逆性。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和消费市场，进而成为半导体产

业中心指日可待。2018 年我国共计生产手机 18 亿部，占全球产量高达 90%。

此外，在液晶电视、电脑、手机、家电等电子产品领域，中国大陆也是的最主

要的生产基地，因此，中国大陆是全球半导体最主要的消费市场。2018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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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半导体需求位居全球第一，占比达到 1/3，但是中国半导体产业供需严重不匹

配。 

图 6：半导体产业链正向中国大陆转移 

 

资料来源: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政策积极导向有望加快进口替代进程 

2000 年以来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支撑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同时，国

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简称“大基金”）的成立更是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带

来了大量长期资金。政策和资金的积极导向有望加快集成电路等产业进口替代

进程，从而加快大陆湿电子化学品行业的发展。 

表 6：湿电子化学品及下游相关产业政策 

政策文件 实施时间 政策导向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 
2016 年 11 月 

启动集成电路重大生产力布局规划工程，实施一批带动作用强的项目，推动产业能力实现快速

跃升。 

《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2015）》 
2015 年 3 月 

将集成电路和分立器件用化学品；印刷线路板生产和组装用化学品；显示器件用化学品；包括

高分辨率光刻胶及配套化学品；超净高纯试剂及特种（电子）气体；先进的封装材料；彩色液

晶显示器用化学品等列为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2014-2016 年新型显示产业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 
2014 年 10 月 

新型显示是信息产业重要的战略性和基础性产业，加快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调整。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 2014 年 6 月 

加强集成电路装备、材料与工艺结合，研发光刻机、刻蚀机、离子注入机等关键设备，开发光

刻胶、大尺英寸硅片等关键材料，加强集成电路制造企业和装备、材料企业的协作，加快产业

化进程，增强产业配套能力。 

《关于组织实施新型平板显示和宽带网

络设备研发及产业化专项有关事项的通

知》 

2014 年 5 月 
将高世代（6 代及以上）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TFT-LCD）用高性能混合液晶材料研发和产业

化列为专项支持重点。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

（2013 年修正） 
2013 年 2 月 

明确将超净高纯试剂、光刻胶、电子气、高性能液晶材料等新型精细化学品的开发与生产列为

鼓励类发展领域。 

《集成电路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2012 年 2 月 
提出发展目标为集成电路产量超过 1500 亿块，销售收入达 3300 亿元，年均增长 18%，占世

界集成电路市场份额的 15%左右，满足国内近 30%的市场需求。 

《新型显示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 2012 年 8 月 
显示产业是年产值超过千亿美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信息时代的先导性支柱产业，产业带动

力和辐射力强。 

《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2011 年 7 月 将集成电路及关键元器件作为重点突破技术领域。 

《信息产业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和

2020 年中长期规划纲要》 
2006 年 8 月 半导体、集成电路是未来 5～15 年信息产业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2006 年 2 月 

重点研究开发高纯材料、精细化工及催化、分离材料等，满足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发展需求的高

性能复合材料及大型、超大型复合结构部件的制备技术的要求。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提出要加快发展集成电路制造业，抓住技

术变革的有利时机，突破投融资瓶颈，持续推动先进生产线建设，并提出，到

2020 年我国半导体产业年增长率不低于 20%。同时，《中国制造 2025》明确提

出了 2020 年我国芯片自给率要达到 40%，2025 年要达到 50%的标杆。而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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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相关实施方案则更提出了新目标：10 年内力争实现 70%芯片自主保障且部

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大基金的成立满足了半导体产业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的

资金需求，解决了过去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主要靠企业自有资金，民间资本由于

惧怕风险也不敢长期投入的问题。有了大基金后，整个资金撬动效应是十分明

显的。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地方性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也相继设立。目前除了北、

上、深一线城市，各省市均有规模不等的集成电路投资基金，总计规模超过 3

千亿元，如果加上民间资金很可能已经超过 3500 亿元规模，产业融资瓶颈得

到进一步缓解。我们认为中国大陆是世界最主要的电子产品生产区域，旺盛的

需求是半导体产业生根发展的土壤，而政策和资金的积极导向有望加快集成电

路等产业进口替代进程，半导体等产业正在向中国大陆等地区转移，从而加快

大陆湿电子化学品行业的发展。 

国内湿化学品市场迎来快速发展 

2018 年全世界湿电子化学品市场规模达到 52.65 亿美元，三大市场应用量达到

307 万吨，其中半导体市场应用量约 132 万吨，显示面板市场应用量约 101 万

吨，太阳能电池领域应用量达到 74 万吨。预计到 2020 年三大应用市场湿电子

化学品市场规模将达到 58.50 亿美元，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2.4%。 

我国在 21 世纪初湿电子化学品的生产量不足 5000 吨，发展到 2004 年达到了

1.1 万吨左右。自 2005 年以来，我国华东地区（主要指江阴-苏州地区）的湿电

子化学品生产规模得到快速发展，国内生产企业获得我国 6 英寸以下的晶圆加

工需求的主要的湿电子化学品市场。我国湿电子化学品产量在 2005 年以后呈

两位数年增长率的增长，在 2008 年实际产量已达到了 4.6 万吨。2009 年～2010

年又因遇到太阳能电池、平板显示器等新市场需求量增加的机遇，驱动着我国

湿电子化学品业在生产规模上有了大的飞跃。 

18、19 年下游晶圆厂和面板厂大幅扩产的产能落地，18 年国内湿电子化学品

产量增速回升至 10%以上，国内湿电子化学品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根据中国

电子材料协会预测，到 2020 年国内湿电子化学品市场规模将达到 79.62 亿元，

总需求量将达到 90.51 万吨。 

图 7：世界湿电子化学品主要应用领域  图 8：国内湿电子化学品产量（万吨） 

 

 

