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1 

 
 

[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消费电子朝轻薄化、多元化趋势发展增加散热需求 

高性能电子产品机身越来越薄，电子元器件体积不断缩小，其功率密度却快速增

加，手机产生热量的部件主要是 CPU、电池、主板等，散热问题成为重要问题。

5G 手机射频前端升级带来天线数量增加，传输速度提高增加散热需求；智能机

机执行高效能耗电的功能和应用时 SoC 将会发出大量热量，增加散热需求。 

 手机散热方案兴起，热管/均温板散热技术突出 

传统导热金属材料不能满足高导热效率要求。目前市场上兴起手机散热的方案有

石墨片、石墨烯、均温板、热管等。热管/均温板散热方案导热系数高于其他方

案，导热效率优势突出。同时热管/均温板使用寿命长，均温效果优于其他散热

方案。华为、小米等 5G 手机均开始采用热管/均温板散热方案，预计 2022 年 5G

手机带来散热空间 31 亿元。无线充电、OLED 发展也会增加散热需求。 

 热管/均温板工艺要求高，台系厂商布局较早，国产厂商追赶迅速 

吸液芯的结构对均温板内部的工质循环和相变换热有着极大影响。目前大多数公

司采用金属粉末烧结型的吸液芯结构。传统的均温板钎焊技术成品率不高。目前

扩散焊工艺受到广泛关注。双鸿科技、健策精密、超众科技等多家台系企业已布

局、掌握热管/均温板核心技术，国内公司中石科技、碳元科技等也在积极部署

热管/均温板散热方案。 

 国内公司积极布局，持续享受行业高成长 

中石科技收购凯唯迪积极布局热管/均温板业务；碳元科技成立碳元热导顺利导

入均温板/热管业务；领益智造增发，加大散热模组布局；精研科技在常州总部

设立散热事业部；飞荣达子公司发力散热技术。台系公司双鸿科技、健策精密、

超众科技、力致科技等产业链公司均有布局均温板等新型散热方式。 

 投资建议 

建议关注：中石科技、碳元科技、领益智造、精研科技、飞荣达。 

 风险提示 

行业市场竞争风险、行业竞争加剧风险、技术更新与产品开发风险。 

[Table_ProfitDetail] 盈利预测与财务指标 

代码 重点公司 
现价 EPS PE 

评级 
2月 27 2018A 2019E 2020E 2018A 2019E 2020E 

002600 领益智造 12.42 （0.10） 0.29 0.42 - 43.14 29.79 推荐 

603133 碳元科技* 25.99 0.26 0.15 0.67 60.79 169.67 39.00 
暂未评

级 

300684 中石科技* 37.24 0.89 0.88 0.88 34.45 51.68 51.68 
暂未评

级 

300602 飞荣达* 55.39 0.8 1.11 1.57 41.99 49.75 35.21 
暂未评

级 

300709 精研科技 137.00 0.42 1.81 2.90 323.81 75.14 46.90 推荐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民生证券研究院（加*公司盈利预测采用 Wind 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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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消费电子朝多功能、轻薄化方向发展，提高散热需求 

消费电子在实现智能化的同时逐步向轻薄化、高性能和多功能方向发展。智能手机轻薄化和

便携化的设计要求内部组件散热性和可靠性更好。电子产品的性能越来越强大，而集成度和组装

密度不断提高，导致其工作功耗和发热量的急剧增大。据统计，电子元器件因热量集中引起的材

料失效占总失效率的 65%-80%，热管理技术是电子产品考虑的关键因素。 

(一) 高性能电子产品发展突出散热需求 

在消费电子向超薄化、智能化和多功能化的发展趋势下，集成电路芯片和电子元器件体积不

断缩小，其功率密度却快速增加；手机 CPU 频率正迅速提升，同时封装密度也越来越高、机身

越来越薄，散热问题已经成为电子设备亟需解决的问题。 

表 1：智能手机轻薄化趋势明显 

发行年份 手机型号 主流厂商 厚度 

2010 iPhone 4 苹果 9.3mm 

2011 Xperia Arc 索尼 8.7mm 

2012 iPhone 5 苹果 7.6mm 

2013 iPhone 5S 苹果 7.6mm 

2014 iPhone 6 苹果 6.9mm 

2015 华为 P8 华为 6.4mm 

2016 iPhone 6 苹果 7.1mm 

2017 OPPO R11 OPPO 6.8mm 

2018 小米 6x 小米 7.3mm 

资料来源：中关村在线，民生证券研究院 

智能机性能不断提升，中高端智能手机朝集成化方向发展：（1）更高的频率和性能，四

核、八核将成为主流；（2）更大更清晰的屏幕，2K/4K 都将出现在手机屏幕上；（3）柔性屏，

可弯曲；（4）更多内置无线设备，如 NFC、低频蓝牙、无线充电等。这些发展趋势将会大

大增加智能手机的发热量，散热将成为整个智能手机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散热问题处

理不好将造成智能手机卡顿、运行程序慢、烧坏主板甚至造成爆炸的危险。 

表 2：手机快充功率逐渐提升 

发行年份 手机型号 主流厂商 功率（W） 

2018 三星 S9 三星 15 

2018 小米 8 探索版 小米 18 

2018 华为 P20 华为 22.5 

2018 VIVO NEX vivo 22.5 

2018 魅族 16 魅族 24 

2018 OPPO FIND X OPPO 25 

2019 小米 9 小米 27 

2019 华为 Mate30 Pro 华为 40 

2019 vivo NEX 3 vivo 44 

资料来源：中关村在线，民生证券研究院 

OLED 屏幕的渗透和无线充电技术的普及也加大了散热的需求和难度。一方面，手机的快充

功率及无线充电的功率逐步提升，功率增加提高了散热的需求。另一方面 OLED 屏幕渗透率逐步

提升，而 OLED 材料由于高温受热易衰退，因此对散热要求越来越高。同时 5G 智能手机天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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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达 4G 手机的 5-10 倍，无线充电等技术的创新也同样提高了散热的需求。 

表 3：无线充电功率逐渐提升 

发行年份 型号 主流厂商 功率 

2018 小米 MIX2S 小米 7.5W 

2018 华为 Mate20pro 华为 15W 

2019 小米 9 小米 20W 

2019 华为 Mate30 华为 27W 

资料来源：中关村在线，民生证券研究院 

智能机功耗变大，智能终端处理高效能应用时将会发出大量热量。其中功耗主要来源于以下

部件：（1）屏幕显示：其主要耗电部分为背光灯、触控传感器和 GPU。超高像素的计算量增加

和高背光需求及 GPU 性能逐年增强加重了这一趋势。2560x1440 的原始分辨率（577ppi）运行时，

高达 10.247W 的功耗比 1280x720 分辨率（289ppi）运行时的功耗高出 87.3%。（2）处理器：处

理器是整机绝对的耗电大户，运行于 2.4GHz 的八核心 CPU 满载情况下可达到 3~5W 的功耗并严

重发热。（3）网络与无线连接：数据网络与连接的基础作用在智能手机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WIFI 和蓝牙设备也增加功耗，这部分在使用时的功耗水平普遍也在 1000~1500mW 左右。（4）

位置服务：这部分的功耗来自于 GPS 芯片的计算工作和加速计陀螺仪等的支持工作，约为 50mW。

（5）数据存取：每 MB 的文件写入需要峰值约 400mW 的功耗，以压缩后码率为 3000kbps 的 1080p

视频写入 ROM 来计算，功耗约 120mW，而写入 4K 视频需要的功耗更多。 

表 4：手机不同运行状态下的功耗情况 

运行状态 平均功耗 mW 

待机功耗 18.99 

熄屏通话功耗 851.51 

ZOL 首页加载功耗 1619.48 

低码率视频播放功能 1206.51 

低码率视频暂停状态功能 944.82 

高码率视频播放功能 1184.03 

高码率视频暂停状态功能 733.32 

3D 游戏加载过程功耗 1566.73 

3D 游戏运行过程功耗 1571.87 

资料来源：中关村在线，民生证券研究院 

(二) 导热材料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散热，但散热效果减弱 

手机散热有主动与被动散热两种，基本思路是降低手机散热的热阻（被动散热）或减少手机

的发热量（主动散热）。主动散热通过降低芯片的功耗减少热量而实现，与电子设备的研发相关。

而被动散热是通过导热材料与器件来达到散热效果。手机产生热量的部件主要是 CPU、电池、主

板、射频前端等，这些部件所产生的热量会由散热片导入到热容量大的夹层中，然后通过手机外

壳和散热孔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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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手机部件温度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关村在线，民生证券研究院 

正常状态下手机温度为 30-50 度，总体温度不要超过 50 度为佳，超过 50 度时手机的性能会

受到影响。当手机的功耗越强时，CPU 的发热量越大，散热也越困难。手机过热的原因之一是导

热不充分，散热不合理，导致热量在手机内部聚集，使某一部分过热。 

图 2：各种机型手机不同状态下温度对比 

 

资料来源：太平洋电脑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导热材料主要用于解决电子设备的热管理问题。试验已经证明，电子元器件温度每升高 2℃，