 
资料来源: 湿电子化学品行业调研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华经情报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湿电子化学品在半导体中的应用及市场发展 

湿电子化学品在半导体晶圆加工中用于清洗和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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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成电路生产过程中，晶圆表面的污染物通常以原子、离子、分子、粒子或

膜的形式，以物理吸附或化学吸附的方式存在于硅片表面或硅片自身氧化膜中。

而且随着 IC 向高集成度方向发展，其对杂质的容忍度与其对密集度的要求呈负

相关，要求颗粒和杂质含量减少 1～3 个数量级。 

图 9：晶圆表面污染物示意图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因此，需要对晶圆进行清洗，采用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去除硅片表面的污染物和

自身氧化物，要求既能去除各类杂质，又不损坏套片，这在集成电路生产过程

中大约占据 20%的工序。不同工序的清洗要求和目的也各不相同，因此需要采

取各种不同的清洗方法和技术手段，湿法化学清洗是较为常用的清洗方法，其

采用的化学品品种情况如表 6 所示。 

表 7：晶圆湿法化学清洗中使用的湿法化学品品种 

沾污类型 沾污可能的来源 清洗用湿电子化学品 

颗粒 
设备、超净间空气、工艺气体和化学试剂、 

去离子水 
NH3-H2O2、H2O；胆碱 

金属 
设备湿电子化学品、离子注入、灰化、 

反应离子刻蚀 

HCl、H2O2、H2O； 

H2SO4-H2O、HF、H2O 

有机物 
超净间气体、光刻胶残渣、储存容器、 

工艺化学品试剂 

HF、H2O；NH3-H2O2、 

H2O2、H2O 

自然氧化物 超净间湿度、去离子水冲洗 NH4F、HF、H2O 

资料来源: 湿电子化学品行业调研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2）蚀刻功效  

在集成电路的制造过程中，常常需要在晶圆上做出极微细尺寸的图案，而这些

微细图案最主要的形成方式，就是使用蚀刻技术，将微影技术所产生的光阻图

案，准确无误地转引到光阻底下的材质上以形成整个电路的复杂架构。 

图 10：槽式蚀刻机晶圆蚀刻流程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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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刻技术可以大致分为湿式蚀刻与干式蚀刻两种方式，目前湿式蚀刻运用广泛，

因其操作简单、成本低廉、用时短且具有高可靠性、高的选择比。湿法刻蚀通

过特定的溶液（湿电子化学品）与需要刻蚀的薄膜材料发生化学反应，除去光

刻胶未覆盖区域的薄膜，湿电子化学品主要在湿式蚀刻加工过程中发挥功效。 

表 8：常用湿法刻蚀技术及湿电子化学品应用品种 

被刻蚀物 湿电子化学品应用品种 

铝 
磷酸：硝酸：醋酸：水：氟化铵＝76：3：15：5：0.1 

常用的为：磷酸蚀刻剂（H3PO4/HNO3/CH3COOH） 

二氧化硅 氟化铵：氢氟酸＝7：1；常用的蚀刻剂称为：氧化物缓冲蚀刻剂（HF、NH4F/H2O） 

氮化硅（Si3N4） 磷酸（H3PO4） 

硅 
氢氟酸：硝酸：醋酸＝2：15：5 ；常用的酸类蚀刻剂，又称为：混酸蚀刻剂

（HF/NHO3/CH3COOH） 

硅 氢氧化钾 

硅、钴 氢氧化铵：双氧水：水＝1：1：5 

硅、钛 
氢氟酸：水＝1；100 

氢氟酸：氟化铵＝1：10 

多晶硅 氢氟酸：硝酸：水＝3：50：20 

资料来源: 湿电子化学品行业调研报告（2015），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湿电子化学品在半导体中应用中增速加快，随着我国半导体产业产能提升，规

模量逐渐增加，湿电子化学品产量和行业规模也逐渐提高，2018 年国内半导体

用湿电子化学品需求量达到 28.27 万吨，同比增长 22%。2018 年多数在建将

晶圆厂建成投产，未来也将带来巨大的湿电子化学品需求，未来随着国产替代

逐渐加深，产量和需求量将持续增长。根据中国电子材料协会预测，2020 年国

内半导体用湿电子化学品需求量将达到 43.53 万吨。 

就各个具体类别的湿电子化学品来看，半导体用湿电子化学品中消耗量最大的

是硫酸（占 32.7%），其他消耗量较大的湿电子化学品还有双氧水（占 28.4%）、

氨水（占 8.3%）、显影液（占 6.3%）。 

图 11：国内半导体用湿电子化学品需求量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材料协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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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国内半导体用湿电子化学品需求量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湿电子化学品在液晶面板中的应用及市场情况 

湿电子化学品发挥显影、光刻和清洗功效。湿电子化学品在液晶显示器（LCD）

生产过程中，主要用于面板制造中基板上颗粒和有机物的清洗、光刻胶的显影

和去除、电极的刻蚀等，湿化学品中所含的金属离子和个别尘埃颗粒，都会让

面板产生极大缺陷，所以工艺化学品的纯度和洁净度对平板显示器的成品率有

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表 9：湿电子化学品在 LCD 面板制作中的应用 

功效 湿电子化学品的应用 主要采用的湿电子化学品 

清洗 多次对玻璃基板、镀膜玻璃进行清洗 清洗液（丙酮、异丙醇、无机清洗剂等） 

剥离—蚀刻 
利用液态高纯化学试剂（即湿化学品）或溶

液通过化学反应进行蚀刻 
剥离液（氢氧化钾、有机试剂等） 

    蚀刻液（三氯化铁、醋酸、盐酸、硝酸等） 

显影 通过显影液将可溶解的光刻胶溶解 
显影液（四甲基氢氧化铵、氢氧化钾、氢氧

化钠等） 

资料来源: 湿电子化学品行业调研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液晶面板的市场规模稳步提升，湿电子化学品用量配套提升。2019 年全球液晶

面板出货量达到 2.83 亿片，同比小幅下降 0.2%，但出货面积为 1.6 亿平方米，

同比增长 6.3%。京东方的出货量和出货面积首次超过韩国厂商 LGD，排名第

一。京东方的 10.5 代线持续爬坡，并达到满产，2019 年液晶电视面板产能同

比增幅超过 20%，2019 年的总出货量达到 5330 万片，同比小幅下降 1.8%，

但是出货面积达到 2912 万平米，同比大幅增长 24.6%。 

中国内地液晶面板产能不断扩充，我国液晶面板市场自 2009 年以来的产量情

况，整体呈上涨趋势，特别是 2010 年，增速超过 40%，从 2016 年开始国内液

晶面板出货量逐渐成县上升趋势，由 2016 年的 2.5 亿片，增长至 2018 年的 2.89

亿片，2019 年虽然出货量有小幅回落，但是产能结构调整带来尺寸优化，出货

面积仍然保持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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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中国液晶面板出货量（百万片）及增速 

 

资料来源: 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表 10：我国液晶面板厂商及各自产能 

厂商 世代 月产能（K） 量产时间 
月产面积(万平方米/

月） 
产线所在地 

京东方 5(LCD) 75 2005 年 5 月 11.83 北京 

  4.5(LCD) 45 2009 年 10 月 6.19 成都 

  6(LCD) 100 2010 年 10 月 27.75 合肥 

  8.5（LCD) 90 2011 年 9 月 49.5 北京 

  8.5（LCD) 100 2014 年 2 月 55 合肥 

  8.5（LCD) 90 2015 年 4 月 49.5 重庆 

  8.5（LCD) 120 2017 年 2 月 66 福州 

  10.5（LCD) 120 2018Q1 118.89 合肥 

天马 4.5（LCD) 30 2008 年 3 月 4.13 上海 

  4.5（LCD) 30 2010 年 6 月 4.13 成都 

  4.5（LCD) 30 2010 年 12 月 4.13 武汉 

  6（LTPS) 30 2016 年 9 月 8.33 厦门 

华星光电 8.5（LCD) 18 2011 年 8 月 9.9 深圳 

  8.5（LCD) 100 2016 年 9 月 55 深圳 

  11（LCD) 140 2019 年 3 月 139.44 深圳 

中国电子 6（LCD) 60 2011 年 3 月 24.98 南京 

（中电熊猫） 8.5（LCD) 60 2015 年 3 月 33 南京 

  8.6（LCD) 60 2017 年 8 月 33 咸阳 

  8.6（LCD) 60 2018 年 7 月 33 成都 

鸿海/夏普 6（LCD) 30 2016 8.33 厦门 

  6（LCD) 40 2017 11.1 贵州 

  6（LCD) 30 2017 8.33 武汉 

  6（LTPS) 40 2018 11.1 郑州 

龙腾光电 5.5（LCD) 90 2006 9.46 昆山 

三星（苏州） 8.5（LCD) 100 2013 年 11 月 55 苏州 

LGD（广州） 8.5（LCD) 120 2014 年 9 月 66 广州 

惠科 8.5（LCD) 60 2017 年 2 月 33 重庆 

  11（LCD) 90 2019 89.17 昆明 

中航光电子 5（LCD) 90 2009 14.19 上海 

深超光电 5.5（LCD) 90 2008 年 10 月 14.19 深圳 

信利 4.5（LCD） 90 2016 年 10 月 12.38 惠州 

友达昆山 6（LTPS) 45 2016 年 11 月 12.49 昆山 

华映光电 6（LCD） 12 2017Q4 20.81 莆田 

资料来源: 公司公告，中商情报网，中国产业信息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5%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液晶显示面板 平板电脑面板 笔记本电脑面板

移动PC面板 液晶电视面板 增速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全球视野  本土智慧 

Page  15 

液晶面板规模的扩张也带动了湿电子化学品需求量的上升，2018 年液晶面板对

湿电子化学品的需求量为 34.08 万吨，同比增长了 36%，并且从 2015 年以来

增速都保持在 15%以上，预计 2020 年面板行业湿电子化学品需求将达到 69.1

万吨，增速将显著加快。此外，在国内液晶面板加工领域中，需求量较大的湿

电子化学品主要是：磷酸、硝酸、MEA 等极性溶液和醋酸。 

图 14：液晶面板对湿电子化学品的需求 

 
资料来源: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湿电子化学品在太阳能电池硅片制造中的应用及市场规模 

湿电子化学品充当制绒、清洗和蚀刻功效。在太阳能电池硅片工艺过程中，湿

电子化学品充当制绒、清洗和蚀刻功效，也是电池片加工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在太阳能电池硅片加工过程的三大用途中，制绒加工消耗的湿电子化学品占比

最大，约为 60-70%。制绒即表面织构化，通过将光滑如镜的表面腐蚀成凸凹不

平的表面结构，延长光在电池表面的传播路径，减少光反射造成的光损失，从

而提高太阳能电池对光的吸收效率。同时绒面也能对以后组件封装的光匹配有

比较大的帮助，可以减少组件封装的损耗。 

目前，晶体硅太阳电池的绒面一般是通过化学腐蚀的方法制作完成，针对不同

的硅片类型，有两种不同的化学液体系的制绒工艺，单晶硅采用的碱处理制绒；

多晶硅采用的酸处理制绒。 

图 15：太阳能电池硅片的工艺过程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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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不同硅片类型的制绒工艺 

硅片类型 原理 使用的湿电子化学品 

单晶硅制绒 

利用单晶片各向异性的腐蚀特性由

强碱对硅片表面进行一系列的腐蚀，

形成似金字塔状的绒面。 

氢氧化钠 

多晶硅制绒 
利用强腐蚀性酸混合液的各向同性

的腐蚀特性对硅片表面进行腐蚀。 
硝酸、氢氟酸以及添加剂 

资料来源: 湿电子化学品行业调研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太阳能电池片增速仍保持在高位。随着光伏产业的发展以及各国对于光伏发电