可靠性下降 10%；温度达到 50℃时的寿命只有 25℃时的 1/6。导热材料主要是应用于系统热界面

之间，通过对粗糙不平的结合表面填充，用导热系数远高于空气的热界面材料替代不传热的空气，

使通过热界面的热阻变小，提高半导体组件的散热效率，行业又称“热界面材料”。 

热量的传递方式主要有三种：热传导，热对流和热辐射。根据热的传递方式，散热系统可以

由风扇、散热片（如石墨片、金属散热片等）和导热界面器件组成。以普通的 CPU 风冷散热器

为例，其工作原理是 CPU 散热片通过导热界面器件与 CPU 表面接触，CPU 表面的热量传递给 

CPU 散热片，散热风扇产生气流将 CPU 散热片表面的热量带走。目前市场上广泛应用的导热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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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热石墨膜、相变化导热界面材料等。 

传统的导热材料主要是金属材料，如铜、铝、银等。但是金属材料密度大，膨胀系数高，

在要求高导热效率的场合尚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如银、铜、铝的导热系数分别为 430W/m.K, 

400W/m.K, 238 W/m.K）。导热石墨片具有独特的晶粒取向，可沿两个方向均匀导热；其通过将

手机发热的中心温度分布到一个大区域以便均匀地散热。目前智能手机中的散热方案大多采用石

墨片散热方案，但随着电子设备散热需求的增加，单层或双层石墨片的导热不能满足更高的散热

需求。 

  

图 3：导热材料散热工作原理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 4：各材料的导热率对比（a-b 方向） 单位：W/m.K 

 

资料来源：新材料在线，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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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5G 发展提高散热需求，新技术推动散热革新 

5G 时代的高速度和低延迟给我们带来更佳的体验感，但是对于电子设备而言功耗会增

加，发热量也随着上升。消费电子的导热和散热能力的强弱成为产品稳定立足的关键技术之

一。另一方面，5G 时代电子设备上集成的功能逐渐增加并且复杂化，以及设备本身的体积

逐渐缩小，对电子设备的热管理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解决消费电子的散热问题成为 5G

时代电子设备的难点和重点之一。 

(一) 5G 对散热要求急剧增加 

1、5G 来袭射频前端升级，发热量剧增 

5G 手机要求更快速的传输速率，MIMO 技术带来天线数量增加。5G 时代射频前端需要

支持的频段数量大幅增加，同时高频段信号处理难度增加导致系统射频器件的性能要求大幅

提高，载波聚合及 MIMO 技术等新应用要求各射频器件进行相应的技术更新。4G 的手机天

线主要是 2*2 MIMO，5G 将更多采用 4*4 MIMO 天线方案，从而提高 5G 的传输速度。但是

在高速传输的过程当中极其容易产生热量，需要降低传输过程中的温度。如何解决传输过程

当中的射频前端温度，降低手机性能的损耗是目前 5G 手机里面的挑战之一。 

5G 手机中普通的滤波器对于温度的敏感度高，一旦外部的温度环境发生了变化，会使

滤波器的性能出现急剧的下降。随着频段数量的增加，相比于 4G 手机，5G 手机中射频滤波

器件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加，对于温度的控制与散热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2、5G 手机功耗及结构变化增加散热需求 

功耗增加及手机结构的变化增加 5G 手机散热需求。（1）5G 手机芯片处理能力有望达到 4G

手机的 5 倍,随着 5G 手机功能越来越强大、处理能力越来越强的同时功耗也随之增加，手机发热

密度绝对值也将增长，因此 5G 手机将面临着更大的散热压力。（2）随着 5G 手机天线数量增加

以及电磁波穿透能力变弱，手机机身材质逐渐向非金属靠拢，同时 5G 手机越来越轻薄化、紧凑，

对于手机的散热设计也越来越具有难度。 

表 5： 5G 手机功耗和结构变化拉动散热需求 

变化因素 5G 零部件升级 5G 相对 4G 导热增量需求 

芯片计算效率提升 
5G 芯片处理能力有望达到 4G 芯片的 5 

倍，耗电达 2.5 倍 

处理器、CMOS 图像处理器等芯片发热密度和热量绝

对值明显增加 

频段、带宽增加 
5G 智能手机天线数量可达 4G 手机的 5-10

倍， 数据速率、频段明显提升 

天线、射频前端等器件对散热在工艺、材料、性能上

提出更高要求 

电磁信号强度高 
玻璃、陶瓷等非金属材料机壳替代存在电磁

干扰 问题的金属机壳 

玻璃、陶瓷等非金属材料导热能力、散热性能比金属

差，需要数量更多、更有效的导热器件 

防水性能升级 内部零部件与整机结构具有更高的密封性 封闭状态 

轻薄化 内部器件集成化、模组化 
内部器件更加紧凑、内部电磁信号干扰更严重，需要

加强散热 

屏占比提升、无线充电 
全面屏、无线充电增加了散热量，减小了整

机内部空间 
散热需求增加 

拍摄性能升级 

后置双摄、三摄成为趋势，前置人脸识别采

用结 构光方案，手机发热模组和发热密度

大幅提升 

散热需求明显提升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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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民生证券研究院 

(二) 手机散热方案对比，热管、均温板方案突出 

随着手机硬件的不断升级，其所执行的任务计算处理更加繁杂，CPU 等芯片部件将会面临热

量的侵袭。但手机体积有一定的局限性，处理器系统性能会因为温度升高而有所降低。因此手机

散热问题尤为重要。5G 和无线充电对信号传输的要求更高，而金属背板对信号屏蔽的缺陷将被

放大，预计 5G 手机不再采用金属背板设计，原有的石墨加金属背板散热技术面临重大挑战，预

计智能机将更多使用石墨+金属中框方案。目前市场上手机散热的方案主要有：导热凝胶、石墨

片、石墨烯、均温板、热管等。 

表 6： 各类手机散热方案 

机型 发布时间 价格 散热方案 

iphone11 2019 年 5499 元 石墨片 

华为 mate 30 pro 2019 年 8600 元 石墨烯+热管 

华为 Mate 20 X 5G 2019 年 6199 元 石墨烯膜+均温板 

vivo NEX S 5G 2019 年 8900 元 石墨+均温板 

OPPO Reno Ac 2019 年 2999 元 导热凝胶+石墨+热管 

三星 Galaxy S10 5G 2019 年 6399 元 石墨+热管 

三星 Galaxy M30s 2019 年 1393 元 石墨+热管 

三星 Galaxy Note9 2018 年 4299 元 石墨+热管 

小米黑鲨手机 2018 年 2999 元 石墨+热管 

荣耀 note10 2018 年 2699 元 石墨+热管 

索尼 Xperia Z2 2014 年 4999 元 石墨+热管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从各类手机机型的散热方案来看，热管与均温板散热技术逐渐兴起。2018 年小米发布的黑鲨

手机采用热管散热技术，热管直径为 3mm，长度为 60mm，散热面积高达 6000mm²，对比无热管

CPU 散热效率提升 20 倍；CPU 核心温度降低 8℃，处理器可以长时间保持高频和稳定输出。 

 

 

2

01

9

年

华

为

发

布

图 5：小米黑鲨手机散热技术采用热管 

 

资料来源：小米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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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款 5G 手机 Mate 20 X 中散热系采用的是超强导热的均热液冷技术 (Vapor Chamber) 和石

墨烯膜组成。VC 液冷冷板同时覆盖了华为 Mate 20 X 处理器的大核、小核、GPU，处理器的热量

通过更短的路径传到 VC 冷板上，并通过相变传热系统将热量扩散到整个机身。据华为官方表示，

石墨烯膜+VC 液冷冷板的组合散热方案的应用使华为 Mate 20 X 的散热能力较上代 Mate 10 提升

约 50%，发热集中点的温度较上代下降了 3 度以上。官方实测显示，游戏一小时后华为 Mate 20 X

的正反面温度分别只有 37.4℃、38.1℃，明显低于三星 Note 9 和 iPhone XS Max。 

图 6：华为 Mate 20 X 5G 散热技术采用石墨烯+均温板  图 7：华为 Mate 20 X 运行下温度对比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关村在线，民生证券研究院 

(三) 石墨烯、热管/均温板散热技术兴起 

多层石墨片是当前智能机主流散热方式。石墨是一种良好的导热材料，导热性超过钢、

铁、铅等多种金属材料。石墨片的工作原理是利用其在在水平方向上具有优异的导热系数的

特点（性能好的石墨片导热系数能达到 1500－1800W/m·K，而一般的纯铜的导热系数为

380W/m·K，高的导热系数有利于热量的扩散），能够迅速降低电子产品工作时发热元件所在

位置的温度（热点温度），使得电子产品温度趋于均匀化，这会扩大散热表面积以达到降低

整个电子产品的温度，提高电子产品的工作稳定性及使用寿命。智能手机中使用石墨片的部

件有 CPU、电池、无线充电、天线等。石墨散热是目前手机采用的主流散热方式。 

石

墨

片

生

产

工

艺

流

程

中

核心环节是碳化和石墨化，在此过程中原料的选择、碳化和石墨化炉的制造、升温速率的选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华为 Mate 20 vivo NEX 旗舰版 iPhone X

正面温度（°C) 背面温度（°C) 

图 8：石墨片散热方案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关村在线，民生证券研究院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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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碳化和石墨化温度的控制、石墨化中升温和降温的控制方式、参照温度和阈值的拟定以