的重视，光伏市场需求保持较快增长。2019 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 103GW，同

比增长 4%，低于 2017 年 29%的增速，增速有所放缓。从国内情况来看，2018

年我国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 43%，已经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

能源第一大国，并且大量的太阳能电池组件由国内生产满足全球光伏市场需求。

随着光伏市场的快速增长，国内太阳能电池片的产量实现了巨大飞跃，其产量

从 2010 年的 10.8GW 增长到 2018 年的 96GW，年复合增速高达 27.5%，且

近年来持续保持 20%左右的增速。太阳能电池片产量的大幅增长为相关湿电子

化学品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图 16：全球和中国光伏安装量（兆瓦，%）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表 12：我国太阳能电池片生产中所消耗的各主要湿电子化学品量 

    
单晶太阳电

池片 
  

多晶太阳电

池片 
  合计消耗量 

            （吨） 

电池片总生

产量 
  9.8GW   39.2GW     

    
单位消耗量

（吨/ MW） 
消耗量（吨） 

单位消耗量

（吨/ MW） 
消耗量（吨）   

  氢氟酸 0.209 2048.2 1.467 57506.4 61064.2 

使用湿化学

品品种情况 
硝酸 — — 1.212 47510.4 48964.8 

  氢氧化钾 1.933 18943.4 — — 16623.8 

  盐酸 0.155 1519 0.472 18502.4 20401.8 

  双氧水 0.642 6291.6 — — 5521.2 

  异丙醇 0.444 4351.2 — — 3818.4 

  硫酸 0.024 235.2 0.028 1097.6 1337.6 

总计消耗量

（吨） 
  33388.6   124616.8   158005.4 

资料来源: 中国电子企业协会，湿电子化学品行业调研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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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各类湿电子化学品的应用情况来看，用于多晶硅片制绒加工以及太阳能

电池片加工清洗的氢氟酸，需求量最大，占总消耗量的 38.7%。其次是专用于

太阳电池多晶硅片制绒加工的硝酸，需求量占比 31.0%。2018 年我国太阳能用

湿电子化学品需求量为 28.16 万吨，同比增速达到 21.1%，预计 2020 年该需

求量将达到 34.41 万吨。 

图 17：太阳能领域对湿电子化学品的需求 

 
资料来源: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国内湿化学品企业正在加速突破 

国际市场格局以欧美和日本为主 

世界湿电子化学品仍是欧美企业占据最大市场份额，约 34%左右，其主要企业

有德国巴斯夫（basf）公司、美国亚什兰集团、亚什兰化学公司、美国 Arch 化

学品公司、美国霍尼韦尔公司、AIR PRODUCTS、德国 E.Merck 公司、美国

Avantor Performance Materials 公司、ATMI 公司等。但欧美和日本的市场份额

在逐步减少。紧随其后的是日本市场，约占有 28%的市场份额，其大型企业包

括关东化学公司、三菱化学、京都化工、日本合成橡胶、住友化学、和光纯药

工业（Wako）、stella-chemifa 公司等。 

随着近年液晶显示市场对湿电子化学品需求的扩大，韩国企业的湿化学品所占

市场份额，有了一定的提升。此外，中国大陆市场占有率 2004 年约仅为 3~5%，

2017 年已增长至 10~12%，且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图 18：2017 年世界湿电子化学品市场格局 

 

资料来源: 江化微招股说明书，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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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国外主要湿电子化学品生产企业情况 

地区 企业名称 发展湿电子化学品事业的现况 

欧美 

德国巴斯夫（basf） 
巴斯夫为迅猛发展的半导体产业和平面显示器生产提供电子化学产品，成为电子化学

行业的领先供应商，并收购了德国伊默克公司。 

美国亚什兰集团（Ashland） 在高雄与 UPC（联合石化公司）建有一套 50/50 超纯化学品合资企业。 

霍尼韦尔公司（Honeywell） 
可为全球半导体行业供应杂质在 100ppt 以下的高纯度湿电子化学品，如氢氟酸、过

氧化氢和盐酸等产品。 

美国 ATMI 公司 
大型化学品的生产供应商，近年半导体制程用剥离液表现突出，占有较大的世界市场

份额。 

Arch 化学品公司 在目前欧美及亚洲，它的湿电子化学品仍有一定市场。 

（Arch chemicals）   

Avantor Performance Materials（艾万拓） 
该公司的前身 Mallinckrodt Baker Inc，它归属于美国 Avantor 集团旗下。该集团具有

一百多年辉煌的化学试剂生产历史。湿电子化学品的品牌为“J.T.Baker”。 

AIR PRODUCTS 
美国著名的大型化工制造厂商。主要是生产制造特气、电子化学品及其设备。半导体

中使用的显影液、清洗液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市场。 

Air Products and Chemicals，Inc .（空气化工产品有限公

司） 

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工业气体供应商，并且是唯一的气体及化学品相结合的公司。在湿

电子化学品生产供应上，它的 CMP 后清洗液、碱性、酸性的剥离液在世界及我国半

导体市场有较大的份额。 

ATMI 公司（Advanced Technology Msterials,Inc.） 
世界知名的半导体制程所用聚合物剥离液生产、供应的美国厂商，目前生产的半导体

制程所用的清洗液占湿电子化学品世界市场很大份额。 

德国 HenKel（汉高） 

它的工业清洗技术及产品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开发、生产的 LCD 清洗液、剥离

液及显影液在世界及我国的液晶面板生产企业（如我国的京东方等）中得到一定规模

量的使用。 

德国 E.Merck 公司 
作为化学试剂的开创者，德国 MERCK 以其稳定可靠的质量和多达 2 万以上的试剂种

类赢得众多用户的信赖。2005 年被巴斯夫收购。 

日本 

关东化学（Kanto）公司 主要从事半导体用酸碱类超净高纯化学试剂的生产、研发，在世界上有较高产品声誉。 

三菱化学 主要生产高纯湿电子化学品：硫酸、硝酸、盐酸、草酸、双氧水、氨水等。 

（Mitsubishi）   

京都化工 
光刻胶及其配套的湿电子化学品，其生产与市场规模曾在 21 世纪初的一段时期成为

世界首位。 

东京应化（TOK） 以生产提供光刻胶为主，同时也有部分的其它湿电子化学品生产、提供。 

德山（TOKUYAMA） 光刻胶以及其它部分的湿电子化学品。 

住友化学（Sumitomo） 
半导体、平板显示等用超净高纯化学试剂的生产、研发。在日本及亚洲市场上占有一

定的份额，特别是在大尺寸晶圆制造中更具有产品优势。 

宇部兴产（UBE） 生产、提供半导体、平板显示等用湿电子化学品，品种较多。 

和光纯药工业（Wako） 从生产药品及化学试剂起家，现湿电子化学品产品在半导体制造业中有一定的市场。 

Stella Chemifa 公司 世界最大的高纯氢氟酸企业，近年在马来西亚建立了全资的高纯氢氟酸生产企业。 

Santoku（三德化学工业） 
日本大型的双氧水生产企业，生产厂在宮城、仙台两处。1998 年在新加坡建立了双

氧水生产的海外厂。 

Rasa 工业公司 
以生产高纯磷酸，在台湾设有生产液晶面板用高纯度磷酸为主体的蚀刻液的工厂（理

盛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 

台湾东应化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生产半导体、TFT-LCD 用剥离液、显影液等湿电子化学品产品。 

伊默克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设在台湾。德国巴斯夫集团及日本 Kanto-Kagaku （关东化学）合资的企业。湿电子

化学品产品在平板显示器市场上的公司产品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到 2010 年约达

到了 40%。 

台湾联仕电子化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AUECC） 
联仕电子年产湿电子化学品能力约在 3~4 万吨。在我国半导体应用领域中有一定的湿

电子化学品市场份额。 

鑫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日本关东化学技术合作，近年它在平板显示器的市场方面有更明显的发展壮大。 

理盛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生产高纯度磷酸。主要用途是作为液晶面板蚀刻液。 

韩国 
东友精细化工有限公司（DONGWOO FINECHEM） 

东友、东进两厂家用于平板显示器加工的湿电子化学品，在我国有一定规模的市场份

额。 

东进世美肯科技有限公司（DONGJIN SEMICHEM）   

资料来源: 湿电子化学品行业调研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国内湿化学品下游供应商内外资兼具 

目前国内生产湿电子化学品的企业约有四十多家，产品达到国际标准，且具有

一定生产量的企业有 30 多家。主要企业的产能以及产品种类情况列在表 15 中，

其中，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市润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杭

州格林达化学有限公司、苏州晶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几家

湿电子化学品生产企业。它们的市场份额占总市场量（国内企业产品的总市场

量）的 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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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国内主要湿电子化学品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所在地区 产能 生产湿化学品主要品种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公司 内资 江苏江阴 6.1 
金属膜蚀刻液、氨水、硝酸、氢氟

酸、硫酸 

苏州晶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合资 江苏苏州 4.6 双氧水、氢氟酸、异丙醇 

江阴市润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内资 江苏江阴 3.8 酸蚀刻液、硝酸、氢氟酸 

杭州格林达化学有限公司 内资 浙江杭州 5.0 电子级 TMAH 

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 内资 浙江衢州 3.5 
电子级氢氟酸、BOE、电子级氟化

铵等 

江阴市化学试剂厂有限公司 内资 江苏江阴 1.5 光刻胶配套试剂、硫酸、过氧化氢 

旭昌化学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台资 江苏昆山 2.0 
电子级清洗剂、电子级氢氟酸清洗

剂、蚀刻液、N-甲基-2-吡咯酮 

联仕（上海）化学材料有限公司 合资 上海 1.5 
双氧水、硫酸、高纯氨水、盐酸、

硝酸、醋酸 

合肥东进世美肯科技有限公司 韩资 安徽合肥 2.0 
面板用显影液、剥离剂、蚀刻剂、

清洗液 

东进电子材料（启东）有限公司※ 韩资 江苏南通 2.0 
面板用显影液、剥离剂、蚀刻剂、

清洗液 

资料来源: 湿电子化学品行业调研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国内湿电子化学品下游市场主要包括半导体晶圆、液晶显示和太阳能电池片等，

但为其提供产品的供应商不尽相同。从不同领域的市场竞争格局来看，国内企

业只在太阳能电池、3.5 代线及以下平板显示市场和 6 英寸及以下半导体市场有

着较高的市场占有率，而在用量较大、质量要求较高的 8 英寸及以上半导体市

场和 G6、G8 代线平板显示市场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在我国及全世界，半导体市场仍是湿电子化学品在水平要求最高的市场，是需

要规模最大的市场。这一市场的湿电子化学品国产化进展，在扩展 8 英寸及 8

英寸以上半导体晶圆市场方面，仍很缓慢。目前，我国内资企业生产的湿电子

化学品在国内半导体总体上市场上占有 25%（按照销售供应量计）的市场份额。

其中 8 英寸及 8 英寸以上用湿电子化学品的国产化甚低。其中我国内资企业产

湿电子化学品在 6 英寸及 6 英寸以下晶圆市场上的国产化率已提高到 80%。 

表 15：国内高端湿电子化学品市场份额占比较低 

市场 国内企业市场占有率 

半导体市场 25% 

6 英寸及以下 80% 

8 英寸及以上 10% 

平板显示 25% 

3.5 代线及以下 95% 

G4.5、G5 代线 50% 

G6、G8 代线 10% 

太阳能电池 98% 

资料来源: 湿电子化学品行业调研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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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国内半导体晶圆用湿电子化学品主要供应商 