及周期性振荡的调控都影响着高导热石墨原膜的质量乃至制备的成功性。压延工艺需要高技

术水平进行处理以取得高密度的石墨膜并提高其热导系数；贴合需要特定的机器进行处理从

而使得涂胶层均匀且厚度尽可能小，从而保证后续产品的质量；模切需要根据客户需求通过

精密加工和切割将压延后的高导热石墨膜原膜制备成形状大小不同的高导热石墨膜成品。 

石

墨

烯

具

有

优

异

的

热

传

导

特

性，且其导热率为 800~5300 W/mk，是已知导热系数较高的材料，其散热效率远高于目前的

商用石墨散热片。石墨烯是一种由碳原子以 sp2 杂化轨道组成六角型呈蜂巢晶格的二维碳纳

米材料。石墨烯散热膜很薄且具有柔韧性，综合性能优异，为电子产品的薄型化发展提供了

可能。其次石墨烯散热膜具有良好的再加工性，可根据用途与 PET 等其他薄膜类材料复合。

此外，这种导热材料有弹性，可裁切冲压成任意形状，并可多次弯折；可将点热源转换为面

热源的快速热传导，具有很高的导热性能。华为 Mate20 系列手机中采用了石墨烯材料。 

 

 

 

表 7：石墨片与石墨烯散热比较  

分类 简介 特点 区别 制作方法 

图 9：石墨片制造工艺流程 

 

资料来源：碳元科技招股说明书，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 10：石墨烯散热效果示意图对比 

 

资料来源：中迪新材公司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基材处理 碳化 石墨化

压延贴合模切

成品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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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膜 在特殊烧结条件下对基于碳材

料的高分子薄膜反复进行热处

理加工，形成导热率极高的片

状材料而制成的新型散热 

导热系数在 1500－

1800W/m·K；具有独特

的晶粒取向，沿两个方

向均匀导热 

导热系数低于石墨烯； 

多层石墨之间的胶会降低导热

效率 

通过微机械剥离法、外延生长

法、氧化石墨还原法、气象沉积

法得到石墨烯 

石墨烯 由碳原子构成的单层片状结构

的新材料，是目前最理想的二

维纳米材料 

导热系数高达

5300W/m·K；最薄却也

是最坚硬的纳米材料 

碳原子构成的单层片状结构的

心材料； 

 

石墨烯一层层堆叠可形成石墨

片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热管是一种具有极高导热性能的传热元件，它通过在全封闭真空管内的液体的蒸发与凝

结来传递热量。热管技术是将一个充满液体的导热铜管顶点覆盖在手机处理器上，处理器运

算产生热量时，热管中的液体就吸收热量气化，这些气体会通过热管到达手机顶端的散热区

域降温凝结后再次回到处理器部分，周而复始从而进行有效散热。在手机行业也可以称之为

水冷散热。目前华为、小米、三星、OPPO 等手机中都有用到热管散热技术。热管具有灵活

度高、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受到市场关注。 

 

均

温

板

（

V

a

p

o

r

 

Chamber）从原理上类似于热管，但在传导方式上有所区别。热管为一维线性热传导，而均

温板中的热量则是在一个二维的面上传导，因此效率更高。均温板散热方案在于将多个点的

热源之热流在短距离内将其均匀的分布于较大散热面积，随着热源之热通量的不同，均温板

之等效热传导系数亦会有所不同。将 VC 在其他的机器上使用时，可以使板上每颗芯片的温

度都是一样的，这样做比较有利于电器的散热。均温板是一个内壁面具有微结构的封闭真空

腔体，当热流由热源传导至蒸发区时，腔体里面的工作流体会因真空条件下，于特定温度开

始产生液相汽化的现象，这时工作流体就会吸收热能并且快速蒸发。 

 

图 11：热管散热结构及原理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关村在线，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 12：均温板结构示意图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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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对

比

各

类

散

热

技

术

，

热

管

与

均温板优势凸显 

随着电子产品越来越轻薄化，由于机体内部空间狭窄，其散热能力也就受到一定限制。

在智能手机上主要的发热源包括这五个方面：主要芯片工作、LCD 驱动、电池释放及充电、

CCM 驱动芯片、PCB 结构设计导热散热量不均匀。为了解决这些散热问题，目前市场上的

散热技术主要有 4种方案，通过对比发现，我们认为热管与均温板的散热技术方案优势明显。 

表 8：散热方案优缺点对比 

散热方案 优点 缺点 代表机型 

石墨 相对廉价、易生产、低密度、体积小 良率低、工艺复杂 iPhone11 

石墨烯 
柔韧性强、超薄、厚度可定制、高理论热导

率、高稳定性 
大规模应用较困难、成本高 华为 mate 30 

均温板 
导热能力强、散热功率大、均温性能好、 

结构适应强 
增加产品重量、体积、成本 vivo NEX S 5G 

热管 体积小、散热功率大、成本低 
手机散热热管直径比普通热

管小 
荣耀 note10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1、热管与均温板导热系数高于其他方案，导热效率优势突出 

热管的导热系数较金属和石墨材料有 10 倍以上提升，而均温板散热效率比热管更高。

从导热率来看，热管与均温板的优势明显。均温板真空腔底部的液体在吸收芯片热量后，蒸

发扩散至真空腔内，将热量传导至散热鳍片上，随后冷凝为液体回到底部。这种蒸发、冷凝

过程在真空腔内快速循环，实现了相当高的散热效率。 

 

 

 

资料来源：华钻电子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 13：热管与均温板导热系数高（单位：W/mk）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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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管

的

热

导

率

范

围

在

5000-10000 W / mK。这是固态铜的 250 倍、固态铝的 500 倍。但是热管的导热率随着温度的

变化而变化。当 75mm 的热管长度能够达到 10,000 W / mK 的导热率，而 200mm 长导热管导

热率刚好超过 44,000 W / mK。如荣耀 note10 热管长度约 113mm，贯穿散热面积达到

177mm*85mm，经过的金属散热面积 15000 mm²，整体均温效果好。 

表 9： 热管导热系数随长度而变化 

 

热管长度（mm） 

 

有效长度（mm） 

 

热导率（ W / m-K） 

 

75 25 10000 

100 50 17000 

150 100 30000 

200 150 44000 

资料来源：celsia，民生证券研究院 

均温板散热技术方案的性能优于热管散热技术方案的 15-30％。一方面是均温板通常与

热源直接接触，从而降低总热阻并改善了性能，而热管需要在热源和热管之间安装一块安装

板。另一方面，均温板在芯片界面实现更好的等温从而减少热点，比热管产品有更高的性能。 

表 10： 均温板与热管散热技术对比 

对比 均温板 热管 

原理 两相传热 两相传热 

应用 
适合大热通量、高密度和高功率系统，是液

体冷却的绝佳替代品 
长距离传热、重量轻，适合于大量需求的消费类产品 

形状 具有基座的 X 和 Y 方向的复杂形状 圆形、扁平或朝不同方向弯曲 

固定装置 安装有通孔蒸汽式 安装热管所需的额外固定板 

热源接触 直接接触，安装压力高达 90psi 除非压平/机械加工，否则需要与热管接触的基板 

传导方式 二维散热 一维散热 

优势 
更好的反重力效果，在有限的空间内支持大

功率、快速扩展、高可靠性 
形状设计灵活、成本低廉、具有成熟的供应链 

资料来源：COFAN 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2、热管/均温板均温效果好且使用寿命长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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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温版的面积较大，能够更好的减少热点，实现芯片下的等温性，同时均温版还更加轻

薄，在快速的吸收以及散发热量的同时也更加符合目前手机更加轻薄化、空间利用最大化的

发展趋势。此外均温板传热速度快、启动温度低、均温性能好并且使用寿命长。 

热管内腔里面的蒸汽的饱满度可使热管具有等温性。原理在于主要蒸汽处于饱满的状态

下，温度才会处于饱和的状态，因此热管会有等温的特性。此外手机中的热管不会发生机械

或化学降解，使用寿命约 20 年，已超过液冷系统的平均寿命。 

表 11： 有无热管下的手机温度对比 

状态 正面温度（°C） 背面温度（°C） 侧面温度（°C） 

有超薄热管 42.8 40.6 41.4 

无超薄热管 42.7 42 41.8 

降幅温度 -0.1 1.4 0.4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五) 均温板、热管散热技术未来朝更轻薄、高效能方向发展 

随着智能手机等各类消费电子的轻薄化趋势，电子元器件也越来越轻薄，研发厚度更薄

的热管及均温板，以及能用在高度轻薄的产品上成为均温板及热管未来的演化方向之一。目

前，日本和台湾的多家散热厂商都已经做好了量产 0.6 毫米超薄热管的准备，并计划在此基

础上继续缩减 25％，达到 0.45 毫米级别。热管的主要材质是铜，必须有一定的厚度才能保

持形状，但是手机、平板内部空间有限，热管不得不尽可能地做薄，这是一个需要平衡把握

的难题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日本和台湾以及国内的公司都已经在布局研发专供智能手

机的超薄热管。PC 上用的热管直径一般在 1-2 毫米，超薄本、平板机的分别为 1-1.2 毫米、

0.8 毫米，用于智能手机的则进一步缩小到了 0.6 毫米以内。未来手机热管的直径还会继续缩

至 0.4-0.5 毫米。 

开发高效能的热管/均温板以广泛运用在高瓦数需求的产品是未来热管/均温板演化方向。

随着企业走向数字化，预期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要求，加上物联网与 5G 及人工智能的发展，

对于产品运行瓦数要求也越来越高，也将促进消费电子等电子产品散热往更高规格升级。 

(六) 5G 手机散热行业市场空间广阔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手机散热需求出现剧增的状态：5G 手机器件的变化与升级带来对

散热的需求增长，因此新型的散热方案备受关注。同时 4G 手机中的散热问题也一直备受关

注。我们预测 2022 年手机散热行业中 4G 手机能够达到 58 亿的市场规模；5G 手机具有 31

亿的市场规模，5G 手机 2019-2022 年 CAGR 为 376.95%。 

 

 

表 12：4G 手机散热行业市场空间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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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2019E 2020E 2021E 2022E 

4G 手机出货量 13.3 12.7 12.1 11 

均温板方案渗透率 3% 8% 15% 20% 

均温板 ASP 15 15 14 13 

均温板市场空间 5.99 15.24 25.41 28.60 

热管方案渗透率 8% 15% 17% 22% 

热管 ASP 6 6 5 5 

热管市场空间 6.38 11.43 10.29 12.10 

石墨烯方案渗透率 8% 9% 10% 10% 

石墨烯 ASP 6 6 5 5 

石墨烯市场空间 6.384 6.858 6.05 5.5 

石墨片方案渗透率 65% 45% 40% 35% 

石墨片 ASP 4 4 3 3 

石墨片市场空间 34.58 22.86 14.52 11.55 

4G 手机散热总市场空间 53.33 56.39 56.27 57.75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表 13：5G 手机散热行业市场空间广阔 

单位：亿元 2019E 2020E 2021E 2022E 

5G 手机出货量 0.07 2 4 5 

均温板方案渗透率 5% 15% 20% 25% 

均温板 ASP 15 15 14 13 

均温板市场空间 0.05 4.5 11.2 16.25 

热管方案渗透率 10% 20% 25% 30% 

热管 ASP 6 6 5 5 

热管市场空间 0.04 2.4 5 7.5 

石墨烯方案渗透率 8% 9% 10% 10% 

石墨烯 ASP 6 6 5 5 

石墨烯市场空间 0.03 1.08 2 2.5 

石墨片方案渗透率 60% 40% 35% 30% 

石墨片 ASP 4 4 3 3 

石墨片市场空间 0.16 3.2 4.2 4.5 

5G 手机散热总市场空间 0.28 11.18 22.4 30.75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七) 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扩大散热行业空间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可穿戴设备等消费电子产品的快速增长要求产品性能的不断提高，增

加了散热需求。随着 5G 时代带来的换机潮，预计到 2023 年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达到 15.4 亿部。

根据 Wind 资讯的统计数据，2012-2018 年平板电脑出货量保持高速增长，虽然近几年略有下滑，

但预计未来下降速度会有所缓和。随着硬件性能和可扩展性的不断提升，已经有部分平板电脑产

http://ipoipo.cn/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16 

[Table_Page] 
深度研究/电子 

 

品具有替代笔记本电脑的能力，但高性能平板电脑的散热问题仍需进一步解决。 

 

图 14：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恢复增长  图 15：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平稳增长 

 

 

 

资料来源：IDC，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根据 IDC 发布的数据，预计 2022 年可穿戴设备市场可达到 1.9 亿台。Apple Watch 中具有医

疗传感器、无线充电、压力传感器、触觉反馈、蓝宝石和 SIP 封装等技术特点，其中的无线充电、

芯片等对散热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穿戴设备中的芯片、电池、屏幕等都会增加散热的需求。 

图 16：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稳步提高  图 17：AppleWatch 拆解图 

 

 

 

资料来源：IDC，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ifixit，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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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热管、均温板工艺难度高，龙头公司享受高附加值  

(一) 石墨片市场格局稳定，海外龙头占据上游高端材料 

石墨膜/石墨片的上游原材料市场集中度较高。高导热石墨膜的主要上游原材料为聚酰亚胺，

辅料为胶带、保护膜等，主要生产设备为碳化炉、模切机、压延机等设备。其中聚酰亚胺是一种

高性能的绝缘材料，该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全球范围内高性能的聚酰亚胺生产厂商较少，

主要有美国杜邦、日本 Kaneka、韩国 SKPI 等，合计占据全球高达 90%的市场份额。国内大约

80 家规模大小不等的 PI 薄膜制造厂商，包括桂林电科院、今山电子、深圳瑞华泰等，但多数是

用于低端市场，高端市场仍多数为国外企业垄断。 

图 18：全球聚酰亚胺产量  图 19：全球聚酰亚胺薄膜主要供应商产能（单位：吨/年）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GGLL,前瞻产业研究院，民生证券研究院 

国产厂商积极参与中游石墨片/石墨膜行业竞争：国际厂商包括日本松下、美国 Graftech 

和日本 Kaneka，国内厂商包括碳元科技、中石科技、嘉兴中易碳素、博昊科技、新纶科技、

深圳垒石。由于散热需求的增加以及广阔的市场空间，多家公司已积极部署在石墨片/石墨膜

业务的研制与开发。 

表 14： 石墨片/石墨膜行业参与者 

公司名称 石墨业务简介 

日本松下 1998 年已开发生产 PGS 石墨膜，2012 年该公司开发出了厚度仅为 10µm 厚的石墨膜产品 

Graftech 始建于 1886 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墨电极生产者，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墨炭素制品供应商 

Kaneka 日本大型化工产品上市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多功能塑料、膨胀塑料、合成纤维等 

碳元科技 
华为、OPPO、VIVO 等主要国产手机品牌及三星等国际手机品牌主要的高导热石墨膜供应商之一。2018 年导热

材料营收 5.07 亿 

中石科技 主要产品包括导热材料、EMI 屏蔽材料、电源滤波器以及一体化解决方案。2018 年导热材料营收 6.77 亿 

飞荣达 主要从事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导热材料及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2018 年导热器件营收 1.79 亿 

中易碳素 主营业务为高导热材料及其制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博昊科技 主营业务为合成石墨高导膜的研发、制造业销售 

新纶科技 主要生产光学胶带、高净化保护膜、高净化胶带、石墨散热膜等产品 

深圳垒石 主要产品有导热石墨膜、导热硅胶垫、导热硅脂和散热风扇等 

资料来源：碳元科技招股说明书，民生证券研究院 

中石科技在石墨材料的工艺技术方面具有较强的经验和研发能力。中石科技是一家兼有

导热材料技术和合成石墨技术的全面热解决方案公司，石墨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 7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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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科技在导热材料业务方面已经开发成功完整导热材料产品线，掌握核心配方和制造工艺

技术。在导热材料方面，公司拥有超高温烧结技术、高精度压延技术、导热流体高分子材料

技术、导热柔性弹性体材料技术等主要核心技术，并且公司研发的导热系数 1800W/m-K 厚

度 10u 的高导热超薄的石墨膜已完成小批量试制，公司拥有导热材料独特技术配方，生产工

艺水平较高，产品性能指标保持在较高水平。 

 

表 15： 碳元科技发明专利情况 

专利类别 专利名称 专利号 

发明专利 层叠型高导热石墨膜结构 ZL201310147116.3 

发明专利 一种高导热石墨膜的制造方法及系统 ZL201110279539.1 

发明专利 一种复合散热石墨材料及其制造方法 ZL201010245745.6 

实用新型 层叠型高导热石墨膜结构 ZL201320214333.5 

实用新型 包边型高导热石墨膜片 ZL201320215007.6 

资料来源：碳元科技公司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碳元科技自主研发取得核心技术并已申请专利。碳元科技是具有大规模生产高导热石墨

膜能力的企业之一，2016 年已形成年产近 300 万平方米的产能，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公司

生产的高导热石墨膜最薄可达 10µm，导热系数达到了 1,900W/(m·K)，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在高导热石墨膜生产工艺流程的碳化石墨化中原料的选择、碳化和石墨化炉的制造、升温速

率的选取、碳化和石墨化温度的控制、石墨化中升温和降温的控制方式、参照温度和阈值的

拟定以及周期性振荡的调控都影响着高导热石墨原膜的质量乃至制备的成功性，而碳元科技

经过长时间试验调整并经过工业化量产实践后，拥有核心生产工艺且已取得专利。公司通过

温度振荡的方式来改进高导热石墨膜的制造工艺，同时公司研发的一种超薄高导热石墨膜及

其制备方法已处于应用改善阶段。 

 

表 16： 中石科技与碳元科技导热材料生产工艺对比 

公司名称 碳元科技 中石科技 

工艺流程 

 

 

 

 

核心技术 

石墨化：通过设定不同的温度以及不同的温度调控方

式，生产不同参数要求的高导热原膜； 

压延：自主研发设计了压延处理设备； 

贴合：根据自有技术设计的特制设备和操控要求进行

处理； 

超高温烧结技术：通过寻找不同的高分子薄膜，设计高达 3000℃

高温的中频炉，经过碳化工艺和石墨化工艺处理，碳原子按照石

墨的分子结构进行重新排布，形成了人工合成石墨膜。 

高精度压延技术：通过高精度压延等工艺，形成不同压延厚度石

墨产品 

导热流体高分子材料技术：这种材料在导热性能上有其独到的 特

点 

导热柔性弹性体材料技术：可以通过调整材料的配比来调整最终

材料的性能以满足不同客户的应用 

公司产品 
公司产品 eCARBON 高导热石墨膜最薄 10μm，导热系

数最高 1,900W/(mK· )；高导热石墨膜具有良好的再加

 