产品名称 境外企业 我国内资企业 

硫酸 巴斯夫、东友化学、台湾联仕 江化微、江阴化学试剂、润玛电子 

氢氟酸 Stella-Chemifa、大金、日本森田化学 浙江凯圣、江化微 

显影液 东京应化 江化微、瑞红 

刻蚀液 巴斯夫、台湾联仕 江化微、润玛电子、江阴化学试剂 

多晶硅刻蚀液 关东化学、台湾联仕 江化微、江阴化学试剂 

异丙醇 关东化学、德山化学 达诺、江化微 

剥离液 美国空气化工、Anji、东京应化 
江化微、上海新阳、北京科华、苏州瑞

红 

硝酸 巴斯夫、台湾联仕、东友化学 江化微、江阴化学试剂、润玛电子 

BOE Stella-Chemifa、森田化学、大金工业 江化微、江阴化学试剂、江苏瑞红 

磷酸 日本 RASA 工业、巴斯夫 江化微、江阴化学试剂、润玛电子 

盐酸 巴斯夫、东友化工 江化微、江阴化学试剂、江苏瑞红 

双氧水 日本三德化学、巴斯夫、苏威化学 江苏瑞红、江阴化学试剂、江化微 

氨水 巴斯夫、三菱瓦斯化学 达诺、江化微、江阴化学试剂 

资料来源: 湿电子化学品行业调研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在平板显示市场，我国内资企业产的湿电子化学品，我国湿电子化学品平板显

示器市场多由韩国、台湾的厂商（韩国的东友半导体药品有限公司及东进世美

肯科技有限公司，台湾的鑫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产品占据。 

表 17：液晶显示面板用湿电子化学品主要供应商 

产品名称 境外企业 我国内资企业 

Array 显影液 美国三开 杭州格林达、江化微 

CF 显影液 德国汉高、住友化学 杭州格林达 

ITO 蚀刻液 住友化学、台湾鑫林科技、韩国东进 江化微、润玛电子 

剥离液 住友化学、韩国东进世美肯、韩国 ENF 韩国 LTC 江化微 

Gate 蚀刻液 关东化学 江化微 

Al 蚀刻液 住友化学、台湾鑫林科技、韩国东进 三福化学 润玛电子、江化微、杭州格林达 

Cu 蚀刻液 住友化学、韩国东进、三菱瓦斯化学、巴斯夫 江化微 

双氧水清洗液 三菱瓦斯化学 江化微、江苏瑞红 

资料来源: 湿电子化学品行业调研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太阳电池是这些年来发展起的湿电子化学品的新市场。近几年来由于我国太阳

电池产业迅速的扩大，需求湿电子化学品的性能“门槛”不高，国内有不少湿

电子化学品企业加入了此领域的供应商的队伍。在太阳能电池用湿电子化学品

市场方面我国内资企业产品占有 98%以上份额。 

表 18：太阳能用湿电子化学品主要供应商 

产品名称 我国内资企业 

氢氟酸 
浙江凯圣、江苏瑞红、江化微、润玛电子、永飞化工、多氟多、镇江化剂、浙江三鹰化学、

浙江森美 

硝酸 江化微、润玛电子、镇江化剂、浙江尚德 

氢氧化钾 江化微、润玛电子、天津滨海风船、江苏瑞红 

盐酸 润玛电子、江化微、镇江化剂 

双氧水 润玛电子、江化微、江苏瑞红、江阴化剂 

异丙醇 江化微、润玛电子、江苏达诺尔 

硫酸 润玛电子、江化微、镇江化剂、江苏瑞红、江阴市化学试剂、浙江尚德 

资料来源: 湿电子化学品行业调研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打铁还靠自生硬，国内技术实力加速突破 

目前国际上制备 G1 到 G5 级湿电子化学品的技术都已经趋于成熟，国内大部分

企业已经达到了国际 G3 标准，并已开展 G4 标准的研发工作。一些技术领先的

湿电子化学品企业，如江化微公司，目前技术水平已达到 SEMI 标准等级的高

端行列，硝酸纯度、氢氟酸、氨水、金属刻蚀液等均已完成行业顶级（G4 级和

G5 级）品类中试，量产在即。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全球视野  本土智慧 

Page  21 

表 19：部分国内企业技术等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公司名称 G5 等级 G4 等级 G3 等级 G2 等级 

苏州晶瑞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 
双氧水 

硝酸、氢氟酸、 

氨水、盐酸、异丙醇 
√ √ 

江化微 
 

IPO 募投项目产品类

别主要为 G3、G4 级 

硫酸、过氧化氢、

异丙醇、正胶显影

液等 

√ 

江阴润玛 
  

√ √ 

浙江凯圣（巨化子公

司） 
 √ √ √ 

资料来源: 招股说明书，公司网站，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从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国内企业纯化工艺已经普遍达到面板厂商要求的质量

水平，虽然在混配工艺方面，即在满足下游客户功能性需求的关键技术还相对

欠缺，但这部分能力在与下游客户关联性加深的情况下会逐步改善。 

以江化微为例，目前公司具备同时为 4 代线、5 代线、6 代线平板显示生产线

规模化供应湿电子化学品的能力和经验，且相关产品的技术水平和功能性已经

获得了客户的认可，同时，江化微已开始为 8.5 代线平板显示生产线供应湿电

子化学品，已在高世代线平板显示领域湿电子化学品的竞争中取得了先发优势。

因为高世代线平板显示生产对电子化学品的技术水平和功能性要求要远远高于

低世代线，并且平板显示产品价值量较大，因此，平板显示领域客户非常重视

湿电子化学品供应商过往的经营业绩，比如 6 代线的平板显示厂商会更加倾向

于选择曾为 5 代线生产线供应湿电子化学品的供应商。我们预计未来公司将会

在高世代线领域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表 20：江化微已进入部分国内优质客户供应链 