开发出 17-40um 手机用合成石墨，并在多层石墨专利技术和制造

基材处理 碳化 石墨化

压延贴合模切

成品

膜裁切 碳化处理 石墨化处理 石墨压延 包装入库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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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性，可根据用途与 PET 等其他薄膜类材料复合或涂

胶，可裁切冲压成任意形状，可多次弯折 

技术、卷烧合成石墨批量生产技术领域成为全球的技术领先的企

业 

 

公司优势 

核心技术通过自主研发取得，已申请发明专利，主要

通过温度振荡的方式，来改进高导热石墨膜的制造工

艺，提高石产品模化量产下的品质 

公司导热材料的核心技术均由研发团队自主研发获得，涵盖材料

配方、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分析检测等多个环节。 

资料来源：中石科技、碳元科技公司招股说明书，民生证券研究院 

下游消费电子产品出货量的高速增长带动石墨片/石墨膜的高速增长。下游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和可穿戴设备等消费电子产品的快速增长要求产品性能的不断提高和产品外观的快

速更新换代，带来了散热行业的发展机遇，石墨片/石墨膜以优良的散热效果被广泛接受。 

(二) 热管/均温板核心技术要求高，工艺难 

吸液芯的结构对均温板内部的循环和相变换热有着极大影响。常见的吸液芯结构主要有三种：

金属粉末烧结型、微槽道型及丝网型。金属粉末烧结型是将金属粉末（一般是铜粉）直接烧结在

管（或板）的内壁，其优点是能提供大的毛细力。日本 Fujikura 和美国 Thermacore 以及双鸿科技

和超众科技目前以烧结铜粉工艺为主。 

均温板钎焊技术成品率不高。均温板在制造过程中总共有三处需要焊接，即上下板的焊接、

充注管与腔体的焊接以及充注管封口。均温板上下板的焊接，其本质就是两块纯铜板接触面间的

焊接，采用传统钎焊的方式。钎焊是利用低于铜质均温板熔点的钎料，和均温板一同放到钎焊炉

内，利用液态钎料填充上下均温板间的空隙，冷却后上下板即焊接在一起。钎焊技术的最大缺点

是成品率不高。目前扩散焊工艺受到关注，扩散焊是一种在真空或者保护气体的环境下，将均温

板上下板紧密结合，并对均温板焊件施加一定的压力，放到真空焊接炉内，在一定温度下保持一

定时间后，使焊接接触面间的原子充分相互扩散，从而达到紧密连接的目的。 

 

 

(三) .......................................................................................................................... 材

料

技

术

是

热

管

/

均

温

板核心环节 

热管/均温板的上游材料大多通过采购方式获得，主要包括铜片、铜粉、吸液毛细芯、腔

体、散热鳍片等。生产厂商具有稳定的材料供应商（2 家及以上），在原材料的供应上面具有

图 20：均温板拆解图 

 
资料来源：COFAN 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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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稳定性。 

国内公司参与中游热管/均温板研发与设计。国际厂商包括美国 Honeywell Electronic 

Materials、日本 Fujikura、日本 Shinko 等。国内多家台系厂商早已开始热管/均温板的研发与

设计，主要有双鸿科技、健策精密、力致科技、超众科技。大陆厂商碳元科技、中石科技也

在积极部署热管/均温板的散热技术。 

 

图 21：热管/均温板上下游  图 22：热管制作工艺流程图 

 

 

 

资料来源：双鸿科技年报，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双鸿科技公司年报、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双鸿科技：公司在散热模组业务上具有前沿的工艺，研发超薄热管/均温板工艺具有核心

优势。公司具有 Programmable Temperature & Humidity Chamber、EDX-720 等先进的研发设

备，并且在前置组装工艺、回焊工艺及烤漆工艺上面具有超前的工艺水平。在热管/均温板的

厚度方面，公司具有核心的竞争优势：于 2014 年已研发出超薄型均温板、超薄型热导管等

产品，并且公司的产品开发技术来源均以自行研发为主。公司散热模组的客户除了 DELL、

广达、仁宝、纬创、三星、和硕、英业达与鸿海外，更是苹果超薄笔电散热模块的唯一台厂；

今年华为发布的 5G 手机中应用了双鸿科技生产的高端冷却模块，该模块由 0.4 毫米厚的铜

片组成。 

图 23：双鸿科技热管产品介绍  图 24：双鸿科技均温板产品介绍 

 

 

 

资料来源：双鸿科技公司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双鸿科技公司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完全封闭的平板型腔体

底板 边框 盖板

腔体内壁面设有吸液毛细芯结构

金丝网 微型沟槽 纤维丝 金属粉末烧结芯

均温板/热管

NB/PC 通讯产品 IA产品 伺服器

切管 洗净+缩管 充填粉 烧结管 缩尾管

焊头
给水+真空抽气

+捍尾
折弯打扁老化处理Q值测试

抗氧化包装

OQC检验

通过化学剂浸泡，
做除油脂、氧化处
理，使热管光亮、
不易氧化腐蚀

注入超纯水，水量
及真空是热管导热
性能的主要因素之

一

填铜粉

将热管一头封口

原长约2.4m，根据
所做的热管总长度

切成段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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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双鸿科技近 5 年开发成功之技术或产品 

年度 产品 

2014 变相变化循环式水冷模组、超薄型均温板、超薄型热导管 

2015 超薄型高性能热管、环保无锡焊散热器、云端运算之散热系统 

2016 
超薄型热管在高阶行动通讯装置应用之开发、高效能创新无帮浦水冷散热系统之开发、高性能国际电子竞赛专用笔电

散热模组之开发、散热片减重技术及效能提升之开发、350W 超高瓦数空冷散热技术之开发 

2017 回路式热管之开发、枢轴散热装置及开发、水冷排系统之开发、IPFM 交错鳍片散热装置之开发、无限镜之开发 

2018 

主动式一体化水冷模组、机柜冷却液流量控制系统主机、开放式与密闭式机柜水冷散热套件与系统、高效能双回路式

热管之开发、薄型平板回路式水冷散热系统之开发、超薄型手持装置均热板之开发 

AI 晶片高发热量散热模组设计 

资料来源：双鸿科技公司年报，民生证券研究院 

健策精密：能提供客户从模具制造、冲压生产至电镀成品垂直整合的生产流程。公司的

核心竞争优势在于产品研究开发技术可自行掌控，并且公司拥有完整的生产线，公司不仅是

专业模具及冲压厂商，并掌握表面处理等相关垂直制程。公司的高工艺水平使得产品从开发、

加工到投入产出已建立完善的整合流程，能够为客户直接提供全程的开发技术与服务。公司

的核心散热产品均热片主要客户为国际半导体大厂 AMD，产品被广泛应用于下游 3C 产业的

产品终端中。 

表 18：健策精密近期开发成功之技术或产品 

年度 产品 

2017 车用均热片完成新材料开发、车用水冷式散热模组小量产、薄型材料冲压技术开发均热片量产 

2018 客制化连接器机构件开发 

资料来源：健策精密公司年报，民生证券研究院 

超众科技：掌握散热关键元件之开发设计能力。超众科技自 1997 年成功量产热导管以

来，研制热导管技术已非常成熟，公司具有累积 10 年以上及处理 1000 个以上散热模组/元件

的经验，并且近几年公司将核心技术之应用范围进一步拓展，以热管传导性佳、体积小之特

性完成迷你热管、凸台热板等散热模组的开发。公司拥有热管、超薄管、热板及相关产品完

整研制能力与产能。目前公司研发技术发展持续朝轻、薄、强(Slight、Slim、Strong) 3S 散热

方案开发。 

力致科技：掌握主要元件-散热风扇及热导管核心制程。公司的热导管属于自制产品，主

要技术来源于自行研发。公司在工艺生产流程中拥有前沿水平，通过使用 Icepac 软体设计、

模拟并验证每样产品的方式缩短开发时程同时降低成本。同时公司拥 CFD 散热模拟的技术能

力，可进行效能评估。力致科技在热管与均温板技术上已发明多项专利，具有核心的自主研

发技术。公司的主要客户为知名资讯大厂，有鸿海、仁宝、广达及纬创等，拥有稳定的客户

群。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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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直管 切管 清洗调质 除气充填 寿命测试 成品

毛细组织置入

原材料
冷间锻造/冲

压成型
CNC加工成型 电镀镀镍等 品质检验 包装 入库

零件上胶 组装 烘烤 附件配装 成品

表 19：力致科技近期开发成功之技术或产品 

年度 产品 

2016 
完成结合热管和均温板与高瓦数散热需求笔电设计、完成薄型手机热管散热设计、完成薄型化回路热管、完成具

有薄型回路型热管之散热模组、完成具锁附强度薄型化均温板设计与制作方法等 

2017 完成高功率回路热管、完成具有高功率回路型热管之散热模组、完成高功率震荡式热管等 

资料来源：力致科技公司年报，民生证券研究院 

中石科技：公司超导散热材料的生产工艺流程严谨：通过自动切管机、截断机将铜管裁

剪出所需的规格，随后利用软管缩口机将一端缩口；使用电炉（900°C）将工件内部的铜粒

与铜管结合固定形成毛细；使用真空机、二次除气机使工件内部呈现真空状态；通过压力测

试、温差测试、功率测试进行检验等。在制造工艺方面公司经过长期的生产制造积累了丰富

的工艺技术经验，形成了标准化的工艺技术管理体系。 

碳元科技：相变超导热元件积极研发。公司在积极研发真空密封的高效传热元件，目前

公司的产品包括超薄微热管和 VC 均热板，产品主要由封闭的容器腔体结构、毛细微结构、

液体工质三部分构成。公司已实现产品超薄微热管：能实现直径 8mm，长度 100mm，厚度

打扁 0.3mm 以下，导热系数 20000w/mk 以上，最大热导功率 Q > 15w，温差 Dt < 2℃，以及

产品 VC 均热板：超薄微热管的延伸，从一维扩展至二维面的热传导。产品可应用于各式热

交换器、服务器、冷却器、电子产品散热元件等，主要客户为三星、华为、VIVO、OPPO

等。公司在超薄热管工艺的研究与开发、液冷微超薄热管工艺的研究与开发方面正在加大支

出。 

 

表 20： 各公司生产工艺对比 

公司名称 生产工艺 公司优势 前沿产品 产品应用终端 

双鸿科技  

 
拥有等先进的研

发设备，并且在前

置组装工艺、回焊

工艺及烤漆工艺

上面具有超前的

工艺水平。 

超 薄 型 均 温

板、超薄型热

导管等产品 

DELL、广达、

仁宝、纬创、

三星等 

健策精密  能提供客户从模

具制造、冲压生产

至电镀成品垂直

整合的生产流程 

CPU/GPU 均

热片  

国际半导体大

厂 AMD 

超众科技   

掌握散热关键元

件之开发设计能

力 

Gaming 散热

方案-超薄热

板模组 

HPC 散热方案

-整合热管/热

板散热模组 

美国、欧洲、

亚太地区等客

户群 

力致科技 

 

一直掌握了主要

元件-散热风扇及

热导管自主研发

核心技术 

薄型手机热管

散热设计 

薄型化回路热

管等 

知名资讯大

厂，有鸿海、

仁宝、广达及

纬创等 

碳元科技  

-- 
相变超导热元件

积极研发 

超薄微热管 

VC 均热板 

三星、华为、

VIVO、OPPO

等 

切管 洗净+缩短管 充填粉 烧结管 缩尾管 焊头

给水+真空除
气+焊尾

折弯打扁老化处理Q值测试抗氧化包装OQC检验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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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断加工 缩口 插棒 装填 制作毛细芯 拔棒 缩口点焊 注液

真空裁切定长点焊二老化测试压力测试温差测试喷码功率测试检验包装

中石科技 

 

公司超导散热材

料的生产工艺流

程严谨 

超薄热管及

VC 产品等 

华为、VIVO 等 

资料来源：双鸿科技、健策精密、力致科技、超众科技、碳元科技、中石科技公司年报，公司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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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龙头公司加大产业链布局 

(一) 中石科技：积极布局热管/均温板技术 

中石科技致力于使用导热/导电功能高分子技术和电源滤波技术提高电子设备可靠性的

专业化企业，公司导热材料产品主要包括合成石墨导热膜、导热垫片、导热凝胶、导热脂和

导热相变材料。目前公司为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三星、微软、亚马逊、谷歌、ABB、中

兴、比亚迪、伟创力、捷普、鸿富锦、昌硕等国际知名企业的供应商。 

2018年，公司实现7.63亿的营业收入，其中导热材料营收为6.77亿，占总营收的88.73%；

2014-2018 年营收的 CAGR 为 35.56%。2018 年归母净利润为 1.41 亿，同比增长 71.09%。2018

年公司研发支出 0.33 亿，同比增长 10%。公司注重在散热技术上的研发，10 月 16 日公司披

露定增预案，拟定增募资不超过 8.31 亿元，净额将用于“5G 高效散热模组建设项目”以及补

充流动资金。 

 

图 25：中石科技近几年营收稳定增长  图 26：中石科技分业务营收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2019 年，中石科技司并购了江苏凯唯迪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进入热管/VC/热模组

设计技术领域。凯唯迪于 2018 年已开始布局热管/均温板项目，并投资 1000 万元于超导散热

材料项目，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 700 万支超导热管。通过并购凯唯迪，中石科技在积极部署

在热管/均温板散热技术方面的产能储备，在散热行业进行产业扩展战略布局选择。 

公司在石墨布局方面通过新产品开发取得新进展。为解决智能手机日益增长的均热新要

求，公司成功推出单层厚石墨新品。公司已完成智能手机市场重大布局，成为（中国第一知

名手机品牌商）华为和 VIVO 的正式供应商，进一步增强了在石墨市场地位。 

公司向国内外申请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累计 100 项，其中公司向国内外申请发明专

利 47 项，取得国内发明专利 5 项，国外发明专利 1 项；公司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53 项，其中

已经授权使用新型专利 33 项。为解决智能手机日益增长的散热要求，公司成功推出单层厚

石墨新品、超薄热管及 VC 产品等并且公司率先在业界研发出可折叠柔性石墨均热组件，在

今年上半年取得国际发明专利正式授权，可应用于折叠屏手机等可弯折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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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碳

元

科

技

：

国

内

导

热

材

料

领

先

企业 

碳元科技立足于消费市场，以散热材料、3D 玻璃、陶瓷背板等为发展方向，致力于为客户

提供专业、高效、全套的散热、背板解决方案，是国内开发、制造与销售高导热石墨材料的领先

企业。公司自主研发、生产高导热石墨膜，产品可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LED 

灯等电子产品的散热。目前，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三星、华为、VIVO、OPPO 等品牌智能终端。 

  2018年，公司实现 5.42亿的营业收入，其中高导热石墨膜营收为 5.07亿，占总营收的93.54%；

2014-2018 年营收的 CAGR 为 12.61%。2018 年归母净利润为 0.54 亿，同比增长 5.04%。2018 年

公司研发支出 0.27 亿，同比增长 40.64%，公司在石墨新材料领域加大研发投入，与科研院所加

强合作，开发新产品，加强消费电子产业链的产品布局。 

图 28：碳元科技近几年营收情况  图 29：碳元科技分业务营收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为巩固并加强在消费电子散热领域的优势地位，公司于 2018 年投资设立了常州碳元热

导科技有限公司并投资 180 万，主要研发、生产热管及相关的材料。同时 2018 年投资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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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中石科技热管理产品示意图 

 
资料来源： 中石科技公司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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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热管项目已经按期完成，产品已经取得了多家客户的验证及审核，并开始小批量生产。 

2019 年公司建立热管产品工厂：以研发、生产和销售超薄热管以及 VC 板为主。目前公司

在超薄热管、超薄均热板产品上已初步完成一期生产建设，具备一定量产能力。VC 均热板

散热速度快，目前其应用针对电子产品如 CPU 或 GPU 功耗在 80W～1009W 以上的市场。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开发支出 182 万用于热管工艺的研究于开发。 

在石墨片/石墨膜方面，公司继续扩大石墨新材料行业应用布局。公司在石墨新材料领域

加大研发投入，与科研院所加强合作，积极开发新产品；2019 年碳元科技将投入更加先进的

设备，达成 800 万㎡的年产能。同时，随着超薄热管在手机中的应用开始逐步增加，公司

将以高导热石墨和超薄热管及 VC 形成产品组合，为终端提供整套散热解决方案，巩固在散

热领域的领先地位。 

目前公司拥有授权专利 73 项，其中发明专利 43 项，实用新型专利 28 项，外观设计

专利 2 项， 正在申请的专利共有 11 项。在超薄热管项目方面已完成初步筹建，碳元科技

顺利导入热管/均温板业务。在高导热石墨膜方面将稳步提升市场份额。 

 

 

(三) .......................................................................................................................... 领

益

智

造

：

增

发

计划布局散热方案 

领益智造为国内知名的智能终端零部件厂商，2019 年 5 月公司发行增发计划，募投资金

总额不超过 30 亿元，其中公司计划形成年产 5,800 万套电脑及手机散热管。领益智造消费类

电子行业的客户包括苹果、华为、OPPO、vivo、小米等，公司布局的散热产品与现有产品下

游市场应用和客户群体等都存在显著协同效应。 

表 21：领益智造募投项目名称   单位（万 pcs） 

具体产品名称 下游应用 市场容量 产品设计产能 占比 

汽车马达结构件 汽车 300000.00 4000.00 1.33% 

插头（插 PIN） 智能手机 280000.00 2000000 7.14% 

无线充电模组 无线充电 80000.00 500000 6.25% 

散热模组 智能手机+PC+平板 180450.00 5800.00 3.21% 

资料来源：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民生证券研究院  

(四) 精研科技：成立散热事业部  

图 30：碳元科技热管产品示意图 

 

资料来源： 碳元科技公司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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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研科技积极部署 5G 手机散热行业。精研科技在常州总部成立了散热事业部，着力于 

5G 终端散热板块，目前已进行前期的研发投入，且设备投入已到位。2018 年精研科技的累

计投入研发费用 0.94 亿元，2018 年度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同比增长 63.76%。 目前公司主要

为笔记本及平板电脑领域客户提供散热风扇、转轴等 MIM 产品。 2014 年公司开发出了一

款全球超薄的全金属一体成型的电脑散热风扇，该产品叶片厚度仅 0.15 毫米，散热效果提

升明显。 

图 31：精研科技研发支出逐年增高  图 32：精研科技研发人员数量逐步增加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精研科技公司年报，民生证券研究院 