应用领域 客户名称 备注 供货关系 

面板行业 

中电熊猫液晶 6 代线平板显示专业生产商 
公司产品已经进入 6 代线生产线的供应体系（蚀

刻液、双氧水清洗剂和水系正胶剥离液） 

中电熊猫平板 8.5 代线平板显示专业生产商 
已成为中电熊猫液晶平板的 8.5 代线平板显示生

产线湿电子化学品供应商 

宸鸿集团 全球最大的触摸屏生产企业之一，苹果公司供应商   

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 全国第三家 5 代 TFT-LCD 面板厂商 产品应用至 5 代线以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全国第一条 5.5 代线 LTPS TFT-LCD 面板厂商，拥有 4.5 代

线、5 代线、5.5 代线 TFT-LCD 面板生产线，非晶硅智能机

模组出货量全球第一 

  

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

限公司 
中国大陆首条第 8.5 代 TFT-LCD 面板厂   

  商，国内平板显示领域领军企业   

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 
拥有 TFT-LCD8.5 代线液晶面板生产厂商   

半导体及

LED 

中芯国际 
世界领先的集成电路芯片代工企业之一，中国内地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企业 
中芯国际 8吋线集成电路高端封装测试领域 

长电科技 国内领先的半导体封装测试知名企业 长电科技 8吋以上集成电路高端封装测试领域 

士兰微电子 集成电路以及半导体微电子设计、生产企业 6 吋集成电路的前段晶圆制造工艺 

华润微电子 领先的芯片设计、生产企业 6 吋集成电路的前段晶圆制造工艺 

德豪润达 
国内领先的 LED 芯片、LED 外延片、LED 照明、LED 显示

屏、LED 封装、LED 设备供应商 
  

华灿光电 国内领先的 LED 芯片供应商   

光伏太阳能 

晶澳太阳能 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   

韩华新能源 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   

通威太阳能 全球太阳能电池片项目单体规模最大企业之一   

资料来源:江化微招股说明书，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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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江化微（603078.SH） 

公司为国内湿电子行业的龙头企业。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1 年 8 月，是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企，专业生产

适用于半导体（TR、IC）、FPD 平板显示（TFT-LCD、CF、TP、OLED、PDP

等）以及 LED、晶体硅太阳能（Solar PV）、硅片、锂电池、光磁等工艺制程中

的专用超高纯湿电子化学品（工艺电子化学品），是目前国内生产规模最大、品

种最齐全、配套性最强的超高纯湿电子化学品专业集成服务提供商。 

公司未来产能潜力巨大。目前公司产品等级普遍达到 SEMI G2-G3 等级，公司

IPO 募投项目部分产品达到 G4 水平，当前公司年产 8 万吨高纯湿电子化学品

一期项目 4.5 万吨/年产能已经投产，一期技改项目 1.6 万吨/年也已投产，二期

项目 3.5 万吨/年产能已完工，正在试生产。当前在建项目总产能达到 33.6 万吨

/年，包括镇江项目，镇江项目（一期），四川成眉项目。这些项目都预计在 2020

年 6 月底完工，届时公司产能将会极大扩充，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下游客户分布广泛。公司产品应用领域按照由低端到高端可分为光伏电池板领

域、平板显示器领域和半导体领域，公司持续进行产品结构性调整，用于光伏

领域低端等级的湿电子化学品从 2012 年占比 44.9%降至 2018 年的 13.5%，平

板和半导体领域湿电子化学品的应用将成为公司未来重点发展方向。 

图 19：江化微营业收入持续回暖（百万元，%）  图 20：江化微净利润及增速（百万元，%） 

 

 

 
资料来源: 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上海新阳（300236.SZ） 

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专用化学材料及配套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产品分

为化学品、设备产品和涂料品，其中涂料品产品 2018 年收入占比达到一半。

公司 2011 年上市积极开拓新的业务和市场，一方面在半导体领域纵深发展，除

了电子化学品之外，还投资进入半导体硅片、半导体湿法制程设备、高分辨率

光刻胶产品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向功能性化学材料的其他应用领域积极横向

拓展，在工业特种涂料、汽车零部件表面处理化学品、平板显示用光刻胶等一

些新的产品领域进行了积极的布局和开发。 

公司晶圆化学品已经进入国内半导体生产主流厂商，主营业务伴随中国半导体

行业高速发展。当前公司晶圆化学品已经进入中芯国际、无锡海力士、通富微

电等客户，用于晶圆制程的铜和铝制程清洗液已实现稳定供货。从长远来看，

半导体产业国产替代将成为必然趋势，公司作为国内半导体产业领先企业，将

会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公司营收稳步增长，盈利有所回升。2018 年公司业绩受到商誉减值影响，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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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负，但是化学产品、配套设备和氟碳涂料主营业务营收仍然实现增长。公司

于 2020 年 1 月 221 日公布了 19 年业绩预告，2019 年全年预计归母净利润将

达到 2.05 亿-2.15 亿元，同比增幅将达到 3000%左右，业绩大幅增长主要因为

公司增发股份购买公司持有公司部分股权，将剩余股权按置换日的公允价值重

新计量产生的投资收益 3.08 亿元，扣除所得税影响后增加报告期净利润 2.62

亿元。 

图 21：上海新阳收入增速较快（百万元，%）  图 22：上海新阳净利润及增速（百万元，%） 

 

 