(五) 飞荣达：子公司助力热管/均温板技术 

飞荣达是全球的领先导热解决方案提供商，导热材料及器件包括导热界面器件、石墨片、

导热石墨膜等；目前，公司与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包括世界 500 强或行业内知名企业

华为、中兴、诺基亚、思科、联想、微软和阿尔卡特-朗讯等以及行业内领先的 EMS 企业。 

2018 年，公司实现 13.26 亿的营业收入，其中导热器件营收为 1.79 亿，占总营收的 13.50%；

2014-2018 年营收的 CAGR 为 21.62%。2018 年归母净利润为 1.62 亿，同比增长 50.22%。2018 年

公司研发支出 0.68 亿，同比增长 30.77%。公司在导热器件方面一直注重研发，2019 年初导热界

面材料方面的研发：导热帽套导热凝胶、相变导热材料、导热硅胶管等已进入性能测试阶段。 

图 33：飞荣达近几年营收稳步增长  图 34：飞荣达研发支出平稳增长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0%

20%

40%

60%

80%

100%

120%

0.0

0.2

0.4

0.6

0.8

1.0

1.2

研发支出（亿元）（左轴） YOY（右轴） 

0%

5%

10%

15%

20%

0

100

200

300

400

500

2016 2017 2018

研发人员数量（人）（左轴） 

研发人员占比（右轴） 

0%

10%

20%

30%

40%

0

5

10

15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营业总收入（亿元）（左轴） 

YOY（右轴） 

0%

10%

20%

30%

40%

0.0

0.2

0.4

0.6

0.8

2015 2016 2017 2018

研发支出（亿元）（左轴） 

YOY（右轴） 

http://ipoipo.cn/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28 

[Table_Page] 
深度研究/电子 

 

2019 年 4 月，飞荣达完成收购昆山品岱 55%股权，与公司导热材料业务形成协同效应，

形成从上游材料到下游模组的产业链布局。昆山品岱是中国领先的散热产品制造企业之一，

主要专注于笔记本、电信设备、服务器、工控板、台式机、LED 等散热产品，拥有完整的核

心部件设计和制造能力，现在拥有风扇、热管、冲压、VC 均温板、吹胀板和模组总装的生

产线。目前飞荣达已经具有完善的热管开发团队和制造部门，可以从客户系统端要求出发，

通过专业分析，设计并制造出符合客户要求的热管，目前可以提供产品包括：普通热管、手

机超博热管、均温板等类型。 

飞荣达在石墨片等导热材料的产品种类广泛。公司自设立以来注重研发与创新，经多年

研发生产积累，公司掌握了导热石墨膜卷材生产技术、高性能导热材料及相变导热材料研发 

生产等核心工艺技术，在导热材料及器件方面包含导热硅胶、导热塑料材料及器件、导热石

墨膜及石墨片等满足热管理需要的产品，产品种类非常广泛，在导热方面具有比较齐全的产

品线及相关技术。 

公司已获得专利共计 117 项，其中发明专利 33 项，实用新型专利 84 项，导热材料及器

件行业形成自主的研发、设计和应用等竞争优势。2018 年公司研发出相变储能均热片并取得

重要专利。该实用新型的相变储能均热片，将均热和相变储能相结合，均热部分能迅速的将

芯片等热源的热量传递给相变储能部分(相变温度 30-90℃)，相变储能部分通过相变吸热存储

热量，降低芯片瞬间温升幅度，保证芯片正常工作。 

(六) .......................................................................................................................... 双

鸿

科

技

：

全

方

位

热

管

理

方

案

提

供者 

双鸿科技原专营 NB 散热器设计、加工制造及贩售，后鉴于电子系统散热需求日益蓬勃，

公司开始扩大经营正式转型为专业全方位热流方案提供者。目前公司主力 NB 产品外，同时

延伸发展至非 NB 产品线的设计制造，包括服务器、主机板与绘图卡散热模块、一体成型计

算机（AIO）、工作站、DVD 播放器的散热模块，在短短数年内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笔记型计

图 35：飞荣达热管 / 均温板产品示意图 

 

资料来源： 飞荣达公司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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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散热模块设计及制造厂。 

2018 年双鸿科技实现 15.48 亿的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10.15%；公司主要产品为散热模

组，占营业总收入的 100%；2014-2018 年营收 CAGR 为 16.9%。2018 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为 0.14亿。双鸿科技一直注重产品的研发，自 1999年设立研发部以来，公司成功研发出 Intel、

AMD 及 Nvidia 等不同世代之相容散热对策，2018 年公司的研发支出达到 0.57 亿元，同比增

长 18.75%。 

双

鸿

科

技

原

为

专

营

N

B

散

热

模

块，于 1999 年 11 月起开始扩大营业，整合产品供应链，开始自制散热管、散热鳍片及风扇，

2006 年设立泽鸿子公司－热管厂、冲压厂。双鸿科技在行业内为领先企业，也是热管/均温

板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双鸿科技均温板月产能将猛增至 800 万片，同时推出新的液冷技术，

积极布局散热行业。 

(七) 健策精密：AMD 均热片主力供应商 

健策精密成立于 1987 年，主要产品包括：均热片、LED 导线架、电子周边零组件、通

讯周边零组件等。健策精密主要业务包括散热解决方案、电子和通讯周边零组件等，公司深

耕于均热片业务，是国际半导体大厂 AMD 均热片的主力供应商。公司散热业务涵盖范围广

阔，包括 3C 产品、汽车等多种散热解决方案，并可提供均热板、导热管和导热版等产品。

公司在台湾、无锡均设有工厂，积极布局在散热行业的产能布局。2017 年公司在均温板业务

上实现 16.33 亿新台币的营业收入，占比 28.84%；1.11 亿新台币的产能、9.4 千万新台币的

产量。公司的均温板产品已逐步拓展至 3C 产品的各个领域并积极拓展新市场应用领域。 

2018 年公司实现 9.47 亿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7.83%，其中均热片实现 3.46 亿的营收，

占总营收的 36.54%；2014-2018 年营收 CAGR 为 6.91%。2018 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0.80

亿。公司一直注重研发，2018 年研发支出为 0.52 亿。 

图 36：双鸿科技近年营收稳步增长 

 

资料来源： 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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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健策精密近几年营收增长  图 38：健策精密分业务营收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八) 超众科技：热管理业务的关键参与者 

超众科技专门从事热管理产品，包括散热器，热管，均温板，热模块和集成了 IoT 的热

系统。由于预见到对热管及其相关产品的巨大需求，1995 年公司与与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

合作开发热管，并成立了热模块部门。到 1997 年底，超众科技的热管已准备好进行批量生

产。从 1998 年开始，超众科技为全球客户提供笔记本电脑散热模块（带有自己制造的热管）。

凭借 45 年的经验，超众科技已成为热管理业务的关键参与者。 

2018 年公司实现 15.49 亿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8.42%，公司销售产品为热管、热板相

关散热模组及散热片，占营收的 100%；2014-2018 年营收 CAGR 为 7.50%。2018 年扣非后

归母净利润为 1.02 亿。2018 年公司的研发支出为 0.59 亿，在整合风扇/热管/热板/鳍片散热

方案上已于 2017 年完成设计并成功申请专利。针对高功率伺服器、通讯设备、人工智慧装

置所需之散热方案开发液冷循环与气冷散热之轻/薄/强三合一热板散热模组，预计 2020 年完

成开发。 

图 39：超众科技近年营收情况  图 40：超众科技均温板产品示意图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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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力致科技：专注散热管理产品开发  

力致科技一直专注研究发展相关散热管理之产品开发，产品应用于计算机、VGA、LED

灯、服务器、汽车、智能型手机、及生技应用。长久以来，力致的散热模块及风扇供应给许

多知名品牌计算机商及其 ODM 厂商，包括戴尔、惠普、联想、谷歌、三星、索尼等企业。 

2018 年公司实现 8.84 亿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2.10%，公司主营产品为散热模组，占营

业总收入的 100%；2014-2018 年的 CAGR 为 10.54%。公司一直注重热管理产品的研发，2007

年热管生产线成立，2015 年成立均温板事业部 2018 年发展新型热管 TGP(Thermal Ground 

Plane)业务；2018 年公司的研发支出为 0.61 亿。 

力

致

科

技

能

够

提

供

具

有

不

同

毛

细结构的热管设计。公司的热管包括沟槽式结构、粉末烧结、复合式材料与薄管。力致科技

在苏州拥有每月量产 500 万支以上热管的生产能力。并且公司已发展可用于桌面计算机以及

行动装置的超薄管。目前超薄管的壁厚已经可以低于 1.0mm 并且依照不同的壁厚可以提供

6W-12W 热源的散热设计。同时公司正研发轻量化、超薄以及低成本的均温板：设计专利的

特殊形状和毛细结构可以降低成本和厚度；超薄管(2-3mm)可以客制化设计；新设计专利的

特殊形状和毛细结构以及铝和镁合金外盖可以降低成本和重量。 

 

图 41：力致科技近年营收稳定 

 
资料来源： 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 42：力致科技热管 / 均温板产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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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泰

硕

电

子

：

热

管

/

均

温板技术领先者 

泰硕电子自 1994 年成立以来主要从事于散热器及散热器模组、连接器的研发与制造，

公司已有 20 年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并且具有笔记本、设备热管/均热板产品积累。目前公司

可提供一系列热管产品，包括多热管、嵌入式热管、大功率热管、均温板和具有高效导热性

的环形热管，适用于远距离传输热量。 

2018 年，公司实现 7 亿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2.94%，公司主营产品为散热器及散热

器模组，占营业总收入的 100%。2014-2018 年营收的 CAGR 为 8.03%。2018 年公司研发支

出 0.34 亿。  

图 43：泰硕电子近年营收情况  图 44：泰硕电子热管 / 均温板产品示意图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泰硕科技公司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5%

0%

5%

10%

15%

0

2

4

6

8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营业总收入（亿元）（左轴） 

YOY（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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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投资建议 

消费电子产品朝轻薄化、功能多元化、集成化趋势发展的同时手机散热问题也越来越重

要，同时 5G 时代手机功耗增加及结构件变化进一步增加散热的需求。OLED 屏幕的渗透和

无线充电技术的发展也扩大了散热的市场空间。我们建议关注 5G 时代下热管、均温板等新

型散热方案。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我们预计热管、均温板会成为散热行业主力军。双鸿科

技、健策精密、力致科技、超众科技等台系公司均有热管/均温板产品的布局方式。国内厂商

紧跟行业步伐，建议重点关注中石科技、领益智造、精研科技、碳元科技、飞荣达。 

六、 风险提示 

行业市场竞争风险：随着散热行业发展越来越激烈，若跨国公司或国外公司积极布局在

中国市场散热技术方案，争夺中国市场的份额，对国内企业会造成一定的竞争压力。 

行业新进入者加剧竞争风险：随着生产技术的日益成熟、散热市场需求的增长，预计未

来可能会有新的厂商进入散热技术领域，行业竞争加剧。  

技术更新与产品开发风险：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益，消费电子行业应用领域越来越广、

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产品个性化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类型的方案在散热行业得到推广应

用，会面临技术更新与产品开发的风险。 

http://ipoipo.cn/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34 

[Table_Page] 
深度研究/电子 

 

插图目录 

图 1：手机部件温度示意图...................................................................................................................................................... 5 
图 2：各种机型手机不同状态下温度对比 .............................................................................................................................. 5 
图 3：导热材料散热工作原理示意图 ...................................................................................................................................... 6 
图 4：各材料的导热率对比（a-b 方向） 单位：W/m.K ...................................................................................................... 6 
图 5：小米黑鲨手机散热技术采用热管 .................................................................................................................................. 8 
图 6：华为 Mate 20 X 5G 散热技术采用石墨烯+均温板 ...................................................................................................... 9 
图 7：华为 Mate 20 X 运行下温度对比 .................................................................................................................................. 9 
图 8：石墨片散热方案示意图 .................................................................................................................................................. 9 
图 9：石墨片制造工艺流程.....................................................................................................................................................10 
图 10：石墨烯散热效果示意图对比 .......................................................................................................................................10 
图 11：热管散热结构及原理示意图 ....................................................................................................................................... 11 
图 12：均温板结构示意图 ...................................................................................................................................................... 11 
图 13：热管与均温板导热系数高（单位：W/mk） .............................................................................................................12 
图 14：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恢复增长 ...............................................................................................................................16 
图 15：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平稳增长 ...................................................................................................................................16 
图 16：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稳步提高 ...............................................................................................................................16 
图 17：AppleWatch 拆解图 ......................................................................................................................................................16 
图 18：全球聚酰亚胺产量 ......................................................................................................................................................17 
图 19：全球聚酰亚胺薄膜主要供应商产能（单位：吨/年） ..............................................................................................17 
图 20：均温板拆解图 ..............................................................................................................................................................19 
图 21：热管/均温板上下游 .....................................................................................................................................................20 
图 22：热管制作工艺流程图...................................................................................................................................................20 
图 23：双鸿科技热管产品介绍 ...............................................................................................................................................20 
图 24：双鸿科技均温板产品介绍 ...........................................................................................................................................20 
图 25：中石科技近几年营收稳定增长 ...................................................................................................................................24 
图 26：中石科技分业务营收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24 
图 27：中石科技热管理产品示意图 .......................................................................................................................................25 
图 28：碳元科技近几年营收情况 ...........................................................................................................................................25 
图 29：碳元科技分业务营收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25 
图 30：碳元科技热管产品示意图 ...........................................................................................................................................26 
图 31：精研科技研发支出逐年增高 .......................................................................................................................................27 
图 32：精研科技研发人员数量逐步增加 ...............................................................................................................................27 
图 33：飞荣达近几年营收稳步增长 .......................................................................................................................................27 
图 34：飞荣达研发支出平稳增长 ...........................................................................................................................................27 
图 35：飞荣达热管 / 均温板产品示意图 ..............................................................................................................................28 
图 36：双鸿科技近年营收稳步增长 .......................................................................................................................................29 
图 37：健策精密近几年营收增长 ...........................................................................................................................................30 
图 38：健策精密分业务营收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30 
图 39：超众科技近年营收情况 ...............................................................................................................................................30 
图 40：超众科技均温板产品示意图 .......................................................................................................................................30 
图 41：力致科技近年营收稳定 ...............................................................................................................................................31 
图 42：力致科技热管 / 均温板产品示意图 ..........................................................................................................................31 
图 43：泰硕电子近年营收情况 ...............................................................................................................................................32 
图 44：泰硕电子热管 / 均温板产品示意图 ..........................................................................................................................32 

 

 

 

 

http://ipoipo.cn/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35 

[Table_Page] 
深度研究/电子 

 

表格目录 

表 1：智能手机轻薄化趋势明显 .............................................................................................................................................. 3 
表 2：手机快充功率逐渐提升 .................................................................................................................................................. 3 
表 3：无线充电功率逐渐提升 .................................................................................................................................................. 4 
表 4：手机不同运行状态下的功耗情况 .................................................................................................................................. 4 
表 5： 5G 手机功耗和结构变化拉动散热需求 ...................................................................................................................... 7 
表 6： 各类手机散热方案 ....................................................................................................................................................... 8 
表 7：石墨片与石墨烯散热比较 .............................................................................................................................................10 
表 8：散热方案优缺点对比.....................................................................................................................................................12 
表 9： 热管导热系数随长度而变化 .......................................................................................................................................13 
表 10： 均温板与热管散热技术对比 .....................................................................................................................................13 
表 11： 有无热管下的手机温度对比 .....................................................................................................................................14 
表 12：4G 手机散热行业市场空间 .........................................................................................................................................14 
表 13：5G 手机散热行业市场空间广阔 .................................................................................................................................15 
表 14： 石墨片/石墨膜行业参与者........................................................................................................................................17 
表 15： 碳元科技发明专利情况 .............................................................................................................................................18 
表 16： 中石科技与碳元科技导热材料生产工艺对比 .........................................................................................................18 
表 17： 双鸿科技近 5 年开发成功之技术或产品 .................................................................................................................21 
表 18：健策精密近期开发成功之技术或产品 .......................................................................................................................21 
表 19：力致科技近期开发成功之技术或产品 .......................................................................................................................22 
表 20： 各公司生产工艺对比 .................................................................................................................................................22 
表 21：领益智造募投项目名称   单位（万 pcs） ..............................................................................................................26 

http://ipoipo.cn/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36 

[Table_Page] 
深度研究/散热行业 

 

 

[Table_AuthorIntroduce] 分析师简介 

王芳，电子行业首席，曾供职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一级市场私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

学学士，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硕士。 

分析师承诺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

道，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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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投资评级 说明 

以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公司股价

的涨跌幅为基准。 

推荐 分析师预测未来股价涨幅 15%以上 

谨慎推荐 分析师预测未来股价涨幅 5%～15%之间 

中性 分析师预测未来股价涨幅-5%～5%之间 

回避 分析师预测未来股价跌幅 5%以上 

行业评级标准   

以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行业指数

的涨跌幅为基准。 

推荐 分析师预测未来行业指数涨幅 5%以上 

中性 分析师预测未来行业指数涨幅-5%～5%之间 

回避 分析师预测未来行业指数跌幅 5%以上 

民生证券研究院： 

北京：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7层； 100005 

上海：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239号世纪大都会1201A-C单元； 200122 

深圳：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16 号京基一百大厦 A 座 6701-01 单元； 518001 

  

http://ipoipo.cn/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37 

[Table_Page] 
深度研究/散热行业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

客户。 

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

意见及预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且预测方法及结果存在一定程度局限性。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

发出与本报告所刊载的意见、预测不一致的报告，但本公司没有义务和责任及时更新本报告所涉及的内容并通知客户。 

本报告所载的全部内容只提供给客户做参考之用，并不构成对客户的投资建议，并非作为买卖、认购证券或其它

金融工具的邀请或保证。客户不应单纯依靠本报告所载的内容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本公司也不对因客户使用本报

告而导致的任何可能的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

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本公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投资或持有本报告涉及的证券或参与本报告所提及的公司的金融交易，亦可

向有关公司提供或获取服务。本公司的一位或多位董事、高级职员或/和员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及的公司的董事。 

本公司及公司员工在当地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可以向本报告涉及的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包括投资银行业务以及顾问、

咨询业务在内的服务或业务支持。本公司可能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并无需事先或在获得业务关系

后通知客户。 

若本公司以外的金融机构发送本报告，则由该金融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该机构的客户应联系该机构以交

易本报告提及的证券或要求获悉更详细的信息。 

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传播本报告。本公司版权所有并保

留一切权利。所有在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除非另有说明，均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 

http://ipoipo.cn/