 
资料来源: 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巨化股份（600160.SH） 

公司为最大的氟化工制造业基地。巨化股份是国内最大的氟化工、氯碱化工综

合配套的氟化工制造业基地。公司形成了液氯、氯仿、三氯乙烯、四氯乙烯、

AHF 为配套原料支撑的氟致冷剂、有机氟单体、氟聚合物完整产业链。公司核

心产业氟化工及其它主导产品在规模、技术上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引入大基金整合湿化品资源。在湿电子化学品领域，公司原本是通过全资子公

司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进行布局，目前拥有萤石-氢氟酸、电子化学品、新

能源材料三大产业板块，主要产品有无水氟化氢、工业氢氟酸、电子级氢氟酸、

BOE、电子级氟化铵、高纯氨水、六氟磷酸锂、氟气等。近期公司拟联合国家

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公司（大基金）以及相关投资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中巨芯

科技，产品主要用于集成电路、平板显示等制造过程中的干式和湿式清洗、蚀

刻、成膜及掺杂等工艺。其中巨化持股比例 39%，大基金持股比例 39%。同时，

公司拟转让原电子化学品平台凯圣公司和博瑞公司的股权，而中巨芯科技成立

后将参与凯圣公司和博瑞公司 100%股权挂牌转让的摘牌，从而完成大基金的

引进和实现对巨化电子化学材料业务的整合。 

风险提示。大基金的引入与电子化学材料整合或不及预期的风险、下游客户开

拓与订单放量或不及预期的风险、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雅克科技（002409.SZ） 

联手韩企进军湿化品领域。公司近期与韩国 Jaewon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在

光刻、清洗、湿法刻蚀等半导体工艺材料领域开展合作。二者及第三方将在中

国宜兴设立中国 Joint venture，由雅克控股。中国 Joint venture 将合计投入约

2.6 亿美元金额在中国建设三家工厂，用于生产半导体及面板电子化学品，达产

后预计销售额达到 6.3 亿美元。Jaewon 公司的电子化学品广泛销售于三星、

SK 海力士、LG 等韩国知名的半导体和面板顾客，与国内大基金的材料平台雅

克的合作值得期待 

大基金拟入股公司，国家意志旗下的新材料平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拟出

资 5.5 亿参与此次公司定增，完成交易后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5.73%股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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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雅克科技一跃成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电子材料领域平台型公司，为

之后优质资产的承接和国内电子材料市场的开发打下坚实基础，未来发展值得

关注。 

半导体材料再布局，新兴材料新贵在路上。我国拥有全球最大和增长最快的集

成电路市场，占全球市场份额将近 60%，吸引着全球集成电路产能伴随终端市

场而向国内转移。在市场推动和政策支持下，我国有望成为集成电路产业世界

工厂和创新中心。但由于起步较晚、技术专利、人才短缺以及一些配套产业较

为薄弱等原因，我国半导体材料领域长期被日美欧垄断。此次上市公司并购的

标的UP Chemical是全球 IC前驱体的主要供应商，其产品广泛应用于16纳米、

21 纳米、25 纳米等高端制程下 DRAM 以及先进的 3D NAND Flash 的制造工

艺，与世界主要芯片厂商如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世界领先的 IC 设备厂商均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科美特作为全球高纯特种气体行业的知名厂商，

在含氟特气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半导体级四氟化碳成功进入台积电供

应链。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UP Chemical、科美特将在客户资源和研发实

力上产生较大的协同效应，为上市公司进一步拓展半导体材料市场提供了坚实

基础。 

图 23：雅克科技营业收入及增速（百万元，%）  图 24：雅克科技净利润增速较快（百万元，%） 

 

 

 
资料来源: 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风险提示 

1、下游市场半导体和面板市场投产或不及预期的风险； 

2、下游客户开拓与订单放量或不及预期的风险； 

3、突破技术壁垒或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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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重点公司盈利预测及估值 
 
公司 公司 投资 收盘价 EPS  PE  PB 

代码 名称 评级 截至

2020.2.21 

2018 2019E 2020E  2018 2019E 2020E  2018 

603078 江化微 无评级 49.70 0.48 0.48 0.66  103.54 103.54 75.30  6.87 

300236 上海新阳 买入 67.88 0.03 1.03 0.29  2262.67 65.90 234.07  12.53 

600160 巨化股份 无评级 7.95 0.78 0.46 0.57  10.12 17.28 13.95  1.68 

002409 雅克科技 无评级 45.40 0.29 0.55 0.73  156.55 82.55 62.19  4.85 
 
数据来源：wind 一致预测、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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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投资评级： 

类别 级别 定义 

股票 

投资评级 

买入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20%以上 

增持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20%之间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10%之间 

卖出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行业 

投资评级 

超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10%之间 

低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分析师承诺 

作者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本人的职业理解，

通过合理判断并得出结论，力求客观、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影

响，特此声明。 

风险提示 

本报告版权归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所有，仅供我公司

客户使用。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复制或传播。

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我公

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

但我公司不保证该资料及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

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我公司于本报告公开发布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我公司

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我公司或关联

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所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

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我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

及资料处于最新状态；我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不

保证及时公开发布。 

本报告仅供参考之用，不构成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要约或邀请。在

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个人的投资建议。任何形

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投

资者应结合自己的投资目标和财务状况自行判断是否采用本报告所载内容和信

息并自行承担风险，我公司及雇员对投资者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而造成的一切

后果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说明 

本公司具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是指

取得监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资格的机构及其咨询人员为证券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

券投资的相关信息、分析、预测或建议，并直接或间接收取服务费用的活动。 

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指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

询机构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并向客户发布

的行为。

http://ipoipo.cn/


请务必参阅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全球视野  本土智慧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8 层 

邮编：518001  总机：0755-82130833 

上海 

上海浦东民生路 1199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1 号楼 12 楼 

邮编：200135 

北京 

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兴盛街 6 号国信证券 9 层 

邮编：100032 
 

http://ipoip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